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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活动上线九天筹款即破千万
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创新公益实践 ■ 本报记者 皮磊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能给公
益带来怎样的影响？

从 11 月 23 日起至 12 月 17
日，字节跳动公益联合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项目举办
美食公益募捐活动，在抖音平台
发起 # 点画成真 挑战赛，发动
用户通过短视频和捐赠关注乡
村孩子的营养健康。 截至目前，
挑战赛已有 80 多万人次捐款，
为项目筹款超 1000 万元， 可以
为乡村学童送去 260 万份免费
午餐。

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 6
月， 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已经突破
6亿。 无疑，短视频已成为很多人
了解公益、 参与公益的一个重要
渠道。 短视频灵活直观的展现方
式， 不仅能将公益项目和受益群
体真实地呈现在用户面前， 还能
在很大程度上链接支持者和受益
者，促成从用户到捐赠人的转变。

短视频更加直观
也更能打动人

在湖南省新晃县凳寨乡绞
海村， 有一个位于山顶的教学
点，从教学点到中心校开车需要
30 多分钟。 今年，这个教学点只
剩五名学生，其中有四个孩子上
幼儿园，另外一个大点的孩子上
二年级。 教学点附近居住的村民
很少，以往孩子们上学只能从家
带饭，中午用水泡饭吃。

2011 年 11 月， 免费午餐公
益项目落地绞海村小，教学点也
因此受益。 自项目落地以来，孩
子们中午吃饭的问题得到了很
好地解决，从简单的泡饭变成了
热腾腾的营养午餐。 教学点老师
姚鹏自该项目落地就一直负责
免费午餐的相关工作。 2020 年，
姚鹏被当地中心校任命为教学
点负责人，独自一人负责教学和
开餐任务。

平时，姚鹏既是教学点的任
课教师，也是孩子们的厨师。 每
周日或周一，他会专门到镇上的
集市采购做饭需要的食材。 为让
更多人了解孩子们在学校学习
及吃饭的情况，同时也是为了做
好项目公示，姚鹏坚持通过学校
微博及个人抖音账户，把自己的
亲身体验和学校开餐情况展示
给外界。 不少人也因此知道了这
个位于山顶的教学点。

“去年，我开通了抖音账号，
在上面发布一些孩子们学习和

吃饭的视频。 短短一年时间，我
的抖音粉丝增加到了 2000 多
人。 这其中很多人我并不认识，
他们通过抖音和我取得联系，不
仅实地来学校探访，还给孩子们
带来了一些学习、生活用品。 通
过拍短视频这种方式，很多人也
了解了孩子们在学校学习和用
餐的情况， 也愿意提供一些支
持。 ”姚鹏告诉记者。

事实上， 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短视频平台的功能已不局限
于休闲娱乐。 对公益机构及公益
项目来说，其已成为一个高效的
传播和互动平台。

今年 11 月 15 日， 民政部
公布了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
募捐信息平台， 包括字节跳动
公益在内的 10 家平台入选。 11
月 19 日，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在
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等平
台上线， 符合平台要求的公益
机构和项目均可在上述渠道上
线。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
午餐项目成为该平台首批上线
的公益项目。

据免费午餐基金管委会秘
书长刘敏介绍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 日， 免费午餐官方抖音
账号涨粉超过 6 万， 目前已有
超 80 万人次在字节跳动公益
平台参与捐赠， 为乡村学童送
出超过 260 万份热腾腾的免费
午餐。

谈及为何在第一时间入驻

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刘
敏告诉记者，“我们主要
也是考虑到在短视频时
代， 通过抖音这样的短
视频平台， 可以让捐赠
人更直观地了解项目一
线执行情况。 同时也能
让更多人认识免费午餐
项目， 继而关注乡村学
童的营养健康问题。 另
外， 短视频平台用户基
数大、日活高，可以带动
更多人了解、 参与公益
活动， 形式很新颖且给捐赠人
的感受更加直观。 ”

带动社会大众支持公益

据字节跳动公益平台相关
负责人介绍，自上线以来，目前
已有四五十家公益机构入驻。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
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而这需要
平台方和公益机构共同努力。 机
构可以通过短视频及直播的方
式，更为直观地把公益项目展示
给用户，让大家了解项目到底是
做什么的。 ”

记者了解到， 字节跳动公
益平台每个月都会联合公益机
构举办一些推广活动， 并将其
常态化。

此次挑战赛邀请了 @ 厨房
历险记、@ 肥猪猪的日常、@ 川
香秋月、@ 念乡人周周 等粉丝
在百万甚至千万级的抖音达人
走进乡村学校，为孩子们制作营
养午餐。 他们需要花费一两天时
间赶到乡村学校，并自己动手为
孩子采购相关物品和礼品，在此
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花费也由自
己承担。

