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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公益 科技向善

一季度腾讯公益“复捐率”近四分之一
当前，互联网公益慈善给予

公众的实惠与日俱增。
5 月 16 日，在广州举办的第

三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传出
以下数字：截至今年 4 月，腾讯
公益平台上已有超过 2.2 亿人次
捐出善款近 53 亿元， 款项已帮
助了 1 万家社会组织的 5 万多
个公益项目；80%以上的公益项
目服务于扶贫济困和基层群众，
给老百姓带来切实帮助。

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
长陈一丹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从
公益 2.0 到理性公益， 腾讯公益
不断推动理念和实践的创新。 过
去 20 年，腾讯自身也不断成长，
通过技术应用、信任构建和文化
沉淀，为中国的脱贫攻坚与公益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过去 10 年，“互联网+公益”
让公众参与公益的激情被释放。
未来 10 年， 应更多探讨或思考
在互联网公益的环境下，多方机
构如何思想碰撞、 共创方法、彼
此成长。

眼下，公益慈善正与互联网
日益深度融合， 形成了鲜活的
“中国样本”，并不断走向世界。

让公众公益权利多一重保护

根据腾讯公益统计数据显
示，2018 年“99 公益日”期间，有
超 2800 万人次的爱心网友为
5498 个公益项目献出爱心，公众
参与度翻了一番， 创造了新的

“温暖记录”。 自腾讯公益平台成
立以来，其历史善款总额累计突
破 49 亿元人民币， 历史捐赠人
数突破 2.12 亿人次，并持续以指
数级速度增长。

同时，腾讯公益近年来先后
推出捐款“冷静器”和“透明组
件”，让捐赠人在捐款前“多想一
秒”， 并实现专业披露和加强对
项目的审核等， 在理性捐赠、透
明呈现上作出诸多尝试。

当前，“理性公益”理念已被
行业普遍认同。 有行业观察者认
为，“理性公益” 理念的提出，使
公益热潮从网络活动向全社会
共同参与推进的过程中多了一
份冷静与思考。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翟红新在接受 《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提炼出
的理性公益理念，事实上，在公
益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本身就存
在，这是腾讯公益本身比较受用
户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腾讯公
益平台建立之初就强调项目透
明、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的多重
反馈。 ”

2018 年“99 公益日”启用一
系列最严苛的方式（包括“冷静
器”）使得募捐不降反升，这说明
公众对公益行为严苛方式的认
可，公众也需要这种严苛的方式
来更好地行使公益的权利。

翟红新认为：“理性公益包
括三方面。 第一，在平台中增添
功能让公众行使公益权利的时

‘多想一秒’， 这是平台能做到
的，也是平台的责任。 第二，公益
伙伴在这个过程中也能身体力
行地去做这件事情。 公益伙伴在
设置项目目标和后期筹款中，根
据机构执行能力和实际情况来
确定目标， 让项目执行更为有
效，以及资金使用更加到位。 第
三，企业在推动公益透明、理性、
高效的方向上更为努力，这使得
理性公益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渐
形成了。 ”

“冷静器”让捐款不降反升

去年“99公益日”被号称有史
上最高的项目准入门槛、 最严的
财务披露规范、 最繁琐的项目进
展要求、最克制的产品交互设计。
最终，捐款总额不降反升，证明了

“理性公益”的理念得到了爱心网
友们真实而直接的支持， 也让整
个行业收获到信任的馈赠。

从数据上来看，“冷静器”不
但没有浇灭或减少一名用户支
持、捐赠某个项目的热情，反而
成为了“助推器”。

腾讯公益团队在上线“冷静
器” 产品之时内心有过担忧，因
为这增加了用户支付门槛，让用
户多一份思考———是不是真正

“想捐”某个机构或项目。 但最新
数据表明， 这种担心有些多余，
2019 年一季度，项目复捐率（即
“再捐赠率 ”） 达到 24.56%，比

2018 年同比提升 8.39%。
翟红新表示：“如果我们要

注重数字的变化， 我们就不会
上‘冷静器’，互联网的产品经
理都知道上‘冷静器’，多点击
一次鼠标， 就意味着用户的流
失， 这是互联网的特性。 推出
‘冷静器’ 意味着不看重数字，
希望用思考来进行理性捐赠，
让用户对自身捐赠行为负责，
捐赠后更加关注项目进展，这
同时也起到了对项目的监督作
用， 这对公益行业及整个捐赠
文化的建立有帮助。 ”

“平台的洞察，第一，透明是
公益的基石。 当公益组织把更多
信息披露出来后，用户更愿意选
择去相信，公益与用户之间产生
一种信任连接。 我们所倡导的公
益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一次
性行为。 小额捐赠、公益行为，可
以成为每一个有爱之人的生活
方式，成为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做
的事情。 ”翟红新说。

