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留言：

超五成网友认为
明星参与慈善应亲力亲为

截至 4月 4日 18时

1、总体看来，你是否认同明星
在慈善方面的贡献？

A.认同；79.39%
� � B.不认同。 20.61%
� � 2、 你认为明星慈善为什么产
生这么大的争议？

A.明星本身影响力大，做慈善
的过程又太高调， 有炒作之嫌；
46.78%
� � B.运作不透明，对捐赠流程以
及后续工作不关注、 不了解；
47.37%
� � C.媒体报道有失客观，对公众
造成误导。 5.85%
� � 3、 你认为明星应该以怎样的
方式关注或者参与慈善领域？

A.亲力亲为，亲身参与慈善活
动，以自身影响力带动社会公益事
业发展；53.32%
� � B. 可以通过中间人捐款或者
捐赠物资，不必亲力亲为；26.76%
� � C. 默默参与， 不需要刻意宣
传， 保持做慈善的初心就好。
19.92%

宗教慈善周捐款
累计超过 10 亿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4 月 3 日发表的《中国保障宗
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介绍，我国宗教界
积极从事公益慈善活动。 从 2012 年起，宗教界每年开
展“宗教慈善周”活动，捐款数额累计超过 10 亿元。

点评：宗教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公益慈善力量 ，
如何让宗教慈善与现代慈善理念接轨是一个亟需解
决的问题。

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患者
超过 30 万人

据新华社消息，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
过 ３０ 万人，但器官移植手术仅为 １ 万余例。 截至今年
３ 月 ２８ 日， 我国已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
1.65 万例，捐献器官近 4.65 万个，累计报名登记 42.2
万人。

点评：政府、社会 、公众多方需要加强协同，共同
推广宣传器官捐献的意义，让更多生命得到延续。 同
时，希望加强器官捐献体系的公开透明，让更多人打
消顾虑，加入自愿捐献者行列。

非洲巡护员奖收到来自 20 个
非洲国家的 134 份提名

2018 年年初， 桃花源基金会启动巡护员提名征
集，在全非洲范围内征集优秀巡护员。 截至 4 月 1 日
提名结束，共收到了来自 20 个国家的 134 份提名。 最
终获奖的 50 名巡护员名单将于 5 月初公布。 8 月 7
日，颁奖典礼将在南非开普敦举办。

点评： 公益组织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走向世界的中国公益组织值得赞扬！

普氏原羚种群数量
增至 2057 只

据新华网报道，经过对青海湖周边濒危野生动物
普氏原羚进行春季专项调查统计，目前该物种数量增
至 2057 只，是有巡查记录以来的最大数量，而上世纪
90 年代普氏原羚只有 300 多只。

点评：普氏原羚数量的增长离不开对青海湖地区
环境保护的加强，希望未来有更多濒危野生动物也能
得到这样的保护。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4月 6日 张文荣 1000万元 教育事业 乐清市柳市镇第四中学

2018年 4月 2日 吴锦华 700万元 公益事业 新昌小将镇

2018年 4月 4日 刘剑祥 200万元 修建教学楼 双峰县花门四中

2018年 4月 6日 邱国鹭兄弟 668万元 设立教育基金 厦门大学

(2018 年 4 月 2 日至 2018 年 4 月 8 日)
（制表：王勇）

■ 实习记者 田雪婷

Figures02 数字
２０18．4.10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环
保

骨灰自然葬、骨灰撒海 、树葬、草坪葬、花坛
葬、 骨灰立体存放……北京市殡葬行业正在悄然
发生变化， 各式各样的生态葬法给生命的终点站
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目前北京全市 33 家经
营性墓地均有开设生态葬区或提供生态葬服务。
据统计， 去年北京全市节地生态安葬年安葬率已
达 44%，到 2020 年有望突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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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演员杨幂深陷“诈捐”
事件，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

2015 年 10 月 21 日，影片《我
是证人》 在成都举行发布会，片
中，杨幂饰演一位盲人。 当天的活
动现场，杨幂提出，将为成都市特
殊教育学校的盲人学生，捐献 100
根盲杖、50 台盲人打字机。

时间过去两年多， 成都市特
殊教育学校的孩子却一直没有收
到杨幂捐赠的物资。 2018 年 3 月
23 日， 杨幂工作室发表声明称已
将捐赠工作交给中间人李萌，对
于李萌并没有按照约定完成捐赠
工作毫不知情。

3 月 31 日，杨幂本人在微博
上针对此事致歉：“知道这件事
时整个人特别震惊难过，一直没
说话是觉得自己没资格。 不管什
么理由，让孩子们等两年就是我
和团队严重的工作失误，任何批
评都该接受，也只有真正落实捐
赠才能表达歉意。 这几天我们全
力推进捐赠，有了实际进展向大
家汇报，更要对孩子们说：真的
对不起， 谢谢给我们机会弥补，
未来一定更加严谨。 ”杨幂及其

工作室表示接下来的工作将由
杨幂方面落实完成，实现对孩子
们的承诺。

一直以来，明星慈善很容易引
发争议，许多明星深陷“诈捐门”、
伪慈善等。一是由于大多数明星或
者工作室都将慈善捐赠工作交给
如李萌一样的“中间人”，不关注捐
赠工作的流程以及后续进展；二是
不能理解慈善的本质，明星负责宣
传自身形象、出席活动，只是将慈
善活动看作是提升自己知名度的
一次宣传活动。

《慈善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
赠义务。 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
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
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提起
诉讼。

因此明星在做慈善时应注意
了解捐赠流程和相关慈善法规，
避免因疏忽或者其他原因出现
“诈捐”、“悔捐”的情况，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 明星应该思考如何去
力所能及地参与公益事业， 不要
把公益活动当作是一场秀， 而要
真正地为公众起示范、 榜样的作

用，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联合

凤凰公益、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
查”———明星究竟应该如何参与
慈善活动， 给公益事业带来良好
健康的发展呢？

调查自 2018 年 4 月 3 日开
始，截至 4 月 4 日下午 18 时，共有
1027 名网友参与。调查结果显示，
近八成网友认同明星在慈善方面
的贡献， 对于明星慈善产生极大
争议的问题 46.78%网友认为原因
是明星慈善太过高调有炒作之
嫌，47.37%的网友认为是因为明星
工作室和慈善机构运作不透明，
对慈善流程以及后续不关注导致
公众的不信任。

那么今后要如何避免产生争
议,明星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正确地
参与公益事业呢？ 超过五成网友
认为明星要亲力亲为， 亲身参与
慈善活动， 以自身影响力带动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 有 26.76%的网
友认为明星可以通过中间人捐款
捐物， 还有 19%的网友认为慈善
主要在保持初心，默默参与就好，
不需要刻意宣传。

反射弧的分析：有人想做
好事留名， 做慈善有附加值，
社会可以理解。 问题是，某些
人不能将慈善视为“纯广告”，
而且做广告还不给钱，甚至将
需要被帮助的对象当成免费
利用的道具！没有人逼着明星
做慈善 ，可一旦要做 ，就别玩
疏忽失察的套路。

江德斌 ： 在慈善这件事
上 ，明星还是要慎重些 ，专业
些。 如果是与企业合作，要么
能够亲身跟进，要么交给可靠
的人督促办理，要么委托专业
的慈善机构代办，以避免发生
疏漏。

任然：明星“诈捐”现象屡
屡上演，或是当前社会公益生
态和慈善观念的真实反映，慈
善公益更多地停留在泛道德
化的层面，专业意识和能力都
显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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