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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主”还是转型公募？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缘起
于一个发祥于杭州的唇腭裂项
目，他们的唇腭裂儿童救助项目
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1 年。 在过
去的 20 多年中， 该项目得到了
政府、广大社会组织，以及医护
志愿者的支持，已经惠及全国超
过 5 万个家庭，也帮助了许多周
边国家贫困地区的唇腭裂及颜
面部畸形患儿。

虽然一直默默耕耘，说起“微
笑” 项目， 或许很多人都有所耳
闻， 但听说过微笑明天慈善基金
会的人并不多， 更不知道如何参
与其中。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的
创始人、 理事长吴伟也是一名低
调内敛的爱心人士，以前，他们筹
款的方式，是举办一场慈善晚宴，
邀请明星和三五百名企业家与社
会精英或者通过理事们背后的企
业资源开展定向募捐， 推动项目

的开展。
2015 年 7 月发生的一件事，

改变了吴伟的想法。 当时， 一起
“上海一男婴因兔唇被爷爷毒杀”
的新闻引起很大社会反响。 在腾
讯公益的助力下，“微笑明天”发
起了一次线上筹款， 没想到短短
两天就筹到了 100 多万元。 这让
吴伟和伙伴们感受到了社会大众
的力量，而“互联网+”使得这种力
量能够更便捷地聚集在一起。

2016 年 9 月《慈善法》正式
实施后，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面
前出现了一道选择题：是仍然按
照原来的模式稳定地运营下去，
不申请公募资质，安心地做一个
“小而美”的机构；又或是申请成
为公募基金会， 开放自己的平
台，可以向公众募款。 显然，后者
将面临着更大的使命。

筹款量和公信力稳步提升

“不管是多少挑战，有多大

困难，我都希望微笑明天跟公益
界的其他伙伴们一起一如既往、
脚踏实地、 低调务实地做项目，
同时， 又要获得社会适当的关
注，社会太需要这种善意和正能
量，需要更多地传播和放大。 ”吴
伟最终选择迈出转型的第一步，
2017 年 8 月，微笑明天慈善基金
会获得了公募资格，并致力于积
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曾经，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
从互联网获得的个人筹款量占
比不足 10%，这也是当时中国许
多慈善机构的筹款状况。 但随着
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给
公益注入了互联网思维。 吴伟对
“互联网+公益” 带来的改变有很
深的感慨。过去，基金会通过慈善
晚宴筹款，邀请三五百人；或靠几
家企业，几个朋友；现在，依托信
息网络等科技力量的发展， 人人
都能做公益， 公益变得越来越好
玩，参与的民众也越来越多。

过去数年中，微笑明天基金

会与腾讯公益、 支付宝公益、微
公益等平台开展了紧密的合作。
2019 年，基金会来自网络平台的
个人捐赠收入超过 3500 万元，
占比超过 70%。 通过对优质的公
益项目进行联合公募，基金会让
新农基金、心动中国、微孝一餐、
先心宝贝救助、阳光陪伴、大凉
山助学、光明超人等百余个品牌
项目脱颖而出。

互联网让原先很多的不可
能变得可能，抓住节点显得十分
重要。 微笑明天积极迎接 5 月 8
日世界微笑日、6 月 1 日儿童节、
95 公益周、99 公益日等时间节
点， 通过联合明星与新媒体，并
在互联网大平台的支持下，微笑
明天收获了大量关注，基金会的
机构品牌获得了质的提升。

互联网让公益更便捷，也更
透明， 推动了品牌公信力的提
升。 今年疫情期间，微笑明天“携
手你我 共抗疫情” 项目上线 24
小时便筹得善款超过 1000 万

元，基金会全力推进采买物资运
往一线的同时，在互联网筹款平
台上进行及时、高频次的信息披
露，公开透明也提升了基金会的
美誉度和品牌形象。 最终基金会
募得爱心款物近 6500 万元，帮
助了包括湖北、浙江省等地奋战
在疫情一线的超过 250 家单位
及社会团体。

从一家项目基金会逐步转
变为平台型、资源型、连接型基
金会，微笑明天的脚步，走得很
踏实。

不忘初心，顺应潮流

跨越式的发展离不开脚踏
实地的积淀，专注于项目的专业
化实施是微笑明天坚实的基础。
然而“酒香也怕巷子深”，做公益
除了埋头苦干，更要抓住科技时
代的发展机遇，契合好党和国家
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
系列好政策、好举措，积极拥抱
变化。

将每一份善意落到实处是
微笑明天所追求的，科技也让这
种“公开透明”更易实现。 日前，
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等平台已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公益捐赠
当中，让每一笔善款从源头到去
向都有迹可循。 微笑明天也在公
益创新领域持续探索, 关注行业
生态建设，支持了南宋序集公益
讲坛、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钱
塘善潮论坛、杭州国际社会影响
力论坛、华东地区企业社会责任
与社会工作论坛等项目，为更美
好、更公平、更和谐的明天而不
断努力。 （杨培恒）

