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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近四成网友表示
会给进行公益直播的主播打赏
� � 近日，《南方都市报》 揭露了
快手直播平台主播在大凉山做公
益时造假， 一时引发公众极大关
注和愤慨。 报道指出，该平台主播
直播前往大凉山地区做公益，给
村民发钱， 但直播结束后就收回

“善款”， 借此赚取人气和观众的
礼物。 报道发布后，几名涉事主播
将平台上“发钱”、互相指责的内
容全部删除。

报道指出， 被指造假的主播
共有 6 名，除“黑叔”“杰哥”外，还
有“华华正能量”“山东梅姐”“狼
王”和“ok 哥”。 10 月 31 日，“杰
哥”承认了“假发钱”，但表示其他
的“公益行为”是真实的，并向其
粉丝道歉希望获得原谅。

同时，“杰哥” 还表示“假发
钱”的不止自己，还包括“黑叔”

“华华”等曾经合作过的主播。 被
其揭露的“黑叔”很快反击，在 10
月 30 日发出了揭露“杰哥”“ok
哥”的视频，视频中两人正从村民
手中取回“善款”。 至此，“假发钱”
的指控被坐实，“杰哥”随之表示，
自己是“第一个承认错误，并开始
揭秘的人”，因此才遭到报复。 而
后几天， 他在直播中披露了更多

内情和证据， 上述 6 名主播皆涉
及其中。

“造假”由三四人组成的团队
完成，分工合作视频拍摄、电脑制
作和直播管理等。“杰哥”透露，这
些不远万里到凉山州做慈善的
“志愿者”，把“受捐对象怎么惨怎
么弄”，“这些‘爱心人士’往小孩
脸上抹泥巴， 突出他们的悲惨”。
还有人在直播间引诱刷礼物，创
造气氛。 据《成都商报》报道，“黑
叔” 还曾在直播中透露：“要靠老
铁（粉丝）刷礼物，合起来才能去
做公益， 到明年 5 月份以后可以
赚 2000 万。 ”而在现场，除了主
播， 负责摄像的人不停指挥着老
人的动作， 并告诉爱心人士应该
怎样站位，往哪儿走。

目前， 凉山州民政部门和公
安机关已就主播被指做“伪慈善”
一事展开调查， 目前还没有作出
调查结果。

就此事件，《公益时报》 联合
新浪公益、 问卷网和凤凰公益推
出本期“益调查”———“公益直播”
造假影响恶劣，你怎么看？ 调查从
11 月 10 日 17 时开始，到 11 月 14
日 11 时为止，共有 1024 名网友参

与。 结果显示，34%的网友表示，因
为无法证实直播内容的真实性，
因此不会对公益直播进行打赏；
38%的网友表示，会对公益直播进
行打赏，因为直播画面感很强，容
易对自己的情绪产生影响。 28%的
网友表示在确认直播内容真实的
情况下，会进行打赏。

对于一些直播平台主播公然
打着公益的名义造假，52%的网友
认为， 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公
众对公益的印象， 会对公益和直
播行业造成不良影响；26%的网友
认为， 公益直播造假只是少数现
象，“直播+公益”的模式仍值得肯
定；22%的网友则认为， 利用贫困
人口造假、盈利，是不折不扣的违
法行为，应受到严惩。

关于如何才能杜绝直播平台
上的“假公益”、“伪慈善” 行为，
46%的网友认为平台方应加强管
理，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并对违反
规定者加大处罚力度；45%的网友
认为应加快对直播行业的规范、
立法，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另有
9%的网友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
看， 无法完全消除直播平台造假
行为。

截至 11月 14日 10时

网友留言：

举起手来看风景：他
们这种行为违反了做慈
善的道德底线，毫无道义
可言 ，让人不齿 ，欺骗愚
弄了善良的百姓。

鸣天 gwt： 我觉得这
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涉及
法律问题！

银河系 CEO： 这些
人确实可恶， 应该严惩！
但也不能因为出现个别
人而全盘否定直播行业
的价值，否则就是社会的
倒退。

yioo 文艺 ： 做秀可
以，请不要伤害别人的自
尊！ 贫穷就能让你们这样
摆布吗？

1.你是否会对进行“公益直播”的主播进行打赏？
A不会，无法证实直播内容真实度；34%
B 会，视频直播画面感太强，情绪容易被带入；
38%
C 偶尔会， 但只在能确认直播内容真实性的情
况下。 28%

