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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99公益日的七年之“养”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7年，惯常意义上，并非回顾一件事物轨迹的绝佳节

点。5年，10年，或许更加值得铭记。但99公益

日，就如同是互联网巨浪中的一艘先头舰，顺可冲风破浪，危

则众矢之的。对它的考察，5年为时尚短，10年为佳，但在进

入7年的这一刻，一些变化可能触及到了本质，或许是可以

动笔的时候了。

一家商业公司，站在公益领域的最前端引领‘革命’，放

在哪个国家，这都是难以想象的。无疑，中国互联网发展之迅

猛，公益寄生于互联网之紧密，都给了这般奇迹诞生的可能。

而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互联网公益严苛舆论压力之下，这件

‘奇迹’，连同创造它的公司本身，都必须主动或被动地持续

做出修正、改变。

7年已至，99公益日样貌可谓大变，而真正塑造其今日

形象的或许是参与这场年度盛会的每一个人。

News News

“从 0到 1的进步……较难想
象，人们需要尝试从未做过的事。”

2015年，席卷全球的《从 0到 1》经
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国内，作者彼

得·蒂尔（Peter Thiel）在书中提出
尖锐的观点———创新不是从 1 到
n，而是从 0到 1。

而就在同一年的夏天，腾讯砸

出了一个巨额配捐数字———9999
万元，以及限期三天的配捐游戏规

则。

这个数字若放到今天，大家一

定嗤之以鼻，但在当时却“如一枚

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射出的导

弹，让整个国内公益圈震荡不已”。

是的，2015年 99公益日落幕近一
周，才反应过神来的本报记者做出

如是评价。

205万人次参与，用户捐赠额
1.279亿元，“破天荒”的捐赠纪录
让 99公益日被冠上了“国内首个
全民公益日”的名号。

更为重要的是，99公益日，至
少在当年发起之时直击痛点———

大量草根社会组织筹款困难。而由

于囊中羞涩，机构招揽人才和加强

传播也无力为继，从而更难以施展

手脚进行筹款，如此循环往复。

用陈一丹当时的话说，99 公
益日就是要“解决痛点的痛点，做

公益的公益”。卸任公司首席行政

官后的两年后，腾讯主要创始人之

一的陈一丹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发起人的身份再次回到台前，此

后每年的 99公益日往往是他最重
要的亮相时刻。

逻辑一下子变得简单：有人给

你捐 1元，我就给你配捐 1元———
上面提到的死循环仿佛在未来不

久便可终结。

于是，从 0到 1，彼得·蒂尔的
观点似乎又一次得到验证。但这场

创新落在中国的公益行业，恐怕他

是难以预料的———毕竟，距离他刚

刚来华做客刚过去 3个月，语速极
快的他在北大的整场演讲句句离

不开商业。

但为什么是腾讯？

恐怕提问者自己也会说出答

案：只能是腾讯。

在 99 公益日推出的档口，腾
讯已打造微信 4年有余。时年第二
季度末，微信活跃用户达到 6亿，
早已成为国人离不开的移动社交

平台。而公益项目众筹，多数基于

熟人社交圈，与微信属性完美契

合，后来的轻松筹、水滴筹等个人

求助之蜂起也皆系于此。

实际上，腾讯管理层是在当年

3月首次提出“公益日”的想法，彼
时，借助自身在移动支付领域的领

先地位，腾讯的“月捐”“新乡村行

动”“一起捐”等项目已尝到了小额

捐赠的甜头。由于与有长期主义的

“久久”谐音，团队将“公益日”的最

终日期放在 9月 9日。
从抛出想法，到最终实施，本

土公益与互联网最激动人心的一

次结合，仅用了半年时间，这或许

就是“互联网大厂”令人刮目相看

之处。

而据日后的报道称，几乎所有

腾讯团队成员都曾担心近 1 个亿
的配捐额花不完。但事实证明，来

自互联网巨头的这针“强心剂”实

在是半温不火的国内公益圈多年

汲汲渴求的———9月 7日 0时，第
一届 99 公益日活动正式开启，仅
仅 15分钟过后，配捐额度就消耗
了 1000 万元，上午 10 时，首日
3333万元配捐额度便告罄。

