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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初接受采访时我曾跟你
分享，我们可能会在 99 公益日中
减少时间的投入、 减少对规则细
节的挖掘，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今
年，我们索性跳出了游戏规则。 ”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以下简称
“上海联劝”）副秘书长肖洁说。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以
下简称“新阳光”）秘书长刘正琛
表示， 新阳光在今年 99 公益日
期间整体参与度和往年基本持
平，主要减少了患者众筹的筹款
目标 。 之所以做这样思路的调
整，是认为公益组织要真正建立
面向公众的筹款能力。

随着 99 公益日进入第五个
年头，公益机构有了不同的领悟
和感受，也因此调整了筹款策略
和方向，不再强调依靠运动式的
募款方式，而是注重提升自我筹
款能力以及同公众互动的能力。

筹款策略的优化和调整

对于今年 99 公益日的筹款
成绩，肖洁是比较满意的，虽然
与去年相比数据差距不是太大，
但她对筹款方向更加清晰了。

截至 9 月 9 日 24 时，上海联
劝募集的公众筹款近 3000 万
元，腾讯配捐为 663 万元，企业
配捐为 630 万元，超 65 万人次捐
赠，共上线 171 个项目，支持了
133 家 NGO。

据肖洁介绍， 在今年的 99
期间上海联劝主要是提升了管
理效率以及调整了筹款策略。 具
体表现为两方面：

首先， 增加了差异化服务，
对于合作的公益组织按照筹款
目标、项目领域、项目资源以及
项目风险等指标做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进行人力的分配和技术
支持。 对于一些重点项目实施全
程陪伴，以天为单位进行沟通交
流，每天进行项目复盘。

其次， 将筹款目标为 1000万
元以上的机构或者目标为 30万元
以上的单个项目列为重点， 在 99
公益日开始的前两周进行一对一
跟进，梳理其筹款策略，评估目标
和实际达成的能力、人力、时间分
配的合理性，给予一对一的筹款策
略分析和指导。 与此同时，将这些

有效经验分享给同类公益组织。
“以前，我们习惯在公益伙

伴的微信群里用微信返课的方式
做分享， 后来发现这个效率很一
般， 这一方式较适合于学习能力
强、能够主动化整为零、主动举一
反三、主动深入浅出的公益伙伴，
事实上很多公益组织并不具备自
动转换的能力。因此，今年我们代
替这些机构把经验中对于某些公
益组织有效的部分提炼出来，用
联劝化视角进行切换分享给适用
的公益组织。 ”肖洁说。

截至 9 月 9 日 24 时，新阳光
募集公众筹款 1311 万元左右，
2018 年筹集公众善款 1651 万
元，2017 年筹集的公众善款为
2500 万元左右。 腾讯配捐为 167
万元， 企业配捐为 189 万元，超
42 万人次捐赠。

刘正琛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导致筹款额下降的原因主要
是今年减少了患者众筹的筹款
目标。 这样一个思路调整出于两
方面考虑，首先，对于患者自筹
部分的资金究竟是其筹集的资
金还是患者自己的资金没法做
到区分，且这块的配捐比例在逐
渐下降；其次，是为了提升新阳
光面向公众的筹款能力和公众
倡导能力。 事实上，今年的 99 公
益日参与度与去年持平，但公众
筹款的比例是略有上升的。

“这几年，腾讯和阿里给了
各公益组织很大的支持，很容易
让公益组织错以为腾讯和阿里
平台的流量就是自己的公众捐

赠人支持资源，错以为自己的公
众筹款能力很强。 ”刘正琛认为，
公益组织其实并不具备对接高
流量捐款人的能力。 这些用户和
流量资源其实都是平台赋予的，
而非公益组织自己的， 通过 99
公益日的契机来真正发展机构
的公众筹款能力已经迫在眉睫。

由此， 新阳光在今年的 99
公益日期间开始尝试线下募捐
活动以及非定向筹款的尝试，
“新阳光闪光侠”项目通过用“推
光头”的行为陪伴、支持癌症患
者，并为癌症研究、治疗及行为
支持来募集非定向资金。

刘正琛表示， 遵守 99 公益
日筹款规则，规避灰色地带也是
新阳光重点强调的部分， 比如，
告知捐赠人将 99 公益日前后的
捐赠留在 99 公益日期间， 或者
将大额捐赠分解给多个人进行
捐赠，这些都是新阳光今年坚决
杜绝的情况。

跳出“游戏规则”

刘正琛认为，99 公益日其实
是给了公益组织一个话题、一个
故事，不应该将过多精力放在能
从腾讯拿到多少配捐这件事上。
99 公益日其实有点像国外的赠
与日，在有了一个话题后，其实
是给了公益组织或公益人面向
公众募款的一个由头。

刘正琛认为，99 公益日的设
立真正想推动的是公益组织对
于线下活动的重视，推动公益组

织对于公众募款的能力建设，这
也是新阳光需要下大力气去努
力和投入的。

刘正琛的这一观点同肖洁
不谋而合，肖洁告诉《公益时报》
记者，这两年联劝一直在跟伙伴
强调，腾讯配捐是红利，不应成
为大家争取的重点，应将重心放
在机构的筹款能力的提升和公
众倡导能力的提升方面。

“当我们调整了策略之后反
而减少了很多的精力，同时优化
了符合联劝特点的筹款重心。 不
是把希望寄托在哪一笔捐赠配
比更高，而是将精力放在如何在
3 天内动员所有的社会资源来支
持我们的公益项目。 ”肖洁说。

肖洁认为，公益组织如果花
大量时间去研究腾讯的游戏规
则很容易迷失筹款的联动力，应
该通过 99 公益日这个契机来宣
传项目理念，感谢曾经的捐赠人
并呼吁他们再做捐赠。“在联劝
的筹款团队中只有 1 位同事了
解游戏规则，其实，我更多的是
关心这个事情是否具有价值。 当
然，线下场景我们也会去尝试。 ”

