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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探讨建立公益联动机制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网络不仅意味着募捐

北京人刘姐在某电信公司
工作，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刘姐
选择了一名四川高中在读学生
进行资助。 三年资助期结束，她
资助的学生高考只考了 249 分。

刘姐决定前往四川见见这
个孩子， 但却怎么也联系不上
了。 作为捐赠人，面对突然失联
的受助对象她很是担心。 最终通
过四川的公益机构，找到了这个
学生。 面对刘姐的出现，被资助
的学生很是自责，因为感觉对不
起捐赠人，他选择了逃避。

刘姐并无责怪之意，他对资
助对象说高考失败并不意味着
人生失败， 还有很多机会重来，
关键是不要丧失对自己的信心。
资助对象回复刘姐：“我承诺你，
一定好好学习。 ”

最终， 该资助对象辗转通过
慈善组织安排进入了一所技校继
续学业，经过自身努力，毕业后顺
利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就业。

募捐平台不仅仅是成就受
助人， 也成就捐赠人和公益伙
伴，网络慈善把这种正向的慈善
连接变成可能。

腾讯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孙懿表示， 每当她讲起这个故事
之时都特别感动。在小额捐赠场景
里， 捐赠人不仅仅只是出钱的角
色，她还可以有很多的角色，还可
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平台也不只是
提供募捐的功能， 可以连接更多
的资源，并让资源拥有温度。

孙懿表示，传统慈善就是财
富的再分配，而小额捐赠并不仅
仅是财富再分配，更多的是情感
的连接。 在捐赠方、资源方（包括
用户、企业、公益机构）到受助者
之间的情感的流动，是人人公益
更大的价值。

另一个故事，也印证着网络
慈善不只是简单的捐赠。

一个在微博上关于抑郁患
者的求助故事。 2013 年这位抑郁
症患者去世，留在微博的最后一
句话， 迄今为止获得了超过 100
万的留言评论，这个网络空间也
变成了抑郁症患者的交流平台。

面对如此多的信息，一位黄
姓教授开始尝试从中发现抑郁
症患者，以进行提前干预。 从黄
教授一人到组建专家团队，与客
服之间形成联动， 一旦发现就

“报警”。 通过这种方式，几年时
间就拯救了 800 多人。

新浪微博副总经理、社会责
任总监董文俊表示：“之前，看到

的只是人的单一力量，但现在互
联网有着海量信息，如果有技术
性加持后，拯救效率将远远超过
之前的想象。 教授、平台、志愿
者、公众、受益对象都实现了连
接， 一起来研究抑郁症这一课
题。 这让互联网不再只能发挥单
一的捐赠功能。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人
人可以有机会发起公益项目，然
后推动公益项目，最终参与公益
项目。 ”董文俊表示。

联合共话公益生态

过去 12 年， 腾讯公益不断
探索如何利用腾讯的核心能力
助力公益发展。 而技术力量能否
给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和方向，帮助参与解决具体社会
问题成为面临的新问题。

孙懿表示，每家科技公司的
擅长点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尝
试在公益领域先把联动的事情
做起来。 比如，各家互联网公司
能否从公益开始，基于自身的技
术和数据能力，为公益机构建立
一个客观的评价体系，帮助机构
公信力成长？

当前，数据已成为腾讯、阿里、
新浪的“王牌”，三家都有相应能力
发挥更大的公益作用。在捐赠环节
如何让数据更加精准分发，共同提
供更好的网络公益服务？

孙懿表示，建立有效的合作
机制，前提是共生共赢，一定是
多赢。

目前，阿里在做的“3 小时公
益平台”， 已经入驻阿里体系内
25 个 APP，在公益志愿领域颇具
影响力。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
书长王瑞合说，未来“3 小时公益
平台”也希望能够和阿里经济体
外的平台建立更好的连接，在志
愿者领域助力公众的善能、善
意、提升志愿服务的效率、数字
化与公开透明。

新浪微博做公益最核心的
一点，在于能够让公益更大范围
的出圈， 帮助公益项目沉淀可持
续使用的社交资产。董文俊表示，
在公益这件事情， 希望不同平台
之间用户可以真正“无界”，新浪 9
月将在“人人公益节”、“99 公益
日”、“95公益周”的宣传推广中实
现资源互通， 在一个点上形成合
力， 让全中国更多的网民知道 9
月是属于网民的公益月。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
学院教授李小云认为， 宏观上，
互联网机构间在公益行动上需
要一个联盟，有联盟才能把所谓

