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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随笔

红会!强捐"违反慈善伦理

)(*+

秦丹

$%&'
! ! ! ! 江苏盐城被曝强制干部捐
款!并按级别规定数额!此举遭舆
论质疑, 不料江苏省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副会长李新平的回应很
是雷人!竟然说财政供养人群的
收入相对稳定!对他们提这样的
要求!$我觉得一点不过分%,
地方靠文件给红会$筹款%!
再次坐实公众对红会$官办慈善%
的指责, 红会省级机构负责人的
回应措辞!让我们看到了红会对
自身功能的认知程度!打着慈善
的名义行强捐之实!真是不知慈
善为何物!叫人唏嘘,
说心里话!红会的组织能力

) ()'
车祸幸福感

和举办慈善事业的经验! 使其在
短时间内无法被任何慈善组织代
替, 中国社会需要慈善! 需要红
会,但是!红会在回归公信力的路
上!总出这样那样的岔子!在公共
事件中一次又一次地失分! 尤其
是在慈善意识方面显出的不觉
悟! 很难让红会在短期内重拾公
众信任!这是令人遗憾的,
慈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援
助!强捐不是出于捐赠者的内心!
而出于索捐者的胁迫! 违反慈善
伦理! 就离慈善的本意十万八千
里了,最近!浦东周浦镇小学的捐
款被质疑强捐) 又据中国青年报
报道!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强捐明
码标价+普通学生 10 元!班干部
'0 元!拿助学金奖学金的 %0 元!

乏专业素养!透着一股$想当然%
的跋扈气,
其实! 这种在公益活动中下
个命令-发个文件!一个通知或一
个指令!没有协商-没有对话的做
派!是某种行政生态的延伸,不仅
在行政单位! 就是一些企事业单
位!也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人
和人之间只有下命令与服从命令
的关系!何来温情!何谈企事业单
位的慈善文化呢#
对慈善缺乏专业思考的李新
平!他认为强捐$不过分%!他这种
跋扈气!正是因为红会有$官办
慈善%的跋扈行为!才得以成就
的, 这种气息!如果连红会省级
机构的负责人都去不掉!红会前
途堪忧,

让不幸家庭有机会选择!不放弃"
)(,&

易蓉
! ! ! ! 上礼拜有那么一天! 我忽然发
现!每天都经过的回家路上的小花!
格外美丽"那天我没戴眼镜!还撞到
了头!难道是头晕眼花了吗#
那天上午我坐的出租车$偶遇%
一场小车祸!追了前车的尾& 当时正
和同车的邻居姐姐相谈甚欢!还没来
得及反应我俩就撞上前座&眼镜撞断
了腿!眼眶被磕出个小坑!颧骨有点
小肿!邻居也碰疼了额头膝盖&
作为一个三岁半就戴眼镜的资深
四眼妹!失去了一副心爱的眼镜'框(
就等于让一个女明星出镜不化妆!丢
的是脸伤的是心& 不过遭遇这件没流
血差点流泪的倒霉事儿!我竟然没有
一点郁闷!反而觉得幸福感陡增&
事故发生后! 邻居自己一手揉
额头一手揉膝盖! 第一句话却是关
心我有没有事'要知道这位准新娘婚
礼近在咫尺!倘若额头磕出个包可怎
么办() 司机主动留名片让我再配一
副眼镜!还再三说不管多少钱都一定
会赔)家人朋友知道了自然是各种关
心) 就连帅气的交警小哥也是绅士
又细心!拖车走了以后!还让我们坐
了会儿警车不至于危险地晾在高架
上呼吸着 !"#$% 同时被围观**
当天下午!眼镜店的姐姐来电+眼镜
不仅能修!还不收钱, 于是!我把这
个好消息告诉了司机&
因为我感到了幸福!所以那天看
到的小花格外美丽!这是科学的&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家
坎宁安和柯兰克做了一项实验!向志
愿者展示正面负面和中性的图片并
观察志愿者的杏仁核脑区'掌控情绪
的神经(是如何活动的& 结果发现幸
福感测试中得到高分的同学杏仁核
活动更频繁& 也就是说!乐观的人对
环境中的美好事物反应更大!而增强
的敏感度又有助于加强幸福感&
其实车祸的那一天!所有人'包
括我(都只做了应该做的事!我始终
相信! 世上没有不能解决的矛盾!唯
有不肯妥协的态度& 虽然受了点皮肉
伤!也算是吃了点亏!但是好态度的司
机-善良的邻居-好心的眼镜店姐姐和
交警-有爱的家人朋友!让我觉得这
个$小祸%带来的更多是幸福感,
老歌.爱的奉献/里唱到+0只要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
的人间& %生活中的许多时候!都不
用献出一点爱!只要愿意成为一个幸
福的人!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快乐
和幸福就会简单到来&
当然了!千万别再忘了系安全带了1

