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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提现与转发量挂钩？
腾讯公益、家属方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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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公益平台、 网络个
人求助成为筹款主流方式的今
天，微信朋友圈因其“熟人社交”
的特性， 也成为了承载此类筹款
项目传播重任的最佳“利器”。 微
信朋友圈在帮助传播这些筹款项
目的同时，也无形中为筹款平台、
筹款文案发布方进行了传播。

是否筹款平台为了增加自
身的传播量而对提现条件进行
了相关设定呢？ 为此，腾讯公益
运营团队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其
运营团队借助《公益时报》向公
众发出声明：

近日，自媒体人“微言薄语”
于 6 月 21 日 发 布 了 一 篇 文
章———《不辞而别？ 听说女儿重
病女子转身离开，找到后只说一
句话，丈夫决定卖房子》，并为公
益项目【等待进仓赌命的妞妞】
筹款。

但朋友圈突然出现“不需
要捐款， 只需要转发， 钱已凑
齐， 因转发次数不够导致筹款
无法到账”的言论被转发，纯属
谣言。 在此声明：腾讯公益绝对
不存在转发次数不够不能提现
的规定！

据腾讯公益运营团队透露，
腾讯公益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同
时，请公众切勿轻信，并请相关
个人立即停止散播此虚假不实
信息。

谈及事件发生后，如何避免
同类事件的再发生，腾讯公益运
营团队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主
要通过两方面：第一，呼吁网友
不要被一些网络信息迷惑，所有
相关条款都可以在腾讯公益平
台查到，并以此为准；第二，希望
媒体和腾讯公益一起， 广泛传

播，让平台的各项政策和规则被
更多人所熟悉。

自媒体作者
刷取流量而为之？

“21 日发文，22 日中午筹款
达 18 万余元。 25 日中午前，善款
还未筹满，随后腾讯公益平台将
其放置筹款首页后，晚上八九点
善款便已筹齐。 ”微言薄语公众
号作者薄高鹏告诉《公益时报》
记者。

截至目前，腾讯公益平台上
为公益项目【等待进仓赌命的妞
妞】的筹款已全部筹满，计划筹
款 40 万元， 实际筹得 40.09 万
元，捐赠人次达 14547 次。

“昨晚（25 日）在微信公众号
的后台有网友给我留言，我才知
道这个事情，26 日早上腾讯公益
的相关负责人也过来问我。 说实
话我想不通为何有人要制造这
个谣言，动机是什么呢？ 希望赶
紧找出第一个发布谣言的人。 ”
谈及事件发生的缘由，薄高鹏向
《公益时报》社记者坦言道。

事件一出，薄高鹏第一时间
在微信公众号上刊发了相关声
明，进行事实澄清。

据薄高鹏透露，截至记者发
稿时间， 公众号的留言持续不
断， 但对于谣言的反馈很少，大
多都是关怀孩子治疗的情况和
祝福，后台所显示的阅读量仍在
不断攀升。

同样，朋友圈的转发也依然
在继续。 在转发的网友中，普遍
是“举手之劳，没有任何损失”等
字样的观点。

甚至，有人猜测这样的谣言

是因为自媒体平台为了刷流量
赚取费用而做出的行为， 于是，
薄高鹏向《公益时报》记者发来
了该自媒体平台在事件发生前
后产生的收益情况。

据该收益情况显示，6 月 24
日， 该文章尚未被大量转发，当
日点击量为 733 次，而当日的收
入为 762.24 元；25 日， 该文章被
大量转发， 点击量暴增至 18617
次，但当日收入仅为 139.54 元。

求助者力证谣言
小诗涵下周手术

通过多方渠道，《公益时报》
记者联系上了该筹款项目中的
求助者，并收获了病患小诗涵的
最近境况。

“没有任何腾讯公益或相关
人员说过需要转发次数才能拨
款，昨天下午（25 日）15:00 左右
我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谣言在
传播， 便第一时间发朋友圈澄
清。 ”求助者周平元向《公益时
报》记者介绍道。