的规范赋予意义，没有联盟大家
不能形成共识。 微观上，目前中
国还没有形成数字化公益，这个
领域非常大，这正是阿里、腾讯、
新浪等互联网公司最擅长的，完
全可以联合起来进行推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
长王振耀建议，各科技公司可以
尝试开放合作，分几步走，有共
识，有适度的评价，有专业化的
介入，几大互联网公益平台一块
行动起来，就可以对公益事业的
推动具有深远的影响。

王振耀表示，希望接下来可
以有更多的时间探讨怎么样更
好的联动，形成 1+1+1 大于三这
样的合作。

“每家科技公司的擅长点有很
强的互补性，能否在公益这一块先
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我觉得下一步
不管是“99公益日”，还是在各自主
要的活动和节点上，我们可以就一
些具体的节点先行来探讨，怎么样
一起运作。 ”王振耀强调。

理性公益 科技向善

2018 年，腾讯推出理性公益

的发展思路，希望推动整个公益
生态的理性发展，并在技术上以

“冷静器” 的方式让用户体现理
性公益。

原本以为增加一道网络门
槛，会让用户体验降低，复捐率
下降，但出来的结果却让理性公
益得到肯定。 2018 年，腾讯复捐
率达到 40%， 让用户喜欢的场
景，产生更健康的捐赠态势。

但技术毕竟不能代替公益
本身的链条。 用户虽然有蓬勃的
爱心， 但是在很多时候是无序
的，这种无序的释放对整个公益
机构能够稳定持续的解决社会
问题，其实是一个瓶颈。

“我们想做一个事情，在用
户蓬勃爱心的洪流里面推一个
东西，比如告诉用户，这个小孩
已经够钱了，还有这么多得病的
小孩没有钱治。 ”孙懿说，“对用
户端说理性，希望用户对公益不
是一次性消费， 用户要有想法，
要选择喜欢的领域，喜欢的项目
长期支持，不需要一下捐十个项
目， 更多是希望一个项目跟十
年，这才是用户端的有序性。 ”

王瑞合表示， 互联网简洁、
快速、便捷带来公开透明，但同时

一些假公益、骗捐现象蔓延影响公
益形象，也影响爱心人士对公益的
信心。 另外，互联网时代公益传播
性更广，微博、微信、网络社区，社
会媒介传播会加快，传播成本的降
低和加快对公益提出了要求，把一
些小的的问题点放大了，对公益项
目的完备性有更高的要求。

董文俊表示，面对一个灾害
事情或者某一个打动人心的公
益事情发起之后，全民的情绪就
会被调动起来，这样的信息就会
溢出， 这个时候止损和理性，这
个事情是双刃的。 另外，还存在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要想办法让
其更透明，更有效。

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发展，产
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为公益事
业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李小云认为，互联网与公益
呈现三方面关系。 第一，互联网
本身是一个对公益有着中性的
支持性平台，公益项目利用其筹
款，作用显而易见。 第二，互联网
技术直接瞄准社会问题，并着手
解决，传统公益受到挑战，已经
不再是单纯捐钱，对传统公益产
生倒逼作用。 第三，互联网引领
新兴工业化、新技术时代。

“互联网公益组织和现代企
业解决社会问题具有非常明显
的公益外扩性，甚至是直接瞄准
社会问题。 毫无疑问是新工业化
时代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互
动在重塑社会关系，重塑政府社
会关系。 ”李小云表示。

科技向善，规则助力，透明
与连接，正是今年“99 公益日”的
题中之义。 孙懿表示，有效的合
作是从了解开始的，本次思想汇
是一次非常好的开始，在了解的
基础上，腾讯公益非常愿意与各
家平台一起推动建立一系列有
效的机制，从彼此项目中寻找合
作点，扬长补短，互相学习，为公
益行业的共生共赢一块努力。

当天，包括腾讯公益、阿里
公益、新浪微公益、新华公益、善
源公益等互联网公益平台的负责
人，来自盖茨基金会、墨卡托基金
会的中国区代表，来自北师大、中
国农大、 长江商学院的学术专家
等出席了当天的沙龙活动。

9 月 3 日，在‘99 公益日’即将迈入第五个年头之际，
腾讯、阿里、新浪、知乎等互联网公司公益负责人齐聚北
京，在腾讯公益思想汇第三期活动上，围绕‘互联网与全民
公益’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这是难得一见的场景。 知名互联网公司同处一桌，没
有台面上的商业互吹，也没有隔空较量的硝烟气息，只有
对公益事业共同关切和对行业发展的真知灼见。

活动现场

嘉宾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