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gures02 数字
２０19．6.1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环
保

网友留言：

五成网友表示
坚决排斥“劣迹艺人”以公益洗白

中国无偿献血人次
20 年连增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1998 年《献血法》实施以
来，中国无偿献血人次和采血量实现了连续 20 年
持续增长。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1998 年
全国无偿献血人次约 30 万，2018 年达到近 1500
万。 1998 年全国采血总量不足 500 万单位，2018
年达到 2500 余万单位，增长超过 4 倍。

点评 ：尽管如此 ，不少民众仍然对无偿献血存
在顾虑 ，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以消除误解 。

27 亿人次捐赠“顶梁柱”项目
425 万人次受益

阿里巴巴经济体“公益财报”显示，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底， 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通过阿里
巴巴公益和蚂蚁金服公益，带动 3.6 亿公众，112 万商
家产生了 27 亿笔公益捐赠，累计筹款 1.36 亿元。项目
已为来自 12 个省份 66 个贫困县共计 425 万人次建
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保险。

点评：互联网时代，公益项目需要模式创新，以汇
聚更多的资源帮助弱势人群。

巴黎圣母院捐款
仅 8000 万欧元到账

据《北京商报》报道，当地时间 6 月 15 日，在那场
大火过去整整两个月之后，巴黎圣母院终于迎来了首
场弥撒。而在这前一天，法国媒体刚刚报道称，当初用
于重建工程的总计 8.5 亿欧元捐款承诺中，仅有 8000
万欧元到账。

点评：部分大额捐赠者表示将根据重建工程进度
分批支付捐款， 但实际到账只占认捐总额的 9%这一
事实无疑是让人十分尴尬的。 承诺捐赠必须有配套的
监督措施。

3 亿烟民
应知晓烟草依赖很致命

据《中国青年报》 消息，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
《2018 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显示，我国 15 岁及以上
人群吸烟率为 26.6%，烟民超过 3.5 亿。“在目前人类
的日常生活方式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危险因素能
像吸烟一样，对健康造成如此大的危害。 ”英国牛津大
学临床试验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教授陈铮鸣表示。

点评：控烟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吸烟的危
害性在社会大众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6月 13日 忻元甫 500万元 建设体艺楼 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云龙中学

2019年 6月 14日 剑桥白金汉爵教育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100万元 用于铭心奖学金 哈工大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9年 6月 14日 三峡集团 300万元 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 吉安市万安县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2019 年 6 月 16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文梅

在上海闵行区古美路街道，有一个由听力障碍者
组成的舞蹈团队———古美彩韵聋人舞蹈艺术队。舞蹈
队现有 20 名队员，年龄从 20 岁到 40 岁，由上海戏剧
学院舞蹈学院的老师每周一次为队员们提供训练指
导。 对舞蹈艺术的热爱，让这些听力障碍者走到了一
起，在无声世界里舞出精彩人生。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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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一颗种子 ： 支持单
纯的公益行为 ， 拒绝污点艺
人利用慈善洗白！

戚悲楚 ：一边大额逃税 ，
一边用点小钱加持人设 ，公
益活动成了一些艺人巨额敛
财的工具 。 这种伪慈善不仅
伤害了国家的税收 ， 还使公
益蒙羞 ， 有些弱势群体的苦
难成了明星赚钱或洗地复出
的工具。

中国网新闻中心 ： 任何
单纯的公益行为都该鼓励支
持 ， 但切莫试图将此作为挽
救自己事业星途的洗白器 ，
公众和法治社会的贡献 、牺
牲者经不起这样的伤害。

1、 当你得知自己喜爱的公众人物做出违法或
失德行为，你的态度是？
A、可以原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27%
B、绝不原谅。公众人物，负面影响面太大。43%
C、视具体情况而定。 30%

2、你如何看待“劣迹艺人”积极投身公益活动？
A、很好啊，公益可以荡涤心灵，净化灵魂。 25%
B、坚决排斥其试图以公益“洗白”之举。 50%
C、做公益≠抵消劣迹。 一码归一码，各算各的

“账”。 25%

3、 当下许多公众人士成为公益组织的形象代
言人，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A、值得提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8%
B、不值得提倡。 谁能保证他们的私德也能拿高
分？ 51%
C、人心之难测，人性的弱点，很难评判。 21%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的
言行举止都会被社会各界所关
注、 被喜爱他们的粉丝热衷和聚
焦。 这些明星在享受光鲜亮丽、接
受丰厚的物质回报的同时， 也于
无形中承受着许多超于常人的压
力及无数网友的监督。 而明星一
旦犯错， 其结局往往比普通人更
为被动和难以收场。

