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不完全统计，自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共有 302 家粉丝群体
发起捐款捐物 393 次。

今年 2 月份，中华思源工程
扶贫基金会公示了在抗疫期间
明星粉丝团的爱心捐赠数据，自
1 月 24 日在微公益发起“一份爱
心一份力量，共抗疫情”项目后，
截至项目结束， 共募集善款超
1000 万元。

抗疫期间，吴宣仪的粉丝团
成立的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吴
宣仪仪圆公益基金共募集善款
超 500 万元，主要用于为湖北以
外的地区提供医疗防护用品；肖
战粉丝后援团累计捐款超 284
万元， 并捐赠手套 65000 双，口
罩 4500 个； 王一博的粉丝团在
疫情期间累计捐款捐物超 200
万元。

在微公益的一起捐榜单上，
TOP 页面的位置基本都被粉丝
团“把控着”。

那么，对于粉丝团这支具有
超强“购买能力”的群体，公益组
织如何做才能让他们关注自家
公益项目并为其捐款捐物？ 粉丝
团多会选择哪些类型的公益项
目，以及如何精准的找到粉丝团

这一群体呢？《公益时报》记者针
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梳理，并采访
了专注粉丝公益近 4 年的免费
午餐联合发起人、密得创益副总
监周功武。

粉丝团是极具捐赠实力的
群体

提到粉丝， 你会想到什么？
户外应援广告？ 还是疯狂接机？
甚至私生饭、粉丝 battle？

百度百科中对粉丝的定义
是：是指一部分对特定话题有较
大兴趣且对其有较为深入的了
解，并愿意为自己的兴趣而付诸
于各种支持性的行动，以期待放
大自己的兴趣所产生的协同效
果，甚至期待以行动扩大这种热
点的不断扩散，获得更加多的粉
丝加入和支持。

周功武则给出了一个通俗
的解释，粉丝是因为共同喜欢某
一个名人或明星而自发聚集在
一起，通过各类应援活动向公众
传播爱豆（偶像）形象，以期不断
拓展路人粉的一群人。

粉丝团作为一个社会群
体，具有超强的“购买能力”。

比如腾讯会员很多是依赖粉
丝去开通的， 包括 QQ 音乐、
酷狗音乐； 包括明星的专辑，
很多都是粉丝去购买的；还包
括服务于粉丝的户外广告、机
构等，有很多户外广告大多数
都是由粉丝购买。 在周功武看
来，公益组织一定要全面认识
到粉丝团的价值。

只要是粉丝团认可的公益
项目，几乎都是大手笔捐赠。 据
周功武介绍， 朱一龙粉丝团自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共
计向免费午餐累计捐赠善款
1063 万元； 王一博 & 肖战的
CP 粉向青基会希望小学捐赠
了 770 万元，此外，王一博 & 肖
战的 CP 粉向芭莎慈善夜捐赠
135 万元；2019 年免费午餐曾
通过天猫公益店募集善款 2000
万元，其中超 1000 万元来自粉
丝团。

什么类型的公益项目适合
同粉丝团合作呢？ 周功武表示，
所有粉丝团都会优先选择活跃
且具有品牌和透明度的项目。

为此，周功武建议，公益组
织要时常更新项目进展， 比如
在微博上发布项目动态， 让粉
丝团有印象的同时， 可以很容
易寻找到相关讯息。与此同时，
粉丝团会要求捐赠的善款能够
快速执行， 并精准且及时地反
馈使用情况。

影响粉丝团参与公益项目
的因素

在周功武看来，项目的可靠
性、公益机构服务的质量、项目
参与门槛、与粉丝团公益计划匹
配度、爱豆代言的公益项目等是
影响粉丝团参与公益项目的主
要因素。

首先， 公益项目的参与门
槛、服务质量、品牌影响力对粉
丝的影响非常大。 以免费午餐为
例，周功武介绍道：“免费午餐的
捐赠起步是 4 元/份午餐， 参与
的门槛较低，吸引了众多粉丝进
行捐赠。 与此同时，免费午餐为
粉丝团提供纸质和电子捐赠证
书，捐赠达到一定金额的定向捐
赠，可以在捐赠学校悬挂粉丝团

定捐牌。 每学期项目会向粉丝团
做财务反馈，让粉丝团清楚知道
资金的去向。 这些反馈，也反过
来吸引了更多粉丝团参与。 ”