2020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13
日， 由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主办
的“34 所乡村学校的阅读故事”
———悦读换糖果项目主题展在北
京市朝阳城市书屋·春风习习馆
顺利举办。 本次展览将视角对准
了来自河北、新疆、云南三地 34
所乡村学校的 10506 名孩子，将
他们过去一年中参加“悦读换糖
果”的所读所想通过文字、照片和
视频等多样化形式进行展出。

本次主题展览是北京丰盛公
益基金会特别策划的“悦读换糖
果”项目一周年成果展示。展览共
设置了“甜蜜的阅读之旅”、“我喜
欢的书，你读过吗”及“未完成的
阅读梦想”三大主题展区，集中展
出了 34 所乡村学校孩子们的读
书手抄报、悦读存折、亲子阅读视
频、推荐图书及梦想书单等。观众
们不仅可以参观展出内容， 还可
以通过捐款、捐书、为孩子写下祝
福寄语等多种形式为乡村孩子献
出一份爱心。

为了解乡村孩子们的阅读现
状， 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从 2019
年开始进行了多次全国范围的深
入调研， 并于 2019 年和 2020 年
的世界读书日，先后发布了《乡村
中小学生阅读现状》 第一阶段和
第二阶段的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
72%的学校反馈孩子们没有养成良
好阅读习惯， 有 39.5%的学生每学
期阅读课外书籍不足 5本，未达到
全国未成年人均阅读量；超过六成
乡村学生平均每天阅读时间不高于
30分钟，而城市学生工作日读书大
于 1小时的学生占比 75%，由此可
见， 城乡孩子在阅读量及阅读时
长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悦读换糖果” 项目的
目标就是为激发更多乡村中小学
生的阅读兴趣， 让更多的孩子通
过阅读建立自信、快乐成长。项目
通过为乡村中小学生发放悦读存
折，鼓励孩子坚持每天阅读 30 分
钟并将阅读时间计入悦读存折，
每学期孩子们可以通过支取阅读

时间获得糖果奖励。
项目自落地以来， 得到了社

会各界和多家爱心企业的认可和
支持， 其中马大姐食品为项目捐
赠了价值 180 万元的糖果。 迄今
为止，已有北京、河北、新疆、云
南、 安徽、 珠海、 江西、 青岛的
11649 名孩子参与到“悦读换糖
果”项目中。 在展览现场，一封来
自河北滦平县王家沟回族小学六
年级孩子的感谢信感染了很多观
众：“‘悦读换糖果’你听过吗？ 就
是我们每天读书、按时读书、好好
读书就会有糖吃， 但是你也别觉
得我们读书就单单的只是为糖，
一开始是这样，但后面就不是了。
因为这个糖果悦读让我越来越喜
欢读书了。每一次收到糖，我都很
自豪，因为这是我自己‘赚’的！ ”

“悦读换糖果”项目运行一年
以来， 不仅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也得到了很多乡村教师、校长和教
育部门的肯定，云南省宁洱县教育
局副局长刘欣容表示：悦读换糖果

活动大大促进了孩子们的阅读兴
趣，增添了阅读空间，开拓了视野。
活动的意义远远不只在糖果和图
书的援助上，更重要的在于精神的
鼓励和鞭策，宁洱的孩子们虽然身
处大山深处，生活艰苦，但一定会
在一次次有意义的活动中学习知
识，爱上阅读，改变命运。

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自成立
以来，始终聚焦 6-16周岁青少年
群体， 探索改善这一阶段孩子心

理健康的可行性路径。 而本次“34
所乡村学校的阅读故事” 主题展
览生动地呈现出了乡村孩子们通
过“悦读换糖果”项目所获得的改
变和成长。 2020年新学期开学伊
始，“悦读换糖果” 项目组又收到
了多所乡村学校的申请，希望让
更多的乡村孩子加入，我们期待
与更多的爱心伙伴一起携手守
护童心，实现更多乡村孩子的阅
读梦想。 （李庆）

互联网筹款：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的使命与突破

34所乡村学校的阅读故事
———“悦读换糖果”项目周年展在北京三里屯举办

2 020 年 99 公益日落下帷幕，筹款量排行榜前端的众多
‘国字头’基金会之间，一家民间背景的基金会崭露头

角———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3 天的时间募集到的善款
总量超过 4775 万元，位居全国第 13 位，浙江省第 1 位。 基金
会联合全国范围内 111 家机构的 139 个项目开展筹款， 涵盖
医疗、教育、扶贫、乡村、环保等多个领域，近 53.5 万人次参与
其中。

近年来，微笑明天逐步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业内及社
会公众中逐渐形成良好的口碑。 作为一家曾以‘项目为主’的
基金会，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一路如何走来，未来又将有何作
为呢？

“

微笑明天帮助过很多无法自信微笑的唇腭裂患儿

爱心观众在互动区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