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时报 》：你为什么会发
那样一条微博（益益尸检照片）？

吴旭新： 就是一种对孩子真
实生活的记录， 过去我一直在博
客和微博上记录孩子们的事情，
记录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孩
子们的真实状况， 进而去关注他
们。只是到了益益的时候，我的记
录， 因为儿希会这边删除了最初
的死讯， 我留言问他们尸检报告
被拉黑，所以没有办法，只能不添
加任何解释发了这张图。

《公益时报 》：儿希会在你发
出微博后，报警，并声称会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名誉权，你怎么看？
吴旭新： 我做了自己认为有责

任有义务做的事情， 也有关注孩子
的网友看到微博后报警， 我已经把
我看到的儿童希望之家的情况、相
关人员信息，提交给了警方。 我也在
等待相关部门给这件事情做判断。

《公益时报》：你在儿童希望之
家做了四年志愿者，你怎么看那里？

吴旭新： 我听到参与过他们
活动的志愿者，对那里的投诉，确
实要比对那里的赞扬多。 最近又
接到曾在那里做过志愿者的朋友
的电话， 主动提出想通过媒体出

来反映一下这几年看到的问题。
《公益时报 》：你认为好的儿

童救助，应该是怎样的？
吴旭新： 其实我也一直在反

省自己， 我从这些孩子身上学到
了很多，应该说是他们救助了我。
关于儿童救助我只参与了不到五
年半， 觉得是一个和孩子一起建
立独立人格、共同探索真理、享受
人生的过程， 大人和孩子之间的
关系应该始终是平等的。

《公益时报 》：你和张雯是一
种什么关系？

吴旭新： 我和张雯的关系是

一名志愿者和基金会负责人之间
的关系， 我们在一起共同做的事
情，全部都是关于公益的活动。从
没建立过私人关系。

《公益时报 》：你今后还会去
儿童希望之家做义工吗？

吴旭新 ：会啊，为什么不呢？
我曾经带那里的孩子周末来过我
家，我还带他们到过动物园、颐和
园、海洋馆这样的地方认知世界。
但是后来儿童希望之家周末老是
来一些企业，会拉横幅、拍照，人
很多，我如果还去，反倒成了对孩
子的一种打扰了。

■ 本报记者 张梦颖 刘丽波

专访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创始人

张雯：“我得拿出事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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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是故意的”

《公益时报》：益益照片被发
布后，你和儿希会做了些什么？

张雯：1 月 29 号下午发的照
片，我 30 号凌晨才看到，当即表
示会公开透明回复质疑。30 日上
午准备相关事实资料公布。 经争
取， 当天下午取回尸检报告，并
马上公布，31 日开了记者会。

《公益时报》：你看到照片后
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张雯：非常气愤震惊。 但是
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是谁发的，
我知道这是故意的。 但是让我能
够比较冷静的是，我知道我们该
有的材料都有，唯一不知道的就
是尸检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那
个挺要命的。 我第一个反应是这
个照片是谁拍的，是不是“战斗
机”的照片？ 我就给战斗机打了
一个电话，他承认是他的。 我想
糟糕了，因为我们不能不顾虑到
事情进展下去或多或少会影响
到志愿者。

《公益时报》：战斗机是儿童
希望的志愿者吗？

张雯：他是“宝贝回家”的志

愿者。 孩子是他们送来我们这里
的。

《公益时报》：你是否了解他
当时是以什么身份进入到尸检
的场合？

张雯：是陪伴孩子家属进入
的。 实际上他比我们离益益的家
庭更近，对益益更有感情，他是
把益益从昏迷状态中弄醒的那
个人。 他进入尸检现场，拍那些
照片， 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
事。 我心里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回
事。

《公益时报》：根据你和他的
交流，你觉得当时他放那张照片
到底是想说什么？

张雯：他最初是把照片放到
了一个志愿者群里。 志愿者的构
成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你
没法知道谁是谁。 因为当时一些
“宝贝回家” 的志愿者也对我们
有疑问。 你想，他们好不容易救
回来一个孩子， 送到我们这儿，
应该踏踏实实的就好了。 孩子怎
么说没就没了？ 他们心里有怀疑
很正常。 他就发出来，意思是说
已经做了尸检，会有结果出来。

《公益时报》：对于把这么血
腥的照片放出来你怎么看？

张雯 ： 志愿者的问题很复
杂，我们也不知道他最最真实的
想法，我们对他也没有任何约束
权力。 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
得没有人是完美的。“战斗机”是
一个特别好的志愿者，他犯了一
个错误，他也在微博上承认错误
了， 他绝对没有伤害孩子的意
思。 但把孩子尸检照片放在网
上，谁看了都会震惊，我看到后，
当时眼泪就崩出来了。

这不是最难应对的质疑

《公益时报》：弄清楚照片的
来源后接下来呢？

张雯：我当时思考的重点先
是发帖人为什么要这么捣乱。 过
了没多久，所有的谩骂声都过来
的时候我才明白，人家以为我们
在卖器官。 所以我在微博上发了
那句话，“如果你们真的以为我

们在卖器官，那就报警吧。 ”马上
有很多人回应，“你还敢嘴硬”，

“你还那么蛮横” ……我一下子
就明白了，没法说，所以我就不
说了。 我们不能较劲。 只有拿出
事实来。

《公益时报》：照片发布后的
第二天你在做什么？

张雯：当时有很多朋友就建
议我，赶紧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情发布出来。 我先是写了一个声
明，然后我就和同事一起，商量
了一下我们需要发布哪些证据，
证明我们是积极配合益益的治
疗和抢救的。 讨论出来就包括当
时救护车来了以后给益益做的
心电图、孩子的死亡证明、家长
签署的同意尸检的证明等等。 第
二天就把这些东西发布了。

