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博论战

袁立邱启明互掐

事件起因是8月5日袁立发表的一篇微博。

袁立在微博中质疑天使妈妈基金会，称她于7月

1日汇钱，7月13日询问捐助对象情况，天使妈妈

基金给她回复了一个链接。她称，点开7月13日

收到的链接时，发现页面内容中写着“7月29日，

宝宝术后第12天，宝宝重生”。袁立质疑，“13日

已经知道29日发生的事了！ 怎么23日又在募

捐？”看袁立截图，确实出现了7月13日的时候出

现“7月29日”这种“穿越”的措辞。

天使妈妈基金在第二天回复，“袁老师您

好，这个孩子一直是我们天津在做救助，一般情

况是周二采集孩子资料， 根据志愿者时间周二

夜里或者周三更新到网站（我们全部是业余时

间做救助），至于孩子情况您如果需要，我可以

把医生和家长电话给您， 再次感谢您对孩子的

爱，感恩您对我们的监督。”

事情并未因为解释而结束。8月6日下午，袁

立发微博@天使妈妈的理事， 著名主持人邱启

明，请他帮助探究天使妈妈基金会的财务问题。

邱启明在微博进行解释后，称这是“一场为爱而

产生的美丽误会。”不过，袁立似乎并不满意，紧

接着发三条微博质问， 两人的网上论战随即掀

开，一直持续到昨日凌晨。对于袁立的质疑，邱

启明发微博称，“你不仅有妇人之仁， 还很会咄

咄逼人。”并称“你置顶的微博早已戴上有色眼

镜， 只顾体现自己的正义， 把对手当成有病之

体。”袁立也并不示弱，称“每个人都有说话的

权利……倒是你的几篇微博针对我用词不当，

是否应该自己审视下，绅士？”

两点质疑

袁立称筹集善款数额“缩水”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分别致电袁立和邱启明，

不过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登录

“天使妈妈”网站，可以查询到，捐款人“袁莉（袁

立原名）”在今年6月9日到7月1日，共向孙宁吉、

陈佳奇、阿布都热扎克、张乾隆等四名受助人，捐

款共计32000元。

梳理袁立在微博上的质疑，有两点。第一点

质疑是“捐助进展链接的穿越”。即她在7月13

日询问捐助对象的救助情况， 天使妈妈基金回

复的链接中，页面内容却写着7月29日，宝宝术

后第12天，宝宝重生。因此，她质疑，“13日已经

知道29日发生的事了！ 怎么23号又在募捐？”对

此，“天使妈妈基金” 在微博上回复称：13日发

给袁立的是“患儿的救助链接”，而链接内容、

救助进展是每周更新的，链接是固定的，救助进

展是及时更新的。也就是说，虽然链接是13日收

到的，但在之后点进去，里面的内容是会有更新

的，会显示13日之后的内容。

袁立的第二个质疑， 是天使妈妈基金总筹

集善款数额“缩水”。袁立称，8月6日，天使妈妈

告诉她，一位受助人得到的总筹集善款是23940

元，但在6月30日，天使妈妈基金发给她的一份

明细中显示，那时，通过三个筹款平台已经为这

名患儿筹集到了29405元。袁立质疑，为何8月6

日的总额倒比6月30日时，少了约5465元？

天使妈妈基金的解释是，6月30日那份明细

中的29405元，是三个捐款平台———微博、支付

宝、天使妈妈网站的总和。截至8月6日，三个平

台的捐款数额都有所增加， 总额是45700多元。

那么，“23940元”这个数字是什么呢？天使妈妈

基金的回复中称， 三个捐款平台中， 目前只有

“天使妈妈网站款”到账，数额是23940元，使用

善款24935.3元。

周筱赟加入

将实名举报“天使妈妈”

