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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桶挑战”发起者去世
6年前的公益举动曾风靡全球

World国际

美国当地时间 11月 22日，据
《纽约邮报》报道，曾联合发起“冰
桶挑战”的帕特里克·奎恩（Patrick
Quinn），经历与“渐冻症”的漫长抗
争后，当天遗憾病逝。

去世时仅 37 岁的帕特里
克·奎恩，在 2013 年被诊断出患
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即俗
称的“渐冻症”）。 确诊后不久，他
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冰桶挑战”
活动，旨在为寻找该病的治愈手
段筹集资金，之后该活动如病毒
式传播在全球走红。

从 2014 年开始席卷网络的
“冰桶挑战”，要求参与者在视频
中向自己迎头泼注一桶冰水，否

则就必须向致力于攻克“渐冻
症”的相关机构进行捐赠。 帕特
里克·奎恩为纽约州扬克斯市
人，而据《扬克斯时报》报道，“冰
桶挑战”共计为“渐冻症”研究筹
集超过 2.2 亿美元。

在活动期间， 全世界有超过
2000 万条挑战视频通过网络发
布，其中不乏诸如乔治·布什和比
尔·盖茨等重量级名人的参与。

上周五， 帕特里克·奎恩曾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接受了
气管切开的手术，由于引发肺炎
导致呼吸困难而再度入院。 此
前， 他还回到母校参与了一场

“冰桶挑战”的相关活动。

大纽约地区渐冻症社区将
其称为“灯塔式”的人物。“帕特
里克·奎恩是‘冰桶挑战’的联合
发起人和忠实倡导者，他帮助改
变了我们与渐冻症抗争的路径，
为病症研究筹集了数以亿计的
善款，为全世界的病患及其家庭
延续了希望。 ”该社区表示。

而在去年 12 月份，同为“冰
桶挑战” 发起人的皮特·弗雷茨
（Pete Frates）也因病去世，年仅
34 岁。这二人的去世，无疑是“渐
冻症” 病友群体的巨大损失，而
曾经风靡全球“冰桶挑战”项目，
六年后的热度也无法再与往日
相提并论。

其实，在“冰桶挑战”发起后
的第二年，即 2015 年，该活动的
筹款额就暴跌至 100 万美元。 以
色列的医疗数据分析公司 Treato
称， 上一年的活动参与者中，仅
有 14%再次做出捐赠。

2016 年，纽约州水牛城举办
集体“冰桶挑战”活动，试图在参
与人数上打破此前 721 人的世
界纪录，但宣告失败。

2017 年至今，全球各地仍有
零星的“冰桶挑战”活动举行，但
无论是活动规模还是所筹金额，
都大不如从前。

此外，“冰桶挑战”也遭受了
一定范围内的指责，不少人认为
其娱乐性质盖过了公益属性本
身，其善款使用、对参与者的健
康保证以及活动用水的处理，也
都曾遭受过质疑。

应该肯定的是， 在公益领
域，至今尚未有第二个举动能够
像当年的“冰桶挑战”一样，打破
圈际，真正做到了传播倡导和善
款筹措上的“双丰收”。

2014 年，当“冰桶挑战”的旋
风刮进中国时，北京瓷娃娃罕见
病关爱中心在三天内就获捐了
140 万元人民币， 这是该机构此
前难以企及的筹款速度，尽管其
中有 100 万元来自于王思聪一
人。 该机构的负责人王奕鸥当时
表示，机构成立 6 年来做了很多
宣传，但从来“没有机会像现在
这样形成公共讨论”。

当年，在中国，除了公益界、

商业界和娱乐圈的人士积极“跟
风”挑战，连国家卫计委（现“卫
健委”）都表态支持。

在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点名后
的不到 20分钟内，国家卫计委的
官方微博就给出了回应， 为罕见
病发声。 20 分钟后，该微博再次
发声，明确支持“冰桶挑战”，呼吁
社会关注罕见病，同时，时任国家
卫计委宣传司司长、 新闻发言人
毛群安以个人名义向北京瓷娃娃
罕见病关爱中心捐款。

引出这一系列官方动作的
张泉灵坦言，“冰桶挑战”也许有

“秀” 的成分， 并且浪费了一些
水，但无论如何，是她见过的“投
入产出比最好的慈善活动”。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
永光也认为， 活动带有娱乐性，
是具有正能量的，明星和企业以
此赢得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无可
厚非，最重要的是，在“迅速传播
过程中，影响公共政策的改变”。

