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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文兴

对违规、恶意众筹发起方“零容忍”

轻松筹首推“黑名单”机制

（上接 05 版）
针对这一情况，项目组在调

研和设计之初就综合考虑了生
态脆弱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恢
复与保护、贫困地区的人口与经
济发展、农村社区家庭的可持续
发展替代生计发展、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的林业增汇和适应等问
题，并进行了统筹规划。

通过科学计算，项目组决定
在通渭县以 5 元 1 棵沙棘树、400
元 1 亩沙棘林、2000 元 1 户贫困
家庭的捐助标准，支持当地农民
开展大果沙棘生态经济林种植。
截至 2011 年 8 月底， 到账捐款
599.65 万元， 种植大果沙棘 8.3
万亩。 当年，国家林业局西北林
业调查规划设计院验收显示，沙
棘成活率较高，一度超过国家造
林技术标准要求的干旱地区株
数保存率，为当地生态治理和农
民脱贫提供了新的思路。

随着项目的不断深入，针对
不同地区的生态情况，中国绿化
基金会也会因地制宜，适当调整
项目执行方式。

2012 年，该项目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落地。 金
秀县贫困发生率为 21.9%， 比广

西贫困发生率高七个百分点，比
全国高 13.4 个百分点。 2011 年，
全县人均年收入仅有 2332 元。

虽然当地农民收入比较低，
但与甘肃不同的是，当地的生态
环境非常好， 森林覆盖率超过
84%。 在此背景下，项目组决定引
导当地农民种植石崖茶，并通过
技术培训的形式让农民掌握种
茶技术。 这样一来既保护了当地
的自然环境，又依靠自然环境实
现了脱贫致富的目标。

此外， 从种植稻米到种植茶
叶，生产方式的改变不仅极大地减
少了当地农民在田间劳作的时间，
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也让他们
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寻找其他生计，
进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

据金秀县林业局统计，该项目
实施后， 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11 年的 3708 元增长到了 2015
年的 5941元，增幅达 60.2%。同时，
森林涵养水源、土壤保育、固碳释
氧、净化大气环境等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均有显著提升。

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截至目前，中国绿化基金会

分别在甘肃通渭、 广西金秀、宁
夏固原等地开展了“幸福家园暨
网络植树”生态扶贫项目，影响
和带动全球超过 3500 万人次捐
资支持，社会捐款累计超过 5500
多万元，援助中国西部偏远贫困
地区种植生态经济树超过 1500
万株，绿化荒山荒地面积超过 11
万亩， 贫困地区受益农户达
15000 户。

不过，与其他公益项目不同
的是，生态保护和扶贫都属于长
期工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
成效。 也这是因为如此，类似的
公益项目公众关注和参与度都
相对较低。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每年政府机构、企业、学校或其
他组织都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植
树造林活动，但真正发动公众主
动参与进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

因此，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
的同时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
增收，除了需要更高的公众参与
度，还需要严谨且灵活的项目设
计。

2009 年，中国绿化基金会启
动了另一个全民参与的绿色公
益品牌项目———中国网络植树

节。 网友可以通过官方网站捐款
或者捐植一棵树，资助西部贫困
地区开展植树造林、 劳动脱贫、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生态保护
与消除贫困建设活动，让项目地
农民从绿色公益事业中得到实
惠。 该项目还通过开展多种形式
的线下活动吸引公众参与，在宣
传绿色环保理念的同时助力精
准扶贫。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连续
举行十届，成为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连接各方共同参与环保公益
的示范项目。 公众参与形式也逐
渐由单一转向多元化， 如森林
跑、绿植认养、环保涂鸦墙、绿化
成就展示等，在倡导全民关注环
境、参与生态扶贫方面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

同时，为让公众及时了解项
目进展，向社会反馈项目执行情
况，中国绿化基金会还会定期组
织网友对“幸福家园”项目地进
行实地探访。 在 7 月 19 日宁夏
项目地探访活动中，易烊千玺等
明星粉丝团自费参与，并同“千
玺林”扶持的农户进行了深入交
流。

明星及粉丝团对项目的支

持和深度参与也成为该项目执
行过程中的一大亮点。 在中国绿
化基金会秘书长陈蓬看来，发挥
明星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并鼓
励明星粉丝团积极参与公益，进
而带动更多人主动参与，最终能
够形成“1+1＞2”的社会效果。

据了解，易烊千玺是“幸福
家园暨网络植树”生态扶贫公益
项目的公益大使。“千玺林”项目
发起于 2016 年 1 月， 两年多来，
易烊千玺粉丝团动员爱心粉丝
们在宁夏固原地区项目地捐赠
234.2 亩共计 52000 株枸杞，以生
态扶贫的方式使得 95 户村民从
中受益。