昨日， 这场针对公益的论战又上演了戏剧

性一幕。袁立在微博自曝，称自己的微博内容空

白，看到不到互动内容和内文，疑似被禁言。袁

立和邱启明的这场公益之争告一段落。 不过对

于“天使妈妈”的质疑，又有“新人”参与了进

来。 一直坚持举报李亚鹏嫣然基金的周筱赟昨

日也转发了袁立的相关微博， 周筱赟称，“天使

妈妈”有很多问题，他将向北京市民政局、北京

市民政综合执法监察大队实名举报 “天使妈

妈”涉嫌违规、违法的事实。

其实早在2013年年初， 周筱赟就在个人微

博爆料，称“天使妈妈”私设小金库,不入公账用

私人账户接受捐款，涉嫌侵吞大量善款。当时，

“天使妈妈”也在微博上给予了相应的回复。

据媒体报道，“天使妈妈”发起人之一邱莉

莉表示， 天使妈妈基金从2005年至2012年期间

确实通过私人账户接受了捐款，对于质疑，也将

公开向社会征集有审计资质的第三方,签署审计

协议出具审计报告,以证自身清白,同时向周筱

赟发出参与对账和审计的邀请。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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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21：10，浙江卫视第三季《加多

宝中国好声音》进入第四周，红色转椅再

度起航， 导师分班吹响收官号角。“三朝

元老”那英发力，怒揭坤哥“黑历史”：

“我忽然想起来， 你小时候挨揍的场

景。”坤哥忍无可忍奋起反击，祭出银手

指“法器”：“一般人我不拿出这个来，

为了你，我要再拿一次！”为了争抢心仪

学员， 那姐“求嫁女”， 男导师们纷纷

“喜当爹”。昨日记者更是获悉，加多宝

成功入选“2014年APEC会议官方唯一

指定饮品”。可以预见，这个夏天，由加

多宝好声音V罐引发的热潮将从国内蔓

延到国际，带动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日前，第三季“好声音”人气学员陈

直和张碧晨来蓉亮嗓。 身为成都人的陈

直，一唱起大家熟悉的《私奔》就迅速将

现场气氛点燃。陈直说，之所以加入汪峰

战队放弃齐秦导师， 是因为汪峰是自己

的偶像。 天津女孩张碧晨在好声音舞台

上以一首《她说》赢得四位导师转身后，

除了因声音独特一炮而红， 还因为曾前

往韩国当练习生、 以女团Sunny� Days成

员之一出道的经历，让其备受关注。“希

望回来得到大家的认可。”今晚，来自四

川大凉山的彝族学员楠杩子呷勇敢地选

择了一首并不为大众所熟悉的歌曲———

《一朵云》，质朴的声线唱出了与众不同

的意境。没有完美的唱歌技巧，也没有华

丽的编曲， 貌不惊人的楠杩子呷自然而

朴实的歌唱感动了所有人。

在收视的一路飙升与销售的一路

火爆之外，加多宝的世界好声音亦同步

唱响。 凭借加多宝18年专注与创新，为

整个凉茶行业竖立了标杆，同时也确保

了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品质预期和现

实体验， 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同

时， 也赢得了APEC会议对其正宗凉茶

的青睐。2014年8月4日， 凉茶领导者加

多宝与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北京

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签订

合作协议， 成为2014年APEC会议的特

别赞助商， 并摘得2014年APEC会议官

方唯一指定饮品的殊荣。

今年是APEC会议时隔13年重回中

国主办，世界舞台核心的中国力量为全

世界所瞩目。 能够荣幸入选世界级的

APEC会议官方唯一指定用品， 意味着

加多宝得到了世界级的认可。作为环亚

洲太平洋地区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区

域性经济组织，APEC这一大平台，将有

助于加多宝把中国传统凉茶文化输出

到世界，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壮大民族文

化软实力的最强音。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陈椰琳

尽管有些争议，但袁立与邱启

明都是口碑还不错的公众人物。至

少从他们以往的公开表现来看，这

是两个性格都“嘎嘣脆”的人物。

袁立进入表演行业以来，出彩

的角色都是率性聪明又霸道的小

女人：从《永不瞑目》中的欧阳兰兰

到《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杜小月。

这与她本人的性格不无关系。此前

袁立在微博上一直是一个 “狠角

色 ”，喜欢发声 ，喜欢讨公道 ，喜欢

打嘴仗。她曾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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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星假正经、脸皮厚、无耻炒作、英

