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3 日， 第六届善行者
公益徒步活动于北京居庸关长
城开走。 数千名队员为了公益慈
善翻山越岭， 不仅要挑战 18 小
时跋涉 50 公里的身体极限 ，还
要向身边的亲友 、 同事募集善
款，以实际行动支持公益项目。

据统计 ，2014 年-2018 年 ，
善行者共 筹 集 善 款 3266 万 余
元 ，22.3 万余人次参与捐赠 ，12
万余人次的儿童直接受益 。 取
得这样的成果 ， 善行者队员功
不可没。

谁是劝募人？

如果说公益慈善是生命影
响生命的事业，那么公益筹资就
是改变认知、激发行动的直接体
现。 在人员、资金、资源相对有限
的情况下，动员机构的支持者为
机构筹资，不仅可以连接更多的
资源， 创造获取捐赠的机会，也
能为粉丝们提供深度参与的机
会和良好的体验。

那么谁适合做劝募人 ，劝募
人又需要做什么呢？

其实对于劝募人的界定没
有标准答案，我们可以从具体的
案例来进一步解析。 “我参加了
全部五届的活动 ， 共募捐了 41
万多元，为贫困地区的学校捐赠
了 7 座爱心厨房。 ”这位劝募人
是善行者老队员陈文泽，一家教
育机构的创始人。

2014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发
起，国内首个 100 公里公益徒步
筹款活动———善行者。 最初，不
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陈文泽只
是把这个活动当成是一次极限
挑战 。 当组委会介绍贫苦山区
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吃到是夹生
饭时 ， 他决心要为孩子们筹建
一所爱心厨房 。 后来 ，他去贫困
山区探访 ， 看到热乎乎饭菜和
孩子们洋溢着满足感的笑容 。
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劝募
也更有动力。

随着经验的积累 ，他的劝募
方法越来越娴熟。 这个队伍的经
验已经成为善行者活动标准案
例，被多次分享给各界队员。 他
表示：“徒步过程，是给山区孩子
公益筹款的过程，更是我们团队
熔炼和凝聚的过程，对于我和许
多老队员而言，它已经不只是一
场公益徒步活动，而更像是一种
情结 ，就算我们以后老了 ，走不
动了，想想这么多年互帮互助的
队友，想想得到帮助的孩子们的
笑脸，我们就有力量。 ”

可以看出，陈文泽是一个理
性和富有实干精神的人，并且对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爱心厨房项
目，非常认同。 这种认可机构使
命和价值观的核心支持者，是机
构连接外部的桥梁，不仅捐助机
构的项目，也是机构理念的倡导
者、推广者。

从工作内容来看 ，劝募人需

要根据机构需求，为自己设定合
理目标，与机构共同制定行动计
划，熟练使用筹款工具。

因此 ， 只要对机构充分了
解 、信任 ，对机构的发展抱有期
待，愿意借助自身的影响力为机
构背书的人，都可以担当劝募工
作。 这个过程中，劝募人需要和
机构的工作人员， 保持沟通，参
与机构组织的活动，并且主动提
出自己的需求和想法。

另外，根据《慈善法》第三十
四条，“本法所称慈善捐赠，是指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
善目的 ，自愿 、无偿赠与财产的
活动。 ”慈善捐赠具有：基于慈善
目的、自愿、无偿的特点。 所以，
在进行劝募时，为机构（项目）无
偿引入资源，也是劝募人的底线
之一。

为什么是现在？

这个秋天 ，99 公益日刚过 ，
但是很多机构已经开始进入了
“佛系”状态，疏于和支持者的沟
通。 而有些支持者也认为自己完
成了夙愿，尽到了义务。 如果这
时不能加深支持者对机构的认
知 ， 不能再次激发劝募人的热
情， 机构将会淡出人们的视线 ，
关系逐渐疏离。