据周平元透露，在看到朋友
圈散布谣言时， 即 25 日下午 3
点，腾讯公益平台上显示的筹款

金额为 19 万元左右，截至 25 日
晚上 8:30 分左右， 善款全部筹
齐。 26 上午周平元便提出拨款申
请，目前已与基金会相关工作人
员进行了对接。

“顺利的话，女儿的骨髓移
植手术下周就可以开始做了。 医
生告诉我，一切理想手术费在 50
万左右，若出现排异或感染等情
况，费用将更多。 截至目前，我们
在医院已经花费了 9 万 2 千多
元。 ”周平元说。

周平元觉得，虽不知第一个
转发者是谁，动机是什么，但他
相信其本意是好的，只是表达的
方式出现了错误，因此造成了现
在的结果。“我始终相信，世界上
好心人还是比坏人要多。 ”

值得高兴的是，经过网友及
志愿者的努力，小诗涵的筹款已
满，接下来的手术至少不再为资
金犯愁。 26 日，周平元告诉《公益
时报》记者，小诗涵已经开始做
骨髓移植手术前的预处理，上了
药以后，没有太多的精神，一直
睡着，等待医生随时观察。

而据腾讯公益平台显示，善
款接收方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已于 26 日向小诗涵所在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账户拨
付 92000 元，用于小诗涵肺部感
染的治疗及移植手术前期检查
费用；29 日， 该基金会再次向医
院账户拨款 270000 万，用于小诗
涵的移植手术费用。

据悉，7 月 2 日，小诗涵的肺
部感染已经有所控制，正在骨髓
移植手术治疗中。

同样谣言
曾现个人求助项目

经《公益时报》记者调查了
解到，这类事件已不是第一次发
生，除在腾讯公益平台外，今年 1
月份在轻松筹、水滴筹、爱心筹
等个人求助项目链接中，也出现
了同样的情况。

1 月份， 在上述个人求助平
台的链接中， 同样出现了附带
“不需要捐款，只需要转发，钱已
凑齐，因转发次数不够导致筹款
无法到账。 拜托大家多多转发，
别忘了附上这段话，因为已不需
要再捐款”的朋友圈转发事件。

事后，轻松筹正式对外发布
声明称：这则虚假消息，不仅损
害了轻松筹的品牌形象，更是对
爱心人士的伤害，已安排律师取
证，对造谣行为决不姑息。 在声
明中，轻松筹郑重说明：在轻松
筹平台上筹款的所有用户，无任
何转发次数限制，无论最终筹集
款项金额多少，所有筹款项目均
足额对接给被捐赠者，均可以顺
利提现到账，随时提现。

水滴筹也在第一时间做出
了声明，指出：“是否能提现与转
发次数无任何关联。 ”

爱心筹针对“不转发就无法
提现” 的事件发布的声明为：任
何散播、编辑、制作、诽谤爱心筹
平台及其项目的虚假信息行为，
爱心筹平台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请相关个人立即停止散播此虚
假信息。

6 月 21 日，微信公众号“微言薄语”发布了一篇名为《不辞而别？
听说女儿重病女子转身离开，找到后只说一句话，丈夫决定卖房子》
的文章 ，并在文中为腾讯公益平台 “等待进仓赌命的妞妞 ”项目筹
款。 25 日，该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微信朋友圈成为热点，许多人转
发该文，并附言“不需要捐款，只需要转发，钱已筹齐，因转发次数不
够导致筹款无法到账。 拜托大家多多转发，别忘了附上这段话，因为
已不需要再捐款。 ”

经《公益时报》记者向筹款家属、志愿者、腾讯公益、基金会等多
方求证，“因转发次数不够导致筹款无法到账”的言论纯属谣言。

6 月 25 日大量出现在微信朋友圈的不实转发

6 月 25
日晚 ， 该项
目筹款即已
结束

等候移植手术的小诗涵。 腾讯公益平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