2.对于直播平台主播打着公益的旗号公然造假，
你怎么看？
A 这只是少数现象，“直播 + 公益” 的模式仍值
得肯定；26%
B 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公众对公益的印象，
会对公益和直播行业造成不良影响；52%
C 利用贫困人口造假、盈利，是不折不扣的违法
行为，应受到严惩。 22%

3.你觉得如何才能杜绝直播平台上的“假公益”
“伪慈善”行为？
A 平台方应加强管理，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并对
违反规定者加大处罚力度；46%
B 应加快对直播行业的规范、立法，完善相关的
管理制度；45%
C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无法完全消除直播平台
造假行为。 9%

2020 年城市社区
平均至少 10 个社区社会组织

11 月 14 日， 民政部举行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主题新闻发布会。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
副司长汤晋苏表示，力争到 2020 年，城市社区平均拥
有不少于 10 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
于 5 个社区社会组织； 每个城乡社区至少配备 1 名社
区社会工作者。

点评：设置数量目标的同时，更要注意新建社会组
织的质量，使其真正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北京 2000 家“托老所”
目前仅活下 70 家

据《北京晨报》 报道， 自 2009 年起北京市建了
2000 家“托老所”，但是活下来的只有 70 家。 目前，北
京市正在全面摸底社区资源。 通过整合各种闲置资
源，拟建设 1300 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全部交给专业
公司运营。

点评：由居委会、村委会负责运营的“托老所”，服
务内容单一，布局不均衡，基本都荒废了。 交给社会力
量按照市场规则运行有可能盘活。

气候变化或致 2030至 2050年
近 25万人死亡

据中新网消息，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平均季节
温度上升可能导致近 25 万人因疟疾、热射病等热带疾
病而死亡，联合国气候大会全体会议的参加者宣布了
这一数字。 在会议过程中同时宣布，2050 年前，因交通
行动而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由 77 亿吨增加到
150 亿吨。

点评：气候变化导致的疾病、死亡因为复杂的联系而
不易被公众关注，这也是环保工作者需要应对的难点。

2015年共消耗快递运单
约 207 亿枚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国家邮政局今年 10 月发布
的《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
示，中国快递包装年耗用量惊人，2015 年共消耗快递
运单约 207 亿枚、编织袋约 31 亿条、塑料袋约 82.68
亿个、封套约 31.05 亿个、包装箱约 99.22 亿个、胶带
约 169.85 亿米、内部缓冲物约 29.77 亿个。这其中，仅
胶带总长度就可以绕地球赤道 425 圈。

点评：“双 11”购物狂欢过后，留下的是 “天量 ”快
递垃圾。 这些垃圾该如何处理？ 买买买的同时需要更
多的思考。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6年 11月 7日 许文默 500万元 成立慈善基金 晋江市慈善总会

2016年 11月 9日 喻友旺 300万元 成立“友旺奖助学金” 湖北大学

2016年 11月 11日 东吴证券 110万元 资助 100名贫困儿童 贵州铜仁市石阡县

(2016 年 11 月 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3 日)
（制表：王勇）

为了给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更多心灵关爱，河南
省妇联决定，即日起面向社会招募万名“爱心妈妈（爱
心姐姐）”。 据介绍，“爱心妈妈（爱心姐姐）”对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的帮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以电话或见
面、书信等形式，与孩子、临时监护人进行联络沟通；
对孩子进行课业辅导，帮助孩子提高学习能力；及时
了解孩子的思想状况和身心健康情况，进行情感关怀
和心理抚慰；向帮扶儿童的监护人或临时监护人传授
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力所能及
地帮助孩子克服生活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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