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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幕天青少年教育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刘敏：

产品开放性是社会倡导的关键要素 ■ 本报记者 李庆

从关键影响力
和大众影响力方面发力

《公益时报》：今年的 423“我
读书很猛” 相较第一届主要的区
别有哪些？有哪些创新的部分？现
在来看，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

刘敏：今年虽然继续保留了
4 小时 23 分钟的阅读时长，但相
较第一届确实做了很多升级和
改变。

首先是形式上的变化。 第一
届主要强调的是一个人面对阅
读，通过直播的形式见证一个人
独处帐篷阅读的过程。 今年我们
将这种形式升级为“同阅一本
书”， 有可能是两个人也可能是
多人，强调在共同的时间段内同
阅一本书，这种边读边聊的过程
会让参与者觉得有反馈，所以效
果很不错。

比如，今年的活动我们的理
事会成员都去了湖南乡村学校
参与这次阅读挑战，他们给出的
反馈非常好。 因为有边读边聊的
过程，每读完半小时会跟小朋友
们聊十几分钟， 再进行阅读，在
这一过程中可以发觉阅读本身
的乐趣，聊的内容也没有标准答
案，只需要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
和观点。

“同阅一本书”的启发主要
源自幕天公益的亲子阅读项目，
该项目的核心模式是号召乡村
家庭的父母陪伴孩子阅读，强调
父母参与， 共同阅读一本书，亲
子间就书里的内容情节进行交
流与分享。 在这过程中，我们发
现对于亲子关系的改善帮助很
大。 从该公益项目里给了我们一
个很大的启发：书不贵，和亲友
共读的时光很珍贵，阅读不只是
一个人的事情， 它更是亲友、重
要的人之间关系上的特别连接。

其次是平台上的变化。 我们

今年更加强调人与人的社交关
系，尤其是熟人的社交关系。 去
年主要是通过微博和抖音平台，
今年则选择了微博和视频号。 视
频号的优势在于它是在熟人朋
友圈之间的传播链条，是相对比
较简洁的。

因为幕天公益是一个专注做
阅读的公益机构， 我们的受益对
象是乡村青少年。 我们希望能够
形成更大的力量， 让更多的人关
注阅读，意味着我们会坚持把 423

“我读书很猛”当做幕天公益的年
度最重要的公益倡导活动。所以，
第一个目标依然是传播的声量。
事实上， 今年的整体传播效果相
较去年有了量级的突破。 截至 4
月 27 日， 微博话题阅读量达 1
亿，话题讨论量达 41.2万。

《公益时报 》：本届 “我读书
很猛 ” 活动取得了哪些突出成
果？ 您认为取得这一成果的关键
因素是什么？ 哪些是可供参考和
复制的？

刘敏 ：整体来看，我们还是
从关键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两
个层面去思考这个事。

关键影响力方面是去影响
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邀请
了很多各界专家学者、 企业家、
KOL、明星艺人、平台博主参与。
同时我们着重向不同领域的学
者去推荐这个项目，邀请他们推
荐书目并为活动站台。 今年在这
块的力度会大一些，我们希望逐
步的去破圈。

这次参与的很多专家学者，
以前是没有接触过公益的。 值得
一提的是，这次推荐书的方式是
带有关系链条的：你想推荐谁读
某一本书？ 在这个点上，我觉得
会给他们创造一些很特别的体
验，除了公益外，可以通过阅读
让他们关注到自身的重要关系
建设上。

大众影响力方面，因为我们

这次是在视频号上进行发力，所
以比较精准的邀请了很多跟阅
读相关的机构， 包括教育类、情
感类的博主，双方在传播上做一
些深度的互动来共同生产内容，
这些是未来我们将持续深挖的
点。 此外，在大众影响力方面，我
们还做了其它方面的尝试，比如
今年我们也在尝试跟书店进行
合作、跟政府机构进行合作等。

我觉得之所以能够一年比一
年做的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当你去塑造一个项目
或者品牌 IP 时，由于公益组织的
预算有限，很多时候，坚持一件
事情可能比创新更重要。 由此，
我们觉得坚守一个点并持续去
深挖它是值得每个组织去摸索
的事情。

第二，从创造体验的角度不
断优化，“我读书很猛”虽然是公
益活动， 但并不局限在公益领
域。 今年很多参与方给我们的反
馈是：阅读除了对他们个人和孩
子有帮助以外，更大的收获是增
加了思考的过程，思考和孩子共
同阅读哪一本书？ 为什么选这本
书？ 这些是对他们生活有很大帮
助和启发的地方。

第三，当下的公益还没有成
为很多人生活的刚需，但多数人
在生活中的亲子关系、亲密关系
方面是有痛点和解决需求的。 如
果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痛点和
需求跟公益的相关策划相结合，
很可能会创造出为公益传播破
圈的机会和可能性。

第四，坚持“以愿景交集连
接更多伙伴”， 我们也会去满足
不同的合作方的需求。 今年因为
引入了“书单”的概念之后它的
开放性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邀请
了马拉松世界冠军、中国女子全
马半马纪录保持者孙英杰，她通
过直播阅读《运动改造大脑》这
本与运动相关的书。 她既讲了一

些跟她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些事
情，又有阅读公益的部分，这种
形态形成了双方共同合作的交
叉点，既保持了公益组织和公益
项目的传播，也允许合作方有自
己共创的内容进来。 包括跟阅文
集团的合作，他们倡导的是在线
阅读部分，从而形成公益的传播
和捐赠。

