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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 沪宁杭沪宁杭

数日前，一场现象级的“小朋
友画廊”公益事件，在社交媒体上
留下一连串令人咂舌的数字：短
短 7 小时、超过 581 万人次参与、
筹款超过1500万。

近两周后的今天，追问仍在继
续：这1500万元善款能得到合理利
用吗？火爆的“一元捐”会是一个不
错的开始吗？它是否预示着慈善将
迎来一个更具爆发力的未来？

记者请对中国慈善公益事业
有多年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
所前所长、高端智库研究员、上海
爱德公益研究中心理事长卢汉
龙来作一番点评和预判。

不要小看“一元
捐”的能量

记者：虽然“小朋友画廊”公
益募款项目在传播过程中数番引
发质疑，但从项目本身的传播、发
动、募款完成情况来看，它显然是
成功了。在您看来，这个项目目
前为止到底做对了什么，可以获
得如此反响？

卢汉龙：一次成功的社交媒
体营销往往具备这样几个特点：
社交信息简明扼要；容易引起人
们的同情心或同理心；容易引发

“社群共振”。
在我看来，这次活动之所以

能达到目前的影响力，除了具备
以上特点，还做对了一件事。那
就是参与简便（移动支付+1元捐
赠额），且以一种直白又不失体面
的方式（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中意
并愿意“捐助”的画），展现出捐款
者恰到好处的善意——希望画的
作者及其所代表的群体能够得到
更多支持与帮助。在这个过程
中，整个文本传递的信息无“逼
捐”意味，态度温和，不高调、不傲

慢、不放大捐赠者的道德优越感，
注意分寸。

捐款者也许不曾想到，自己的
参与会为这个活动的推广、造势

“添砖加瓦”，但事实就是如此。这
种造势一旦击中更多人心中的某
个“点”，所能汇聚的能量巨大。

记者：互联网以及手机移动
端支付方式的出现，使这种“行善
如流”的便利度大大提升。

卢汉龙：没错。不以金额比
拼善的大小，捐一元钱也是善，小
额多次更是大善。金额虽小，但这
种捐款方式因门槛较低，会让大部
分人觉得自己力所能及，是抬个手
就可以做的慈善。

进一步细究来看，随手公益，
不是“秀出自己廉价而无脑的爱
心”，而是人发自本心的一种需
要、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好的
公益传播、便利的捐款方式则可
以激发出这种力量。

目前我国私人捐赠比例还较
小。我们当然希望大企业家、大
公司发挥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
来捐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欢迎
更多的私人捐赠。真正的公益是
大家一起来做公益。真正深入人
心的“人人公益”理念，是大家都
把公益、捐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甚至是一种消费方式，一条实现
自我、回报社会的通道。通过互
联网机构平台、社交网络上的项
目制公益运作，则可以说是为这
种意义上的“人人公益”的达成，
铺就了一条“信息高速公路”。

互联网公益正在
撬动什么

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互
联网企业发起“互联网+公益”活
动，让很多原本看起来并不起眼

的举动汇聚成爱和善的海洋；也让
一些原本难以获得公众关注的公益
项目取得了刷屏效果。但互联网公
益的未来，究竟能有多大的想象空
间？会不会也就仅此而已了？

卢汉龙：互联网公益会带来什
么变化？我个人认为，它的能量一
定不容小觑。

首先，随着随手公益条件成熟，
公益项目信息发布平台集聚效应、
品牌效应初显，随手公益一定会改
变中国社会过往主要以重大事件、
节点、热点去推动慈善捐赠的格
局。一旦社会慈善捐赠进入日常化
轨道，互联网公益的未来想象空间
就更大了。

这其实也更贴近公益慈善的本
质：事件化捐赠本就不是日常生活
中的常态，日常化的捐赠才是公益
捐赠的主体。而小额、持续、长期选
择愿望导向下的个人捐赠与公益参
与，无论对个人还是接受捐赠的公
益组织，都更具长远意义。

对于个人而言，“日行一善”更
容易融化为生活和日常消费的一部
分，慈善也可以是一种“投资”、一种

“消费”行为；对公益组织而言，它除
了可以有更为稳定多元的资金来
源，还能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的运
作和累积，锻炼并证明自己的能力，
从而为自身公信力奠定更夯实、更
可信赖的基础。

记者：这对习惯了以大事件为
捐赠启动单位的公益组织而言，是
否意味着既有管理方式、组织架构
都将面临巨变？

卢汉龙：是的。互联网公益的
推进不仅会对管理方式提出新要
求，对管理能力也会提出新挑战。

从管理方式来说，互联网公益
活动的发动机制是相当扁平化的，
从创意到执行、到反馈，流程比过去
简易了很多。一些互联网公益品牌

平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一旦形成，
会成为各种公益项目信息、慈善活
动资源的集散地。如此一来，过往
公益组织的属地化管理体制机制都
面临挑战。

