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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主题下公益路径的新选择

“40元捐出 一 片 爱
心 ， 聚 力 同

心， 共建智慧乡村， 守护生命泉
源。 ”湖北省咸丰县老区建设促进
会“活水计划”项目负责人杨晋最
近频频通过社交软件转发这条募
款信息，期待通过动员公众在 99
公益日期间募款 860 万元。

走向“共同富裕”中，有越来
越多的引路人 、同行人 、参与者
出现 ，慈善事业作为 “第三次分
配 ”的主要载体 ，正在构建起与
“共同富裕” 相匹配的资源筹集
与运用机制，众多社会组织正在
优化策略、抓住机会、全情投入、
期待绽放。

9 月 5 日，中华慈善日，99 公
益日共同富裕主题日也在这一
天开启。 与以往不同，今年 99 公
益日期间， 共推出共同富裕、教
育助学、生命救助、银发科技、碳
中和、 青少年体育等六大主题，
各有侧重。

中国扶贫基金会 “活水计
划”、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暖心
工程”， 分别是支持西部县域社
会组织发展和关注社区“一老一
小 ”弱势群体的公益项目 ，和其
他“共富”项目一同上线“共同富
裕”主题日。

公益项目发展除了品质优
秀外， 公益场景的有效触发，也
是激发公众参与的有效手段。 一
些易参与 、交互式 、多元化的慈
善场景让更多公众乐于公益，社
会组织正在积极通过上线入驻
等方式进行探索，吸引更多人加
入，助力机构发展。

根据腾讯公益提供数据显
示， 截至 9 月 5 日 18 时，“共同
富裕”主题日当天共有 473 万人
次捐出 2.7 亿元， 加上腾讯基金
会的 1.6 亿元配捐， 合计 4.3 亿
元善款 ，帮助到灾后重建 、乡村
振兴 、 弱势人群等促进共同富
裕 、共享美好生活的项目 ，范围
覆盖涉及中西部、农村等多个欠
发达地区。

“共富”项目的社会化路径

“活水计划”是中国扶贫基

金会 2020年针对欠发达地区县
域社会组织发展薄弱、资源动员

不足等问题，通过“机构赋能”

“平台建设”“专项支持”等方式，

帮助欠发达地区县域社会组织

发展的公益项目。

项目主要集中在残障儿童

康复教育、孤寡老人赡养、留守

儿童看护教育、低收入家庭帮

扶、低收入人群保障等领域，解

决县域内面临的社会问题，焦聚

医疗救助、普惠教育、农业消费

帮扶等。

今年 99公益日共同富裕主
题日，“活水计划”联动 16家欠
发达地区公益伙伴参与，让资源

平台规模化，打造符合县域特色

互联网筹款模式。

中国扶贫基金会活水计划

负责人马楠楠对《公益时报》记

者表示，在新发展阶段，从公益

伙伴筛选到项目设计，均焦聚欠

发达地区，瞄准低收入人口，致

力于缩小贫富差距，以促进共同

富裕为目标。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暖心

工程”于 2010年 3月由社会爱心
企业捐资支持的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对社区里的三无、高龄及其他

有需求的老年人、儿童以及全体

社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致力于

打造运营模式完善的社区服务示

范项目，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今年 99公益日之前，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动全国各地

的社会组织，在腾讯公益平台发

起“暖心服务站”项目，利用互联

网探索社会化公益实施方式，引

导社会资源参与，引向偏远地区

和弱势群体，精准实现资源的有

效分配。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社区

发展基金秘书长王晓对《公益时

报》表示，孵化培育发展当地社

会组织是“暖心工程”重要内容

之一，通过设立并运营暖心服务

站，向社区输出公益项目和模

式，重点为社区一老一小等弱势

群体提供日间照料、健康护理、

心理关怀等服务，提升社会组织

参与当地社会问题治理的能力，

助力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

“项目设计之初除本身覆盖

受益群体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

就是培育本土社会组织，通过其

发展在当地发挥更大公益优势，

作用于社会问题解决，成为共同

富裕路上重要支撑。”王晓说。

按照 99公益日共同富裕主
题日安排，符合 4类条件项目均

可在这一主题日当天上线筹款：

一类回应和解决经济和文化欠

发达地区民生保障和发展需求

的项目；二类关爱和保护老弱病

残妇幼及低收入群体的项目；三

类关注和促进城乡居民物质和

精神生活水平的均衡提升的项

目；四类其他促进共同富裕、共

享美好生活的项目。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葛燄对《公益时报》表示，共同
富裕主题日将引导用户关注该