要说可复制的部分，对我们
来说，满足“阅读倡导”，符合“同
阅一本书”的概念，采用邀请名
人专家来“号召大家去阅读某一
本书”的逻辑，这都是由大家共
同合作去达成的，共同创造双方
的价值。 从这一点上来看是一个
相对有效的方法。

打造项目产品化、IP化特征

《公益时报》：《中国儿童阅
读领域公益组织发展研究报告 》
显示， 全国范围内 80 家阅读公
益组织有将近 60%的公益组织表
示筹款压力较大或非常大。 请从
行业的角度谈谈在倡导筹款方
面总结出的经验？

刘敏：因为阅读是一个重要
不紧迫的事情， 所以它在劝募、
筹款方面的挑战就会更大一点，
属于这样的一种形态。 所以，每
一家机构无论是面向企业筹款、
大额的基金会筹款、大额的个人
筹款、小额的公众筹款等，都有
各自的基因和优势。 所以每家机
构还是要找到各自最核心的特
征， 然后坚持用稳定的战略去
做，不要轻易摇摆。

首先，从幕天公益的筹款角
度来讲，依然会坚定不移的去塑
造品牌，从影响力到筹资是有一
个距离和时间的，但不去尝试永
远都不会收获因品牌而带来的
捐赠。

其次，要利用项目的执行去
做筹资， 好的项目是能够把执

行、品牌、筹资、产品这 4 个关键
环节联动起来的。 我们会把公益
产品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外面是
三个轮子———公益项目的执行、
品牌和筹资，每个环节都会互相
联动。 核心是公益产品设计的本
身，比如，亲子阅读项目的设计
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其可感知
度和连接度做的比较好。

比如捐赠人可能有自己喜
欢的一些书，包括这次参加活动
的企业家给我们反馈，能否阅读
自己特别推崇的一本书，或者在
未来是否能够发起子计划，固定
推荐大家阅读自己推崇的书，进
而去做相应的一些捐赠。 这样的
话，公益项目的产品就包含了开
放性，就不再局限共读一本书这
个事情， 这本书会影响到执行，
执行影响到品牌，品牌又影响到
筹资。 因此，形成自己的模型和
模式会让你有安定感，公益组织
脚踏实地做的事情跟愿景之间
是有连接的，公益的执行部分是
有内容可以输出的，而且内容的
输出是有机会帮我们获得筹资
的。 只有不断去筹资才能做持续
的执行，只有持续的执行才能给
品牌影响力带来提升，进而带来
更大的投资，这样就基本形成了
循环，这样的公益组织和项目才
能够可持续。

用愿景交集
连接更多合作伙伴

《公益时报》：在与多家联合
发起机构的合作过程中，如何调
动各方能动性，最大化发挥各机
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刘敏：活动的核心是用愿景
交集去连接更多的合作伙伴。 大
家一定有共同点，否则就没有办
法合作，但大家也一定会有不同
的诉求。 比如，这次我们跟视频
号团队的合作的前提是我们都
会在四月份做倡导阅读，包括腾
讯新闻、阅文集团等;第二就是大
家依然会有不同的诉求，遇到这
样的诉求我们只能去尊重，再从
中寻找交叉的合作点，比如共同
邀请嘉宾，这样双方的力量都会
变得更大，比如“四月正是读书
时”跟“想和你同阅一本书”是完
全不冲突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
在视频号平发起双话题活动呢？

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通过
发挥各自的能量，更加轻松地完
成各自的目标，进而共同推动双
方共同的目标。 比如我们跟一个
线下图书馆的合作，也是因为满
足了双方都要在世界读书日做
倡导阅读，它的诉求是要在线下
空间跟读者形成互动，那么他就
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就好了。 所
以， 我们整体的思路就是不征
服、不迎合，从中找到双方的交
集，然后一起做事情。 这就需要
项目设计本身要具有开放性，有
创新的空间才能够体现其自身
的策略。

� � 近日，由多家阅读类公益组织联合发起的行业研究报告《中国儿童阅读领
域公益组织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 ，全国范围内的 80 家阅读公益组织有

将近 60%的公益组织表示筹款压力较大或非常大。
在广州市幕天青少年教育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刘敏看来 ， 阅读属于重要不

紧迫的事情 ，所以在劝募、筹款方面的挑战会更大一点 ，但找准机构最核心的特
征并持续性做社会倡导，还是能够实现突破的。

广州市幕天青少年教育发展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 ‘幕天公益 ’）是 2013 年 10
月在广州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一家公益机构，专注于乡村少年的精神成长。

作为阅读类公益组织之一，幕天公益自 2020 年通过社会倡导的方式发起‘我
读书很猛’阅读公益活动，通过连接各界名人和企业家、明星艺人、广告位等方式，
迅速将该活动及机构推广了出去，同时还链接了筹款资源及项目的长期支持者。

在刚刚过去的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第二届‘我读书很猛 ’阅读马拉松开启
了‘想和你同阅一本书’4 小时 23 分钟阅读公益挑战活动。 活动持续 3 天，4 月 23
日至 25 日，591 位猛读挑战者通过自选同阅伙伴， 共读一本书参与本次挑战，挑
战失败者，可按照剩余时长，以每分钟捐赠 7.2 元的公益规则，支持幕天亲子阅读
项目。 活动期间，微博话题阅读量达 1 亿，话题讨论量达 41.2 万。

那么，第二届相较第一届有哪些创新和升级？ 在倡导筹款方面幕天公益总结
了哪些经验，是如何连接公益项目的长期支持者？ 带着这些问题，《公益时报 》记
者专访了幕天公益创始人刘敏， 以期了解更多活动背后的故事及对活动的总结
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