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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借助互联网，公益
活动开始朝向精细化、全民化、
广覆盖式发展开来———打开贴
吧， 按照即时发布的信息就能
捐赠旧衣；备齐相关证明，点点
手指就能发起公益众筹； 就连
每天走路的“步数”也可用来做
公益……

然而，日益红火的网络公益
也因受助人信息造假、资金用途
不透明等问题备受质疑，甚至成
为一些不法分子的“生财之道”。
新《慈善法》9 月 1 日实施，类似
众筹等方式的慈善行为将有法
可依。 当公益遭遇互联网，究竟
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又出现了哪
些偏颇？ 当便利且高效的网络慈
善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生财之
道，又该如何呵护广大网民的点
滴爱心？

全民参与花样多多

7 月 21 日上午，日头仍是火
辣辣的。 在浙江省庆元县左溪镇
黄岗村，左溪镇“五个村官”服务
站的成员吴敏正在将网上筹集
来的衣物发放给村民。

“‘量体裁衣’的确不一样！ ”
村民陈家仁告诉记者，他家在村
里不算富裕，以前也常收到捐赠
衣服， 却时有无奈，“一大袋，能
穿的却不多，甚至还可能收到少
女的裙裤， 留着扔了都不合适。
还是现在好，衣服按需发放。 ”

陈家仁所说的“量体裁衣”，
便是正在庆元县进行得如火如
荼的“量体裁衣 精准帮扶 暖
心行动”公益活动。 吴敏告诉记
者，为了真正实现从捐赠者到受
助者的“精准”对接，她会先在所
负责联系的村子里做统计，再经
由服务站的微信公众号发布需
求，“借助互联网，不但不用再受
地域限制，还可以实现信息的实
时更新”。

而就在不久前，浙江省庆元
县慈善总会副会长毛茂丰的微
信朋友圈，则被一篇名为《爱心
众筹：“借”他一双耳朵》的帖子
刷屏。“这是我们发起的一项活
动。 ”毛茂丰说。 原来，庆元县高

住村一位 21 岁的
小伙子由于先天
性发育不良患了
耳疾， 近期需做
手术，却因 30 万
元的手术费犯了
难……

亲友想到网
络众筹，一番讨论
后， 确定了方案：
先征得患者同意，
再去县慈善总会
报备，确定后再组
建众筹小组在网
上募捐。

随后，《爱心
众筹：“借”他一双
耳朵》开始在朋友
圈流传，在慈善总
会众多工作人员的大力转发下，
很快就有 408 人加入爱心众筹
团———进入后台一看：参与众筹
的不只有本县的人，丽水、台州
等地的网友也纷纷加入……

近年来，借助互联网，公益
活动开始向精细化、 全民化、广
覆盖式发展———网络旧衣捐赠、
公益网店、公益众筹、运动步数
捐赠等各种形式应有尽有。 根据
2015 年 11 月 20 日“公益筹款人
联盟”发布的《2014 年度中国网
络捐赠第三方平台研究报告》，
2014 年各类网络捐赠第三方平
台募集的善款总额已超 4.37 亿
元人民币， 捐赠人次超过 11.17
亿。

灵活高效轻松操作

从曾经的“富人游戏”到现
在的“一呼百应”，公益加上互联
网，为何红火起来？

“最直接的原因， 是互联网
彻底打破了信息的壁垒和空间
的局限。 ”浙江丽水市社会公益
组织“周大妈帮帮团”负责人周
雪华告诉记者，之前因为信息不
畅通， 活动一般只局限于本地，
苦于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具体情
况 ，“有劲儿也不知该往哪里
使。 ”

随着“互联网+公益”模式的

不断普及，“周大妈帮帮团”开始
“走出丽水”。“现在可以借助微
信朋友圈、贴吧，以及各种公益
平台选择适合的项目。 众筹的资
金直接转账，或者准备好捐赠物
品后快递过去，快捷又方便！ ”周
雪华介绍说。