其次，机构、项目与粉丝团
公益计划的匹配度也不容忽
视。 周功武认为，一方面是粉丝
团日常公益活动与机构理念是
否契合， 另一方面参与公益时
间是否与粉丝团本身计划时间
吻合。 一般来说，粉丝团参与公
益时间是有计划的， 多选择爱
豆生日、爱豆出道纪念日、爱豆
新作品上线、 爱豆获奖等关键
时间节点。

此外，毋庸置疑，粉丝团多
会选择支持爱豆代言的公益项
目，据周功武介绍，演员白宇的
粉丝团自 2017 年开始捐赠免费
午餐，2018 年下半年， 白宇成为
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爱心大
使后，相应的，白宇的粉丝团捐
赠免费午餐便逐渐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公益组织在
邀请粉丝团捐赠自家公益项目
之前，需对自家项目进行清晰的
梳理，用最简单的话术让粉丝团
知道你家公益机构是在做什么。

“如果在短时间内不能讲清楚自
己的项目，就很可能会失去这个
捐赠方。 一般来说，机构理念、价

值观、 目前发展状况等信息，都
会增强粉丝团的信任度。 ”周功
武说。

公益机构在运营粉丝公益
的时候，要注意品牌打造。 打造
一个专属粉丝公益的品牌，会在
众多运营粉丝公益的项目里，很
容易被粉丝记住。 例如，中国绿
化基金会面向粉丝团做的“森林
驿站”公益项目，所有参与捐赠
的粉丝团均可在沙漠种下一片
林子， 并悬挂粉丝团捐赠牌；毕
业后图书馆的“百强社会责任偶
像应援计划”， 面向粉丝团发起
这一公益活动，吸引众多粉丝团
参与，都希望爱豆成为百强社会
责任偶像。

如何精准寻找粉丝团

只有知道粉丝团在哪里，才
能少走弯路，从而找到与之匹配
的粉丝团。 然而，对于大多数公
益组织来说，并没有太多与粉丝
团合作的经验，那么，公益组织
如何精准找到粉丝团，并说服其
支持自己的公益项目呢？

周功武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 可以去粉丝聚集的地方寻
找，比如粉丝应援平台、抖音、视
频号、快手、微博、贴吧、QQ 兴趣
部落、豆瓣等。

在寻找粉丝团的过程中要
抓准时机， 比如爱豆的生日、出
道纪念日、结婚生子等对爱豆有
重要意义的节日或节点，又或者
是爱豆处于集中的宣传周期，有
新剧、新电影、音乐作品等上线
的时候。 比如 6 月 9 日，孙燕姿
出道纪念日，她的粉丝团通过免
费午餐公益店各捐赠 190 份午
餐、690 份免费午餐，寓意出道 19
年，6 月 9 日出道。

可以重点寻找粉丝团的负
责人，公益组织如果不了解某个
粉丝团，只要找到该粉丝团的负
责人，其他粉丝便会跟随。 可以
通过私信，或者通过介绍等方式
来寻找负责人，能够让对方快速
理解你项目的价值和特点。 要让
负责人信任你们的项目，证明你
们的项目是长期的、 靠谱的、有
持续透明反馈的。 将决定参与的
各粉丝团负责人聚拢在一起，例
如微信群或 QQ 群，统一发布运
营活动和动作，再由负责人各自
发动粉丝团内粉丝一起行动。

关注“契合点 ”，尽量找愿
景交集的粉丝团， 优先找到对
公益感兴趣甚至曾做过公益的
粉丝团。 粉丝团也希望做一个
有调性、有意义、有特色的公益
活动， 如果能找到项目与爱豆
本身某些特质相契合的点，更
能说服对方。

可以提供优质、快速、个性
化服务。 要与粉丝团确认后续公
益项目对粉丝团提供什么服务，
例如何时提供证书、是否能提供
线下探访等活动等。 同时也要多
与粉丝团沟通，多学习他们的语
言，例如应援、超话、爱豆、打卡、
面基等。

� �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公示的数据显示，自 1 月 24 日在微公
益发起“一份爱心一份力量，共抗疫情”项目后，截至项目结束，共通
过明星粉丝团等募集善款超 1000 万元

■ 本报记者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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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如何针对粉丝团进行募捐

� � 在微公益的一起捐榜单上，
排在前面的基本上是粉丝团

公益组织常感叹筹
款难，但如果找到本身就
有捐赠诉求的群体，便可
打破筹款难的瓶颈。除了
项目稳定的捐赠人、志愿
者，以及筹款人朋友圈能
够影响到的人， 近年来，
粉丝团也成为重要的筹
款力量。

粉丝团是一群有超
强的自组织能力、有超强
“购买能力”的群体，而且
多以年轻人为主。随着粉
丝经济的崛起，公益应援
的规模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