如今， 我国大约有 20 万名
“渐冻症”患者，患者肌肉逐渐萎
缩，患者表现无力，甚至瘫痪，发
病年龄大多在 30~60 岁之间，男
性多于女性。 该病目前尚无特异
性治疗药物，治疗手段主要停留
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上，以此延
缓病情发展。

而如同“渐冻症”这样缺乏
负担范围内有效治疗药物的罕
见病， 我国约存在五六千种，一
名患者的每年治疗费用都在几
百万元。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11 月 12 日， 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
茨基金会”） 宣布提供总额为
7000 万美元的新赠款， 用于研
发安全、 可负担的新冠肺炎疫
苗， 并推动疫苗在中低收入国
家的及时分配。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梅琳
达·盖茨在巴黎和平论坛宣布了
这一消息。 论坛期间，各国领导
人与来自国际组织、民间团体和
私营部门的领袖共聚一堂，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体应对措施。

梅琳达·盖茨表示， 基金会
将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预先市场承诺机制（COVAX
AMC） 追加 5000 万美元赠款。
COVAX AMC 由全球疫苗免疫
联盟（Gavi）领导，Gavi 将通过这
一融资机制为 92 个中低收入国
家提供公平可及的新冠肺炎疫
苗。 英国政府在今年 9 月承诺为
COVAX AMC 进行配捐， 基金
会此次的赠款将促使英国政府
为 COVAX AMC 提供额外的
1250 万英镑资金（约合 1620 万
美元）。

梅琳达·盖茨同时宣布向流
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捐赠
2000 万美元。在第一轮候选疫苗
结束临床试验并提交上市申请
时，赠款将用于启动研究并加快
开发新一轮具有潜力的候选疫
苗。 由于新一批候选疫苗在大规
模生产、温度稳定性和低成本生
产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因此更
可能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的需求，
从而降低疫苗价格、推动疫苗公
平可及。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在
新冠疫情中独善其身。 因此我们
必须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地
获得检测工具、 药物和疫苗，无
论他们身在何处。 ”梅琳达·盖茨
说，“今天的赠款， 加上法国、欧
盟委员会和西班牙的慷慨解囊，
意味着我们离获得足够资源来
帮助全世界抗击新冠疫情这一
目标越来越近。 但是我们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

CEPI 和 Gavi 共同领导“获
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
计划 （以下简称“ACT 加速
器”）下的疫苗支柱工作。 这是

一次全球协作， 旨在加快新冠
肺炎的检测工具、 治疗方法和
疫苗的开发、生产及公平获取。
在过去数月中， 全球已调动数
十亿美元资金支持新冠肺炎防
控新工具的开发、 大规模生产
和公平交付。 今天的赠款将为
这一势头再次助力。

“结束此次疫情需要开展史
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工作。 这些工
作必须充分协调，拥有充足资金
支持，而且囊括全球。 ”盖茨基金
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表
示，“每个人都应该感谢为 ACT
加速器做出过贡献的国家。 坦率
地说，现在的努力还不够，这项
工作还需要更多资金。 这将是一
大笔资金，但与更持久、更致命
的大流行病造成的代价相比，它
不足为道。 ”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
盖茨在今年 6 月的全球疫苗峰
会 上 已 为 Gavi 的 COVAX
AMC 做出了 1.06 亿美元的捐赠
承诺。 在今天追加赠款后，盖茨
基金会对 COVAX AMC 承诺的
捐款总额已达 1.56 亿美元。

在安全有效的疫苗面世之
前，遏制新冠疫情并挽救生命的
最重要手段依然是检测和治疗。
上周二，LumiraDx 公司与非洲医
疗用品平台公布了一项合作，旨
在提高非洲国家联网快速检测
的可及性。 盖茨基金会参与了该
合作。

今年，盖茨基金会对 ACT加
速器的整体捐赠承诺为 2.26亿美
元：包括 3 月 10 日宣布的向新冠

肺炎治疗加速器（Therapeutics
Accelerator）捐赠的 5000 万美元、
6 月 4 日宣布的向 Gavi 的 CO－
VAX AMC 捐赠的 1.06 亿美元、
以及本次宣布的向 Gavi 的 CO－
VAX AMC 追加的 5000 万美元
和向 CEPI 捐赠的 2000 万美元。
此外，9月 28日，基金会还宣布参
与了 ACT 加速器合作伙伴间的
一个协议， 旨在提升新冠肺炎快
速检测的可及性。 （高文兴）

盖茨基金会追加赠款用于研发新冠肺炎疫苗
同时用于提升疫苗在低收入国家可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