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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丑恶现象说不

轻松筹发布“打假”宣言
“行动启动后，轻松筹将与

国家职能部门和社会各方共同
发力，向假病历‘黑产’和恶意发
起项目等不良行为挥出重拳，共
同守护好每一份爱心，让它们都
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

8 月 16 日，在人民网一号演
播厅，随着主持人宣布一项名为

“轻松助善”的公益行动的开启，
国内最大健康保障平台轻松筹
面对上百家到场媒体正式发布
“打假”宣言，向“假病历”黑色产
业链和恶意发起项目等不良行
为宣战。

成立近 4 年来， 轻松筹借助
互联网技术， 首创借助“熟人社
交”网络特点的大病众筹体系，收
获注册用户 5.5亿，为 160万个家
庭筹集超过 200 亿元的善款，创
造了不小的网络健康扶贫奇迹。

进入今年以来，以假病历骗
捐和恶意发起项目等不良行为
严重干扰了以轻松筹为代表的
大病众筹平台。 轻松筹此番发布
“打假”宣言，并通过升级具体手
段尽可能杜绝“骗捐”等丑恶行
为，对关乎生命的大病救助行业
可谓一项及时之举。

连续出台“打假”举措

7 月 23 日，轻松筹发布大病
救助领域首份“黑名单”，购买假
病历、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恶意
发起项目等被公示用户，将不能
在轻松筹上发起人任何项目，这
一做法得到了同行企业的纷纷

响应。 未来，大病救助领域将有
望促成黑名单共享机制，并与卫
健委、网信办等相关部门共同促
进惩戒措施落地。

而在此之前的近两个月时间
内， 轻松筹就多次向上述影响精
准健康扶贫的不良社会现象挥出
重拳， 引起了同行业企业及社会
的共鸣， 为精准健康扶贫打造良
好环境的呼声因此不断高涨。

5 月 31 日，轻松筹宣布整改
措施，将在医院沟通、增加审核
申报材料、增加现场真人视频验
证、强化先行赔付等方面投入更
大的精力。

6月 29日， 轻松筹针对假病
历“骗捐”的现象发表声明，倡议向
假病历黑产和骗捐宣战，让捐款流
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7 月 23 日，轻松筹发布了行
业首份黑名单， 对于购买假病
历、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恶意发
起项目的发起人，将不能在轻松
筹上发起任何项目。

“如何面对恶意发起的项
目，如何面对每一个普通网民的
爱心， 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我们应当扛起的责任。 ”8 月
16 日，轻松筹创始人、CEO 杨胤
表示：“希望不断完善相关政策，
打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舆论
氛围， 吸引更多的爱心人士，让
社会善心成为习惯。 ”

假病历困扰行业发展

“从一开始，轻松筹最大的

敌人就是假病历‘黑产’等诈捐
行为。 我们一直投入大量精力、
技术和财力去研究防范、分辨假
病历。”轻松筹联合创始人、COO
于亮直言不讳。

假病历由何而来？ 是来自医
院本身吗？

卢道培医疗集团 CEO 路阳
对此明确否定，他说：“病历是医
院最基本的质量管理，也是向患
者收费的依据，假病历只能来源
于‘患者’自身仿制。 ”

据《南方都市报》等知名媒
体报道，市面上有为数不少能够
仿制医院门诊病历、诊断书的中
介，许多中介甚至可以仿制三甲
医院的病历，这些病历多数用来
骗取假期，更有甚者则流入大病
救助领域，套取社会爱心人士的
善款。

2016 年，《慈善法》 出台，但

并未对个人求助领域进行调整，
这也为这一领域埋下了隐患。 但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非营
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
认为，若通过专门的法律条文对
个人求助进行规制，很有可能对
这一领域的发展造成伤害，现有
的《民法》《刑法》其实也可对“诈
捐”等行为起到惩戒作用。

轻松筹“打假”三部曲

针对这些困扰大病救助行
业的不良现象， 轻松筹启动的
“轻松助善” 公益行动除了发布
“打假”的决心外，更向外界公布
了三种具体的“宣战”手段。

首先，通过技术升级，严把
审核关， 在轻松筹大病求助通
道发起的项目须通过人工、大
数据等手段审核通过后才能发

起筹款， 上线了现场视频验证
等手段；

第二，在行业内首推“黑名
单”制度，轻松筹将“黑名单”与
同行业平台共享， 并上报网信
办、 卫健委等相关政府部门，通
过多方联动，让黑名单发挥最大
效果，惩戒不法行为，维护行业
环境；

第三，畅通举报渠道，轻松筹
与国家有关部门的举报电话均可
作为举报渠道， 同时轻松筹还公
布了项目页面举报、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举报渠道，依靠群众、全民
监督，形成国家、企业、群众多方
联动，齐抓共管的局面。

轻松筹呼吁社会各界人士
共同监督， 积极提供举报线索，
让“骗捐”完全失去生存土壤，让
每一份爱心都能流向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6 月 19 日， 自贡市富顺县
富和乡吴山村社工站，专业社工
龙秀梅和陈涵玥正忙着整理扶
贫材料。 墙上贴的村地图上，密
密麻麻地标注了不少文字，“松
子湾公路 500 米、 草山堂路 100
米……”

