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丝 50 万元， 政府 270 万
元，然后粉丝来命名。 即使程序
上合规， 网友在情感上还是有
点难以接受，为什么？

这里就不得不提以个人名
义捐建了百余所希望小学的古
天乐， 媒体曾经时不时拿出来
报道，他的善举随着时光沉淀，
甚至有了些传奇的味道。 没人
特意关注古天乐希望小学的项
目资金里， 当地政府配捐了多
少，比例几何的问题。

到此次深陷争议的“博肖
希望小学”，很多人跳过粉丝这
个行为主体， 直接指着并不在
场的王一博和肖战开骂， 大有
一种 50 万元买个冠名， 明星赚
了、政府亏了的愤愤然。

中国青基会在希望工程小
学项目的介绍页上写道， 带动
地方政府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
的投入是该项目的目标之一。
而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
需要大力投资基础教育，50 万

元至少可以成为一个杠杆。
媒体更关注与明星有关的

公益行为， 很明显是因为明星
们能带来议题关注度， 吸引到
更多人进入公益事业， 不断有
人进入， 才能保证公益的可持
续性。

而今天，即使做了公益，只
要在别人眼中， 捐款人被判定
为动机不够纯洁， 反馈就会马
上苛刻起来。 而对于那些没有
多少公益热情的明星， 再反过
来去逼捐。

在评价他人做公益这件
事情上，我们每个人的道德标
准都是康德式的， 良善与否，
有自由意志的人也拿捏不透，
似乎永远是不搞公益的人最
有发言权。

当然并不全然出于道德审
视， 公众态度在同一个公益项
目上的转向， 也侧面表明了贫
富差距分化造成的社会压力，
会让人更严格地审视社会中的

财富新贵。 以前，多少还能听到
人们赞美古天乐低调， 而今天
评价王一博和肖战， 只是流量
而已。

【冠名是否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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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捐小学，王一博肖战知道吗？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微博发布称与 @ 博肖爱心联盟
共同发起“博肖爱心联盟共建希望小学”网络众筹项目

《陈情令》结束播出已有两年之久，谁也没有想到，两位男主的组合“博君一肖”还能
引发波澜。

近日，湖北天门市彭市小学因“博肖希望小学”校名校碑一事深陷争议，有网友发布一张碑记照
片，内容为：

“湖北省天门市彭市博肖希望小学是由王一博及肖战粉丝共同捐款 50 万（元）、地方政府配捐
270 万元建设而成。学校占地 23247 平方米，建筑面积 1558.53 平方米，可容纳 825 名学生就读。工程
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3 月 20 日竣工。 为感谢和铭记王一博及肖战的粉丝共同捐
资助学的义举，特立此碑，以昭后人。 ”

碑记落款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天门市人民政府。
有网友据此向天门市政府投诉，反对粉丝以偶像名义冠名希望小学的做法，认为这是将“饭圈”

文化带入校园的表现。 学校在接到投诉后火速处理，政府热线回复短信称，已于 10 月 28 日下午拆
除了校牌和碑记，重新悬挂了彭市小学的校牌。 但争议却因校方撤名，在网上进一步升级。

校碑被拆后，部分出资粉丝
涌入天门市政务便民平台，刷屏
表达对校方违反捐资协议撤名
拆碑的强烈不满，其中亦有粉丝
要求退回捐款。退捐诉求引来网
友群嘲，一时之间，围绕粉丝公
益，口水仗又起。

普通网友将批评的矛头首先
指向建设希望小学的资金比例，
认为政府财政明明出了 270万元
的大头， 却是捐款方获得学校冠
名权，是粉丝捡到了大便宜。

再加上粉丝公益长期以来在
公众视野中被视为“披着慈善外
衣的安利”，目的在于为偶像的公
众形象添砖加瓦，在批评者眼中，
因撤名要求退款的诉求， 恰好可
以说明粉丝是在“假公济私”。

剩下没有跟帖要求退款的
粉丝，在激烈的批评声中无所适
从。 以偶像名义做公益，就要被
打成十恶不赦？ 如果以后做公
益，收到的反馈都是这样，那谁
还敢去做？

面对这些争议， 还需要我
们暂时从假设回到经验事实的
层面。

“博肖希望小学”的冠名是
否正当？ 在程序规范层面，长期
以来负责希望小学项目的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
“中国青基会”）在其官网上写得
很清楚：

