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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几年来，综艺节目在增加
公益元素或场景方面进行了不
少积极探索。

刚刚收官的东方卫视《极限
挑战》第五季，在其第一期节目中
就聚焦垃圾分类这一环保议题。

“之所以选择垃圾分类的主
题， 是因为第一站是从上海出
发，7 月份上海出台垃圾分类的
管理条例，然而老百姓并不能很
清晰地做好垃圾分类。 我们希望
通过节目既能表现上海在环保
方面做出的努力，同时又能为老
百姓提供切实的帮助。 ”《极限挑
战》第五季总导演施嘉宁说。

浙江卫视《奔跑吧》也将公益
融入到节目当中，除了已有的“全
民公益跑”助力计划等活动外，新
一季节目也加入了“垃圾分类”

“延川布堆画”等公益元素。
《忘不了餐厅》则将目光投

向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群
体， 将老人作为节目的主角，让
更多人对这种特殊的老年病形
成正确认知，提升观众关注老年
人和老年病的意识。

央视综合频道自 2014 年推
出的大型公益寻人栏目《等着
我》，至今已经走过五季。 节目联
动荧屏内外，借力新媒体帮助很
多人找到失散已久的故人。

经《公益时报》记者梳理，目
前公益与综艺的结合方式主要
有三种：第一类是以主打公益寻
人行动的《等着我》等为代表的
纯公益类节目；第二类是在节目
内容中融入公益元素的综艺节
目；第三类是节目在线下开展相
应的公益活动。

公益化正逐步成为综艺节
目发展的新风尚。

这些综艺节目为何纷纷选
择加入公益元素？ 综艺节目在实
际操作如何才能更好地避开公
益“雷区”？

为何加入公益元素

被问及《极限挑战》第五季
加入公益元素的初衷，施嘉宁告
诉《公益时报》记者：“一方面，这
是作为主流媒体应当肩负的使
命，现在的综艺节目除了满足广
大观众对娱乐性的需求之外，同
时也在探索如何让观众有所收
获或者有所感悟； 另一方面，在
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大幅
提升的今天， 综艺不能只有娱
乐。 呼应广电总局的要求，综艺
节目要做到有意思也有意义，贴
近群众，正确引导公众。 ”

“第五季定的‘长江行’这个
大主题也让节目增添了一份使
命感，第五季主要围绕这一主题
进行延展，在每一集的小主题中
尽量融入公益元素，这也是契合
第五季的口号‘这就是爱’，以期
让这季节目更加正能量、更加阳
光向上。 ”施嘉宁谈道。

其第一期节目就融入了和
观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垃圾分类。
挑战成员从在黄浦江滩涂捡垃

圾，到现身幼儿园与小朋友互动、
共同学习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等，
在无形中就能影响和纠正部分观
众“垃圾不分类”的错误观念。

施嘉宁认为，融入公益元素
的综艺节目，在传递正能量的基
础上，能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具有一定的文化价
值。 而综艺节目具有强大的传播
力与传播效率，能有效地将公益
理念传达出去。

施嘉宁认为，综艺节目要呈
现的公益内容不能很生硬，要以
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观众潜移默
化地去接受节目想要传递的内
容，而非空喊公益慈善口号，“这
样一点意义都没有”。

施嘉宁表示，公益不仅成为
节目提高影响力的途径，也成为
节目创新的突破口，可以让节目
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
公益不仅能够提升节目的精彩
度，传递正能量，还能够打破娱
乐综艺同质化的怪圈。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胡光
伟曾在公开报道中表示，公益类
综艺节目有它的目标观众群。 这
类节目既不失综艺节目的娱乐
本真，又能恰到好处地避免过度
娱乐。 一旦找准大众普通的心理
诉求，就能达到收视率和社会效
益双赢的效果。

在他看来，在节目中通过开
展线上线下公益活动，可以增强
观众的收视黏性，传播正能量的
同时还可以提升节目收视率。 同
时，公益为日益同质化的综艺节
目提供了创新的可能，也为社会
带来了积极效益。

综艺节目做公益踩过的
“雷区”

随着“综艺+公益”类的节目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些问题
也随之暴露出来。不少综艺节目在
做公益的过程中踩到了“雷区”。

2016 年《天天向上》的“诈
捐” 事件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据公开报道，2016 年 7 月 15 日，
《天天向上》携手“芒果 V 基金”
发起公益活动，倡议为山东省青
岛即墨市东川小学捐赠，让大山
里的孩子能够获得资助。 节目组
公开的信息称，该学校是即墨市
东川路小学，位于大山深处。

据了解，芒果 V 基金是由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与湖南广播
电视台共同发起的，是湖南广播
电视台第一个慈善基金，成立后
被广泛运用于湖南广播电视台
各种公益晚会和慈善活动中去。

