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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晒出一幅自己捐助的“小
朋友画廊” 里的画作、

积攒运动步数在 “蚂蚁森林”里
种一棵胡杨 、网购一件 “公益宝
贝 ”、参与一次 “为爱拼单 ”……
从电脑端到移动端，从社交互动
到网络购物 ，如今 ，互联网公益
越来越普遍，形式也愈发多样。

古人说：“一善染心，万劫不
朽，百灯旷照，千里通明。 ”公益，
是一种人人可为的善举。 数字时
代， 互联网公益将更多的人、信
息 、技术连接起来 ，以指尖公益
消除数字鸿沟、以透明公益建立
信任纽带、以理性公益推进慈善
文明，逐渐成为一种创新的互助
方式 、生活方式 ，在社会治理和
民生建设中也发挥出重要作用。

随着公益迈向数字化的新
征程，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工
具 ，创新公益项目 、提升运营效
率 、重塑生态格局 ，以更好地创
造社会价值，成为整个行业共同
努力的方向。

数字化为公益插上翅膀

“大家好，我是助盲志愿者
陈燕， 我给大家带来的影片是
《我和我的祖国》。 这部电影聚焦
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瞬间，讲述
了普通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5 月
29 日晚 7 点半，让我们相约心目
影院，用心灵的目光，去欣赏和
感悟电影艺术的魅力。 ”

听到公益项目“心目影院”
最新一期的观影预告，“铁杆粉
丝”石秀青又开始期待起来。

“我是先天失明，以为这辈
子都和看电影无缘了，但没想到
有了这样一个影院。 ”石秀青说，
平均每周一部电影，她跟着心目
影院“看”了 17 年电影。“用心灵
的目光，去欣赏和感悟电影艺术
的魅力”这句经典结尾，对她而
言是再熟悉不过了。

从 2004 年开始，心目影院每
周六在北京鼓楼的一个小院里
为视障朋友们“讲”电影。“那时
候屋子小，就 15 平方米，放了十
几把折叠椅。 ”心目影院创始人
王伟力说，由于有固定的播放时
间，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
视障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2012 年， 小屋扩大到近 40 平方
米， 心目影院也在全国 20 个城
市落地。 到 2018 年，一家电影院
伸出援手，承诺长期提供一间影
厅给视障群体讲电影。

不过，能到现场“观影”的视
障群体还是有限。 如今，数字化
平台的介入，彻底改变了心目影
院的困局。

2020 年 5 月，心目影院通过
企业微信平台为全国视障观众
直播，坚持每周六晚为视障观众
讲述一部电影。 直播平台开通
后， 视障观众点击链接就能收
听、错过也可回放、群里还能交
流，大家直夸“方便！ ”

一位观众说：“这样看电影，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还可以
邀请志愿者来给我们讲一些以
往的经典电影，好电影我们不会
错过了。 ”

线上直播讲电影的形式吸

引了更多的视障观众，也增加了
志愿者参与服务的机会，越来越
多的志愿者参与到这场爱心接
力。截至 2021 年 4 月 24 日，心目
影院线上直播讲述电影累计举
办 47 场， 参与讲述志愿者达 57
人次， 直接受益的视障观众达
6086 人次（不含观看回放人次）。

为了维系心目影院，王伟力
曾卖过车，也花光过存款，甚至
还向父母借钱。 现在，心目影院
的故事被搬上互联网公益平台，
那里凝聚了各方善意，也能扩大
传播效应，陌生人的爱心源源不
断地涌来。 借助互联网公益平
台，心目影院还实现了善款的透
明化管理。

心目影院的故事，是数字化
赋能公益的一个小小案例。 在中
国，数字化为越来越多的公益项
目插上翅膀，实现转型升级。

互联网公益结出累累硕果

“近年来，通过民政部指定的
20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
都在 20%以上，2020 年募集金额
更是达到 82 亿元， 比 2019 年增
长了 52%。 2019年和 2020年，连
续两年有超过 100 亿人次点击、
关注和参与了互联网慈善。 ”近日
召开的 2021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
会上， 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通过
线上致辞，披露了这组数据。

王爱文表示，互联网和移动
支付技术的应用，对人们生活方
式与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产生
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人们的慈
善观念、慈善行为正在发生深刻
变化。 探讨数字化时代的公益事
业如何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意
义非常重大。

确实，如今，通过互联网公

益平台，捐助人可以直接找到关
心的项目，第一时间获取项目反
馈，甚至与受助者在线上、线下
进行互动，这种体验和流程上的
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大众参与
公益的习惯，帮助善意得到最大
效率的汇聚和运用。

