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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 17 万只给 3 千
律师：不违法，但程序有误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缘何只给“3000 元”？

“宝宝健康回家” 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由千训基金
会发起、浙江省百草园公益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百草园公益”）
负责执行，旨在帮扶浙江地区的
困境大病患儿，计划筹集 198000
元用于患者的医疗支持，为困境
大病患儿提供 3000 元~50000 元
的治疗善款。

这次事件中当事人“谢爸
爸”来自云南，家境贫寒，其 4 岁
的儿子小浩在 2019 年 4 月份被
确诊为患有神经母细胞瘤。 父子
二人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儿童医院（以下简称“浙大儿
院”）就医，治疗和交通费用已花
费 30 多万元。

2019 年 12 月，谢爸爸在支
付宝公益平台发现自己的信息
被用于公开募捐， 致电千训基
金会询问。 对方答复“宝宝健康
回家” 项目实为大病患儿这一
群体发起的筹款， 并非为小浩
发起的个人筹款， 但表示谢爸
爸符合相关条件， 可以申请项
目的善款使用。

但这一项目使用谢爸爸和
孩子的照片及经历用于募捐，谢
爸爸称此前对此并不知情。

2019 年 12 月 31 日，谢爸爸
向执行机构百草园的志愿者询
问如何申请这一项目的资助，并
提交了 5 张浙大儿院的收费票
据，共计 7 万多元。

百草园表示，“宝宝健康回
家”项目资助模式为“对医疗自
费部分提供部分资助”。 根据谢
爸爸户籍所在地医疗报销标准、
百草园资助标准，扣除掉建档立
卡户 88%的医保覆盖、票面资助
金额 10081.97 元，余下可以申请
资助金额的基数是 5844.59 元。
再按照大病救助类常规资助比
例，百草园可以资助余下的 20%，
即 1168.92 元。 百草园在跟谢爸
爸的沟通中表示，项目资助标准
为 3000 元起，可以申请为其补足
至 3000 元。

对此，谢爸爸深表不满。 该
项目共筹得 178424 元，他接受不
了金额上的悬殊，并称看病花的
钱是建档立卡之前的事，实际自
费项目远多于 3000 元。

授权系志愿者“代签”

据了解，“宝贝健康回家”项
目主要通过千训基金会下的“小
兰花大病救助专项基金”拨款。

基金会秘书长陈思对《公益
时报》记者表示，当事人谢爸爸
在 2019 年 8 月通过百草园接受
过千训基金会的资助，曾提交过
申请协议，提交资料里包含了就
诊证明、个人信息证明、贫困证
明等，协议中有对孩子肖像权使
用的确认。 基金会在 2019 年 9
月份就拿到了到小浩的肖像使
用授权， 并在 9 月 26 日由百草
园联络志愿者为谢爸爸和小浩
拍摄照片、 撰写文案。 10 月 21
日，基金会采用该照片和文案上
线了“宝宝健康回家”大病救助
项目。

但基金会相关人员表示，这

份协议是与谢爸爸对接的志愿
者“代签”。

经了解，这位志愿者来自与
项目执行方百草园公益合作的
大病救助平台团队，该平台的救
助群体里有很多符合百草园公
益的救助对象。 类似谢爸爸这样
家庭困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经
筛选审核后可获得百草园公益
的资助。

谢爸爸向记者表示，在项目
发起（2019 年 10 月 21 日）之前
并未签过任何协议。 2020 年 1 月
1 日， 和谢爸爸对接的志愿者让
他签署并邮寄了一份《浙江千训
基金会“小兰花大病救助专项基
金”资助申请》，并交代“只签名
就好，不需要填写日期”，填好后
邮寄给对方。 谢爸爸称 9 月份的
志愿者“代签”并没任何人跟他
沟通，对此他毫不知情。

记者从谢爸爸处获得了 1
月 1 日签的申请书照片，里面确
实明确指出“同时，我们同意宣

传该项目……在公益筹款项目
中，无偿使用我的家庭和子女的
照片……”，但并未提及，要使用
当事人的经历。 并且，项目发起
是在去年 10 月份， 谢爸爸提交
这份申请的时候已经是今年 1
月份，在此之前，基金会一直在
使用谢爸爸的照片和个人、家庭
经历，用做为项目筹款，而非个
人筹款。

