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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五成网友表示不能容忍
“转让女儿救儿子”的筹款方式

截至 8月 20日 8时

23.46 万残疾人家庭
实现改造

据《新京报》 消息，2016 年至 2017 年两年间，
我国对 23 .46 万个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了
无障碍改造。 这些家庭的无障碍设施包括修建
坡道、安装抓杆和座便器、降低厨房灶台、配备
煤气泄漏报警装置、 安装电脑读屏软件等无障
碍用品。

点评： 全国急需进行无障碍改造的还有 331 万
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 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加速
改造历程。

贵州 2018 年底实现农村学前
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

据《人民日报》报道，贵州省于近期开展教育脱贫
攻坚夏秋攻势。继续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和农村学
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 确保在 2018 年底实现农
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

点评 ：从义务教育到学前教育 ，农村儿童营养
改善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期待全国覆盖的一
天早日到来 。

山东全省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
将减免 1.24 亿元

据齐鲁壹点消息，近日，山东省民政厅将省市
县三级 3082 家行业协会商会已确定实行的会费和
经营服务性收费等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进行了公
示。 2017 年度全省行业协会商会共减免涉企收费
1.27 亿元，2018 年预计可减免 1.24 亿元。

点评：协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应该以服务会员为中
心，构建新的资金收入来源体系。

66.8%大熊猫野外种群
得到严格保护

据《人民日报》消息，野外调查显示，我国野生大
熊猫种群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1114 只增长到
1864 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从 15 个增长到 67 个，形
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网络体系。 53.8%的大熊猫栖息
地和 66.8%的野生大熊猫种群被纳入自然保护区有
效保护中。

点评 ：大熊猫的保护历程说明 ，只要下定决心
并用科学的方法去实施 ， 生物保护工作的难题是
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8月 14日 北京市红十字会 600 万元款物
及援助项目 对口帮扶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

2018年 8月 17日 深圳市潮汕商会 200万元 精准扶贫 汕尾市

2018年 8月 17日 华融湘江银行 300万元 教育助学 1000名贫困学子

2018年 8月 19日 广东中山浩源公司 2918 万元物
资 扶贫惠民 内蒙古自治区贫困旗县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2018 年 8 月 19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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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孩子们早早地从床上爬了起来，按捺
不住内心的激动，这是他们“幸福列车”夏令营活动正
式开始的第一天。 来自甘肃武威的 33 名留守孩子将
在志愿者的陪同下开启首都北京之行。 “幸福列车”公
益项目于 2010 年正式启动， 旨在改善留守儿童已经
存在的疏于照顾、关爱不够、沟通不足、教育不足等一
系列生活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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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
一张父亲举着“转让女儿救儿子”
广告牌的图片引发网友激烈讨论。
广告牌中写道，4岁儿子城城，2018
年 7月被确诊患有白血病，治疗已
经花费了 5万元，后续治疗还需要
五六十万， 目前家中负债累累，无
法抚养同样年幼的龙凤胎女儿。
“如果有哪位好心人能出钱帮助儿
子治病，就把女儿送给他。 ”

细心网友发现， 关于城城病
情的筹款出现在爱心筹、 水滴筹
等各大筹款平台上， 筹款的金额
从 10 万元到 70 万元不等。 北青
报记者在水滴筹的筹款信息中看
到，这位父亲名叫梁育佳，四川省
峨眉山市五一村人， 家里共有六
口人，父母、妻子陈兰琴和一对龙
凤胎儿女。 城城被确诊为白血病
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接
受治疗， 家人希望通过水滴筹募
集捐款 30 万元用于城城的治疗。

北青报记者辗转联系到城城
的母亲陈兰琴。 陈兰琴确认，照片
中举着广告牌的男子为孩子的父
亲， 照片拍摄地是在四川成都华
西坝地铁口附近。“就在孩子就诊
的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旁边”。

陈兰琴告诉北青报记者：“我
们只是为了引起关注， 让好心人
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像这样的病，
我们这样的家庭是承受不起治疗
费用的。 我们现在知道这肯定是
不妥的，当时也是欠考虑。 ”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
血液科的一位值班医生告诉北青
报记者， 城城确实患白血病在该
院治疗。