没想到大家通宵“薅羊毛”，腾

讯在第二日将活动改在上午 9 时
开始，且“单人每天最高配捐额度

设为 999元”。这是 99公益日对自
身规则作出的第一次修正，此后历

届，为应对各种始料未及的状况而

做出的规则修改逐渐成为“家常便

饭”，但这是后话。

2015 年的三天下来，99 公益
日募集善款金额占据了当年筹款

额的近 1/4，而在参与人数上也占
据了全年 1/10。

1个亿，看来不够用。

鲁迅先生“似乎”曾经说过：“每一个

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大吵大闹。”

鲁迅名言的真实度，如今往往存

疑；99公益日诞生时遭受的非议，也好
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不过，好在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2015 年，99 公益日横空出世引发
的争论一时间是“炸了锅的”。对其最大

的诟病是认为 99 公益日过于强调筹
款，机构与捐赠人为“抢钱”一哄而上，

非但对社会组织培育自身必备能力起

不到促进作用，更伤害了公益的初心。

本报也因此将其定义为“运动式”捐款。

但这种声音在第二年的 99公益日
开启前便甚少见诸报端，因为“远水解

不了近渴”，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组织

实在太需要这每年一次的“解渴”。

没错，如果打不过，那就加入它吧！

如果说第一年还有些“理性”的社

会组织持观望态度，到了这一年，这场

“抢钱大赛”岸边上摩拳擦掌、只待哨响

的选手们可早就是里三层外三层。

显然，资金池有点小，水有点浅。

于是，腾讯一方面将自身提供的配

捐比例改为随机，另一方面，于这一年

的甚早时间就开始拉动其他企业给资

金提供更多水源。由于前一年活动的火

爆亮相，99 公益日对于参与企业能收
获的流量、美誉度已不劳多说。于是，近

百家企业带来了近 2亿元的配捐额度。
不仅如此，腾讯在活动开始前两周

又收获利好。

8月 22日，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
（一周后更名为“社会组织管理局”）对首

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遴选

结果进行公示，腾讯公益以最高分冠领

13家入围平台。当天，腾讯随即宣布对
99公益日活动加码 1亿元配捐额度。

众所周知，当年 9月 1日慈善法的
正式实施被看作是中国公益进化的一

道“分水岭”。这意味着，几乎是中国公

益在名义上进入正轨的第一时间，99
公益日在官方背书的平台上再度开启，

腾讯在活动第二年就把配捐陡然提升

到近 4亿元，在满足嗷嗷待哺的社会组
织需求之余，也似乎彰显着一种被鼓舞

的神情。

这一年活动的成绩单无疑更令人

鼓舞———三天内， 677万人次捐赠出
3.05 亿元，参与人次是第一年的 3.3
倍，捐款金额为 2.4倍。加上腾讯全部
耗尽的 1.9999亿元配捐和企业完成的
1.01亿元配捐，活动收获总善款金额超

过 6亿元———令人咋舌的捐赠纪录。

这一年的活动将一家公募基金会

推上了 99公益日筹款的“神坛”———中

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它旗下的

项目和基金等共筹得了将近 9000万元
的善款。此后直到今日，每逢 99公益日
便动辄过亿的筹款量，成为了这家基金

会每年的主要善款来源。

善款的一大部分被一家或少数几

家头部基金会所把持，这一

定不是腾讯理想的预期，但

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募机构

拥有他人无法比拟的募款

资源，取得这样的“骄人战

绩”也无可厚非，实力薄弱

的社会组织或项目转而寻

求与前者合作，也不失为一

条筹款路径。

时至今日，公益行业对

这一现象的看法仍然分成

两派，腾讯也无意倾向于其

中哪一方。更何况在当时，

2016 年活动结束后，99 公
益日需要尽快应对中国公

益行业中一个永恒的难

题———公众信任。

两年的活动下来，公众，尤其是捐

赠者对于参与项目的公开透明愈加关

注，尤其是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

“公众捐赠的不断提升，改变了公

益机构原本的善款来源结构，如果无法

取得公众信任，公益机构是没办法发展

的，这是行业发展需求。”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副秘书长直陈，“腾讯作为中间

的连接者，需要满足双方的需求。”