互联网平台和地方上的慈善公
益管理单位，当然可以是合作共赢
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属地化管理
很可能不再是最重要的管理逻辑之
一。而由于发动机制扁平化，对整
个组织的专业化运营能力、效率要
求也会更高。公益和商业走得更
近，也会成为互联网公益撬动既有
公益慈善格局的支点。

去年 8 月，民政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手出台了《公
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今年
7 月，民政部公布了《慈善组织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
范》和《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这是一组
信号：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互联网公
益的影响力，于是及时反应，为相关
问题提供法律法规上的规范和约
制，为公益事业发展中的新变化提
供制度保障。

换言之，“互联网公益”潜力再
大，它的未来并不是想当然的事，现
代公益组织必须具备的内功，一样
都不能少。整个社会从环境到制度
建设、到理念的倡导，都需要与时俱
进，形成一股合力。

互联网公益如何
爆发更大能量

记者：就拿这次的“一元捐”帮
助“小朋友画廊”来说，虽传播颇为
成功，但后期还是遭遇了几番质
疑。尽管腾讯公益回应及时，公众
还是对资金去向、后期使用管理细
节提出了很多疑问。这是怎样一种

提醒？
卢汉龙：一方面，公众信任仍是

必须回应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
有一些理念和知识需要澄清、普及。

比如，我们需要认识到，现代公
益事业和传统的“济贫救助”有所不
同。它是通过组织化机构来专业化
运作。公益募款不一定只能直接用
于具体的受众，也可以用于项目本
身的发展、用于机构本身的成长和
事业发展。

公众需要了解，做慈善是有成
本的，慈善活动的管理需要投入，这
些都是资金的合法用途。我国现行
法规对公益组织的管理成本在整个
资金中的占比有严格规定；当然，对
于善款的去向，公益组织必须严格
照规定按期公示；公益项目发起者
应当在项目发布伊始，就资金去向、
使用计划对公众有严谨、完整交代，
接受问责。

记者：事实上，很多人都希望看
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慈善变
得更可以托付信任，但靠什么去取
得公众信任，似乎一直是个没能充
分回答好的问题。

卢汉龙：我想，要回答好这个问
题，要靠慈善人的努力、能力的提
高，从体制机制到法律法规的完善
与夯实。

互联网公益的未来可能性会很
丰富，甚至引发新版本的“公益革
命”。目前已经被提出和尝试的，就
有主动吸收直播+公益、商业+公益
模式；行业内组织、业务加速整合，
在项目运作制下调整既有公益组织
形态；让公益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文
化消费、商品消费有更多跨界合作，
让公众在享受品质生活、健康生活、
运动生活中帮助别人、收获自我，等
等。一些更新的公益形式则亟待人
们去发现、亟待社会去创新。

摘自《解放日报》

“一元捐”给公益管理捐出了什么

11 日，航拍宛如巨型蝴蝶的贵州罗甸县红水河漂浮栈道。位于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红水河镇的漂浮栈道由 222500 个浮体组成，总长
度3.7公里。 摘自中新网

“夏老师，祝您教师节快
乐，您什么时候再回我们学
校？”教师节当天，家住苏州市
葑门片区双塔街道宏葑社区的

“85 后”女孩夏欣收到了很多
从广西都安县坝牙小学寄来的
贺卡。

今年 2 月，为了追逐自己
的梦想，夏欣不顾家人和同事
们的反对，辞去既有稳定收入
又不错的工作，成为了国家级
贫困县广西都安县坝牙小学的
一名支教老师。

前天，当记者走进夏欣的
书房时，她正埋头在书桌前一
封接着一封给孩子们写回信。
在书桌的一角，放着厚厚一沓
从广西寄来的贺卡和照片。点
开手机，相册里保存的都是她
在山区支教时与孩子们的合
影。“在坝牙小学教过的孩子，
我到现在都能叫出他们每个人
的名字。”每当翻出这些照片，
夏欣心中都会涌起满满的怀念
和感动。

2016 年 10 月，夏欣通过

网络与“支教联盟”公益组织取
得了联系，想去山区支教。当
时，夏欣已经在中国银行苏州
分行工作了 6 年，这份工作在
很多人看来是梦寐以求的“金
饭碗”。

然而，今年 2 月 20 日，夏
欣毅然踏上了去支教的路，夏
欣告诉记者，坝牙小学全校的

老 师 加 在 一 块 还 不 到 10 个
人。“学校里的老师往往一个人
要兼好几门课，而且还没有专
门的英语老师，这里的孩子根
本无法像发达地区的孩子一样
学习外语、了解外面的世界。”
虽然山区支教生活一度让过惯
城市生活的夏欣感觉不适应，
但孩子们的努力却给了她坚持