语有乡音 、 装国际范儿等 “七宗

罪”； 即便自己被拍到礼服下内裤

毕现，也敢说“不是我太胆大，是有

些人太胆小”； 当有人爆料她被邓

婕扇耳光，她问张国立，“怎么处置

这帮狗奴才？”

而邱启明，离开央视前是人气

最高的新闻主播。他轻松诙谐中不

失讥诮， 出现口误也不显紧张，不

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敢想敢

说 ：在直播中打断官员的 “官样废

话”，说我只关心汛情；在温州动车

追尾事故后连续发问并评论说 ：

“中国 ，请你放慢脚步 ！”后来更是

在微博上批评央视评论部无用，怒

斥制片人是傀儡，引发网友无限猜

想同时也收获了无数好感。

两个如此性格的人，以前可能

没什么交集，但这一次碰上了。这件

事原本很简单。袁立作为捐款人，捐

了钱跟踪一下款项去向， 是很正常

的事情。而面对质疑，作为基金理事

的邱启明挺身而出， 帮着辩解和说

明，也很正常。可是，一个爱较真的

傻大姐儿， 碰上一个为了维护基金

名誉的直言者， 再加上打字沟通是

一件困难的事情， 极易产生理解的

不对称，最终演变成一场骂战。

网络在传扬善， 但网络也在放

大我们每一个人的恶。 一开始，袁

立与邱启明都还客气理智。一个对

另一个说 ：请稍等 。另一个回复这

一个说 ：感谢回复 。可是这场邱启

明所谓“为爱而产生的美丽误会”，

一来二往 、绕不清楚之后 ，戾气便

开始升腾 ，言辞之间 ，越来越气急

败坏 。而此事尤其无解的是 ：捐款

者理直气壮（就显得“咄咄逼人”），

做公益的人更是正义傍身（就成了

“语言攻击”）。

互联网对我们的其中一个影响

是，质疑变得容易，也变得轻易，因为

制造假象也变得容易， 更变得轻易。

人们已经习惯于相信自己相信的部

分，不屑于对方的辩白，但又尚未学

会伴随着不同的声音做事。 于是，公

开的争吵变得随意，与日俱增。

慈善，本是好事，但慈善在眼前

的中国，似乎是最容易招惹麻烦的

事情 。本质上 ，两人都是为了孩子

好 ，都是在做善事 ，现在却站成了

敌对的两边，不管是不是好心办坏

事，都是对慈善本身的伤害。

所以我们说慈善要透明， 是指

一切款项的来源去向公开， 而不是

像现在这样，公开地脸对脸吐唾沫。

从好声音收视三连冠到携手APEC�加多宝好声音V罐成今夏焦点

今晚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再掀高潮

继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总导演之后， 张艺谋将再度结缘奥运。

昨日，跨界主持“中国影响力”青年导

演剧情短片创作季发布会的央视体育

频道主持人张斌透露， 张艺谋将执导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申奥片。张艺谋随

后表示，他有意从参赛的青年导演中选

人加入自己的团队，共同参与申奥片及

以后电影大片的拍摄。

由电影频道主办的 “中国影响

力” 青年导演剧情短片创作季邀请张

艺谋、成龙、王蒙等文坛、影坛的大腕

助阵， 誓要将有才华的青年导演都招

入麾下。令人意外的是，这场跟电影界

息息相关的发布会却邀请了央视体育

频道的张斌担纲主持。 张斌在现场提

到，离北京、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

奥会的最终投票时间还有不到一年的

时间了， 申办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低

调，却很扎实。他还透露，本届青年导

演剧情短片创作季艺术总指导张艺

谋， 将执导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申奥

片，并暗示一旦北京申办成功，张艺谋

或将再度挑起冬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的重担。 随后上台的张艺谋没有对张

斌之前的说法提出任何异议， 反而透

露他有意从参赛的青年导演中选人，

为自己的团队补充新鲜的血液。“我希

望这次大赛中我看中的青年导演能够

加入我的团队， 共同为奥运出力。当

然，后面还有拍大片的机会！”至于具

备什么样素质的青年导演才能入他的

“法眼”？张艺谋透露：“这个活动原本

叫做青年导演短片创作季， 是我特别

提议加了‘剧情’两个字。因为电影是

需要讲故事的， 而导演是一部电影的

核心，我们需要会讲故事的创作者。”