莎士比亚在剧作《亨利四世》中写

道，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a
crown———“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即引
申于此。

99 公益日接受的欢呼声越大，也
就意味着，检视它的目光越多。

对于捐赠后的项目进展和资金流向

等公开透明问题，2017年 5月，腾讯公益
推出名为“项目透明度建设”组件，使社会

组织能够向公众披露项目的募捐情况、善

款使用进度、项目执行情况等内容。在离

当年 99公益日还有 4个月之时，腾讯公
益就未雨绸缪，动作可谓提前。

7月 18日 0时，腾讯发布了当年的
99公益日规则，在以往的“上线项目由
公募机构认领，腾讯公益平台审核上

线”流程之间，又新增一项报备流

程———即项目还需由公募机构统一在

民政部“慈善中国”全国慈善信息公开

网站进行报备。也就是说，公众可在该

网站查询任何一个特定筹款项目的报

备资料。

时间来到 2017年 9月 6日晚，第三
届 99公益日开启的前夜，腾讯公益突然
以警告的口吻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信中

提道：“希望大家共同维护 99公益日良
好的捐赠秩序，杜绝各类恶意套捐、骗捐

等违规行为……腾讯公益平台将坚决做

到‘查实一单，处理一单’……”

自 2016年腾讯将自身的配捐比例

调整为随机后，不少机构为了最大限度

地获得腾讯配捐，将一笔捐赠分成若干

笔捐赠，更有甚者挪用机构账面资金进

行此类捐赠。

原本，“套捐”只是 99公益日规则下
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但腾讯这封公开信

却主动让这个“秘密”浮上水面。如今回

看，腾讯当时或许意识到了“套捐”现象有

难以遏制的趋势，但活动即将开始，所剩

无几的时间已不足以采取技术手段规避。

在这封信中，腾讯甚至将讳莫如深

的“机器刷单”都放在了明面上，可见情

形之措手不及。

果然，最怕的还是来了。

本报记者至今还忘不了，在 2017
年 9月 8日夜晚至 9日凌晨，随意点开
处于筹款中的项目流水，以重复 ID在
极短时间内以极小金额频繁捐赠的记

录比比皆是，且大部分的捐赠间隔频率

是手动操作无法实现的。

“套捐”“机器刷单”，皆在眼前，触

目惊心。

事件发生后一个月，腾讯对此公布了

一则“捐赠合规性核查结果说明”，确认当

年的 99公益日“存在异常行为”，涉及 2.5
万个个人账户、超 23万笔捐赠、超 700万
元捐赠金额、超 370万配捐金额。对异常
账户捐赠金额超 10万元的 27个项目，腾
讯表示将启动第三方独立审计与核查。

只是时至今日，公众并未等到这份

审计核查结果。

当年，陈一丹就此接受本报专访，

他态度诚恳，对“套捐”和“机器刷单”坚

决抵制，他表示：“不应该将 99公益日
简单地理解成筹款比拼，公益机构应该

思考如何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网

友认识项目、支持项目，赢得公众的支

持和认可才是最为重要的。”

通过三年的实践与思考，虽然 99
公益日的筹款额在不断翻番，但它身后

的团队已经意识到，筹款固然重要，但

如若无法构建一个健康的公益生态圈，

无法培养公众对公益本质的理解和公

益习惯，社会组织和整个公益行业仍旧

会面临大量的发展困境。

而 99公益日的首次大变革已迫在
眉睫。

“股神”巴菲特说：“投资必须是理

性的。如果你不能理解它，就不要做。”

说这话的巴菲特同时也是有史以

来全球最慷慨的慈善家，至今超过 410
亿美元的捐赠让他人难以望其项背。在

他看来，捐赠当然也是投资，同样呼唤

理性。

好在 2018年，面临变革的 99公益
日也最终找到了理性。

之前一年，第三届 99公益日承受
质疑，但捐赠数字极为漂亮———1268万
人次捐赠出 8.299亿元善款，参与人次
是第二届的 1.87倍，捐赠金额是第二
届的 2.72倍。加之腾讯 2.9999亿元和
爱心企业完成的 1.77亿元配捐，善款总
额超过了 13亿元。