与民政部披露的数据相呼
应，在“腾讯公益”平台上，2020
年用户捐赠 38.49 亿元， 比 2019
年增长 37%，参与人次也突破了
1.18 亿人次。 截至 2021 年 4 月，
腾讯公益平台上累计筹得爱心
网友的善款总额超过 117 亿元，
共计为 9 万多个公益项目提供
了助力。

在参与人数、筹集善款等数
量上的持续增加之外，更重要的
是， 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敏
捷、高效、线上化的数字化能力
充分展现，基于数字化思维和能
力的公益项目正在不断涌现。

例如，在乡村振兴和教育助
学领域，《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
发展报告》指出，许多农村寄宿
学生因为无法得到有效的陪伴
而面临心理健康问题，但传统公
益的服务模式在专业人才及地
域分布上较为受限，农村地区的
寄宿学生很难得到充分关注。

腾讯公益平台上的“新一千
零一夜”公益项目，通过线上播
放经典绘本故事的形式， 低成
本、高质量地为农村寄宿生提供
了情感陪伴。

在中国各个互联网公益平台
上， 各公益团队得到公众聚沙成
塔般的支持： 有公益组织常年关
注崇山峻岭间的山区学校， 为孩
子们带去书籍； 有机构将爱心投
向亟需救助的罕见病患者， 为他
们点亮生命里的一束光； 还有公
益组织让更多人关注到农村妇女
笔下的农民画， 并通过直播带货

改善了她们的生活境况……善
意，正通过互联网平台悄然传递。

实现“人人公益”的善行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完善财税
等激励政策。 规范发展网络慈善
平台，加强彩票和公益金管理。 ”
建立全国统一的慈善大数据平
台，促进慈善捐赠和救助数据共
享，助力和推动全行业的数字化
建设，已成为行业共识。

在 2021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
会上，公益数字化也屡次被提及。

一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说
得很坦诚：现在很多公益组织都
开始使用数字化工具，比如在线
文档、在线会议等；但是，机构只
把它们当作好用的工具，不会使
用“数字化”这种说法，因为负责
人对数字化的了解也不深入，不
知道怎么搭建数字化的框架、怎
么进一步推进数字化与业务的
结合或者数据与战略的结合。

《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 2021》
的调研结果， 印证了这位公益组
织负责人的说法———虽然近七成
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对于数字化
有需求， 但 66%的公益组织投入
数字化的金额仅在总募资额的
1%以下。

“当大众对互联网公益产品
日趋熟悉，更大的命题也随之而
来：整个公益行业该如何进一步
加速数字化？ ”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
丹表示，在社会需要、民众期待
之间，公益数字化成了尤为明确
的目标和使命。

一位公益数字化产品供应
商负责人表示，目前，一些小型

公益组织的数据分析意识并不
强。 数据分析一般有三个目的，
一是向公众或受益方披露，二是
用于研究，三是用于决策、指导
开展服务。 很多公益组织对于数
据的使用还停留在第一、 二阶
段，不会用于业务的决策。

尽管目前公益事业面临数
字化工具薄弱、人才匮乏、资金
缺乏等问题，但公益数字化的未
来是值得期待的。

陈一丹认为，公益数字化的
整体方向，必然意味着更多的连
接、更丰富的生态和更大的可能
性。 以前，很多公益组织因为得
不到关注而处境艰难，直至数字
化技术将其与公众、公募基金会
直接连接，崭新的活力与能量由
此迸发。 数字化连接不仅能为公
益组织带来资源上的帮助，更能
拉动施益方深度参与所捐助的
项目， 加深对社会问题的理解，
助力社会进步。

此外，数字化帮助互联网公
益持续提升透明度和运营效率。
例如，应用区块链技术后，公益
项目全流程信息可溯源、 可回
查、可追踪、不可随意更改，项目
的进展能更好披露给公众，从而
保证每个公益项目都在阳光下
运行。 以“心目影院”项目为例，
记者看到， 在腾讯公益平台上，
一家爱心企业和 2072 份公众为
之捐款的记录都被上传至区块
链，信息公开透明，项目有了专
属的区块链电子认证。

陈一丹这样展望公益数字
化的前景： 伴随数字化程度加
深， 公益行业将更加去中心化，
越来越多的人将被公益组织、公
益项目直接触动和感染，最终有
望实现“人人公益”的善行圈，让
爱心更好传递。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数字化
让我们更好地传递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