对于“劣迹艺人”的概念，早
些年广电总局有关主管部门就
已经给出了定义，明确指出有道
德败坏，存在人生污点，从事过
违法或不道德活动的一类艺人
均属其列。

除了名声受影响，对于“劣迹
艺人”来说，要想重回演艺界，也
必须接受身价大跌的冰冷现实。
当然了，还有更残酷的，那就是彻
底的“无价无市”。

同样，“劣迹艺人” 在国外的
监管与惩戒度也相当严格。 比如，
韩国社会对艺人的要求很高，艺
人自律性也相对较强， 一旦踩了
“红线”越了界，后果会十分严重。

2009 年 4 月， 因出演过韩剧
《宫》而被广大观众熟知的朱智勋
吸毒被抓， 除被判刑半年、 罚款
336 万韩元和 120 个小时的强制
性社会公益服务外， 还被韩国
MBC 和 KBS 电视台封杀，原定出
演的新剧取消了他的戏份， 他主
演的电影在海外上映日程也受
阻，演艺生涯不得不就此中止。

日本对吸毒明星也一向是采
用严惩的做法。 知名艺人酒井法
子被曝吸毒后，在日本名誉扫地，

她不仅被公司开除， 给所代言厂
商的赔偿都得用自家的房子来
抵。 她几次策划复出，亦频繁投入
公益活动以挽回民心， 但都遭到
观众强烈抗拒。

欧洲一些国家对劣迹艺人的
容忍度也非常低， 不论是违法还
是失德，只要证据确凿，这些艺人
就很难再有“咸鱼翻身”的机会。

再看目前我国演艺界一些有
过劣迹的艺人发展现状。 就在前
几日， 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了范冰
冰在西藏做公益的照片。 照片中
的范冰冰双手合十， 跪在佛像前
一脸虔诚。 随后就有爆料称，范冰
冰在西藏做公益， 因为高原反应
而生病， 病情更是严重到躺在医
院打点滴吸氧气。

据了解， 范冰冰此次西藏公
益之行， 是为了参与其已经开展
多年的“爱里的心”———西藏儿童
心脏病救助公益项目。 对此事，网
友的评论更是两极分化： 支持者
认为做公益就是做公益， 与范冰
冰之前犯的错误是两回事； 质疑
甚至不乏批评者则表示： 范冰冰
这样的“劣迹艺人”此举完全是以
明做公益为由、暗打“感情牌”，是
在利用公益做自身保护伞， 甚至
将公益当成了挽救自己事业的
“洗白机器”。

纵观国内演艺界， 因各类违
法或失德行为而导致事业一落千
丈的艺人不乏其例， 但他们也都
先后高举起“公益”大旗，力证自
己已经脱胎换骨，重新出发———

早在 2009 年就因为吸毒被封

杀的歌手满文军近日发出的一则
微博引发不少网友关注。 他在文
中表示， 自己已经做了十年的公
益和慈善，并且坚信“人非圣贤孰
能无过”、“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样
的至理名言。

不久前， 因婚外情闹得沸沸
扬扬的知名演员吴秀波事发后很
久都没有声息， 最近公开露面也
是在做公益。

同样， 因吸毒于 2018 年被惩
处的歌手陈羽凡自事发后少有露
面， 近日被媒体曝出在国内某公
益机构现身， 其在活动现场表现
活跃， 与一些需要关爱的孩子们
弹琴唱歌，相处甚欢。

有过“劣迹”的演艺人士能够
通过投身公益洗刷“污点”，重新
出发吗？ 社会公众对此如何评价？
接受程度又如何？

就此，《公益时报》 联合问卷
网发起益调查———“‘劣迹艺人’
以公益洗白，你能接受吗？ ”

调查显示， 面对自己喜爱的
公众人物做出失德或违法行为，
四成多网友选择了“绝不原谅”，
理由是“公众人物，负面影响面太
大”；就“劣迹艺人试图以公益洗
白”，50%的网友选择“坚决排斥污
点艺人试图以公益‘洗白’之举”；
在“是否认同公众人士成为公益
组织的形象代言人”的调查中，五
成还要多的网友选择了“不值得
提倡。 ”在他们看来，谁能保证表
现风光的明星们私德也能拿高
分？ 万一公益代言人违法犯罪岂
不是很尴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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