节目播出后引来网友一片
质疑。 有青岛人在论坛中称即墨
市根本没有这所学校，而且扫描
节目中屏幕上的二维码发现竟
是一款 APP。 后来，有网友也提
出质疑， 即墨市是全国百强县，
地处沿海，并不是贫困山区。 而
东川路小学实际上位于青岛，周
围学区房价格高达 1 万多。

节目播出后五天，《天天向
上》官方微博转发“芒果 V 基金”
的相关说明回应，称事件的主要
原因是芒果 V 基金工作人员笔
误，捐赠学校实际位于青岛市李
沧市，而非即墨市。

有分析称，虽然这次《天天
向上》“诈捐”事件是虚惊一场，但
是这种依靠节目的影响力发起的
公益活动造成的负面结果也让公

众变得失望。因此，节目组一定要
做到将发布的公益计划落到实
处，否则容易造成声誉受损。

另一个案例也能印证这一
点。《极限挑战》第二季收官的公
益演唱会收视率夺得当日收视
冠军。 节目组宣布，观众捐赠六
本以上的图书就可以免费前往
现场观看晚会，募集的图书节目
组将捐赠给山区儿童。

这本是一件彰显正能量的
好事，却因为现场收集的书籍数
量太多，归纳分类的问题被网友
指出：“捐赠的书籍数量大，但因
为没有分类要求，所以什么类型
的图书都有。 后期如何分类也是
一个问题。 ”

有专家强调，线下公益项目
的落地需做好前期调研和考察
工作，即使是简单的捐书活动也
应该做好捐赠前后的保障工作。

事实上，当下还有一些“综
艺+公益” 的结合方式商业化程
度偏高。 如《奔跑吧》曾联合其赞
助商网易考拉发起的关注快递
员群体的线下公益营销活动就
让观众感觉不适。

有专家表示，将公益功利化
之所以让观众感到不适，不仅是
因为商品元素的嵌入，更是因为
更多节目将公益寓于说教，将正
能量的事情表现得过于凸显，使

受众产生逆反心理。
还有部分综艺节目将公益

传播视为应景之举。 在这种错误
思想的引导下，公益与综艺沦为
表里“两张皮”。

例如，某节目只是将贫困地
区作为拍摄地，就在宣传中为自
己贴上了公益的标签; 也有节目
在喧嚣热闹的娱乐环节之后，突
兀地引入嘉宾参与某公益项目
的桥段，使节目画风急转、内容
脱节; 还有些节目将公益当成作
秀，拍摄成了扰民，除了添麻烦、
耽误工夫，并没有对受帮扶者产
生任何积极影响。

如何避免“踩雷”

如何才能避免出现这些问
题呢？ 在探索的过程中，雷区的
出现在所难免，关键是节目要不
断进化。

综艺节目与公益元素的结
合，需要考虑两者的关系，寻找
合适的切入点。 有分析称，公益
元素与节目内容要贴近，产生关
联性；公益元素与节目主题要贴
近， 方便核心精神的精准传达；
公益元素需成为节目固定内容，
实现深度结合。

融入公益的综艺节目既要
避免过度娱乐，又要避免为公益
而公益，生硬说教、强制灌输，同
时还要做到将公益项目或公益
活动落到实处。“在‘公益+综艺’
节目中，可采用年轻观众喜好的
新玩法，让节目生动有趣，寓教
于乐的同时注重与专业的公益
组织合作。 ”施嘉宁说。

例如，《极限挑战》第五季于
上周举行了公益演唱会，联合阿
里巴巴公益、中国扶贫基金会发
起了“用脚步丈量长江”公益捐
步活动， 通过网友的在线捐步，
共同助力为长江沿岸贫困地区
以及宜宾市灾后小学修建阳光
跑道。

捐步排名前列的参与者还
有机会获得“极限挑战公益演唱
会”的门票。 据施嘉宁介绍，该活
动 6 月 29 日上线，截至 7 月 9 日
已有超过 2.3 万人次参与， 累计
捐步超 3 亿步，为四川万源市官
渡镇中心小学、新店乡中心小学
和长宁县竹海镇万里义务教育
学校三所小学建造了阳光跑道。

据介绍，《极限挑战》第五季开
展的公益活动除了体现在节目内
容里，还延展到了节目外：节目联
合阿里巴巴公益、阿里拍卖、优酷、
阿拉善 SEE基金会，发起“留住长
江的微笑”的公益拍卖活动，将成
员们在节目中穿过的衣物进行拍
卖，所筹得的善款用来拯救江豚。

“对我们来说首先要吸引观
众， 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同
时在这个过程中去传递要承担
的社会责任，包括公益慈善的意
义，让观众既能够接受又不会抵
触和反感。 ”谈及综艺节目融入
公益元素如何找到合适的落点，
施嘉宁说。

《极限挑战》第五季第一期节目聚焦垃圾分类

� � 芒 果 V
基金关于天天
向上图书室的
说明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