捐赠 50 万元人民币援建一
所希望小学；

希望小学的建设资金，除中
国青基会提供的资助资金外，不
足部分由县级人民政府匹配；

中国青基会以捐赠人同意
的名称为希望小学命名，接受援
建的学校可同时接受其他社会
捐赠，但不可为学校命名。

在回复记者的答复中，湖
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

人员也表示： 该希望小学命名
符合中国青基会多年来的捐助
规定， 全国各地的希望小学都
是政府建设， 部分资金缺口或
补充提升部分吸纳的是社会爱
心人士捐款。

有些学校因年久失修需要
修缮或改扩建，会需要不等的资
金，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的中国青
基会按照不等的资金需求制定
相关捐助标准，如果有社会爱心
人士有捐助意愿，各地就可以申
报争取捐款，在征求捐款方同意
后，由中国青基会负责协议的签
署和实施。 为了鼓励善举，在不
违法、捐赠资金来源合法的情况
下，由捐方命名，然后由青基会
进行审核。

继续细究，以“博肖”命名是
否违法侵权？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
一条具体的法条可以判定以“博
肖”命名希望小学违法。 退一步
讲，在法理上，即使同意认定所
指是王一博和肖战，根据《民法
典·人格权篇》，公众人物的人格
权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需
要一定程度的让渡，只要没有具
体侵害到公众人物的权益，不涉
及商用，一般不存在需要本人许
可的问题。

那么， 该校吸纳的捐款，资
金来源是否合法？

我们了解到，该项目的发起
人是博肖爱心联盟，希望小学捐
款活动与民政部登记下的中国
青基会合作，捐款直接汇入青基
会账户，所用公募信息平台也是
民政部指定，符合慈善法规定。

此外，湖北青基会的这位工
作人员还表示， 在捐方命名后，
该学校原有的校门仍做保留，彭
市小学在教育部门的登记备案
名称也不会更改。

目前，天门市政府网站上和
博肖希望小学相关的投诉和问
询贴子都已无法查看， 政府和
青基会也没有公开就能否退款
一事给出回应。 微博在中国新
闻周刊报道此事的当天， 就封
掉了这一事件相关话题， 显示
无法查看。

据微公益公开的项目信息
显示， 截至 8 月 17 日，“博肖爱
心联盟共建希望小学” 共筹到
1409 万元捐款，按照 50 万元援
建一所希望小学的标准， 共可

援建 28 所希望小学， 第一期立
项已确定选址的 18 所学校中，
14 所有政府配捐，4 所没有。 微
博账号 @ 博肖爱心联盟 仍在
正常更新公益汇总信息， 尚不
清楚此次撤名事件是否会影响
到这些项目的实施问题。

反对“博肖希望小学”名
称的网友试图追究粉丝命名

“博肖”二字的由来，尝试将其
定性为饭圈文化的衍生行为，
而《陈情令》掀起的耽美剧热
潮也还留存在大众的记忆中，

饭 圈 文 化 进
校 园 的 担 忧
显 得 很 容 易
理解。

而目前在
清朗行动的背
景下， 官方监
管 也 并 未 松
动。 合法合规
的粉丝公益似
乎是安全的，
在落实过程中

不存在商业化和试图操纵舆论
的问题， 可如果从打击粉丝社
群自组织力和凝聚力的角度考
虑， 加上网友对教育环境纯洁
性的担忧， 粉丝公益也必然引
来一轮更强力度的监管。

过去六年，各大流量明星的
粉丝为了彰显偶像的知名度，为
她们和偶像的公共形象加分，在
最疯狂的时候，把公益归入打投
KPI 下的一个项目，让公益“饭
圈” 化的担忧成真。 而现在，大
浪退去， 被迫低调下来的粉丝
们发现， 即使是以偶像的名义
做些传统意义上的善事， 也要
时刻背负原罪。

此刻的外部环境，正在通过
设置出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来
审视粉丝群体的行为，要保有一
块精神自留地，除了所有指控照
单全收之外，似乎已经不存在别
的选项。

彭市小学紧急撤名拆碑，也
许只是一个开始。

（据澎湃新闻）

【粉丝捡便宜？】

【粉丝公益何去何从？】

“博肖希望小学”设立的碑记

@ 博肖爱心联盟 在微博发
布的关于其他省市希望小学修
建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