“小游戏”程序倡导行为公益

2018 年 12 月 8 日， 腾讯用
户开放日（T-DAY）在深圳宝安
开幕，26 个产品和业务的前沿应
用汇集，涉及智慧医疗、人工智
能、功能游戏、科学探索奖、社交
娱乐、技术公益等领域的最新进
展，几乎所有展项都是创意化的
互动装置。

创意互动带来行为公益实践。
“登山行动”是一款为偏远地

区孩童照亮上学路的公益游戏，
通过故事融入游戏进行体验，让
用户在场景中思考公益项目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群孩子。

腾讯小游戏事业部负责人张
啸表示， 游戏并不只是让用户体
验完成就结束， 里面会有部分真
实项目照片露出以及腾讯公益筹
款页面的跳转。对公益组织来说，
关键点在于传播能否有效输出，
对项目落地是否有所推动。

根据“登山行动”项目统计，
2018 年上线后不到 3 个月就有
10 万用户捐款，获得 200 万元善
款， 让项目所对接的 20789 个山
里孩子在上学路上有了路灯。

“小游戏有着让用户从感动
到行动触发的力量。 ”张啸说。

最近，腾讯公益也推出了一
个叫“全民爱公益”的平台，用户
进入界面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这些小游戏，

“（公众）平时对小游戏可能
有些误解，认为只是为了娱乐消
遣，但更多的是通过游戏让行为
公益形成，参与游戏也是在做公
益，甚至一个转发告诉朋友和亲
人，让其跟你一起参与公益。”张
啸说，“小游戏本身对于场景的
传达， 以及它在社交上的连接，
能够让公益在一种轻松的氛围
当中变得更有趣，更日常、更触
手可及。 ”

行为公益并不一定要跟游

戏结合在一起，也不仅仅是通过
小游戏这样一种工具。

张啸表示：“融媒体时代，所有
的形式都可以是一种行为公益，可
以通过屏幕参与，也可以通过日常
小小的行为。小游戏作为行为公益
的一部分，去助力传播，但并非小
游戏就是行为公益本身，或者我们
想要去定义这个概念。 ”

WeCare计划赋能公益组织

在当天的中国互联网公益
峰会上，小游戏“WeCare 公益计
划”再度升级，投入亿级资金激
励开发者，从研发、推广、运营、
品牌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助力科技向善。

“WeCare 公益计划”是由腾
讯公益联合微信小游戏、腾讯追
梦计划发起的公益激励计划，希
望开发者能基于小程序/小游戏
的能力，用高创意的互动体验形
式， 用技术激发公众的公益热
情，让公益更有趣。

张啸对《公益时报》记者表
示，WeCare 首先是一个标准流
程，开发小游戏、小程序，所有的
开发者都会明白，有一个非常完
善的流程。 在开发公益小游戏的
过程中，公益组织有故事、有 IP
或其他元素提供给开发者，这中
间需要开发者的加入。

在 WeCare 计划中，公益组
织先行提供策划案， 腾讯方面
评估并找到合适的开发者。 张
啸强调：“公益组织提供的故事
非常重要， 应该拥有打动人的
重要的元素，故事有了后，找到
开发者。 ”

目前，该计划已经有超过 10
万名的小游戏开发者。

WeCare 计划并非腾讯小游
戏单独发起，它联合了腾讯公益
和腾讯追梦计划。 腾讯公益为小
游戏提供公益背书、 筛选和认
证，从公益专业的角度看待公益
组织。

如果公益组织无法自带资
源，WeCare 计划还可以帮助其
进行小游戏开发吗？

张啸表示：“欢迎公益组织
自带开发资源和方案而来，有
想法的公益组织最好。 一是该
项目有公益价值， 二是创意比
较动人，WeCare 计划能够给予
公益组织从研发、推广、运营上
面提供支持。 如果公益组织无
法自带资源， 我们会建议它们
联系腾讯公益基金会。 从另外
一种角度来看， 如果公益组织
不能从开发者的角度去参与计
划， 可以跟腾讯公益作为品牌
合作方进行线上入驻， 让公益
机构提出项目， 专业开发者提
供他们的技术支持， 最后由整
体计划来提供资金支持。 ”

在谈到 WeCare 计划为公
益组织赋能时， 翟红新表示：

“其一，产品具有易用性，让其
很方便地使用，从管理、筹资上
能够实实在在推动机构内部发
展， 这使得伙伴们可以主动去
用。 其二，十年间，伙伴们对互
联网新应用、新产品感兴趣，会
比较积极、努力地去尝试，动员
周边人士去参与， 验证产品是
否有效。 我们相信，好产品本身
就会说话， 用到公益领域也是
一样。 ”腾讯用户开放日，用户通过小游戏体验公益

陈一丹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