同时，免费午餐抖音官号发
布乡村学童画作视频，很多网友
根据孩子们的画作制作了相应
的美食，通过视频和捐款实现孩
子们的愿望。

活动以乡村学童的画作为
挑战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有
趣又有爱的内容吸引网友关注。
网友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索
“免费午餐”，点击“爱足饭饱，童
年更好” 项目页卡参与捐款，也
可以点击相关视频下的“免费午
餐，小善大爱”小程序，为公益项
目献爱心。

“这些抖音达人可能以前对
公益并不了解，他们的粉丝可能

也没有过多关注过公益活动，但
通过邀请他们深入乡村学校探
访，他们能够亲身体会乡村孩子
们学习和生活现状。 而他们创作
和发布的视频，能够影响并带动
更多人关注乡村学校和乡村孩
子的营养状况， 并促成更多捐
赠。 这中间的变化是非常明显
的。 ”字节跳动公益平台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不少网友表示，依托挑战赛
的形式做公益形式十分新颖，他
们不但关注孩子午餐吃什么，更
关注孩子想吃什么。“通过抖音
关注到了这个活动，给孩子捐了
100 元。虽然不多却是一片心意，
希望孩子们能健康成长。 ”

“我们的一大优势就是能
够把平台上非公益领域的具有
影响力的创作者调动起来，比
如明星或网络红人， 让他们持
续参与到公益活动中， 并实现
跟公益项目的有效对接。 我们
觉得， 公益要想破圈就需要发
动圈外的人， 并通过他们带动
更多人持续支持公益。 ”上述负
责人谈道。

显著降低公益参与门槛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近期
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公益观察报
告（2020-2021）》中提到，短视频、
直播已成为公益传播的重要工
具。根据公开数据汇总分析，截至
2021年 11月，抖音平台公益话题
下，短视频数量已突破 29.1万条，
总播放量已超过 94.2亿次。

短视频（直播）+公益，已成
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最为直
接的公益表现方式，也是大众了
解公益最为直观的途径之一。 可
以说，短视频平台降低了公众参
与公益门槛，让公益与捐赠更为
便捷。 但如何抓住这一新的机
遇，对公益机构来说也存在一定

的挑战。
作为首批入驻字节跳动公

益平台的公益项目，刘敏谈道，
相较于图文及传统方式， 短视
频更加直观也更能打动人。“目
前我们也在号召更多的项目学
校老师， 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进
行项目展示， 让捐赠人看到自
己捐的善款成为一份热腾腾的
午餐，提高项目的透明度，也更
全面的向大家展示项目的实际
执行情况。 ”

刘敏表示，基于抖音平台优
质内容推流特点，平台对参与公
益活动的明星及达人视频内容、
免费午餐原创内容视频等进行
了流量扶持， 提高了项目曝光
率。“在账号的运营方面，平台也
给了我们很多专业建议。 结合抖
音平台年轻人较多的特点，短视
频可以让更多人沉浸式地看到
项目执行情况，筹款转化效果也
比较好。 ”

“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入驻的
门槛并不算高，但机构能不能利
用好平台、能不能享受流量带来
的关注度，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
战。 ”字节跳动公益相关负责人
表示，除了像上面提到的平台会
定期联合机构发起一些集中式
爆发式的公益活动，更重要的一
项工作是帮助机构进行基础能
力建设。

该负责人谈道，“我们会通
过一些专门的运营手段， 投入
流量或其他资源支持， 比如为
公益机构开展相应培训， 帮助
公益机构把短视频平台或账号
做起来，让大家懂短视频、懂直
播， 并能够好好利用短视频平
台，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发布一
些简单的视频或宣传片。 作为
公益机构， 你一定要让大家看
懂你在干什么，是什么。 只有这
样， 才有可能通过平台引来关
注，进而转化为捐赠。 ”

近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包括字节
跳动公益、小米公益、亲青公益等在内的 10 家平台入选。 其中，七

家平台运营主体为企业，三家平台运营主体为社会组织。 各平台及其运营主
体都拥有显著的自身特色和专业优势， 在推动慈善组织发展乃至整个行业
建设过程中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增添新的活
力和动力。

抖音达人到访乡村小学为孩子们做午餐

上线短短 9 天，项目筹款突
破千万，超 80 万人次参与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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