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捐款两元钱，就可以
额外获得平台配捐一元。 ’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对白
血病患儿父亲潘玉明来说，如
此‘配捐’的诱惑依然巨大。

6 年前，时年 3 岁的潘小
伟被确诊为急性淋巴 B 细胞
白血病，之后四年里 ，他经历
了两次复发和一次造血干细
胞移植，共花去医药费 130 多
万元，扣除医保报销 ，仍欠下
近 50 万元的外债。

正因如此，当河南南阳的
‘爱心人士 ’王亚男找上潘玉
明提出 ‘配捐 ’事宜时 ，他几
乎没有迟疑：‘是真的太需要
钱了。 ’

王亚男在向潘玉明介绍
时称，每筹集到 2 元可获得 1
元配捐 ， 前提是需先自筹部
分资金 。 该配捐活动所属的
大病救助项目名为 ‘曙光计
划 ’，由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
基金会发起 ， 并由河南省慈
善总会认领。

潘玉明和亲友先后向其
提供的捐款链接捐入 14 余
万元。 捐款后不久，王亚男便
称项目被人举报而遭冻结 ，
捐款将原路退回 。 还没等到
退款， 王亚男又再次向其推
荐另一宗宣称是郑州慈善总
会发起的配捐项目。 不同的
是， 此次自筹善款需打入其
私人账户。 前后三次‘配捐’，
潘家投出去的钱款累计超过
42 万元， 其中打入王亚男私
人账户的就有 27 万元之多。

三个多月过去 ， 回款杳
无音讯。 急切的潘家人四处
追问原因 ， 却被相关慈善机
构告知 ， 王亚男与他们无任
何关系。

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
金会回复记者称 ， ‘曙 光计
划’确曾开展配捐，其间并无
自称‘王亚男 ’的人与基金会
联系 。 河南省慈善总会则表
示 ， 诱导患者自己捐钱的做
法，违背了慈善宗旨 ，故该配
捐活动已被停止 。 郑州慈善
总会则称从未发起过配捐活
动，系王亚男虚构。

受访的湖北、广西 、浙江
等多地患儿家属告诉记者，王
亚男也采取相似方式向他们
收取了总额逾百万的款项。

2 月 3 日，记者通过电话
和短信方式联系王亚男，其以
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了采访，仅
在短信中简单表示，此事是她
个人行为与其工作单位无关。
同日，河南南阳市桐柏县医保
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向记者证
实，王亚男系桐柏县医保中心
职工，因涉及慈善纠纷已于 1
个月前被单位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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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白血病家庭遭遇慈善配捐骗局
被诱导自筹善款后难追回

找上门的“配捐”

现年 41 岁的潘玉明来自广
西贺州市钟山县，是一名基层医
务工作者，每月工资约 3000 元。
2015 年 5 月，刚满三岁的儿子潘
小伟忽然持续高烧，伴随浑身多
处淤血及腹胀。

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
受各项检查之后，潘小伟被诊断为
急性淋巴 B细胞白血病， 须马上
接受化疗。 2017年 8月，距离首次
结疗不满一个月， 潘小伟又复发
了，同时还被诊断出中枢神经系统
恶性肿瘤。 潘玉明不甘心，带着儿
子到北京治疗，主治医生当时就建
议进行骨髓移植， 但因经济紧张，
只能作罢，靠服用靶向药维持。

2019 年 8 月，潘小伟再度复
发，且比之前更凶。 这一次，他接
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潘小
伟姑姑告诉记者，五年来一家人
为看病总共花费 130 多万元，扣
除医保报销的 50%，仍欠下了近
50 万的外债。

2020年春天， 潘玉明陪同儿
子在京治疗期间通过病友介绍，结
识了河南的“爱心人士”王亚男。

多位白血病患儿家属告诉
记者，王亚男微信名称为“小金
牛”， 是河南南阳市桐柏县医保
局的职工，看起来在儿童大病互
助的圈子里颇有名气，“很多病
友群里都有她”， 她自称可以帮
助患病家庭筹集善款。

当年 3 月，王亚男找到潘玉
明，声称可以帮助潘小伟在支付
宝公益平台发起网络募捐，只需
填写一份《郑州慈善总会申请
表》， 并提供证明孩子病情的相
关资料。 记者在支付宝公益平台
找到了该项目的筹款链接，链接
内容显示，该项目的发起方和收
款方均为郑州慈善总会。

潘小伟姑姑说， 在项目上线
前， 曾有郑州慈善总会的工作人
员通过微信远程核实相关资料。
筹款链接显示，该项目于 2020年
3 月上线，目前已结束，共计筹得
善款 153628元。除去项目执行经
费，郑州慈善总会分别于 2020年
4月、5月和 7月给潘玉明账户打
入 8万元、3万元和 32874.11元。

潘小伟姑姑说，正是这一次
募捐的成功让他们一家对王亚
男充满感激和信任。

对此， 郑州慈善总会也表
示，当时确实收到了患儿家庭寄
出的材料，且经核实无误后发起

了该次定向募捐活动，“所有的
流程都是依法依规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王亚男
曾向多个患儿家庭介绍类似项
目，但并非个个都能成功。

广西柳州的林倩倩于 2018
年 11 月患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也在北京治疗。 林倩倩妈妈告
诉记者，王亚男在向其推介支付宝
公益平台筹款项目时，还要求她预
先自筹 5.5万元，并需“排队”一个
月等待项目上线，按照王亚男的说
法，“其中 4万是捐到链接里，1万
是给老师（即基金会工作人员）的
介绍费， 还有五千元是找人帮刷
2000个支付宝 ID的。 ”