然后就是接到各种媒体要
求采访的电话等等。 与此同时微
博上也很热闹，有的人说“你们
居然还这么慢！ ”

《公益时报》：近期儿希会受
质疑的问题其实不止益益这一
件事，此前你们在微博上募集防
盗门费用、员工体检费用都曾遭
受质疑。 这几次有什么不同？

张雯：募集行政开支的事，我
从来没想到过这是错误的、 不正
常的。之所以有争议，因为很多人
不明白公益机构的募捐里一定有
一部分要作为行政开支， 做什么
事情都要有成本的。 或许我们存
在的意义就是， 把自己亮出来给
大家看。有机会说清楚也挺好的，
我其实很想大家对公益慈善机构
的行政开支问题有一个探讨。

《公益时报》：益益这一次是儿
希会面临的最大规模的质疑吗？

张雯：这是第二次。 两年多
以前还有一个小希望的事情。 是
不是最大的， 现在也无从判断，
但对我来说那件事情比这件事
情重要。 那件事情是在救人，这
件事情小孩已经去世了，是人家
冤枉我们。

《公益时报》：小益益和小希
望的事情从你们的应对上有什
么不同？

张雯：我觉得这次程度上还比

那一次好一些呢。上一次是在天涯
网上，对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水军
攻势，绝对任人宰割。这一次，微博
我们自己多少还是有点控制的。上
一次我们是对网络一点儿都不懂，
完全没应战。记得那是当年的除夕
前几天，我们在医院看孩子，都不
知道网上有人在骂。这一次我看见
了，也知道是谁。

关于吴旭新

《公益时报》：2 月 1 日你转
了一条关于吴旭新的微博，之前
你的微博好像一直都没出现过
她。 为什么忽然发了这个声音？

张雯：我当时转之前还真犹
豫了一下。 但我觉得我们的粉丝
也应该知道攻击我们的是什么
样的一个人。 我想说的是，我们
不是唯一一个受到攻击的团队。
我想让大家都对这些事情有个
清晰的认识。

《公益时报》：你对吴旭新本
人有情绪吗？

张雯：有一点。 她曾是我们
的志愿者，我们寄养点有个孩子
叫小约翰，她曾带回家过，因为
孩子的一些行为让我们有疑虑，
比如拿剪刀乱剪植物等等。 后来
寄养点负责人员就不再同意她
带约翰回家。 有一次过节没让她
带孩子回家，她就发短信说“你
们这帮人， 我要去警察局告你
们。 ”那应该是一个节日的时候，
当时我就觉得她有些偏执。

《公益时报》：你们一般对于
可以带孩子回家的志愿者怎么
判断？

张雯 ：是资深的，有比较深
了解，我们能看到保证带回家不
出事的。 会要求签协议，留身份
证复印件等，保证不出问题。 我
现在仍然认为当时第一次让吴
旭新带回家的主管做错了，因为
她在寄养点的做法就看出她不
合适。 她能和孩子玩没问题，但
是她用的是像小孩儿的方式。

《公益时报》：以前志愿者带
孩子回家有发生过问题吗？

张雯：没有。我们会让志愿者

留下身份证，说好是几天，还要打
电话问情况。 而且一定是知根知
底的人。 最怕出的是安全问题。

不避谈国际领养

《公益时报》：你觉得这个事
情现在算是个节点吗？ 接下来你
会做什么？

张雯：我觉得疑问得一个一
个都揭开。 质疑我们的财务，我
们就更加公开，弄弄清楚。 还有
就是国际领养。 我希望中国慈善
出现一个态势就是都得公开。

《公益时报》：你会更主动地回
应关于跨国领养等方面的质疑？

张雯：我不躲着了。当有人问
我，我会实话实说，我任职，我拿
工资， 我做了什么都很清楚也能
跟大家讲。我自己也领养了孩子。
我回国做儿童救助和国际领养是
两回事。 当然，真正的，最好的解
释应该来自国家，法律怎么说，都
很清楚，大家可以查公开的信息。

《公益时报》：河南儿童希望
基金会和国际儿童希望之间到
底是什么关系？

张雯：只能说国际儿童希望
从一开始就是河南儿童希望的
捐款方之一。 我在国内不拿工
资， 国际儿童希望给我发工资，
我们在中国做的儿童助医，目的
是让孩子不变成孤儿，让跨国领
养的需要越来越少。 听起来像是
挖墙脚的。 但是海牙公约就是这
个思路， 帮助孩子的优先次序
是，父母、亲人、国内领养，最后
才是国际领养。 我是真正的愿意
践行这个原则的。 当初我为什么
回国？ 这么多的孩子领养到美国
去，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变成孤
儿的？ 很多是因为有病家里没钱
治变成孤儿。 但做着做着我就发
现，光民间来做助医，是杯水车
薪。 中国一年生出 1000 多万小
孩，100 多万先天疾病的孩子，有
很多需要治病又没钱治的孩子，
光募捐治病哪儿来的及啊？ 必须
得是医疗保险。 我觉得这个事儿
需要国家做。 如果孩子的大病保
险全部纳入国家社保多好啊。

对话质疑者吴旭新
“我做了有责任有义务做的” ■ 本报记者 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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