下去的动力。
今年 5 月，夏欣开始酝酿为

孩子们打造一座校园阅览室。当
校长答应拨给她一间堆满杂物的
储物室开辟为阅览室时，夏欣兴
奋得几乎跳了起来。

为了让阅览室在 6 月 1 日准
时与孩子们见面，她几乎把所有
课余时间都花在了上面，清理杂
物，布置空间，征集书籍。为了
多给孩子们准备一些藏书，夏欣
请小红帽公益组织帮助，分两批
筹集到了 1000 册图书。终于，6
月 1 日 ，崭 新 的 阅 览 室 正 式 开
放，兴奋的孩子们与她紧紧相
拥。

“我送给孩子们一间阅览室，
孩子们也给了我很大的惊喜。”6
月 9 日是夏欣的生日，那一天学
校刚放学，孩子们就簇拥着她走
进阅览室。阅览室被布置一新，
黑板上写满了祝福的话语，他们
还凑钱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当孩
子们齐声唱起生日歌，夏欣眼眶
中满是幸福的泪花。

摘自《姑苏晚报》

“85后”女孩

放弃金饭碗支教山区

记者从上海航空获悉，7 月 15 日沪语广播试运行以
来，为了解旅客对沪语广播的反应情况，上海航空在航班上
发放了调查问卷，近 96%的旅客表示接受沪语广播这种活
动形式。与此同时，也有些旅客表示只有昆明、台北返沪的
两条航线有点少，还有旅客担心试运行结束了就没有办法
听到吴侬软语。

上海航空近日表示，在原有的两条航线基础上，已将沪
语广播航线增加至 10 条，包括：3 条地区航线（台湾、澳门、
香港）、5 条旅游航线（昆明、海口、三亚、桂林、南宁）以及 2
条商务航线（深圳、广州）。这 10条航线已于 9 月上旬开始
正式运行。

另据记者了解，此次广播的录制特意请来了著名沪剧
表演艺术家茅善玉女士，和上航有着18年飞行经历的客舱
经理林嘉庆。 综合摘自《新闻晨报》、东方网

问卷调查显示近96%旅客表示接受

上航用吴侬软语来广播

沪语航线增至10条

前天，从遥远的黔东南州人民医院传来好消息，58 岁
杨先生的肠道感染得到有效控制，救治这位患者的“良药”
竟是一份“健康粪菌”。而 10 天前，这份“健康粪菌”是用
—78℃的干冰包裹着，从设在南医大二附院的中华粪菌
库出发的。

8 月 21 日，南医大二附院教授张发明接到黔东南州人
民医院内镜中心医生的电话，为一个病人向中华粪菌库发
起求助。

据介绍，今年 58 岁的杨先生患中风 3 年多，前不久突
发意识障碍、不能言语，住进黔东南州医院急诊重症监护病
房，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合并肺部感染，几经治疗仍不能转
危为安。为此，该院联系到设在南医大二附院的中华粪菌
库。对杨先生的病情充分讨论后，医生们制订了一套治疗
方案。

当天，中华粪菌库的工作人员取出提前制备好的健康
粪菌，用—78℃的干冰保存打包后，将“救命箱”发往贵
州。南京到贵州 1500 多公里，这份救命的粪菌于 8 月 24
日23：18抵达当地。黔东南州医院内镜中心医护人员取出
粪菌管解冻，按所附说明书逐一操作，顺利帮助健康菌群在
患者肠道内“安家落户”。第二天，患者的腹泻便得到良好
控制，接下来的两周，患者肺部感染也得到了控制，体重还
增加了5公斤，情况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粪菌移植后一般 6—12 小时便会初见成效，1—2 天
会有明显效果，不仅病人腹泻的次数会减少，发烧、腹痛等
症状也都会有所好转。”张发明介绍，中华粪菌库从2015年
成立至今，已经实现异地粪菌移植100多例，患者遍布全国
各地，最小的患者不满1周岁。 摘自《南京日报》

南京“粪菌”
救治贵州患者

和往年的旅游节半价日一样，上周末的上海野生动物
园又迎来大客流，两天各有6万人次造访，附近道路又堵成
一片。

前天上午，S32 申嘉湖南六公路出口至野生动物园门
口部分时段出现近 4 公里拥堵，交警在周边道路开辟了临
时停车点，并引导车流绕行。在沪上诸多参加半价日的公
园之中，野生动物园成人票价原为 130 元，打折之后仅 65
元，性价比较高。因此，每年旅游节半价日的第一个周末总
是出现大客流，周边道路也往往出现拥堵。今年，野生动物
园的半价日为9月9日至15日，不仅门票对折，园内的俄罗
斯马戏项目的门票也对折。此外，网上还有低至29元的低
价票供抢购。