张艺谋日前一纸诉状将前合作伙

伴张伟平的公司新画面告上法庭，要求

其支付 《三枪拍案惊奇》 的票房分成

1500万元。即便抛出再度结缘奥运这样

的消息，也没能浇灭媒体对于二张官司

的兴趣。发布会结束后，张艺谋在工作

人员的护送下匆匆离场，大批记者一路

跟随到酒店门口，其间不断发问关于官

司的问题，张艺谋全程满脸笑容，但一

句话都不回答， 只是加快脚步走向车

门。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挑选青年导演“入伙”

张艺谋将执导冬奥申奥片

公众人物应少一点戾气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袁立质疑“天使妈妈”

引发与邱启明微博舌战

邱启明与袁立

微博对战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成都商报记者 彭志强

陈谋 实习生 刘婧如

2014年

老舍文学奖

获奖名单

长篇小说奖：

� � � � 徐则臣的 《耶路撒

冷》、林白的《北去来辞》

中篇小说奖：

文珍的 《安翔路情

事》、 蒋韵的 《朗霞的西

街》、 荆永鸣的 《北京房

东》、格非的《隐身衣》。

戏剧剧本奖：

� � � �万方的话剧《忏悔》、

李静的话剧《鲁迅》

老舍文学奖为何更名？

北京市文联：

今年老舍文学奖遇到了不少困难

据公开资料显示，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

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主要

奖励北京作者的创作和在京出版、发表的优秀作

品，每两至三年评选一次。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

文学艺术方面的最高奖励，与茅盾文学奖、鲁迅

文学奖、 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

张洁、凌力、铁凝、刘恒等名家均在前四届老舍文

学奖中获奖。《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

子》《士兵突击》《宰相刘罗锅》《盲井》等都是

根据获奖作品改编而成的热门影视剧。

按照传统，今年应该是第五届老舍文学奖，

但今年的名称上就模糊处理成了 “2014年老舍

文学奖”。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称：据北京市文

联相关人士介绍， 本年度的老舍文学奖改由北

京作家协会、北京戏剧家协会、北京老舍文艺基

金会联合主办。 资金的问题将寻求别的途径解

决，获奖作家颁发奖牌，往年颁发的奖金今年暂

时没发，至于未来能否颁发奖金，没有确切的说

法。另据《京华时报》报道称，北京市文联党组

书记陈启刚表示， 尽管今年的老舍文学奖遇到

了不少困难，他呼吁各方继续支持该奖项。

到底有没有发奖金？

北京市作协：

发奖多重要，奖金有什么重要的？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北京老舍文艺

基金会询问到底老舍文学奖有没有发放奖金，

工作人员说：我们不好回答你们的问题，可以去

问问作协。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了北京作

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升山，被问到奖金没有

颁发给获奖者的情况是否属实时，王升山说“文

学奖办得挺好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为什

么揪着奖金的事情，发奖多重要啊，奖金有什么

重要的？”

