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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1月18 日，有网友发文质疑西安市小蜜蜂公益
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小蜜蜂基金会”）在

支付宝公益平台发起的“困境少女卫生包”项目设计不合
理，采购物品价值和受助人实用性存疑，并抵制捐款，引
发关注。

1月 19日，该基金会发布致歉声明，回应网友质疑，
并在支付宝公益平台下架上述项目， 表示愿意积极配合
捐赠人退款。

针对网友质疑的相关内容， 小蜜蜂基金会执行秘书
长张娜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35 元 / 人的卫生包用量
为 1个月，70元 /人的护理液（2瓶）用量为 1 年，产品明
细及使用期限并未交待清楚，项目设计欠妥，让网友产生
质疑。 基金会已在支付宝公益平台和腾讯公益平台下线
项目， 尊重捐赠人意愿配合退款， 同时将评估项目可行
性，积极整改。

“
护理液总采购额超 20 万元？
“困境少女卫生包”公益项目遭质疑下线

数据显示， 截至 1 月 19
日，“困境少女卫生包” 项目在
支付宝公益平台募款 48667.69
元， 在腾讯公益平台募款两万
余元。

公益项目遭质疑， 火速下
线能否有效应对舆情？

受质疑项目下线
机构致歉

“困境少女卫生包”项目是
小蜜蜂基金会于 2021 年 11 月
在支付宝公益平台、 腾讯公益
平台发起的为解决乡村女孩个
人卫生用品及知识教育的公益
项目。 项目明细及种类显示，该
项目在支付宝公益平台募款目
标为 437400 元，包含卫生礼包
35 元/人、内衣 50 元/套、私处

清洗护理液 70 元/瓶、 暖宝宝
20 元/个、 内衣皂 15 元/个、青
春知识宣传手册 4 元/个、卫生
礼袋 6 元/个、 执行机构管理
费、公募机构管理费，预计每件
种类物品为 1500 名女童购买。

1 月 19 日 15 时 2 分，支付
宝公益平台对“困境少女卫生
包”项目进行了处理通报，对项
目作下线处理。 平台指出，该项
目存在预算不合理、不严谨、设
计不科学、 卫生包物资采购合
理性存疑等问题。 通报表示，平
台要求该基金会即刻整改，尊
重捐赠人意愿做好已募捐资金
的退款工作。 截至 1 月 19 日项
目下线前，共有 3000 多名爱心
网 友 参 与 捐 赠 ， 涉 及 资 金
48667.69 元。

1 月 19 日， 小蜜蜂基金会

通过官方微博发文回应质疑，
向爱心网友道歉， 向受助人道
歉，表示“机构考虑不周”。其回
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因

“困境少女卫生包”预算表未详
细备注产品相关信息， 误导捐
赠网友； 二是取消项目中私处
清洗护理液产品采购， 增加卫
生巾数量； 三是项目均由女性
从业者在一线调研执行。

对于网友质疑的使用护理
液影响酸碱平衡问题， 该机构
表示，因乡村条件差，女孩不能
经常换洗内衣， 机构与支教大
学生志愿者在项目调研阶段进
行沟通后，将此项采购纳入。

采购价格、用量
是否过高和无用？

项目发布后， 网友质疑卫
生礼包和私处清洗护理液采购
价格过高，且每名女童配两瓶、
花费 140 元，预计涉及 1500 名
女童、共计 21 万元，占到了整
个项目募款额度的 50%。

网友称， 护理液不适用于
女童，会破坏人体酸碱平衡，不
利于成长； 且大量购买护理液
挤占了卫生礼包的空间， 应该
给乡村女孩多购买卫生礼包，
而非护理液。

长期从事女童保护的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
书长张茹玮对《公益时报》记者
表示， 不建议女童使用清洗液
产品， 鼓励孩子利用清水冲洗
即可，“在自身多年推行女童保
护项目中， 也从未推荐清洗液
等产品”。

张茹玮称，35 元卫生巾在
价格上差不多， 但清洗液一瓶
70 元偏贵， 项目采购还是应多
些比对调研再做判断。

记者发现，在“困境少女卫

生包”项目中，70 元一瓶的护理
液并未标明产品名称。 记者在
公众使用较多的购物平台淘
宝、京东、拼多多等进行查询，
通过销量排序， 价格由高到低
进行了检索比对， 发现大多数
护理液价格在 15 元至 60 元之
间； 价格超过 70 元的产品，销
量排序较靠后。

张娜表示， 项目中计划采
购的产品在明细中未明确用量
等相关信息， 因此引发网友质
疑。 她谈道，项目设计中 35 元
的自由点卫生巾为一个女孩 1
个月用量，70 元/瓶的护理液（2
瓶）为一个女孩一年期的用量。
“清洗液采购由团队赴乡村实
地调研需求获知， 但我们接受
网友批评， 项目设计确有不合
理的地方， 我们向捐赠人及公
众致歉，并接受捐赠人退款。 ”

“项目产品采购价格均以
拼多多、淘宝、京东三方比价后
得出， 不同平台不同时段优惠
不一，形成价格浮动，采购以实
际价格为主并公示。 ”张娜说。

火速下线项目
能否应对舆情？

根据项目公示及平台处理
结果，目前，“困境少女卫生包”
项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社会组织在开展公益项目
时，前期调研、中期执行、后期
反馈等过程都会耗费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那么，当负面舆
情来临时该如何有效应对？ 是
即刻下线公益项目、退还捐款，
还是提前准备好消除舆情的应
对办法？

张茹玮表示， 对于负面舆
情， 公益机构最好的应对办法
就是积极主动回应， 对质疑作
出相应解释， 充分与捐赠者及

公众沟通，降低舆情风险。 一旦
因遭受质疑就直接下线或终止
公益项目， 可能被会认为默认
存在着更大舆情风险。“从调
研、立项、执行、反馈，公益项目
的实施颇为不易， 应该小心应
对，倍加珍惜。 社会组织平时应
该学习一些应对舆情的方式和
技巧， 这样抗风险能力才会进
一步加强。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师曾志对记者表示， 该事
件反映了互联网公益传播的几
个特点：第一，互联网公益传播
反馈速度极快。 出了问题有人
应对，采取措施或行动，今后在
互联网公益领域机构的这种做
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这
是应责力（应对责任的能力）的
表现， 应责力本身也是一种能
力。 第二，互联网公益构建起了
质疑者、当事人、平台、网友、媒
体间各方的互动， 事件的每一
次进展让各方都有所反思，这
是社会组织面对舆情不断提升
自己各方面能力的一种表现形
式， 媒体应鼓励网友和项目执
行方相互理解， 良性互动。 第
三，机构应明确，选择将项目下
线的动作是一种技巧， 还是一
种责任？ 如果机构认为这是应
对舆情的一种处理技巧， 则是
暂时性的， 公众仍会作出一定
判断和选择。 如果机构认为这
是一种责任，就会加强自省，从
自身找原因并好好改正。 平台、
公众、 媒体也应该保持应有的
宽容，给社会组织重启的机会。

“项目下线应尊重机构从
业者的选择， 社会组织也要从
应对舆情中不断成长， 应该更
快更好地通过自身努力向社会
证明机构价值， 尽快改良项目
并回归正轨， 逐步塑造机构公
信力。 ”师曾志说。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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