入学生会的 '0 元!学校还以不捐
款取消助学金奖学金来威胁, 在
现实生活中!上级向下级索捐-学
校向学生索捐! 单位或组织向个
人索捐的!还真不少,强捐往往是
一种长官意志的体现! 越是在行
政化的体系内!越容易得逞,就连
大学这样的地方!也难以幸免,
以行政命令要求捐款! 这不
仅伤害捐助者的感情和热情!也
助长了慈善运作者对慈善事业不
求甚解的轻率态度, 正是因为连
红会省级机构的负责人! 也不懂
得慈善的真正含义!才会有对$收
入相对稳定% 者提要求!$一点不
过分%的回应, 从措辞看!李新平
不像一位慈善工作者! 更像一位
$官老爷%) 他所说的话实在太缺

! ! ! ! 据媒体报道!日前一严重窒息
女婴在奉贤中心医院产科降生!因
家属放弃治疗!女婴 # 小时后不幸
去世, 有人谴责家属太过冷漠!也
有人理解他们的做法!认为不能再
用道德杀孩子的家属! 在生死关
头!家属只能用理智战胜情感,
婴儿在出生过程中发生严重
窒息并非个案! 医学上对此有严
格的新生儿测评标准! 被评价低
于 & 分的婴儿存活概率低! 即使
存活也可能因脑部损伤导致智力
问题或脑瘫!如果施治!将面临很
大的不确定性和巨额的后续治疗
费用, 这也是部分网友表示理解
的主要原因,
但从情理上看! 眼看着一条
生命无助死去! 却不采取任何挽
救措施! 依然是人伦悲剧, 一方
面! 严重窒息婴儿并非个个都无
法救活!有的婴儿不但活下来!而
且没有后遗症,另一方面!一些病
人罹患绝症!无望治愈!但家人依
然不惜代价继续施治, 这些看似
$不理智%的行为!体现的是对生
命-亲情的尊重,
当然! 社会保障制度应在其
中起到积极作用! 提供一定的保
障措施! 让遭遇不幸的家庭有机
会选择不放弃治疗, 从社会慈善
发展来看! 也需要培养一批社会
组织!提供专业化的后续护理-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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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听说过 0笨猪肉%0笨鸡蛋%0笨
豆油%吗# 知道这些被冠之以0笨%的
食品!是用什么0笨办法%生产-制作
的吗# 坦白说!此前我未曾听说过!
所以感觉新奇&
据说!东北农民管0绿色食品%
叫做0笨 55%!以自己的0笨功夫%
0笨办法%将其重新送入市场& 一家
豆油作坊的老板称+0我家的豆油选
用的都是正宗的东北大豆! 非转基
因!采用的是冷榨法!就是笨方法!
豆油里也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所以
保存的时间不能太长! 但是吃起来
安全健康!卖 6 元钱一斤!比普通豆
油贵! 周边农民和城里一些单位食
堂都来这采购& %
0笨养猪%0笨养鸡%0笨榨油%2*
早已集体化-规模化-机械化-工业化
的食品生产-加工!如今何以会$倒退

慰服务! 切实减轻普通家庭的负
担,这样的社会支持!既是对小生
命的关怀! 也是对不幸家庭的巨

大安慰,同时!也能培育全社会对
网
生命的敬畏, （新民网评论员，
址 !!!"#$%&'%"(%）

!天水费"
! ! ! ! 天上下雨地下流#你交钱来我吸油$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某村
被曝收取农民种地的!天水费"$ 县水利局负责人回应#网友反映的
!天水费"应该是水库灌溉农田的水费#水利局从来没有收取!天水
费"的要求#将调查巧立名目吸取百姓油水的行为$
天呈 画

