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近 10 年来， 中国互联网公
益取得了长足发展。 在互联网技
术创新助力下，“人人可公益”的
理念和相应的基础配套在不断
深化。 公益门槛显著降低，公益
效率大大提高，公众参与热情持
续高涨，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解
决社会问题成为一种习惯。 如何
将“爆发式”的公益共建，进一步
升级为细水流长、可持续的公益
共创，成为接下来公益行业的重
要命题。

今年 2 月 15 日， 民政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发布《关于动员引
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的通知》， 要求引导社会组织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进军。

4 月 27 日，一个以“乡村振
兴”为主题的重庆区域公益样本
专场，试图用实践回应公益共创
的答案。

公益汇聚中的“创变者”

中国互联网公益十年产生
的最大的改变是让公益人人可
及，让公益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
方式。

7 年时间，99 公益日完成了
“造节”使命，让指尖公益逐步流
行。 进入新阶段后，其更关注理
性和透明，关注一线和落地，从
单点爆发走向辐射影响力，让
公益资源的分配效率进一步提
升成为新的使命。 在拓展捐赠、
配捐这些硬性资源的同时，也进
一步为公益注入数字化能力工
具包。

在重庆市政府指导下，腾讯
公益作为特别支持方，2022 年

“乡村振兴·重庆专场”意在助力
重庆市慈善总会、重庆市各部门
与公益机构、爱心企业、志愿者、
爱心用户一道，通过专场活动促
进地方公益生态发展，培育可持
续且富有地域特点的优质公益
项目，营造充满地域特色的公益
氛围，协助打造地方公益嘉年华
品牌，打造全国标杆。

据“乡村振兴·重庆专场”新
闻发布会透露，截至目前，重庆
有 94 家区县慈善会、 社会组织
及志愿服务组织紧紧围绕当地
乡村振兴实际情况，策划上线近
300 个项目，覆盖产业帮扶、养老
帮扶、教育帮扶、人才帮扶、儿童
关爱、扶弱济困、生态振兴等七
个方面。

重庆市慈善总会会长刘光
磊表示， 积极推动数字乡村建
设，让农民群众共享数字时代的
发展红利；提升重庆公益慈善的
数字化能力，为互联网平台携手
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探索一
条新路。

乡村振兴重庆专场成为一
次有力的创新实验。 此次活动立
足区域公益， 结合本土特色发
力，将数字化能力输送到公益一
线的毛细血管，强化公益资源分
配效率。 在互联网平台资金和技
术的支持下，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公众实现共创共益。

作为活动特别支持方，腾讯
基金会提供包括 5000 万元种子
配捐资金、2000 万元传播广告资
金，机构数字化能力建设相关培
训课程， 千万级企业公益激励，
全套公益嘉年华解决方案等。 腾
讯用公益数字化理念为项目赋
能，提升项目达成率和影响力。

乡村振兴中的“助力者”

三妹上学路上的校车、关注
慢病的健康屋，现在成了重庆市
乡村振兴中的“大事”：利用互联
网公益赋能， 围绕生态振兴，突
出一老一小，包括助残、助医、助
学、助老等领域，开展人才培训，
乡村文化建设等工作，助力乡村
振兴。

重庆市慈善总会在腾讯公
益平台上线“乡村振兴何家岩画
卷”项目，并在 4 月 27 至 29 日重
庆专场期间开展筹募宣传工作。
腾讯基金会、腾讯公司西南总部
为项目宣传、提供线上流量等支
持。 重庆市慈善总会志愿者总
队、重庆市慈善总会志愿者总队
映山红大队等开展实施，协助项
目落地执行。

按照“乡村振兴·重庆专场”
的部署， 重庆市策划上线了近
300 个项目， 从 4 月 27 日至 29
日每天 10 时， 公众可以通过微
信“腾讯公益”小程序为喜欢的
公益项目奉献爱心。

近 300 个项目以需求为导
向，聚焦乡村振兴和养老两大方
面，有关注慢病的技能培训和健
康服务项目“自然健康屋”；关注
乡村儿童心理成长的项目“乡村
儿童心理计划”； 公益倡导类项
目“乡助山野阅读计划”；乡村振
兴产业帮扶类项目“但见山乡辣
椒红”“渝南明珠一村一梦”“乡
村振兴何家岩画卷”； 困境群体
帮扶项目“美丽乡村关爱计划”；
基础设施建设类“建设云峰民俗
中心”等。