2020 年 5 月，王亚男突然联
系林倩倩妈妈，称此前商量的支
付宝项目被人举报了，需换一家
基金会，之后两个月内，王亚男
曾拿来多个不同基金会下设的
大病救助项目申请资料要求林
倩倩妈妈填写和签字。 然而，筹
款项目却迟迟没有上线。

2020年 7月 10日，王亚男向
包括潘小伟、林倩倩在内的多个白
血病患儿家庭提议了配捐活动，并
称配捐比例为 2∶1， 但前提是需要
家属先自筹一部分资金，本金和配
捐所得钱款将在 45天之内一起返
还。“（她说）我们直接捐到链接里，
或转款给她都行，她会再找人捐进
去。 ”林倩倩妈妈说。

记者注意到， 王亚男发送的
配捐活动链接系北京二十一世纪
公益基金会于 2020年 6月 15日
在轻松公益平台发起的“曙光计
划-救助贫困大病家庭行动”，该
项目由河南省慈善总会认领。 目
前，该筹款链接已被冻结。公开资
料显示， 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
金会 2013 年 3 月在北京市民政
局登记注册， 业务范围包括扶贫
济困、安老助孤、支教助学等。

潘玉明称，当时王亚男不断
催促他们捐款，出于给孩子筹集
医药费的急迫心情，他当晚就联
络亲友 6 人共捐出 148545.00
元，并将捐款总额截图发给了王
亚男。 林倩倩爸爸则在当晚通过
微信向王亚男转款 4 万元。

要不回的救命钱

然而，“配捐”进展不顺利。
2020 年 7 月 11 日， 林倩倩

妈妈收到王亚男信息称，因单笔
捐款数额过大，该活动被人举报
了，钱款将原路返还。 得知相同
消息的还有其余几位向前述“曙
光计划”捐款的患儿家长，时间
一天天过去，钱仍然没有退回。

还没等到退款，王亚男又再
次向潘玉明推荐另一宗郑州慈
善总会发起的“配捐”项目，这次
的配捐比例是 3∶2， 王亚男同样
承诺 45 天内即可回款。 与之前
不同的是，此次自筹款必须打入
王亚男的私人账户。

潘小伟姑姑说， 经历过一次
不成功的“配捐”之后，一家人已经
产生怀疑，但考虑到此前王亚男确

实帮助孩子在支付宝公益平台成
功筹集到 14万余元，潘小伟治疗
又急需用钱，便选择再相信一次。

2020 年 7 月 23 日、24 日、25
日， 潘玉明分 3次通过微信转账
和手机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亚男
的个人账户打去 14万元，这些钱
也是他向同事和朋友借来的。

和第一次一样， 王亚男介绍
的第二次“配捐”依然没有下文。潘
小伟姑姑告诉记者，2020年 8月，
王亚男又一次动员她做“配捐”，并
允诺之前的钱很快就回来了。 于
是，她又转了 7万元给王亚男。

前后三次“配捐”，潘家投出
去的钱款总计累计超过 42 万
元，其中打入王亚男私人账户的
就有 27 万元之多。 几乎同一时
期，和潘小伟同在北京就医的多
名白血病患儿家庭也向王亚男
打去了金额不等的自筹款。

久等不到退款，直到 2020年
末， 家长们相约前往河南寻找王
亚男。来到郑州后，他们首先找到
了河南省慈善总会和郑州慈善总
会，得到的回复令他们大跌眼镜。
上述两个机构都不承认有名为
“王亚男”的志愿者或员工，且郑
州慈善总会称该机构从未发起过
配捐活动。 当潘玉明将这一情况
发到病友群后， 引来更多病孩家
长反馈，称也有同样遭遇。

2月 3日，记者以患儿家属名
义致电郑州慈善总会，核实了上述
说法。 该机构网络筹款负责人表
示， 近来已有许多家长前去投诉，
他们也曾接到过警方的调查电话，
“我们确实没有做过这样的配捐，
也不认识王亚男这个人”。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郑
州慈善总会对大病患者的救助方
式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由患者
直接邮寄材料， 申请由郑州慈善
总会直接发起的项目， 经审核符
合标准的可定向拨付救助款项；
另一种是由患者授权委托第三方
机构发起， 再由郑州慈善总会认
领， 委托的手续需要提供包括委
托和受委托两方的身份材料。

通话中， 该负责人反复强
调，郑州慈善总会与参与项目的
受助对象直接联系，不会把钱交
给志愿者，王亚男所说的配捐项
目均为其虚构，“不要相信什么
配捐，如果大家都是通过这个途
径（筹钱），哪有那么好的事？ ”

被否认的“授权”

王亚男既非慈善机构工作
人员也不是志愿者，她是如何获
得项目申请资料，并且为家属联
络网络募捐项目的？

郑州慈善总会网络筹款负
责人透露，曾与该机构合作的志
愿者团队成员曹文斌与王亚男
是认识的。 据多名患儿家长反
映，“配捐”失败后，王亚男曾将
自称是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
金会主任的曹文斌拉入微信群
内，出面解决退款事宜。

（下转 12 版）

“曙光计划”筹款链接截图

� � 患儿家属打入王亚男私人
账户的“配捐”自筹款

� � 王亚男要求林倩倩母亲填
写的郑州慈善总会救助申请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