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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国界公益应援正逐渐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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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EXO 成员吴世勋中国
粉丝发起的 2019 吴世勋公益图
书室项目正式启动，将建立第三
座“吴世勋公益图书室”，这是吴
世勋粉丝连续第三年援建“吴世
勋公益图书室”。 该项目主要借
助社交平台进行募捐，通过粉丝
团的号召在吴世勋 4 月生日之
际凝聚力量传递正能量。

“爱心无国界， 公益在身
边”。 现阶段公益应援是粉丝支
持偶像时备受青睐的一类活动，
随着公益应援文化的不断发展，
跨越国界的公益应援也正逐渐
盛行。

早在 2016 年 4 月 12 日吴世
勋的生日之际，粉丝为了给偶像
惊喜，传递偶像正能量，在青海
为贫困儿童建立了第一座爱心
图书馆———“吴世勋爱心图书
馆”；2018 年 4 月，以吴世勋命名
的第二座“吴世勋公益图书室”
在广州落成。 吴世勋爱心图书馆
建成后，粉丝们会长期发起对爱
心图书馆的图书捐赠，旨在为需
要帮助的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
的学习机会。

吴世勋粉丝表示，“世予勋
情，以爱为礼”，让书成为一种
力量。

吴世勋的公益事迹

吴世勋自 2012 年出道以来，
一直积极踊跃地参与各项慈善
公益活动，积极履行和承担力所
能及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据公开报道，吴世勋曾在社
交网络上为天津爆炸、四川地震
祈福，在他的号召下，更多的海
内外粉丝也开始关注灾情给予
灾区帮助。 他还参加冰桶挑战关
注渐冻症，参与“星星快行动”关
注自闭儿童，参与联合国发起的
号召帮助尼泊尔大地震遭遇灾
难的孩子们……

吴世勋不仅在社交网络上
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传播正能量，

同时他也会在繁忙的工作中抽
出时间去儿童福利院坚持做义
工，2018 年 5 月， 他曾低调现身
儿童福利机构“善德院”陪伴孩
子， 并送去孩子们喜欢的食物，
陪孩子们玩游戏做运动。“这不
是吴世勋第一次来拜访我们。 他
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和孩子们一
起玩耍。 孩子们都很期待他的到
来，而且他甚至会在我们找他之
前主动提供帮助。 ”一位福利院
的工作人员表示。 早在 2017 年
年初，吴世勋就向常去的儿童福
祉育儿中心及福利财团煤炭银
行捐赠了煤炭 2 万块，其粉丝也
积极跟随偶像的脚步，不仅向福
利财团煤炭银行捐赠了善款，还
以吴世勋的名义向白血病儿童
财团捐赠善款，希望能给孩子们
带去帮助。

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做公益
外，吴世勋还通过明星的号召力
影响粉丝关注公益传播正能量，
他曾公开对粉丝表示，不会再接
受粉丝的生日礼物，希望粉丝们
把这份爱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 生日是一个人的庆祝，他
希望粉丝将小爱化成对更多人
的大爱，汇聚成更强大的力量为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去帮助，向
社会传递正能量。

吴世勋虽然是海外艺人，但
一直以来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爱
吃火锅，爱喝王老吉，爱吃膨化
食品浪味仙， 一直坚持自学中
文，坚持自己更新微博，从刚出
道时候的中文零基础到现在基
本能和粉丝进行日常沟通交
流。 其代表作有电影《我爱喵星
人》， 影视剧 《亲爱的阿基米
德》、《独孤 Rewind》，综艺《犯
人就是你》等。

国界的公益应援正逐渐盛行

近年来以明星名义所开展
的粉丝公益应援行为逐渐成为
了一种新兴的有生命力的引导

公众参与公益事业
的重要方式，明星通
过自身影响力带动
粉丝参与公益，整体
提升了公民参与公
益的数量及途径。粉
丝采取主动的姿态
以明星之名发起公
益行动， 其规模已
经超越以往个人参
与单一公益事业的
方式， 成为当今明
星公益的主流形式
之一， 成为助力公
益发展的新力量。
而随着公益应援文
化的不断发展，跨越
国界的公益应援也
正逐渐盛行。

公益活动的形
式 从 来 不 是 单 一
的， 多种多样的活
动将公益融入了生
活的方方面面。 比

如在由吴世勋粉丝站发起的米
公益“我爱喵星人”活动中，多达
48560 人次持续参与捐赠 15000
公斤活动道具大米，以换取为流
浪猫购买猫粮的资金；吴世勋中
饭联合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捐赠 1 万元善款，帮
助在尼泊尔地震中受伤的孩子
们；雅安地震、天津爆炸等自然
灾害中，吴世勋各地粉丝积极响
应号召，联合捐赠了价值近万元
的各类灾区急需医疗食品，送给
灾区应急。