腾讯公益平台运营负责人
余和谦表示，乡村振兴领域的项
目在腾讯公益平台上一直占较
大比重，整体筹款金额占平台筹
款额的 80%~90%。“主要有两方
面原因，一是乡村振兴具有很强
包容性，很多议题（扶贫、捐资助
学等） 都属于乡村振兴的范畴；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中的公益项
目通常很具体明确，如村里修一
条水渠、修一条路、架一座桥，过
去这种筹款是依靠线下集资完
成的，现在通过互联网筹款显然
更有优势。 ”

公益基因中的“见证者”

作为全国首个区域性公益
助力乡村振兴专场首发城市，重
庆的捐赠热情为再分配做了充
分的诠释。

2020 年 99 公益日期间，重
庆共有 1186 万人次参与捐赠，共
募得善款 3.35 亿元，募捐总额和
捐赠人次均居全国第一位。 这相
当于每三个重庆人中，就有一个
人参与公益。 2021 年，重庆市慈
善总会募集善款 5.03 亿元。

除了捐款热情高涨外，还有
一些“捐赠人代表”通过身体力
行成为了公益路上的同行者，格
外引人注目。

截至 2022 年 2 月底，重庆巫
溪县古路镇长龙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驻村第一书记李世东为长
龙村引进资金 348 万余元。 他在
互联网募捐平台上包装上线“温
暖长龙困难群体”“为村民送年
夜饭”“助力乡村正能量”“美丽
乡村明亮计划”等项目，募集善
款 110 余万元，把互联网慈善的
理念和实践带入了乡村，为实现
长龙村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
力。

72 岁的重庆市慈善总会志
愿者总队副总队长、夕阳红大队
大队长刘芳惠，从 2018 年至今连
续四年参加互联网募捐，共募集
善款 70 余万元， 有效解决了活
动经费难的问题，也让来自社会
的涓涓爱心温暖了数千名敬老
院老人。

杨光凤和老伴两个人的社
保金加起来每个月不到 3500 元，
但从 2015 年开始，老人每年都会

拿出 2000 多元捐到区慈善会，用
于慈善公益项目。 七年来，老人
从不间断，共捐款 16200 元。

“视觉中国” 签约摄影师、
“图虫”摄影师、北碚区摄影家协
会高级会员冯爽，用摄影的形式
纪录公益项目的实施过程，发现
特殊人群的需求，做图片资料收
集。

据介绍，“乡村振兴·重庆专
场”将充分发挥平台的技术优势
及网络公益模式，与重庆公益机
构开展广泛深度合作，支持重庆
孵化培育发展本地社会组织。

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

公益数字化的概念被界定
为“公益机构和相关方，利用数
字化技术和工具，创新公益服务
模式， 提升公益机构的运营效
率，重塑公益事业价值链和协作
网络， 以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创造社会价值”。

今年 4 月，中央网信办等五
部门印发《2022 年数字乡村发展
工作要点》， 明确提出要充分发
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赋
能作用，加快构建引领乡村产业
振兴的数字经济体系。 腾讯公益
数据显示， 截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 在腾讯互联网公益平台上，
有超过 6 亿人次爱心网友累计
捐款总额逾 175 亿元。 这为数字
乡村发展作出了很好诠释。

重庆区域专场活动看似只
是一个区域专场，实际上是由千
千万万村子的小梦想而组成。 腾
讯公益平台将帮助各个村子实
现梦想，并为之提供两方面能力
支持：一是对乡村振兴过程中的
困难点进行提炼、 包装和传播，
最后实现高效筹款；二是平台将
提供连接能力， 构建信任基础，
搭建良好的公益生态。

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的可
持续问题，核心就是如何将前沿
技术转化成中性、稳定、市场化
的能力，在“科技向善”的价值观
引导下为公益行业提供更实用
的数字服务，这是企业能力和优
势所在， 也是一种更加可持续、
更加细水长流的公益发展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认为，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通
过区域专场公益合力助推乡村
振兴， 体现出创新性和专业性。
区域专场公益也给社会组织在
资源链接、项目运营、机构管理
等方面予以成长机会。

可以说，互联网公益降低了
公众参与门槛，推动传播大众理
念与公益文化的形成。 场景设
计、捐款追踪又让公益变得更加
有趣、高效、透明，推动公益行业
可持续发展。

如此看来，互联网公益不仅
仅只是停留在捐款，在数字技术
和创新思维的带动下，互联网公
益早已从单一捐赠深入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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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花田乡何家岩村五
年级学生三妹每天步行 1 小
时求学， 坐上校车成为她的
奢望； 巫溪县希望为乡村亚
健康人群打造‘自然康养
屋’，降低慢病率……这两个
生活中的‘小梦想’后来被设
计成互联网公益筹款项目，
引发大量网络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