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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3日，记者联系到曹文斌
本人， 他否认自己是北京二十一
世纪公益基金会的正式工作人
员，“只是第三方志愿者， 协助公
益项目执行”。 曹文斌称，他和王
亚男确实认识，但联系并不多。

当问及“曙光计划”是否开展
过配捐，曹文斌表示确有此事，但
他从未向王亚男授权宣传或推介
配捐活动，“可能是我在朋友圈转
发了链接被她看到， 是她自己鼓
励患者家属往链接里捐款， 我并
未收到过病孩家庭的申请资料，
直到家属投诉方知此事”。

同日，记者联系到北京二十
一世纪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蔡海
亮，在电话沟通时，蔡也否认曹
文斌是基金会员工，并称此前从
未听说配捐活动。 不过，该基金
会 2 月 4 日回复记者采访的书
面答复又推翻了一天前的说法。

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
会出具的书面答复显示，曹文斌
确系该机构互联网募捐部门负
责人，并且承担了“曙光计划”的
大病救助事实审核工作。

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
会称，“曙光计划” 确有配捐活
动，但配捐比例为 1∶1，并非王亚
男对家属宣称的 2∶1。

书面答复强调，在“曙光计
划”开展募捐期间，并无自称“王
亚男” 的人和基金会联系过，基

金会未向“王亚男”提供过任何
救助所需材料，“如有假借本会
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名义开展非
法活动者，其所带来的一切法律
责任与本会无关；本会保留追究
假冒本会任何名义从事非法活
动者的民事、刑事责任的权利。 ”

依照基金会的说法，求助人
需提交申请，再由专门的志愿者
对接，落实完走访、调研、核实工
作后，上报基金会审批，经过一
系列流程后才能拨付救助资金。
在审核环节，基金会将对曹文斌
初审过的患者资料进行复审，最
后交由河南省慈善总会再审。 经
王亚男介绍并自筹款项加入配
捐活动的患儿家庭并没有经过
这一审核流程，因而不在“曙光
计划”的救助对象清单中。

河南省慈善总会则表示，
“曙光计划” 的配捐活动因为涉
嫌违规已被冻结，“与我们合作
的这家基金会拿着配捐去诱导
患者自己去往里捐钱，这就违背
了慈善的宗旨，所以我们也停了
这个项目。 ”

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
会工作人员称，因患儿家属已把
钱投入项目筹款链接，他们最终
只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一部
分符合资助标准的求助人纳入
救助对象。 河南省慈善总则表
示，在过去一年里，王亚男在多

家慈善总会都进行过类似的操
作，建议家属尽快采取法律途径
追回钱款。

曹文斌则向记者表示，除打
入王亚男私人账户的钱款，患儿
家属自己投入“曙光计划”配捐
链接里的钱款已安排处理并原
路退回。

公益“红人”另一面

潘小伟姑姑告诉记者，基金
会退回的捐款仅是“小头”，患儿
家属大多是向王亚男的私人账
户打款，而这一部分款项去向未
明，他们多次向王亚男讨要都没
有结果。

更令家长们吃惊的是，在
“爆雷”之后，王亚男仍以“配捐”
为由，游说新的患儿家属加入。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面对
家属强烈要求退还钱款时，王亚
男甚至还会要求对方替他发展
新的病友，“项目运转起来，你们
的钱就能回来”。

记者注意到，在家属们提供
的多份聊天截图中，王亚男起码
有两个不同的微信账号，且有时
还会出现在同一个群聊中分饰
不同角色， 或是基金会的志愿
者，或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公
益圈以热心人士示人的王亚男

在其桐柏县老家身陷多起借贷
官司。

在记者检索到的 31 份裁判
文书中，涉案人“王亚男”的姓
名、性别、出生日期和所在地，都
与此前王亚男向患儿家属提供
的她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信息一
致。 这些文书中，案由多为民间
借贷纠纷， 其中有 18 份为执行
裁定，被执行人都是“王亚男”。

王亚男的身份证信息显示，她
生于 1984年，是南阳桐柏县人。

2 月 3 日， 河南省南阳市桐
柏县医保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向
记者证实，王亚男确系桐柏县医
保中心职工，因涉及慈善纠纷已
于 1 个月前被单位停职。

多名受害者告诉记者，他们
已分别向所在地的派出所报案，
案由均是诈骗。 目前，已有武汉
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西马街派
出所和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
局闻堰派出所两地受理报案。

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国科告诉记者，王亚男的行为
是否构成诈骗目前尚难定性。 他
解释道，如果是以骗取钱财为目
的，使行为人产生错误的意思表
示，并处分他人财产且使自身受
益的行为，则构成诈骗。

记者注意到，此事件中部分
家长转入王亚男个人账户的钱
款最终是否由她再次转捐入基

金会账户暂不明朗。
2 月 3 日，记者多次尝试以

电话、 短信等方式联系王亚男
对上述事件始末和资金的流向
作出回应， 但其以身体不适为
由婉拒。

王亚男在短信中说，此事是
她个人行为与其工作单位无关，
“单位领导得知这件事之后第一
时间对我做了警示谈话和停职
处理， 并督促我积极妥善地处
理。 ”王亚男还表示，因此次风波
她的身份证和家庭地址遭到泄
露，对她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
扰，“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就是
一场噩梦”。