“从根本上来说， 互联网公
益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公益行业
的生态。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秘书长胡广华表示，过去人们一
般认为，公益慈善离普通百姓很
远，各个基金会的主要捐赠也大
都来源于大企业、大慈善家。 而
现在， 人人都可以参与公益，人
人都可以成为受益者。 公益从此
走下圣坛，逐渐成为普通百姓的
一种生活方式，“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去年共筹集善款(现金)超
过一亿元人民币，其中 70%来自
于互联网平台。 可以说，互联网
拓宽了募款的渠道，不仅为公益
带来了善款，更带来了春天和希
望。 ”

相关专家还分析说，相较于
传统公益活动，“互联网+” 使公
益行动变得更为灵活高效，成为
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就比如筹
集医药费。 在现在的一些筹款平
台上，只要备齐相关证明就可以
发起项目，不但手续简单，而且
募款速度非常快。 ”记者近日打
开一个名为“轻松筹”的筹款网

站， 发现注册用户已有 8344 万
多个，筹款项目 95 万多个，支持
次数更是达到 14921 万次。

“通常我们会说，‘一个人捐
100 万， 不如 100 万个人每人捐
一元钱’。 同样是 100 万元，效果
是有差别的。 普通人关注和参与
项目， 不仅让筹款变得简单快
速；而且他们对善款流向及执行
情况的关注，对提升基金会的透
明度、公信力、专业化也起到巨
大推动作用，促进整个公益行业
的良性发展。 ”胡广华说。

各方监管有待完善

“互联网+公益”能否走得更
长久？ 毛茂丰不忘提醒记者一个
重要因素：需要“后台”的大力支
持。

“后台” 是指专门从事互联
网公益工作的组织。“发布信息
相对简单。 但前期统计、捐赠双
方对接、组织现场捐赠活动等工
作，若没有专业团队的操作和大
量义工的辅助， 效果会大打折
扣。 ”毛茂丰告诉记者，在网上

“旧衣捐赠”的帖子其实很多，但
因为缺少实时更新、 维护的团
队，很多信息都是过时的，导致
一些网友对活动的真实性产生
质疑。

另一方面，互联网公益的高

效便利也让不法分子嗅到了“商
机”。 以时下正火的“个人众筹医
疗费”等筹集资金类公益活动为
例，频频爆出的“病例信息造假”

“谎报个人财政状况” 等新闻使
其在势头迅猛的同时，也受到越
来越多的质疑。

“限于人力和时间不足，有
些网站或单位在进行众筹资格
审核时， 是通过其展示的资料
进行判断的。 但这些医疗证明
等内容有伪造的可能， 且募款
人的真实收入情况也可能被隐
瞒。 ”一家公益网站的负责人分
析说。

那么，针对现有问题，具体
可从哪些方面加强监管？

浙江省民政厅儿童福利与
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陈小德表
示：新《慈善法》9 月 1 日即将实
施，后续类似众筹等方式的慈善
行为都应依法进行。“另外，互联
网慈善相比以前来讲，监管最大
的难点是信息一发布，就是全国
甚至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亟待全
国人大、民政部等相关部门出台
法规及相关细则予以约束。 ”陈
小德说。

“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行为纳
入征信平台， 与个人的信用挂
钩。 或者由政府部门授权某几个
平台信息发布的资格，由平台进
行信息的审核？ ”浙江大学公共
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认为，
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强
管理；另一方面，互联网公益平
台也应强化自律，比如成立行业
协会，等等。

“‘互联网+公益’ 是技术革
新的结果， 而其中不少问题，或
许也可以从技术革新中探寻解
决方案。 ”蚂蚁金服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蚂蚁金服已开始尝
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公益
场景，以期实现对善款流动的监
控，“这可以有效减少因透明度
低下而触发的信任危机，对于公
益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将
来或许也可以借助一些新技术
的研发与应用逐步得到解决。 ”

（据《人民日报》）

新《慈善法》如何守护网络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