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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水灾明星献爱心陷入“内卷”背后

驰援河南
明星艺人的公益行动

7 月 20 日晚上至凌晨，微博
不断有明星艺人为河南暴雨转
发求助、互助信息，这其中以河
南籍明星为主。

作为河南濮阳人，岳云鹏转
发了暴雨互助微博，并倡议多多
转发并提醒老乡注意安全。 作为
河南省洛阳人的王一博也转发
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河南全省
救援电话汇总”。

河南籍艺人张檬、 刘昊然、
释小龙、张子枫、马可、李光洁、
秦舒培等都纷纷转发扩散“暴雨
求助”微博。

除了转发微博外，随着河南

灾情的不断升级，明星艺人开始
纷纷捐款捐物。

《公益时报》记者根据郑州
市红十字会、 河南省慈善总会、
社会组织的公示及微博公开披
露等方面数据统计，截至 7 月 27
日， 累计捐款明星超 270 位，捐
款金额超 2.2 亿元。

李玉刚、李易峰、白敬亭、黄
子韬、赵丽颖等明星艺人都进行
了捐款。 其中不乏有网红主播捐
赠，例如薇娅、李佳琦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纷纷捐款
的明星队伍中，出现了不同组合
的捐款形式：夫妻组合，例如张
庭、 林瑞阳夫妇捐赠 500 万元；
邓超、 孙俪夫妇捐赠 100 万元；
章子怡、 汪峰夫妇捐赠 100 万
元；张杰、谢娜夫妇捐赠 100 万

元；陈荣炼、安以轩夫妇捐
赠 200 万元；赵又廷、高圆
圆夫妇捐赠 100 万元等。 父
子组合，例如郭德纲、郭麒
麟父子， 分别捐赠 100 万
元；王宝强、王子豪父子捐
赠 100 万元。 朋友组合，例
如李维嘉、吴昕联合捐赠 50
万元。

随着河南灾情的不断
升级，灾区对物资的需求不
断加大，众多明星进行了物
资捐赠。

黄子韬除了捐赠现金
外，还将自己的服装品牌全
部下架出仓供给救援队。

黄晓明分三批进行了
物资捐赠， 第一批：20 万瓶
饮用纯净水，1 万瓶消杀用
品； 第二批：50 万瓶饮用纯
净水；三批：5 万瓶酒精棉。

李宇春捐赠了 60 艘救
援艇和 500 件救生衣；王俊
凯捐赠了 50000 箱饮用水+
13000 箱泡面； 张艺兴捐赠
了 107 万元物资。

任嘉伦捐款以后，看到
被困女性的求助信息，订购
了 200 箱卫生巾； 与此同
时，袁姗姗也通过扶贫基金
会捐赠了 1000 箱卫生巾、
卫生棉条及安心裤。

除了捐款、捐物、转发
互助外，韩红基金会联合韩
红爱心明星志愿者团队捐
赠 3000 万元，并成立“韩红
爱心支援郑州”应急援助小
组， 由韩红带领王一博、医
疗专家、车手等志愿者前往
郑州开展救援工作。

除了韩红、 王一博外，

作为河南籍的明星刘昊然赶到
家乡送物资。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
院副教授、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
理事长周如南看来，明星作为公
众人物，针对公共危机进行捐赠
体现了其个人的社会责任，是作
为社会有影响力公众人物的行
为表率，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明星献爱心陷入“内卷”

随着明星们不断为灾区捐
款消息的曝出，相较赞赏明星的
爱心行动，更多人对他们进行了
全方位的审视。

从捐款金额到款项路径，再
到捐款名义，捐款献爱心的大潮
之下， 在娱乐圈刮起了奇怪风
向，明星捐款遭遇了来自网友高
标准、严要求的审查。

一方面，微博热搜成为宣传
明星善行的娱乐圈视窗。 另一方
面，公开和未公开的明星捐款金
额轮流被放置于咖位和收入做
比较的天平。 一时间，明星的捐
款只有从网友口中得到肯定的
答案才算勉强过关。

社交平台上，有一群营销号
和网友，紧紧盯着明星们的捐款
动向。

“大家都在捐钱，为什么某
某星不捐？ ”“某某星这么有钱，
只捐这么一点？ ”“50 万还好意思
买热搜？ ”“捐这么点和咖位不太
相符吧! ”……

有网友甚至根据此前的片
酬新闻，列出算式来论证逼捐的
合理性：

捐款 10 万元， 相当于日薪
300 元的打工人捐了 14.5 元；

捐款 30 万元， 相当于日薪
300 元的打工人捐了 43 元。

谁捐得多谁捐得少，谁捐得
早谁捐得晚，都能被挂出来逐字
逐句地审视。

演员周冬雨因为捐了 200 万
元没有在网上披露，在豆瓣和微
博上引起大量网友的追问、讽刺
和追骂。 后来由粉丝曝出她已经

捐了才瞬间平息。
女团成员程潇因

捐款 10 万元，被骂捐
太少后发文感叹，随
后秒删。

微博删除后，网友
继续发表言论：“你一
个包 15万才捐 10 万，
觉得委屈可以退圈”。

不捐不行， 捐少
不行。 捐得多就正能
量盖章， 捐得少则成
为众矢之的。 捐款金
额的数字， 在与明星
收入的比较中被解读
出新的意义， 捐款变
成了一场“竞赛”，逼
捐的舆论场裹挟了整
个娱乐圈。

