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6 日，中国红十字会开放日当天上午九点，到场人员在中国红十字会办公楼前参加了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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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办“开放日”

红会开放了什么？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开放日”

“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开放日
活动”地点就在位于东城区北新
桥三条胡同里的红会办公楼。 主
办方表现的诚意十足———到场
人员不用电话确认、无需出示邀
请函，“说是来参加活动的，保安
就让进”， 这甚至让一些红会的
志愿者都略感惊讶，因为他们以
往对于红会的印象，也仅止于路
旁的献血车。

10 点钟，红会“近期工作通
报会”正式开始。 通报会以一个
制作精良的短片切入，内容是介
绍“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
起源”： 战火纷飞中红十字志愿
者穿梭救人的画面无一不让人
动容。 随即引出红会秘书长王汝
鹏关于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发
展历程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性质、
定位等情况的说明———但事实
上这些环节很少出现在后续的
媒体报道里。 主办方提供的新闻
通稿里称，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

“促进社会各界尤其是媒体和公
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及红十字

人道使命的理解”。
亮点集中在接下来红会常

务副会长赵白鸽的讲话中———
她说红会改革势在必行，应成为
社会组织改革的典范；她表示全
国范围内千余家红会冠名医院
已经陆续启动自查；她强调红会
将走上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
场化道路，并称已经首次面向社
会公开招标审计服务；她提到可
以理解红会官方微博每次发言
后网友谩骂时的情绪，她说“需
继续仰仗各位记者朋友帮忙”。

赵白鸽的话当场就被很多人
引用，并即时发布在微博上，并引
起当日一个又一个转发高潮。虽然
实际上这些消息都没那么新
颖———“改革”的声音从去年 10月
10日赵白鸽空降到红会时就已经
发出，清理冠名医院的由头则可以
上溯到去年 11月初佛山南海区红
十字会医院的“弃婴事件”。

从被动到主动

无论如何，对于红会而言，这
是一次成功的开放日活动。 红会
表明了姿态、重申了决心，并鲜有

负面消息传出。 它的更大意义在
于一种主动的姿态———此前红会
往往在舆论应对上更多采取通过
各种声明和发布会， 在遇到问题
及质疑后试图进行针对性解决。

而此次开放日中，红会的传
播官员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至
少互动环节没有人再提起“天价
发票”、“郭美美” 和那个带着一
定争议的捐赠信息查询平台，一
切沟通都显得很和谐。

有人问赵白鸽：您在红会遭
遇信任危机时上任，被称为“救
火队长”，半年多过去了，您还挺
得住么？

“中国红十字会有着非常专
业的团队，我和我的同事们有着
共同的理想和使命，我相信我们
挺得住。 ”赵在回答中将“我”的
概念换成“我们”。 而此次开放日
的活动中， 主体也不是红会一
家，而是试图借助“国际红十字
和红新月运动” 的精神及影响，
来重塑红会形象。

活动的最后一项是参观中
国红十会百年发展历程展。 基于
自己的性质和发展历史等，这家
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

团体确实向公众呈现了足够多
资料。 但是，关于募捐活动、捐赠
款物使用、机构财务等信息则并
没有在展室里有太多体现。

盘点开放成绩

有专家曾表示：民众对于中
国红十字会的愤怒来源于其长
期以来的官僚化和不透明。 而对
于这家在编办登记、工作人员有
一定行政级别、参公管理、财务
上主要由政府拨款的社会团体
来说，相较去行政化，他们似乎
更希望借助信息透明来提升公
信力。

那么，除了“开放日”，红会
的开放透明还有哪些举措？

时间回溯到 2011 年 7 月 4
日下午 2点， 红会获得新浪微博
认证，正式开通官方微博。众所周
知，其背景是“郭美美事件”的大
规模爆发。当日晚 7点半左右，红
会连发 4条微博， 三条介绍国际
红十字运动和中国红会历史，一
条为王汝鹏的答博友问。

虽然每条微博都引发网友
潮水般追逐，一片“呸”和“还钱”