然而，对于向她打去钱款的
白血病患儿家长而言，噩梦早已
开始。

目前，潘小伟仍在北京继续
接受治疗， 但由于钱款尚未追
回，潘玉明实在无力买昂贵的外
购药，只能暂停服药；北京的肝
癌患儿汪星宇一家称被骗了五
十多万元，导致错过肝源无法移
植，生命垂危；武汉的肾母细胞
瘤患儿父亲橙子爸爸至今懊悔，
他曾将王亚男介绍给几个病友
参与“配捐”，现在他只能借钱还
给病友，他称他本人被骗走的钱
款仍无着落……（据澎湃新闻，为
保护患儿隐私，文中潘玉明、潘小
伟、林倩倩、汪星宇均为化名）

（上接 09 版）

热闹红火、文明健康

“就地过年”凸显时代新风
牛年春节，喜气洋洋。 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
求下， 今年不少人响应号召选择
了“就地过年”。 公筷公勺、光盘行
动、 志愿服务……各地文明新风
尚给千家万户新添了“年味儿”。

在这个特别的春节里，街巷
格外整洁，人心倍感温暖。

红火热闹不浪费

吉林省吉林市四川街的雅兴
缘花鸟鱼交易中心，鲜花遍布、温
暖如春，一片红火热闹。“春节买

‘春花’，牛年牛起来！ ”吉林市民
王欣说，大家都自觉地维护市容，
市场里都整洁干净， 满眼的赤橙
黄绿，让人心生欢喜。

去年入冬以来，吉林市浇制
冰场和越野滑雪场 135 块，面向
群众免费开放。“假期出来滑一
场，酣畅淋漓，十分痛快。 ”市民
刘鑫说，连续多年的公益冰场安
全、环保，市民参与冰雪运动热
情高涨。

为了响应疫情防控要求，北
京不少知名餐饮企业推出了半
成品礼盒。“既有清炒虾仁、滑熘
里脊等家常菜， 也有芙蓉鸡片、
干烧黄鱼等特色菜，让老百姓在
家也能吃上镇店名菜。 ”华天集
团副总经理白森森说。

今年很多人选择留京过年，
市民日常就餐需求多。 北京的庆
丰包子铺、华天延吉餐厅、香妃
烤鸡等快餐企业，推出了多款 20

元左右的“惠民套餐”，还有各种
速冻水饺，以及酱肉、酱猪耳等
年货。

中国烹饪大师、同春园饭店
副经理王鸿庆说：“我们尽量做
到物尽其用， 将鱼身做成鱼片，
将鱼头做成砂锅煲鱼头，将鱼尾
做成红烧划水，减少厨余垃圾。 ”
他说，如今“光盘行动”“使用公
筷”等文明习惯已经深入人心。

他乡过节温暖多

农历腊月二十八，江苏吉麦
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一场专门
为留厂过年的外地职工举办的
活动热闹喜庆。 歌舞、戏曲、铜管
乐演奏等节目精彩纷呈，让职工
切身感受到来自“第二故乡”的
温暖和关爱。

“本地农民乐团的表演让我

感受到浓浓的年味。”34岁的张明
敏说，由于疫情防控原因，他响应
号召第一次留在徐州过年。 公司
准备了包饺子、吃团圆饭等活动，
还发放米面油等过节物品。

中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庆华在吉林工作了 20 多
年。“今年响应号召，不回老家温
州过年了。 ”陈庆华说，“当地政
府多次和我们联系，询问职工有
何需要，让我们感觉很温暖。 ”

在吉林供电公司，职工们积极
响应就地过年倡议，239名青年员
工选择就地过节。他们积极投身到
志愿服务中，为子女在外地无法回
家过年的老人们配送营养餐。

由于子女选择不返乡过节，
84 岁的吉林市退休职工艾汉青
以为春节会很“冷清”。 但志愿者
的到来， 让家里又热闹了起来。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老人和远在

外地的子女视频通话。“你们放
心吧，这个春节一样红火热闹。 ”
艾汉青对着手机说。

春风化雨树新风

在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
道， 石头社区助老先锋队的成员
刘亚君将手工编织的纸巾盒、手
绘福字等送给胡同内老人们。“百
善孝为先，助老我先行。 ”队长杨
淑香说， 这支助老服务队已经成
立 10年了，服务对象是全社区 75
岁以上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节
日期间更要多走动关心。

“以前是志愿服务的受惠
者， 现在是志愿服务的参与者。
希望用自己的点滴行动，为社区
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29 岁的张
薇是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丰财
街道瓦房社区的一名社工。 她认

为， 社工和志愿者的引导宣教，
对居民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
惯至关重要。

北京西城区发起“留京过年
新风尚、 志愿服务享别样年味
儿”活动，近 500 名志愿者报名。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中，
将“在京过年”倡议、就地过年保
障政策、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禁放规定等内容融入其中，并原
创了可以打卡的“小程序”，广泛
动员居民群众参加。

徐州市文明办主任沈丽说，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春节期间将
组织志愿者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开展文体、科普等志愿服
务。 还将以《徐州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大力
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
众厚植文明健康理念、践行绿色
环保生活。 （据新华社）

青年志愿者在吉林供电公司与子女在外地的老人们一同包饺子（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