针对以上现象，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副院长邓国胜在
接受《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国际经验看，自愿
是慈善捐赠的基本原则， 即捐赠
人自主实施捐赠行为， 自行决定
捐赠的规模、方式和用途。禁止强
捐、索捐、变相摊派等行为，充分
尊重受赠人的尊严和隐私。

“这次少数网友针对明星捐
赠的道德绑架行为，反映了部分
网友对现代慈善理念和《慈善
法》的精神缺乏了解，公益慈善
发展的环境亟待改善。 ”在邓国
胜看来， 明星有较大的社会影
响，所谓能力大责任重，明星可
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 发挥典型示范作
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但最
终是否捐、捐多少，应该充分尊
重明星的个人意愿，由明星在自
愿的基础上选择。

邓国胜表示，在公益慈善文
化比较成熟的国家，一些慈善机
构在大灾来临时，往往是根据组
织的宗旨和使命决定是否捐赠，
如果组织的宗旨使命与救灾无
关，这类慈善组织往往会选择不
参与。 同样，名人、明星也有自己
的捐赠偏好， 有的关注紧急救
灾， 有的关注日常的环保行为、
留守儿童问题等，应该充分尊重
他们的选择权利。

被逼出来的“善举”，有可能
会导致“畸形的公益”。

7 月 21 日，“孩子王”发微博
称自己为郑州市红十字会捐款
1.8 万元， 但网友查询后发现他
捐款实为 100 元。 随后，孩子王
在粉丝群中承认自己 P 图，还说
本想 P 成 18 万元， 因为别的同
行“都几十万”。

这场关于明星捐款的集中
审视，衍生出逼捐、鼓动捐款“内
卷”的争议，同时筛查出诈捐等
具有负面影响的行为。

我国《慈善法》第四条规定，开
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
诚信、非营利的原则，不得违背社
会公德，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孩子王”的这一诈捐行为，
在周如南看来是爱慕虚荣、破坏

社会道德风尚的行为。 诈捐属于
诚信问题， 恶意散发不实信息，
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相关机关可以根据行为恶劣程
度，追究其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
责任。“公益是由心生发的善意，
绝不应该成为艺人公关的道德
表演，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

周如南认为，诈捐行为的出
现，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网友
起到了技术赋权的功能，明星自
认为只要贴出自己的捐款凭据
就可以了，没曾想到网友会进行
多方证据的交叉验证。“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 人人都是麦克风，
在技术赋权的年代，网友的舆论
监督起到了积极的一面，它可以
让诈捐现象遁于无形，从而使信
息公开透明、可追责。 ”

“逼捐”“裹捐”现象的背后

网友“逼捐”“裹捐”等一系列
现象的产生，在周如南看来，都跟
现代的造星机制有关，比如一个流
量明星， 粉丝会对他有个定位，如
果定位自己的偶像是顶流，就应该
捐出顶流的金额，这就形成了粉丝
裹挟偶像的情况，从而形成基于粉
丝胁迫性的微生态压力。

“还有一种是键盘侠式的逼
捐，这种类型反应了互联网技术
的过度赋权，或者说舆论过度监
督产生的负面的一方面，更多的
是一种情绪性的宣泄，它体现了
网上群体无意识的极化效应。 ”
周如南说，这个无意识的极化效
应就像乌合之众当中讲到的，当
我们都处在一个广场上，人们就
会陷入到无意识的狂欢和盲从
心态，当有一些极端观点出现的
时候，人们会容易被其吸引并且
产生不了理性的判断。

这不仅令人联想到，此次水
灾鸿星尔克捐赠 5000 万元被捧
成了“神”，而上一轮新疆棉事件
中把李宁捧成了“神”，这一次却
把李宁踩成了泥。

周如南认为，鸿星尔克捐赠
事件和网友对明星的逼捐情况
相似，都体现了群体性狂欢背后
的群体极化效应和非黑即白的
脸谱化的网络心态，一种虽然我
不捐但我有权利去判断别人的
捐赠是否与其社会角色或社会
责任大小相对称的心态。

蜜得创益品牌总监周功武
专注明星公益和粉丝公益 5 年
时间，对明星和粉丝公益有着自
己的视角和观察。

他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大
多数明星在面对灾情的时候都是
愿意尽自己一份善心的， 随着网
友的舆论发酵， 有些明星在捐赠
时确实会愈加的谨慎， 他们中有
很多人会过来咨询一线的需求，
根据需求来决定捐赠的方式。

所谓的裹挟式捐赠，在周功
武看来是由于明星一般都有签
约的公司，捐赠金额势必会对公
司的捐赠额进行考量，这属于正
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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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娱乐圈明星纷纷捐款驰援河南，竟然
掀起了一场硝烟滚滚的骂战。

有刷屏论证自己偶像捐得更多、人品更好的 ；有审视明星们
捐款与身家和片酬的比例；有对比明星捐款没进第一梯队被羞辱
抠门的；有质疑明星前往一线救援是作秀博眼球的。

捐多捐少都会被骂，高调低调都是作秀。 甚至有热心网友还
推出‘免嘴券’，谁捐得让他们满意，谁就能在未来一周内免于被
他们吐槽、批评。

如何看待明星捐款引发的争议？ 是什么令明星捐款变了味
儿？ 如何打破这种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慈善组织应该如何做？

韩红基金会发布的声明

呼吁网红和明星为救援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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