之声不绝于耳， 但作为地位特
殊、历史悠久的“官办”公益组织
能迎合大众在新媒体上作出反
应，此举依然得到了不少肯定。

只是一年后的今天，虽然该
微博的粉丝数已经达到 119416
个，微博数却只有 462 条，这个
当初被王汝鹏介绍为“公开透
明，与网友实时互动，及时传递
信息” 的平台在 6 月 10 日呈现
的最后更新消息为 5 月 23 日发
布的“青岛市红十字会的地震应
急疏散演练”。

6 月 6 日的红会首次“开放
日”活动并没有在红会官方微博
上做任何发布。

除了开通微博外，彼时“郭美
美事件”压力之下，红会的另一重
要举措是在 2011 年 7 月 31 日上
线运行“中国红十会总会捐赠信
息发布平台”。 让人遗憾的是，该
平台一上线，即被网友指责，认为
存在各种错误、 漏洞和不完备之
处，又引来质疑声连连。 对此，红
会的回应是因为系统还处于测试
阶段， 虽然实际上其从 2011年 1
月就已经开始研发。

当下， 该平台仍在测试中，
公众可以从中获知的信息除了
青海玉树地震捐款的收支使用
情况外， 还有 2010 年 1 月 11 日
以来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款
的简单捐赠信息———包括捐赠
者姓名或捐赠机构名称、捐赠时
间和捐赠金额。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
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被邀请参
与了此次活动。 她表示，目前，还
没有大型公募基金会针对公众
进行过开放，红会的这种做法和
姿态是值得肯定的。 但同时，她
也建议在内容上和参与人员上
应进一步放开，比如邀请更多的
社区居民参加，开放自己的机构
办公室， 将财务情况印成宣传
单，上面的数据可以包括年度筹
集善款情况如何、支出主要在哪
些方面等等这些公众更感兴趣
的东西。

“希望公众能对红会的问题
有更理性的说法，多给我们一点
时间。 ”赵白鸽表示。

（王烨对本文亦有贡献）

� � 6 月 6 日，中国红十字
会（以下简称红会）首次举
办“开放日”活动。 据了解，
当天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
委代表、新闻媒体、专家学
者、志愿者、捐赠者、合作伙
伴代表等参与了“开放日”，
共 240余人。

会后，众多媒体将报道
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了当日
赵白鸽透露的红会捐款并
未骤减，千余家冠名医院开
展自查自纠，以及红会要走
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化
道路”等内容点上。

在红会再一次摆出了
开放的姿态之后， 针对其
“透明”、“开放”等话题的讨
论， 又一次引起公众的兴
趣。

“天价餐票事件”

� � 16 日，上海市红十

字会通报了其调查情

况， 称资金开支渠道为

工作业务经费， 非社会

各 界 捐

赠 的 救

灾 救 助

款。

� � 红会发

表声明：中国红十字会

系统没有叫‘红十字商

会’的机构，也未设‘商

业总经理’ 的职位，更

没有‘郭美美’其人。

6 月 27 日， 郭美

美回京接受案件调查。

“郭美美

事件”

� � 青海省官方否认尼
玛之死与玉树灾后重建
资金相关。

� � 这些学校所在省市的红十字会方面表示，学生加入红十字会是自愿的，每个学生交纳的会费为每年不超过 5块钱。

2011 年 11 月初，佛山南海区红十会医院“弃婴事件”。

� � 红会随后表示将清理红会冠名医院。

“郭美美事件”后续

� � 6 月 28 日下午 4

点，红会召开新闻发布

会，对“郭美美事件”作

回应。
� � 花冈基金管理委
员会委员长田中宏澄
清红会扣留基金的传
言。 红会无回应。

2011 年 7 月初，有消息称， 青海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正厅级）尼玛在接受调查期间意外死亡。

2011 年 10 月上旬，“沈阳、 济南等多地中小学要求学生加入红会并收会费”事件。

2011 年 11 月，“抗
日劳工耿谆的 5 亿
日元赔偿金被红十
字会扣留 2.5 亿元
手续费”事件。

中红会系统以开放的姿势应对公众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