老舍之子舒乙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先是表示“不清楚今年老舍文学奖有无奖

金一事，奖金一般情况是保密的”，后又表示其

实老舍文学奖“奖金有的是，只是未拨款”。

奖金发放是否重要？

获奖作家：

有奖金当然好，没奖金无所谓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采访了第三届老舍文学

奖优秀长篇小说奖获得者阎连科， 了解到2005

年阎连科凭借《受活》荣获了第三届老舍文学

奖优秀长篇小说奖的荣誉，得到了3万元奖金。

而在2008年2月，第四届老舍文学奖奖金大

幅提高， 该奖项成为当时国内纯文学奖中奖金

最高的奖项。 时任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秘书长

的傅伟在当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第四届老

舍文学奖在奖金的设置上比任何一届都高。其

中，优秀长篇小说奖1部，奖金从3万元提高至5

万元。优秀中篇小说奖两部，从1万元提高至2万

元。优秀戏剧剧本奖1部，奖金为3万元。

然而时隔6年后，第五届老舍文学奖不仅模

糊处理成了“2014年老舍文学奖”，而且这次没

有给获奖作家颁发奖金。获奖作家怎么看？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凭借《隐身衣》

获得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家格非。 格非证实只

领到奖杯和证书， 没有领到奖金。“没有人提奖

金，或者补发奖金的事。我觉得老舍文学奖奖励

我就是一种认可。 有奖金当然好， 没奖金无所

谓。”获奖作家徐则臣也证实他的确没有领到奖

金。“奖金的确还没有发。 我也不太清楚主办方

操作程序。钱不是问题，我觉得更应该关心在当

前语境下，怎么更好地扶持文学，给文学寻找一

种出路。”

老舍文学奖是否差点被取消？

老舍之子舒乙：

这是一个荒诞闹剧

在前天举行的2014年老舍文学奖颁奖礼

上，最让人惊讶的无疑是老舍之子舒乙放言：老

舍文学奖差点被取消。 老舍之子舒乙作为家人

代表在颁奖仪式上发言， 比较意外的是他突然

情绪激动地透露， 曾有人通知他老舍文学奖要

被取消。 这让舒乙非常震惊， 他赶忙写了一封

信， 陈述了老舍文学奖创办的初衷以及发挥的

作用， 希望保留已经成为北京文化名片的这个

奖项。 他也希望这个奖项能够继续得到政府的

重视，各界共同努力办好。

昨日， 老舍之子舒乙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对于“老舍文学奖差点被取消”一事一

直不愿多谈。但是说到激动处，舒乙又表示：“这

是一个荒诞闹剧。所谓整顿文学奖项，不知是谁

在上报审批过程中，层层审批，老舍文学奖竟然

被取消了。所以我给上级部门写信反映，最后还

是确定把老舍文学奖继续举办下去。 这个波折

最终过去了。8月6日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也表

示，一定要把老舍文学奖办下去。”

一说未发奖金，一说差点取消。老舍文学奖

到底经历了什么困难？对此，北京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秘书长王升山却表示“没有什么困难”。

成都商报记者追问他怎么看作协第一次主办老

舍文学奖， 王升山表示：“作协第一次成为老舍

文学奖主办方，是出于本职工作，不要有什么别

的解读”。他还表示“有困难我们解决就好了，

不会办不下去的，总会办下去的，好的奖项我们

会继续支持下去，放心吧。”

“你不仅有妇人之

仁， 还很会咄咄逼人。”

“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

……倒是你的几篇微博针

对我用词不当， 是否应该

自己审视下，绅士？”继在

微博上为演员讨要社保，

炮轰国内的演员工会是摆

设后， 女演员袁立又对公

益组织“北京天使妈妈慈

善基金会”的募款、捐助

工作提出质疑， 并和基金

会的理事， 著名主持人邱

启明在微博上掀起了“舌

战”。昨日，两大名人的论

战正在火热之际， 一直坚

持举报李亚鹏嫣然基金的

爆料人周筱赟也参与了进

来， 表示将向相关部门举

报“天使妈妈”涉嫌违规

违法的行为。

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谓皆大欢喜，至今还让莫言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前天在北京市文联礼

堂举办的“2014年老舍文学奖”，却意外地引人关注。老舍之子舒乙作为家人代表在颁奖仪式上发言时，他突然情绪

激动地透露，曾有人通知他老舍文学奖要被取消，他赶忙写了一封信，最后保留住了这个奖项。更让人惊讶的是，原本

应是“第五届老舍文学奖”变更为“2014年老舍文学奖”，今年获得老舍文学奖的作家全部没有奖金。作为中国四大

文学奖之一的“老舍文学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动？老舍之子舒乙为何要说老舍文学奖差点被取消？前天到场领奖

的老舍文学奖得主是否真的没有获得奖金？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多个渠道调查采访证实，今年的获奖作家的确没有

领到奖金，而“老舍文学奖”的确遇到了难以言说的困难。

楠杩子呷

性格直率的袁立和敢于直言的邱启明因为公益打起了口水仗

老舍文学奖改由北京作家协会、北京戏剧家协会、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联合主办

老舍文学奖 发奖不是问题

问题是没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