据陈兰琴介绍， 孩子的父亲
梁育佳目前在贵州一个铝厂打
工，每月有三千多的工资，家里平
时由她和孩子的爷爷奶奶照料
着。 孩子的爷爷也会在工地做小
工补贴家用，“平均每个月家里有
七千左右的收入”。 但是这样的月
收入对于孩子的治疗来说， 还是
捉襟见肘。

陈兰琴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
已经在爱心筹、水滴筹和春雨筹三
个平台进行筹款。北青报记者从水
滴筹方面了解到，城城家属在该平
台发起的筹款，从 8 月 8 日开始不
断遭到举报，目前平台在与城城母
亲沟通后终止了筹款。

一对靠打工过生活的农村夫
妇，本来扶养一双儿女就吃力，如
果儿子再患白血病， 那么仅那治
病的天文数字就会把他们压垮。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救儿子，父
亲通过众筹进行募捐， 是再平常
不过的人之常情。

但“转让女儿救儿子”的行为
则让这样的求助蒙上了阴影。 虽
然获得了关注， 但同样引起了巨
大的质疑。“重男轻女”、“变相买
卖人口”等的指责不绝于耳，把这
一家人推上了风口浪尖。

实际上， 类似的个人求助并

不鲜见。 近年来见诸媒体、网络的
通过行为艺术进行大病求助的隔
一段时间就有一次， 究竟是什么
原因导致的呢？ 对于这样的行为
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公益时
报》联合问卷网、凤凰公益推出本
期益调查———“转让女儿救儿
子”，这样的筹款方式你怎么看？

本次调查自 8 月 16 日开始，
截至 8 月 20 日 8 时，共有 1016 名
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对
于以“转让女儿救儿子”吸引关注
进行筹款的行为， 超五成网友表
示不能容忍， 觉得突破了伦理道
德底线。 但也有近四成网友表示
理解， 认为这是在大病重压下的
无奈之举。

值得关注的是， 仅 44.19%的
网友明确表示，求救也要有底线，
遇到类似问题不会采用违反常态
的行为艺术的方式来筹款。

36.58%的网友表示没有引起
关注很难获得帮助， 一般的方法
很难引起关注， 因此会采用违反
常态的行为艺术的方式来筹款。
19.24%的网友则表示将视具体情
况而定。

怎样才能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呢？41.44%的网友将目光聚焦到了
政府身上， 认为需要完善国家救
助体系， 全面覆盖求助人群。
36.36%的网友比较认可慈善事业
的作用， 认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
业，使困境人群求助有门有序。

中国好基因： 这个
世界看不起病， 救不起
孩 子 的 父 亲 太 多 太 多
了， 只有用这种戏谑的
方 式 来 博 取 眼 球 才 能
“脱颖而出 ”， 这也是无
奈之举。

夏目的小酒瓶 ：值
得同情但不值得提倡 ，
宣扬扭曲价值观并带来
利益的事情只会造成更
加恶劣的社会风气 。 觉
得如果有法律可依 ，应
该 对 其 进 行 一 定 的 处
罚。 不然以后都用这样
的方式博取眼球 ， 难免
会慢慢弄假成真。

� � 1.你怎样看待以“转让女儿救儿子”吸引关注进行
筹款的行为？

A、突破伦理道德底线，不能容忍。 53.49%
B、在大病重压下的无奈之举。 39.01%
C、有效果就行，手段是其次的。 6.34%
D、无所谓。 1.16%

2、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会采用违反常态的行为
艺术的方式来筹款吗？

A、会，没有引起关注很难获得帮助，一般的方法很
难引起关注。 36.58%

B、不会，求救也要有底线。 44.19%
C、视具体情况而定。 19.24%

3、你认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A、完善国家救助体系，全面覆盖求助人群。41.44%
B、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使困境人群求助有门有序。

36.36%
C、营造社区互助文化，建设爱心社会。 9.30%
D、改革医疗体制，降低医疗费用。 1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