2015 年，吴世勋中国粉丝联
合在韩国首尔和印度分别通过
Star Forest 建造了“吴世勋森
林”，为环保公益做出了贡献。

2016 年，吴世勋粉丝在越南
建造了一座希望桥，为越南贫困
地区人民解决了出行困难的问
题，为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贡献
粉丝们力所能及的微薄力量。 该
消息在粉丝们通过网络平台公
开后，吴世勋在微博社交平台点
赞了粉丝们做的公益，回复粉丝
们做得“非常好”。

2016 年， 吴世勋 23 岁生日
之际，吴世勋后援会在青海为需
要帮助的孩子们更换新桌椅等
硬件设施，添加电脑等多媒体新
设备，结成吴世勋爱心学校。

2017 年，吴世勋粉丝向定州
市思语聋儿语言康复学校捐建
一所“吴世勋爱心舞蹈教室”。

2018 年，粉丝为了纪念吴世
勋生日在中国西部地区沙漠中
以他的名字捐赠了 412 棵树木，
希望吴世勋和爱着吴世勋的所
有人无论何时都能与郁郁葱葱
的大自然相伴。

2018 年，吴世勋粉丝在陕西
省安康市紫阳县麻柳镇作坊小
学修建了一条吴世勋路，从作坊
小学一直到麻柳镇公路之间，总
长 5.5 公里，宽 1 米，吴世勋路已
经于去年修建完工。 如今已投入
使用，崎岖的山路变成了安全的
水泥路。 据反馈孩子们上学之路
再也不用担心爬陡斜的山路所
存在安全隐患，也不用担心雨雪
天学生将无法准时上学。 目前该
条由吴世勋粉丝所建筑的路已
得到了陕西省旅游局官方认证，
吴世勋粉丝积极响应国家精准
扶贫号召，帮助贫困地区人民。

2018 年 8 月，山东寿光遭受
水灾， 吴世勋后援会得知灾情
后，积极开展援助。 先是第一时
间电话落实灾区真正需要什么
帮助，再根据实际的需要积极准
备和捐赠，物资包括大流量抽水
机、消毒棉片、医用棉签、女性卫
生棉、应急医疗包等，解灾区群
众所急。 公益路上，吴世勋粉丝
从不缺席。

2019 年 4 月 12 日， 粉丝又
以吴世勋名义在陕西省紫阳县
麻柳镇水磨村修一座桥，桥的名
称命名为“吴世勋思勋桥”。 陕西
省紫阳县是“国家深度贫困县”，
水磨村下店子的人行钢便民桥，
原修建的铁索桥年久失修，已成

为危桥， 为了出行人安全问题，
已停止使用该桥，因此沿河两岸
的群众出行、学生上学都不得不
绕道近三公里距离，尤其在冬天
下雪路滑，小孩上学，老人出行
看病都非常不方便。 而且近年
来，村民们为摆脱贫困积极尝试
发展养蜂、养鸡等小产业，由于
地形及财力等制约，所需物资均
靠人力运输，无桥可用的现状也
严重影响了产业输出。 吴世勋粉
丝捐助修建一座 15 米跨径工字
钢人行便民桥， 方便村民出行，
同时也带动了本地产业发展。 精
准扶贫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修桥
后每一年的汛期，村民们将不再
提心吊胆的出行，可以加大力度
发展养蜂、养鸡等产业，再加上
紫阳县政府帮助，可以更有效地

帮助村民自立脱贫。
目前思勋桥还在完善施工

图设计阶段，当地镇政府也邀请
了专家实地考察勘测过，考虑到
当地的天气情况等问题， 预计 4
月末开始正式施工。

公益无国界，吴世勋通过自
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积极引导
粉丝参与、融入慈善活动，承担
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同时在吴世勋的影响下， 粉丝
们也在不断成长， 在一年又一
年直接或间接参与公益的活动
中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 在潜
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思想观，实现了自我价
值和社会价值，给需要帮助的人
们带去温暖。

（李庆）

� � 吴世勋粉丝在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麻柳镇作坊小学修建了一条
吴世勋路。 图为学生们在石刻的“吴世勋路”前合影

� � 2016 年 4 月 12 日吴世勋生日之际， 粉丝为了给偶像惊喜传递
偶像正能量，在青海为贫困儿童建立的第一座爱心图书馆———“吴世
勋爱心图书馆”

� � 出生于 1994 年 4 月 12 日的吴世勋是
韩国的优质艺人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