为缓解停车问题，浦东警方在野生动物园原本 5 个停
车场的基础上，在航三路开辟临时停车场，总计近 7000 个
停车位供市民停放。不过，园内游园秩序整体正常。

野生动物园半价优惠将持续到 15 日，受工作日影响，
之后的几天，游客量预计有所减少。警方提醒市民，野生动
物园全天最大客流集中在中午时段，市民如计划前往可避
开高峰、错峰出行。

除了野生动物园，沪上其他参加半价活动的公园，在刚
过去的周末客流也较平时有所增加。古猗园游客量为
3000 人次，辰山植物园两天均有 6000 多人次，是平时的 3
倍。 摘自《新闻晨报》

沪野生动物园
半价日周边暴堵

以往，开车收到了交通违法短信的通知，还需要跑到各
个交警违法处理窗口去处理，费时费力，还不方便。今年6
月20日起，杭州交警部门联合蚂蚁金服推出了支付宝交通
违法罚缴一体线上处理平台，不少车主的交通违法可以直
接在支付宝上处理完，不用再到违法处理窗口去了。

而从 9 月 10 日开始，杭州公安交警部门再次升级“互
联网+交管服务”，在“支付宝杭州交警生活号交通违法罚
缴一体线上处理平台”的加持下，又推出了“警察叔叔
APP”“杭州交警微信公众号”“浙江政务服务网”三大利器。

也就是说，杭州的车主或司机如果有交通违法行为要
处理，可以选择以上 4 个渠道的其中一个进行线上处理，

“交通违法处理不用跑”又一次升级。
记者了解到，此次“交通违法处理不用跑”升级后，在线可

处理的交通违法行为覆盖面更广，可以通过线上处理交通违
法行为的车类也从非营运的个人小型客车扩大到非营运的单
位和个人小型车，包括小型客车和小型货车。根据规则，一本
驾驶证可绑定3辆车，一辆车可绑定3本驾驶证；绑定非本人
车辆的驾驶人应为该车所有人的家庭成员（如父母、夫妻、子
女等）。

此外，根据规定，各个平台仅限于处理单起罚款金额在
200元（含）以内且记分6分（含）以下的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
同时处理人在本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未达到12分。而且，仅
限于处理无异议的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如对违章有异议，还
是应该到违法行为发生地的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各平台也仅
限于接受处罚后同步缴纳罚款的处理。 摘自《钱江晚报》

“交通违法处理不用跑”

浙江升级版来了

喷泉漏电伤人、沐浴时触电身亡、小
孩触摸插座造成伤害等时常见诸报端，
我国每年触电伤亡人数过万。

现在有人研发了不怕水的插座。今
年 31 岁的成都人周刚自主研发的绝缘
连电技术，解决了传统裸露连电技术“漏
电、短路、电弧”三大安全难题。他的不
怕水插座已经问世，将在年底投产，首批
订单已经达到5000多万元。

周刚小时候有过一次被电击的经
历，躺了半个多小时才缓过来，从此他对
电有了兴趣。

从外表看，他研发的绝缘连电插座
和普通的家用三孔插座并无区别，工作
人员演示将亮着的灯和插座一起放进水
里，然后伸手直接在水中拔掉插头，灯灭
了，然后，又在水里重新插上，灯又亮了，
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穿戴绝缘设
备。 摘自《都市快报》

首批订单已达5000多万元

31岁男子造出
不怕水插座

图为工作人员在水中演示不怕水插座

你也许不记得“顾少强”这个名字，
但你或许还记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两年前，就是她留下了这两行“最
有情怀的辞职信”，离开了熟悉的河南老
家，离开了中学心理教师的岗位。

如今，她是一位妻子，一位妈妈，一
家古镇客栈的老板娘。

连顾少强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在两
年后又有人提起她，她的故事突然就在
朋友圈里又传了起来，各种微信公众号
也在推送，细数她从辞职到现在的经历，
也有热心人指出文章中的时间错误。对
此，顾少强感慨：“这又有什么重要呢？
日子怎么流逝的，我自己清楚就好了。”

辞职后，她先后去了成都、重庆、杭
州、绍兴、大连、洛阳、哈尔滨，并没有“走
向世界”。对此，她说“我没承诺会马上环
球旅行，是大家理解成那个样子，我也没
办法。如果被大家的意见绑架，我可能会
被迫去看世界，现在就是认真生活呗。”

2016 年 12 月，顾少强的女儿“小鱼
儿”来到这个缤纷的世界，现在已经有 9
次出远门的经历。 摘自《法制晚报》

写“最有情怀的辞职信”
女老师结婚生女开客栈

世界那么大
我们仨一起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