另外 ，临近年底 ，机构需要
未雨绸缪 ， 为来年的筹资做准
备。 元旦、春节也是开展筹资的
好时机。

2015 年免费午餐 “抢节饭”
活动。 从春节前（2 月 12 日）发起
活动到元宵节 3 月 5 日活动结
束 ，通过专属一起捐链接 “送个
带饭香红包” 一共筹款超过 110
万元。 其中，九成来自免费午餐
志愿者的募款。

这个活动的组织和运营 ，由
免费午餐全职工作人员及核心
志愿者（劝募人）共同完成。 他们

分散到 16 个 （青螺营 ） 微信群
中，通过微信朋友圈及微信群的
传播渠道 ，以群二维码 、个人邀
请等方式扩充各个营的人气。 劝
募人担任各个营的“营长”及“政
委”，负责行动动员、过程管理和
激励。

各营的营长负责动员社群
成员，为了贫困地区的孩子吃上
热乎乎的免费午餐，将春节期间
抢到的红包捐给免费午餐。 在抢
红包的同时鼓励用户之间的互
动，营造浓郁的公益氛围。 通过
团队内的竞争、合作以及团队之
间的排名 PK， 激活群友筹款行
动力。

各个营筹款额设置了 3 万
元、6 万元、9 万元三个关卡 。 完
成第一轮 3 万元的筹款，才可以
打通第二轮元的筹款通道，并被
颁发“势如破竹尖兵营”称号。 突
破第二轮颁发 “气势如虹爱心
营”，突破第三轮颁发“王牌神兵
营”称号。

“抢节饭 ”不但为免费午餐
募集了过百万的资金，也吸纳了
一批忠实的粉丝，让核心志愿者
获得了参与感和成就感。 为后续
的筹资 ，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2015 年 99 公益日期间， 免费午
餐共获得超过 10 万人次捐赠 ，
募集善款 440 万余元 （包括腾讯
公益 120 万元配捐）

建议有条件的机构，可以在
年底举行一次表彰会。 与核心支
持者 、劝募人当面交流 ，通过具
有仪式感的场景，激发他她们的
自豪感。 表彰会上，除了公布项
目成果 、筹款情况 ，向突出贡献
者颁发证书之外，还要让所有的
利益相关方的代表上台发言，讲
感受、提意见。 同时，也可以公布
组织的来年计划，并表达需要继
续支持的诉求。 如此，不仅能够
显示支持者的重视，也可以展示
组织真诚的态度和价值观。

怎么培养劝募人？

培养劝募人应该“先互动，再
行动”。 机构与劝募人应通过传播
和推广活动加深彼此了解， 建立
信任。 机构可以对主动参与活动、
进行捐赠的支持者发出担当劝募
人的邀请，共同梳理资源，然后根
据机构的捐赠人定位， 选择主攻
方向，并制定相应的计划。

筹资官需要先思考“希望什
么人，什么时间，做什么工作，为
哪些人 （问题 ）带来什么样的改
变”。 然后通过沟通，引导劝募人
思考自己能为机构做什么、还能
做什么 ， 并为其提供方法和工
具，持续进行激励。

对于迟迟没有开展行动的
劝募人， 应不断强调其重要性 ，
从劝募人角度描述其工作成果
可以带来的价值 。 在适当的时
候 ， 邀请其参与机构的重大活
动 ，开展项目实地探访 ，展示机
构的潜力，及时反馈其感兴趣的
项目进展。 条件成熟时，邀请劝
募人参与机构决策。 在这个过程
中，通过赋予责任，激发行动。

对于已经开始行动并取得
一定成果的劝募人，需要及时进
行激励表彰。 可以在与劝募人事
先沟通的情况下，向其利益相关
方展示其工作价值和项目成果。
接下来，为劝募人提供更多参与
机会，提出更高的期待。 最终形
成一个深度认同、 高效行动、不
断激励的闭环，为劝募人持续创
造贡献更高价值的机会。

独行疾，众行远。 社会组织肩
负者传播公益理念、推动社会变革
的使命，更多人的参与筹资，意味
着更多的认同，可以带来更多改变
的机会。相信更多的机构开始重视
劝募人培养， 并形成常态机制后，
机构筹资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也
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这个秋天，培养劝募人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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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
保持个体深层思考的镜鉴