一面怀疑规则的公正性，一面却想

尽办法获得配捐，社会组织通过 99公
益日获得了“割裂人格”，这无疑将是极

为讽刺的。

从数据上看，2018年 99公益日，这
种“不理智的”增长终于踩了脚刹车。

8.3亿元的网友捐赠与 2017年持平，但
换来了高达 2800万人次的参与———连

接更多的人，这是这间以通讯起家的互

联网公司乐意看到的结果之一。

2018年 9月 5日,陈一丹启动了这
一年的 99公益日, 他表示腾讯公益将
“全方位帮助中国公益行业更快实现从

自发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从热情到

专业的发展过程”，这也是腾讯在正式

场合首次提出“理性公益”的概念。

除了前面的数字让我们相信 99公
益日放缓了之前一味追求增长的脚步，

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腾讯公益也的确

以诚恳的态度，向公众和行业展示着它

的改变。

“腾讯公益希望直面问题，让 99公
益日的参与者都能成为公益生态的共

创者。”孙懿在多个场合表示，“打造透

明健康的公益生态是互联网公益发展

的趋势，也是腾讯公益 2018年的探索
重点。”

连这一年被曝光的腾讯 CEO马化
腾致员工的内部邮件中也写道：“我们更

希望从现在起，将 99公益日交予社会。”
4月 10日，腾讯公益邀请学术界、

媒体界、公益界共同“问诊 99公益日”，
此后成立由公益、咨询、法律和媒体机构

代表组成的“99公益日规则委员会”，第
一次把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进行释放。

历时 3个月，2018年 99 公益日规
则在开放的状态下经共同讨论出炉。

从资源上来看，腾讯在 2.9999亿元
配捐额度外，新增了 1亿元作为支持慈
善公益组织的成长基金,此外还有 1960
万元的联合劝募激励、1500万元的腾讯
社交广告金、231万元的线下奖励场景
激励金和 31个名校定制培训名额。

从限定上来看，规定来自用户的善

款捐赠总额不能超过机构上一年度的

公益支出，并要求 2018年以前在腾讯
公益发起过筹款的机构需在限定日期

前完成所有项目的财务披露，信息公开

程度相当严格。

从配捐上来看，规定低于 1元的捐
赠不再获得腾讯配捐，且每人每天最高

可获 999元腾讯配捐。
这一年，99公益日还努力打造捐款

以外的各种公益参与场景。

事实上，从第一届 99公益日推出
“微信捐步”以来，腾讯公益就始终做着

公益场景多元化的尝试。但 2018年，这
种尝试开始全面从线上延展至线下，从

公益行业延伸到社会大众，从公益平台

拓展到社区邻里。此后相继成为经典的

爱心加倍卡、集小红花、捐行为公益等，

都是从这一年加入的新尝试。

在功能上，腾讯公益甚至推出了被

戏称为“首个拦着不让你捐款”的“冷静

器”，让用户在捐赠前多考虑一秒。

至此，从游戏规则到公益参与场景，

99公益日在表面上趋于复杂化，让不少
捐赠人和筹款机构惊呼参与门槛的提

高。但其效果是明显的，从这一届活动开

始，诸多限制让“套捐”的性价比变得极

低，不正常的捐赠现象骤然减少。

理性 vs.简单，或许在 99公益日身
上不能两全其美，接受理性公益的“副

作用”吧。

“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

预虑。”———宋·苏轼《答秦太虚书》

自从腾讯实行共建规则后，2018
年至 2020 年，99 公益日在游戏规则
上并无大的改动，腾讯所提供的配捐

额度始终维持在 3.9999亿元，更多机
构逐年涌入，小额捐赠用户占比大幅

上升，使得用户捐赠额仍然保持逐年

上涨，捐赠乱象愈发减少……

用马化腾的话说，“将 99公益日
视为一款产品的话，它已经进入成熟

期。产品进入成熟期，一切水到渠成。”

99 公益日的价值开始凸显：从
2015年到 2020年，用户捐赠金额增
加了 17倍；捐赠人次增长了 27倍，
2020 年互动人次更是达到 18.99 亿，
其中七成是新面孔；而如果把镜头放