与谢爸爸沟通的志愿者则
向记者表示，2020 年 1 月的资助
申请是为资料补交，所以没有填
写日期。 而在此之前，志愿者就
帮当事人填写过一些个人求助
的电子版材料， 志愿者表示，谢
爸爸在急需孩子救命钱的情况
下，签署协议时可能并未仔细阅
读文件中的条款。

对于“家人不知情”，千训基
金会称是执行机构（百草园公
益）的工作疏忽，在获得授权和
照片素材后，上线具体项目时也
应当让当事人知悉。

2020 年 1 月 9 日，百草园负
责人和千训基金会就该疏忽向
谢爸爸当面致歉，并表示，小浩
未来继续做化疗或者接受手术
产生的费用，百草园、千训基金
会将在符合资助标准的范围内，
继续为其提供支持。

在媒体和公众关心的问题
当中，有提到“为何使用一个孩
子的图片，却给一个群体筹款”。
基金会方表示， 对于这一问题，
百草园公益在项目上线和千训
基金会的审核中， 都有疏忽，仅
考虑图片和筹款故事，没有考虑

单个案例可能会给公众带来误
会，之后会考虑用多个孩子的人
物组故事来为群体发声。

经相关媒体报道后，“宝宝
健康回家”项目于 1 月 7 日停止
筹款，共筹得 178424 元，筹款进
度 90%。 而此时， 项目描述中谢
爸爸和小浩的照片才被模糊处
理，谢爸爸表示“感觉受到了侮
辱”， 他想要的是涉事机构对着
媒体的镜头， 向自己公开道歉，
给个说法。

不违法，但应征得同意

当事人肖像权被用在公众
筹款中是否合法？ 即使合法的情
况下，能不能使用个案发起针对
一类人的项目众筹？ 如果可以，
是不是就可以不告知当事人了
呢？ 带着这些问题，《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了北京致诚社会组织
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何国科。

何国科认为，第一，授权本
身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并
明确授予肖像权的使用，所以基
金会可以使用当事人及家属的
照片，对于后面补签的资助申请
书，法律角度称为“追认”，是可
以的。

申请中提出对肖像权的使
用， 但并没涉及对整个家庭经历
的使用权。《慈善法》规定，慈善组
织应当尊重受益人的权益， 保障
受益人隐私， 尊重受益人的合法
权益，作为慈善组织必须要遵循。

对于这一案例，当事人有权
利知悉故事被使用的知情权，对
于慈善组织来说应征得当事人
的同意， 才可以向社会进行披
露、展示。

第二，公益项目可以以个案
故事以点带面，带动整个救助对
象发起筹款项目。 项目非个人求
助，是慈善募捐，具有公益性，代
表的是为不特定的大多数人提
供医疗救助。 以个案故事带动群
体筹款， 本身不违反法律法规，
但首先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第三，项目备案资料没有问
题，也明确提出为符合条件的受
助者提供 3000 元~50000 元不等
的资助，金额幅度差距较大，无
论是基金会、项目执行方、发起
方，在做救助的时候，必须向社
会公开不同金额的资助标准，
做到公开、透明。 公益组织应该
公示获得不同金额的资助标
准， 慈善法明确规定慈善项目
的受助标准、 受助流程应该向
社会公开。

在此事件中，如果当事人认
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可以
向慈善组织提出名誉权、 隐私
权、知情权等主张，可以要求对
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
失等。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 在发
起公开募捐是时， 应该尊重受
益人、 志愿者、 捐赠人的知情
权、隐私权，对知识产权、肖像
权、知情权要做到充分沟通，获
得相应授权，充分许可、知情。
发起项目时， 对项目资助的标
准、流程，应该做好相应的披露
和标准， 这也是目前很多公益
机构存在的问题。

近日，由浙江千训爱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千训基金会”）在支付宝公益平台发起的“宝宝健康回
家” 项目， 被当事人指出， 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个人经历放在项目描述中用于募捐。 该项目共筹得
17.8424 万元，该当事人仅能从中获得 3000 元，引起舆论关注。

项目发起方表示，该项目并非为当事人个人单独募款，而是为“困境大病患儿”这一类群体发起。 这样
的做法是否符合募捐规则？ 《公益时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法律人士进行解读。

？

支付宝公益平台上的“宝宝
健康回家”项目

左图为基金会提供的落款为 2019 年 8 月 5 日的资助申请书，由
志愿者代签；右图为谢爸爸提供的于 2020 年 1 月完成的补签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