《公益时报》：当下新媒体的
发展很迅猛， 传统媒体被碾压的
发展空间愈加有限， 甚至一定程
度上成了碎片信息发布的集散
地。作为资深的新闻媒体人，你觉
得这个时代还需要深度报道吗？

敬一丹：当然需要了。 如果
没有深度报道，如果我们都是停
留在很浅层次的思考，时刻处于
那种注意力很分散的情境中，如
果人们失去了深层次思考问题
的能力，那就是一种危险，是一
种让人担忧的现象。 但深度报道
将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
这是可以研究的，也是我们都要
面对的。 然而，今天新媒体的发
展方式就只能传播那些碎片的
东西吗？ 可不可以传播深度内容
呢？其实也可以啊。比如说，我们
现在不怎么看纸质杂志了，但其
内容通过新媒体方式传播，它依
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深度，而且有

着较为独特的观察角度。 虽说现
在很多年轻人并不看纸质的报
纸了，但并不等于新媒体的内容
就没有传播价值。 比如说，现在
《人民日报》 纸质印数也就 300
万左右，但其新媒体用户数量要
达到三四个亿， 而且我注意到
《人民日报》 微博微信客户端传
播的一些内容也很有质量，所以
不是说新媒体就只能传播碎片
信息，这也是媒体的今天啊。

《公益时报》：那你觉得对于
当下媒体来说，观察和发掘深度报
道的难度是否也比之前大了许多？

敬一丹：应该是这样的。 在
目前的媒体发展现状下，还能坚
持这么做的人， 就显得特别可
贵，今天还能坚持埋头深耕深度
报道，这样的媒体人是需要一定
的职业感的。

《感动中国》：
慰藉亿万国人的温暖力量

《公益时报》：今年是你主持
《感动中国》的第十七个年头，是

否有“感动疲劳”的时候？
敬一丹：17 年和《感动中国》

相伴， 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的
“遇到”， 其实我挺需要它的，尽
管它未必需要我。 因为其他的主
持人也可以主持《感动中国》。 我
需要它是因为，我需要信心。 如
果我永远是面对着早期《焦点访
谈》所揭露的那些阴暗、问题以及
各种麻烦，我的心情也会灰暗，也
会导致我看待未来的时候未必总
是有信心。 但恰恰是《感动中国》
这些人让我觉得， 对未来是可以
有信心的。好在还有他们，我始终
是有这种感觉的。 其实我在没退
休的时候对自己就有一个检验指
标：假如说我看到《焦点访谈》曝
光的那些事情不再动心， 不再气
愤，那我就不能再从事“媒体人”
这份职业了。 对《感动中国》也是
这样， 假如说看到这些人我不再
感动了，那我也就不胜任了。其实
动心是一个媒体人的指标。

《公益时报》：良知。
敬一丹：对，你会动心，你才

会有特别合适的一种表达。 应该

说《焦点访谈》和《感动中国》是
两极，一边很冷，一边很暖，我恰
好是幸运地遇到了这两个节目，
它使我达到了一种平衡。 其实它
们中的哪一个都并非社会的全
部———那些舆论监督节目不是生
活的全部， 而是生活的一面；《感
动中国》 也不是芸芸众生中的全
部，他们是那些最暖的、最让我们
有信心的人。 当你了解了这两面
以后，再加上日常，这就比较接近
生活的真实。 就不至于很极端地
每天抱怨激愤， 也不至于说看到

《感动中国》的那些人们，就觉得
生活是理想和完美的。 这些都会
给予我一种持久的力量， 我觉得
平衡的才是持久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每年的
早春时节期待看到《感动中国》
这档节目？ 也许他们这一年来心
里积累了各种情绪，经历了不少
困难和挫折，当他们看到这些令
人温暖的人和事的时候，心里还
是会动一下吧。 它当然也不会改
变生活的全部，但我相信，这种
情感潜移默化也是一种力量。

（上接 16 版）

敬一丹回访当年的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