“这些都反映了村里这两年
的变化。 ”龙秀梅解释，最近，他
们还将在地图上标注每个村民
小组的留守儿童、老人及困难人
员情况等， 以便及时掌握情况，
精准扶贫扶智。

去年，自贡市在吴山村探索
“社会治理+扶智”模式，以社工
组织为依托， 以文化活动为载
体， 改变个别村民存在的“等、
靠、要”思想，积极扶智，增强活
力，重塑乡情。

第三方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

吴山村是省级贫困村，全村
共有 78 户贫困户。 去年，对口帮
扶吴山村的自贡市委统战部发
现， 该村还存在思想散心不齐、
“等、靠、要”依赖思想、铺张浪费

等问题。
“和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

日子等硬指标相比，养成好习
惯、形成好风气等软指标更难
实现。 ”自贡市委统战部常务
副部长丁琴做了一个形象的
比喻 ：“硬指标是小炒 ， 见效
快，软指标像煨汤，慢火煨，时
间长。 ”

不仅扶贫，更要扶智。 为此，
自贡市委统战部争取到中国扶
贫基金会 50 万元的资金支持，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
引入四川光华社工服务中心参
与吴山村的社会治理， 扶贫扶
智。“在社会治理、组织策划活动
方面，专业社工更具优势。 ”丁琴
坦言。

随之，龙秀梅、陈涵玥两名
“90 后”社工来到吴山村，开始走
村入户，通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
等，积极扶智。

从 1.0 到 2.0
村规民约不断细化

龙秀梅至今还记得去年刚
到吴山村的情形： 淳朴的村民、

清幽的竹林、 浓郁的乡村气息
……但让他俩意想不到的是，不
少村民并不看好他俩。

随着活动的开展及走村入
户的深入，龙秀梅、陈涵玥渐渐
和村民们熟络了起来。 经过一段
时间的走访，他们发现，村里年
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不能及时了
解村里的发展情况；而村里的留
守老人儿童，平时文化娱乐活动
又少。

为何不创建微信群，把天南
海北的村民联系起来？

按照“家乡人参与家乡事”
的社会治理理念，龙秀梅和陈涵
玥不仅创建了“吴山一家亲”微
信群， 还申请了两个微信公众
号， 实时发布村内最新动态，并
以文字、声音、视频的形式，架起
村民间沟通的桥梁，增强村民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

微信群还成为村民们讨论
制定村规民约的主要平台。 去年
6 月， 吴山村开始着手制定村规
民约。 通过网上交流，村规民约
1.0 版本以“三字经”形式成文，
朗朗上口，很受村民欢迎。

之后， 村两委和社工开始

对村规民约进行细化。 通过微
信群里多次讨论修改， 村规民
约 2.0 版初具雏形。 细化后的
村规民约可操作性更强， 对卫
生文明、勤俭创业、遵法守约等
也做了规定，如：规定了红白喜
事随礼标准、 办宴席荤素菜搭
配规格、房前屋后卫生标准、赡
养老人的标准等。

据了解，目前升级版的村规
民约即将进入表决程序。

从辅导功课到组建舞蹈队
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6 月 23 日，虽是周六，但吴
山村小学教室里仍不时传来读
书声。 原来，龙秀梅和陈涵玥正
利用休息时间给学生们辅导功
课、进行心理疏导等。 对此，村民
甘桂平深有体会：“原来外孙不
爱学习， 现在有了社工帮忙辅
导，学习成绩提高了不少，坏习
惯也改掉了不少。 ”

不仅辅导学生功课，社工们
还组建了吴山村梦缘舞蹈队和
蝶舞环保队。

因为身体原因，张阿姨一直

不敢跳广场舞。 在龙秀梅的专业
指导下，张阿姨加入了梦缘舞蹈
队， 身体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社工鼓励我们做了很多原
来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很感谢
他们”。

蝶舞环保队是由吴山村小
学的学生们组建而成。 利用课余
时间，环保队都会安排队员巡查
村里卫生情况。“看见有垃圾，就
捡到垃圾桶里，保护吴山村的环
境。 ”蝶舞环保队成员王可依认
为做环保很有意义。

在社工的影响下，如今的吴
山村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就此，
村民陈章礼自编自演了一段快
板，用朴实的、带着泥土味的语
言诉说着这个贫困村发生的变
化， 快板云：“看山看水看吴山，
吴山村公路宽又宽，吴山新农村
修得好又宽，吴山村的李子种满
了山，木桥沟的鱼儿游到了长腰
滩，吴山村民乐欢天。 ”

据了解，下一步，自贡将在
全市范围内引入第三方社会组
织扶贫扶智，以社会治理提升内
生动力，推进脱贫奔康进程。

（据《四川日报》）

自贡探索“社会治理 +扶智”模式

“90 后”社工来到吴山村

轻松筹今年发布一系列“打假”措施 “轻松助善”行动启动现场（轻松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