此外，粉丝们还在网络上发
起了“我为千玺种棵树”话题，该
话题也荣获了 2016 微公益十大
最具影响力公益项目。

“回顾这十年的发展历程，
我觉得幸福家园项目实现了从
单一地点到多个地点落地，其效
果也是由弱到强，辐射作用越来
越大，社会参与也越来越多。 今
天来看，这个项目实际上也是对
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理念的一个鲜活实
践。 ”陈蓬表示。

� � 7 月 10 日， 轻松筹截获并关闭
该平台个人求助版块上于当日发起
的“众筹丧葬费”项目，将该违规项
目筹集到的资金原路退回；

7 月 12 日， 轻松筹又截获和关
停在几分钟内发起的 2000 多例“购
买 GTR”“购买迈凯伦”等恶意筹款
项目，对所涉资金进行冻结，并向公
安机关报案……

实际上， 从大病众筹平台诞生
至今的四年时间内，违规、恶意项目
的发起时常困扰着各家平台， 消耗
大众的爱心的同时， 也对大病救助
这一领域的氛围造成了负面影响，
严重阻碍行业发展。

近日， 面对今年接踵袭来的以
假病历发起项目、 违规和恶意项目
等事件， 轻松筹决定正面着手解决
这类困扰整个大病救助领域的“乱
象”，推出“黑名单”机制，对恶意求
助者采取“零容忍”态度，并与同行
业平台共享“黑名单”信息，以期共
同为大病患者和爱心公众塑造良好
的大病救助环境。

第一份行业“黑名单”

7 月 23 日， 轻松筹发布我国第
一份大病众筹领域“黑名单”，将目
前轻松筹个人求助版块上恶意项目
的发起人予以信息公示。

轻松筹表示，对于购买病历、违
背社会公序良俗、 恶意发起等情况
采取“零容忍”态度。“黑名单”上的
人员， 将不能在轻松筹上发起任何
项目， 对于情节恶劣涉嫌刑事犯罪
的， 轻松筹还将积极配合公安部门
进行调查。

自 2014 年以来，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不断成熟，借助“熟人社交”的
优势， 数家大病众筹平台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 让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
大病患者找到了生的希望， 更让公
众不断扩大的爱心释放需求得到满
足。

然而，4 年来，也常有不符合发
起条件的众筹项目出现在各家平
台之上，更有甚者恶意发起违规项
目，罔顾这一行为对大病救助领域
的环境破坏。 2016 年实施的《慈善
法》 并未对个人求助领域进行规
制，也一定程度上让恶意发起者无
所忌惮。

此次轻松筹发布“黑名单”是行
业首度正面这一问题， 极大增加了
恶意发起者扰乱正常秩序的成本和
难度， 从而维护轻松筹用户的合法
权益， 保护爱心人士的爱心不因恶
意项目的传播而受到伤害。

近探“黑名单”

记者发现，“黑名单” 首批记录
的 500 组信息中， 其项目标题以含
有“购买 GTR”字样居多，另有一些
不堪入目的筹款请求， 的确为恶意
发起行为。

在此十余天前， 轻松筹就曾于
短短几分钟内接到大量“购买
GTR”“购买迈凯伦”“购买帕拉梅
拉”的恶意筹款项目申请，数量竟达
到 2000 多例。 平台工作人员与发起
者取得联系时， 不少人竟表示是为
了“好玩儿”。 轻松筹第一时间关停
了这些项目、冻结所筹资金，并向公
安机关报案。

与大多数大病众筹平台相似，
轻松筹平台的用户在注册时需填入
有效手机号码，此次“黑名单”所公
示的手机号码将不能再用于注册和
发起筹款项目， 也就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恶意发起人再次注册新 ID
来发起新项目， 这将大规模减少恶
意项目的申请。

此外，日前备受关注的“众筹丧
葬费”项目的发起人信息也被“黑名
单”登记在案，这意味着，今后用户
在发起项目时需谨慎比照项目发起
条件， 莫将不属于大病救助类别的
筹款在平台上发起。

轻松筹表示， 个人筹款通道应
为大病患者专用， 目前平台上每天
都有很多患者和家庭在急切地等待
帮助， 应为他们让出宝贵的生命通
道。

推动行业共建相关机制

作为大病众筹领域的领头羊，
轻松筹不但发布首份“黑名单”，更
考虑到各家平台对恶意项目的发起
都深恶痛绝， 决定将与同行业平台
共享“黑名单”相关信息，打造行业
机制。

在该机制下，除分享“黑名单”
信息外， 轻松筹还将信息上报网信
办、卫健委等相关政府部门。

轻松筹表示：“生命无价， 请给
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让开生命通
道，不要消耗大众的爱心。 轻松筹
将与与同行业平台及执法部门形
成联动，维护行业环境，为大病患者
及爱心人士塑造良好的大病救助环
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