大到全社会来看，个人捐赠已经达到

社会慈善捐款总额的三成。

2020年，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消耗了国人一大部分捐赠热情，这一年

99公益日不太被外界看好，但这个成熟
期的产品再次作出了自证———23.2亿
元的用户捐赠再次刷新历届纪录。

曾参与 99公益日规则评议的行业
专家师曾志对这一结果丝毫不感到意

外，她认为公益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

式，疫情只是更多地激发“人心向善”的

可能性。她说：“当有了更好的工具能更

方便、快捷地实现‘人心向善’时，99公

益日的成功便是顺理成章的。”

而对于依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

头部机构以及近两年被广泛纳入的慈

善会系统，不少专家和学者也不再提出

反对，认为草根社会组织与其对抗这种

“马太效应”，还不如主动与它们协同共

进，提升自身的曝光度和认可度。

据方德瑞信与易善数据提供的一

份分析表明，2020年 99公益日，慈善
会体系机构共 52家，占上线公募机构
总数的 17%。这些机构上线项目 1017
个，筹得公众捐赠共 9.5亿元。其中，
重庆市慈善总会的所获的公众捐赠额

还一举打破了中华儿童少年慈善救助

基金会多年的“霸主”地位。

而 57.7%的慈善会体系机构已经
与民间社会组织开展了项目合作，共

上线合作项目 530个，甚至有 5家机
构的所有上线项目的执行方均为民间

社会组织。

2020年，参与 99公益日的社会
组织已近万家，上线项目数万个，参与

配捐及互动企业过万……一方面，这

样一款“超级产品”有能力消化各类型

的社会组织，让它们找到在 99公益日
中的各自定位；另一方面，如此大体量

的“成熟产品”，以其日臻完善的公益

生态，势必能够在每年这个时段，影响

更多公益行业以外的公众，逐渐让社

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起初仅是一家商业公司的一场公

益试验，如今在各方的簇拥下被养成

一款容纳百川的“超级产品”，七年的

时间，腾讯在公益领域创造了不小的

奇迹。

眼下，这项奇迹正欲演化其新一

轮蜕变，再度扩充其体量迎接更大的

挑战———从三天增至十天，从 4亿元
整体投入增至 10亿元，分别用于配捐
和能力建设，以更大的力度、在更长的

周期、用更多元的方式，助力民生事业。

在这一轮蜕变中，“长期主义”是

腾讯的关键词。

这种迹象从今年 4月份开始便初
现端倪———腾讯连续投入前所未有的

资金量，充分发挥企业在“第三次分

配”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增进社会福

祉、助力共同富裕方面开展探索。

4月 19日，腾讯提出“可持续社会
价值创新”战略，宣布为此首期投入 500
亿元，着眼于基础科学、教育创新、碳中

和、FEW（食物、能源与水）、养老科技和
公益数字化等领域的前瞻性探索；

8月 18日，腾讯宣布再次增加 500
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

深入结合自身的数字和科技能力，在

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等民生领

域提供持续助力。至此，腾讯已连续规

划投入 1000亿元，积极响应国家战略。
5月至 8月间，腾讯还启动了 2

亿元的“千百计划”，助力社会组织提

升自我造血能力；开展“耕耘者”振兴

计划，面向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头人展开培训；成立碳中

和实验室；投入 10亿元设立“科学探
索奖”，资助青年科技人才……

而腾讯还创历史投入最高资金总

额 50亿元，用于 99公益日及后续的
激励金支持、公益数字化建设及一线

公益帮扶，支持诸如低收入人群增收、

乡村振兴等重大议题，让 99公益日的
善意扩展至全年。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

长王振耀对此评价说：“99 公益日是
助力第三次分配的重大社会工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99公益日正从
公益行业的一场年度盛事向公益行业

走向的引领者迈进。

9月 5日，作为今年 99公益日重
要的垂直专场，共同富裕配捐专场已

提前开锣，我们期待的这场脱变已经

开始……

2015：伟大的“从0到1”

2016：更热烈地拥抱

2017：最怕的还是来了

2018：让理性回归

2019-2020：一切水到渠成

2021：新一轮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