!奇葩的哥"
的启示
邵宁
! ! ! ! 这几天在微信上看到一则趣闻+
0奇葩啊! 这是上海一个出租车里的
装置!& 个移动终端!一个联想 '()*+!
两个酷派手机! 最左边还有一个是出
租公司的! 前三个里面装有十五六个
叫车应用!车内无线 ,-.- 环境!还有
一个扩音器!装了这些设备后日增收
入 /%0 元!节约油费 %0 元!获各种应
用终端奖励月均 #000 元1 %
昨天新民网设法找到了这位0奇
葩的哥%& 原来!他是位有十多年经验
的四星级驾驶员!姓陈& 尽管最新报
道称!为了安全行驶要求!他已拆除
部分装置!但这位司机的举动!却给
人不少0正能量%的启示&
启示之一+ 高科技就是生产力1
我帮陈师傅算了笔账+日增收入和节
约油费!一增一减 #00 元!以每月工
作 1% 天计算! 一个月就是 '000 元!
加上应用终端奖励费 #000 元! 每月
增收 %000 元1 他还是四星级的老驾
驶员!原本开车收入不低!总收入肯
定远超万元1
启示之二+再平凡的岗位也需要
激情& 原以为!0奇葩的哥%是位年轻
的哥!说不定还是 20 后!没想到陈师
傅已经 &2 岁了& 但是!他并不拒绝新
事物!还敢于尝试& 他在接受采访时
说!0我相信!我们驾驶员虽然文化层
次不高! 也有必要与时俱进%! 这一
切!源自对岗位的热爱!对工作的激
情!这种职业精神让人敬佩&
启示之三+大学生就业不妨学学
0奇葩的哥%& 今年大学生就业难!难
就难在0白领情结%和家长的过度呵
护& 为何不能换一种思路!将普通蓝
领岗位作为人生的0第一份职业%!先
干起来再说!比如出租车司机# 干得
好!生命同样出彩)干得一般!再找别
的不迟!至少比在家0啃老%强& 我和
不少的哥交谈过! 只要认真开车!每
月四五千元是有保证的& 如果进入小
企业!起薪也不过 '000 元& 至于工作
辛苦!哪一行都一样!要想轻松挣钱!
大概只有睡梦中&
现在出租司机行业 0青黄不接%!
而大学生综合素质高! 懂外语! 会动
脑!如果加入这一行列!定会赢得乘客
青睐& 如果有了一批0知识型的哥%!陈
师傅便不会成为一枝独秀的0奇葩%&
当年! 以 "34 思路开出租车的
臧勤曾被微软等知名企业请去上课&
我认为!现在的上海高校!也不妨请
陈师傅给毕业生上一堂就业指导课&

!笨豆油"的无奈与倒逼
怡然
复旧%$返璞归真%了#毋庸讳言!这是
被食品安全危机$倒逼%出来的,老实
说!真羡慕这些$笨人%$笨法%做出来
的$笨食品%啊1 先不说是否好吃!首
先是让人舒坦-放心,
民以食为天!天以安为先, 这些
年多少食品安全的公共事件连连发
生!没完没了!令人担惊受怕-无所
适从!农村的乡亲们还能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吃上$笨食品%!城里人可
怎么办呢# 前不久!有两位分别定居
英伦和北美的朋友! 原打算回申城
探亲访友!不料启程前夕!接二连三
地获悉黄浦江里氽死猪- 禽流感导
致不敢吃鸡鸭鸽子- 老鼠肉被当作
羊肉卖- 有毒生姜流入市场**竟
不约而同地吓得退掉了预订的机

票, 说他们风声鹤唳-反应过度吧!
真有那么一点!可是!这也并非全然
无缘无故无厘头啊,
曾几何时! 人们要为吃的安全
性不时忧虑操心!而$良心哥%因做
$良心油条%成为新闻人物!星级宾
馆组建$良心油条联盟%被当做新闻
报道!可见$本分%与$非分%如何被
异化! 常态与非常态怎样错了位,
$高人%鬼迷心窍-不择手段谋财害
命)$笨人%为自卫!求放心!自食其
$力%!自产自销, 唉!连$聪明%与$愚
蠢%的内涵和外延也竟遭颠覆1
国产婴儿奶粉被三聚氰胺折腾
得一败涂地-一蹶不振!既令奶制品
业元气大伤!更丢尽了中国人的颜面!
教训惨痛!刻骨铭心, 而不姓$安%的食

品令国人时时处于不安心不放心的状
态中! 所造成的伤害岂能仅以金钱估
量# 前几天!李克强总理谈及食品安全
事件时严厉表示+$重拳方有效! 重典
才治乱! 要让犯罪分子付出付不起的
代价, %食药监总局的官员也发狠话!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将令谋财不惜害
命的人$倾家荡产-人头落地%, 上海则
将决心细化为实招!.#01' 年市委-市
政府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推进方案/以 2
个方面 #6 条的举措!确保$最严的准
入-最严的执法-最严的监管-最严的
处罚-最严的问责%的落实,
许多时候!$笨功夫%$笨办法%
本质上就是真功夫-实办法, 唯愿这
种民间无奈的$真%与$实%倒逼出全
国食品安全的新景观-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