在今年 99 公益日期间，上
海联劝也开展了线下劝募活动，
包括机构秘书长在内的全员同
事上街进行街头劝募。“但我们
劝募的初心并不是为了筹集多
少线下捐赠来换取配捐，这不是
我们的动力，我们的动力其实是
面向更多的人去传递品牌项目，
同时通过自身的体验带动自愿
者的发声。 ”肖洁表示。

对于上海联劝和新阳光跳
出 99 公益日“游戏规则” 的做
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
任邓国胜给予了肯定， 他表示，
上海联劝和新阳光的这一做法
意味着有一批公益组织不再把
所有精力放在 99 公益日这几
天，这说明了中国公益慈善组织
这些年是在不断成长的。

邓国胜强调，公益组织不应将
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每年就依靠
99公益日三天来募集资金风险较
高。 一个成熟的慈善组织不能单
纯依靠运动式的筹款方式， 应做
好常态化募款， 提升机构自身的
筹款能力和公众互动能力。

积极拥抱公平正当的竞争

在今年 99 公益日期间，大
批有行政背景的地方慈善会大
规模介入，这种政府部门大规模
集体投入到一件由企业发起、致
力民间公益热度的活动在当代
公益还是首次出现。

“我认为这是好事，说明近
两年原本行政化色彩比较重的
机构活力逐渐被激发出来，以往
只需要依靠行政力量就能收获
不错的筹款成绩，现在勇于参与
到具有竞争性的筹款活动中来，
这是值得肯定的。 ”邓国胜表示，
2019 年慈善会尤其是慈善总会
的筹款额度急剧下降，这可能和
我们国家对某些样品管理、管制
有关。 慈善会以前多是依靠药品
捐赠、医疗器械捐赠，由于价格的
下调从而导致捐款额度急剧下
降， 可能也倒逼了慈善会系统做
更多的改革和创新。

99 公益日一直被业界称为
民间公益机构的盛宴，然而，行政
背景的慈善会系统的介入， 很可
能会大大挤压民间公益组织的筹
款空间。邓国胜坦言，慈善会系统
拥有行政资源的优势， 可通过行
政手段要求各机构参与，势必会
让民间公益组织受到冲击。

“蛋糕就那么大，如果慈善
会系统切到的蛋糕多就意味着
其他慈善组织能分到的蛋糕相
对就少。 如果是公平正当竞争，
符合腾讯募捐规则， 且合理合
法，我认为应该积极拥抱这种竞
争，因为会倒逼公益组织不断提
升自己的筹款能力及核心竞争
能力。 相反，如果是不公平的竞
争，则可能会对民间慈善组织产
生一定的影响，需杜绝这种不公
平竞争行为。 ”谈及慈善会系统
介入 99 公益日为公益组织带来
的影响，邓国胜谈道。

面对行政背景机构介入的
竞争压力，邓国胜建议，公益组
织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里， 应注重日常的常态化募捐，
比如月捐等。 通过建立常态化、
固定、 稳定的捐赠用户群体，收
获稳定的捐赠收益，而非依靠运
动式、突击式的筹款方式。

� � 病房学校提高了孩子们的社交能力，收获了友谊

中国大病工程启动仪式上，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代表与来
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京天使
妈妈慈善基金会、水滴筹、锐珂
集团、友邦保险上海有限公司等
机构的代表共同宣读中国大病
救助工程倡议书，呼吁更多慈善
组织、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
入实施中国大病救助工程的队
伍中，形成广泛的联合。

宋宏云觉得，商业平台拥有
大量用户群体，但与医院间信息
却无法打通，这导致平台在救助

患者时只能有限核实患者背后
的其他信息。

宋宏云也坦言，自己运营的
国家级平台与互联网募捐平台
在每年募款额上相差甚远，而救
助方式的差别也显而易见。

互联网平台一年募款几十
亿元，国家级募款几千万元。 商
业机构愿意与院方合作，直接将
钱打入医院，基金会更多愿意将
钱交给患者。

互联网平台有着广泛的用
户群体，双方在商业社会里面的

融合度能达到多少？怎么保持公
益的纯洁性，在商业社会里面而
不被商业绑架？“商业和公益之
间如何有效结合， 达到多赢，最
终让患者受益，需要我们共同探
讨。 ”宋宏云说。

徐憾憾表示， 期待平台间的
信息互通机制早日建立， 让帮扶
更加精准有效， 也让资金筹集更
加广泛和高效。

王振耀建议，未来应该建立
几个民间和社会合作性质的医
疗社工服务体系。第一步实现信

息对接，但因涉及隐私又不能简
单开放，在需要大病患者求助之
时， 不公开但又不绝对保密，先
建立起这样一套机制。医疗社工
今后能够对这些事情进行协调。

王振耀认为，机构还是得跟
医院合作。医院的困难就是患者
的困难。院方因患者诊疗经费短
缺， 怕因先行诊疗后收不回费
用，形成压力，这时爱心救助帮
到患者也就帮到了医院。 ”

“我们可以实验实验、犯点
错误、找点矛盾。 未来如果政府

能够接盘当然是好事， 如果不
能， 大家的爱心就可以来帮忙，
让政府、社会、爱心人士间形成
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中国大病
救助平台的目标应该是这样。 ”
王振耀说。

据悉，不久后，中国大病救助
工程将与一批社会性机构再次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让平台发展驶
入“快车道”。

一张具有中国特色防止因病
致贫返贫的安全网正向着未来徐
徐展开。

未来合作之路 有分歧但更可期（上接 0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