主题下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类公

益项目，增设专场配捐。对符合

促进共同富裕的精神、并且达到

合法合规等基本要求的公益慈

善项目，还将提供额外配捐。

“共富”项目自我造血

2018年，湖北省咸丰县就有
社会组织参与 99公益日，但因
组织职能和内外资源受限，未能

实现目标。

2021年 7月 8日，湖北省咸
丰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以下简称

“老促会”）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

“活水计划”一员，基金会通过机

构赋能、培育人才等方式推动老

促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老促会在中国扶贫基金会

指导下在该县发起“咸丰县阳光

公益行”（含青少年阳光护航计

划、阳光智慧乡村计划、阳光易

迁后扶计划、阳光携手济困计划

等 4个项目），计划共向社会募
集资金 860 万元，重点支持“心
理问题未成年人、三类高风险易

返贫户、易迁安置点后扶治理、

智慧乡村”的建设。

咸丰县乡村振兴局设立“活

水计划”项目办，召开专门会议，

调动全县上下参与。老促会工作

人员以自身经验和资源优势予

以指导，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和

自身社会资源优势。

8月 25日，咸丰县“活水计
划”联合公益募捐活动启动仪式

举行。仪式上，该计划表示将依托

99公益日活动，以公众募捐、腾讯
公益配捐、中国扶贫基金会奖励

三种形式筹集资金，重点支持咸

丰县社会关注度高、政府资源不

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

三方虽强力联动，项目推动

仍有挑战，参与主体还需激活。

杨晋对《公益时报》记者表

示，互联网技术推广快，但“拇指

公益”普及慢。老区群众对于手

机流量、程序安全、筹款去向等

都有着顾虑，新鲜事物理解、支

持还需要时间。

“几个微信群，转链接、发红

包、转账需要很清楚，有时我们

自己都搞糊涂。”杨晋说。

为此，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咸

丰县“活水计划”项目办加强联

动，通过微信群、视频、现场会议

等形式，建立沟通机制，定期召

开推进会，协助项目县做好内外

部资源动员、项目设计、落地执

行相关工作。

目前，当地正积极通过线上

线下多方面宣传渠道发动各界群

众参与到 99公益日活动中来。
2021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建

的“为村·暖心小站”来到四川彭

水，发现当地一名 60岁老人宁
生明左腿截肢，撑着拐杖靠种

地、养猪生活。问其原因得知，原

先给村民维修电器，左腿因伤致

残后引发诸多不便，但其小儿子

尚未婚，还需继续劳作。

“为村·暖心小站”帮助其在

站内学习互联网知识，加之先前

有竹编手艺，宁生明做起了直播

带货主播。现在他已成为小站志

愿者，传授竹编手艺，开设互联

网专题讲座，家里经济困境大为

缓解。

“暖心工程”也为他二次造梦。

“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

口将突破 3亿，面对老年人口基
数的不断增长，社区养老、居家

养老、便民化服务，积极吸引社

会各方资源与力量参与为老服

务工作已成为各地方、各社区积

极推进的课题。

“暖心服务站正通过老人的

日间照料和儿童成长空间，帮助

更多像宁生明一样的一老一小群

体，并通过社会组织的培育，关爱

老年人晚年生活，关注儿童身心

成长，用行动暖人心。”王晓说。

培养公益的长期主义

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

载体，慈善事业在促进共同富裕

中承担着重要功能，何如让社会

各界能够形成自愿、自发、自动

参与，成为第三次分配中需要破

题的关键。

第三次分配需要更多人的

参与，这需要培养公众长期公益

行为。

培养长期捐赠人成为公益

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活水计划”“暖心工程”设立之

初也为长期发展不断试水，公益

平台及优质场景成为其抢占的

高地。

项目好不好，公众说了算。

2020年，“活水计划”联合全
国 10家县域社会组织，依托 99
公益日筹款 1500余万元，收获
51万人次爱心公众捐赠。

2021年 4月，中国扶贫基金
会联合印江、马边、毕节、沿河、

平昌、宣恩 6个县域社会组织依
托腾讯公益 520 活动，以“做孩
子的光”为主题，联合发起 2021
活水计划 520专项联合行动，支
持县域社会组织增强筹款实战

能力，为 2021年 99公益日备战。
马楠楠表示，希望通过多次

演练和实践，让县域社会组织在

一些公益场景中能够自行筹款，

增强机构自身动员能力，能够逐

步自我成长，服务当地社会。

“长期主义”成为今年 99公
益日的关键词之一。

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在

今年 8月 30日的 99公益日启动
仪式中表示：“今年 99公益日将
加强对一线公益项目的帮扶，落

实共同富裕理念; 同时升级一系
列交互玩法，把几天内的密集行

动，变成 365天的细水长流。”
除直接捐款外，今年还新增

答题、送小红花两种捐助方式，

其中网友答公益题目 515万道、
多渠道领取可获得助力配捐的

小红花 907万朵，“人人公益”的
公益理念更深入人心。

今年 99公益日总激励金从
4亿元增至 10亿元，注重对公益
项目长期运营的扶持。10亿元总
激励金中，约六成用于支持 99
公益日项目募款，四成将在 99
公益日之后，对管理良好的项目

进行资金和技术支持，增强项目

长期运行能力。

今年 4月至今，腾讯共计拿
出 1000亿元投入两大项目“社
会可持续发展计划”“共同富裕

计划”。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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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到诸如低收入人群增收、

乡村振兴等重大议题，让 99公益
日的善意扶持扩展至全年。

六年间，有超过 1.5亿人次
的用户在 99 公益日捐赠 62 亿
元善款，4万多个公益项目受益，
成为中国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

最广、场景最多元的现象级全民

公益日。

2021年，99公益日行至第 7
年，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大议题下

应声升级，腾讯共同富裕计划在

此首批落地。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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