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浇冰水得悠着点

中医专家：

易造成头痛睡眠质量下降

“冰桶挑战活动的形式要求，参与

者将冰水从头浇到尾， 头部乃人体之

首，掌管着人体的一切活动，头部健康

与否决定着人体其他各部位的健康状

态。”四川中医院胃病中心的中医专家

周瑞认为， 挑战冰桶存在一定的风险。

他告诉记者， 中国人以蔬菜谷物为主

食，体质与以肉食、面食为主食的外国

人相比较弱。而冰水淋至头顶，易伤害

人的阳气，体内淤血不易清除，容易造

成头痛和睡眠质量下降。若女性遇到经

期参与此活动，容易造成痛经和子宫肌

瘤；体质虚弱者，还易伤到脾胃，造成肠

胃消化吸收问题。

从头部猛地浇下冰水， 还会刺激脑

部血管，引起血压的瞬间升高，心跳迅速

加快。对于健康的年轻人来说，偶尔进行

这样的“醒脑”并没有多大问题，因为头

部是人体最耐冷的部位。 但本身具有高

血压、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这种

挑战还是得“悠着点“。尤其是天气比较

热的时候，本身脑血管就会扩张。如果在

这个时候用冷水冲头，脑血管迅速收缩、

痉挛，容易导致头疼，而血压的波动会造

成心脑血管的损伤， 严重的还可能引起

颅内出血、脑卒中、心肌梗塞等。

成都商报记者 刘文藻 综合现代快报

“冰桶挑战”在全世界范围内火了。

除了提高人们对ALS （俗称 “渐冻人

症”）的认识及帮助美国ALS协会筹得超

过2000万美元捐款外，冰桶挑战更大的意

义在于：它用技术手段为全球慈善募捐业

树立了一种新模式。

给传统慈善业的冷水

美国媒体报道称，冰桶挑战打开了慈

善捐赠的大门。“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突

破，”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总裁兼CEO

梅丽莎·贝曼说道，“它是为一种正在进

行中的情况筹集大量资金，而非是在一场

突如其来的危机或自然灾难发生之后。这

是一种根本上的改变。我认为这应当引起

非营利性机构的注意。”

自“慈善之父”安德鲁·卡内基125年

前在其 《财富的福音》 一书中首次引进

“现代慈善”的概念之后，这一让人向慈

善机构捐款的行业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大

多数非营利机构的募捐方式基本都是三

步走：找到一些富人，电话或邮件恳请其

捐款，然后举办宴会、马拉松等类似活动

以便扩大募捐范围。

而“冰桶挑战”，却为这种传统模式

泼了一盆冷水。慈善机构现如今可利用社

交媒体寻找到更多募捐者，而非将目标仅

盯在少数富人身上。他们可以找到更具创

意和更有趣的方式来提高人们对某件事

情的关注和认识。

给非营利组织的一课

贝曼称，“冰桶挑战”之所以成功，是因

为它将真实、触觉和趣味———将冰水从头浇

下———以及社交媒体和网络数字化结合到

了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结合。”

此外，还有人表示，从这场活动的成

功中，非营利机构还应学会减少对所传递

信息和捐赠者的控制欲。虽然美国ALS协

会支持“冰桶挑战”，并在其网站上提供

信息和募捐链接，但它也让冰桶挑战者和

捐赠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并发起自己

的挑战。

“有时候非营利组织的控制力太过

强势，”美国克里斯托弗协会的网络社交

媒体市场经理迈克尔·多尔蒂说，“这次

游戏告诉他们的是，应当知道如何按照彼

此的想法进行交流。”

而在中国罕见病公益组织瓷娃娃罕

见病关爱中心公共参与项目官员孙月看

来，“冰桶挑战” 改变了传统慈善煽情赚

眼泪的模式。她说，例如拍摄宣传片的传

统公益模式是比谁更惨，通过展现他人的

痛苦赢得同情。但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尊

严，他们从毫无症状到发病后期，整个人

的外形和心态都会发生巨大落差。用冰桶

挑战的模式传递公益， 就避免了上述困

扰。 社交网络的传播让参与的人越多，政

府也就越重视，就越有利于罕见病的关注

治疗。

有人忧心

慈善成了表演

不是长久之计

但部分人担心，“冰桶挑战” 一战成

名后可能引发太多的非营利性机构去仿

效这种模式。有人表示，“冰桶挑战”更多

意义上变成了一种愚蠢的表演，而非宣传

ALS知识。还有部分人称，捐献活动的一

时之热，不如一群坚定的捐款者长期捐赠

更为有价值。

美国财富&给予论坛机构主席戈恩·

麦克唐纳德称，“冰桶挑战” 游戏还可能

起到反作用，因为关于一种疾病的严肃话

题被埋没在所有的表演和视频中。更有部

分人批评冰桶挑战者只是为了享受冰桶

“湿身”的乐趣而非真正为了捐款。戈恩

说道，“一件严肃的社会问题应当能够立

足于其本身的价值上。问题是这种做法是

否真正能代表慈善的精神和善意”。

戈恩称，“我还是坚持认为， 非营利

性机构需要的是持续的资金流。最好的办

法就是有一群坚定的捐赠者长期付出努

力，而非仅凭一时之热或某个活动吸引了

大家的眼球。”

综合人民网报道

不知道源于什么契机，在中国，最先

将“冰桶挑战”带热的，不是娱乐大腕，

也不是体育明星，而是一群IT大佬们。

这场类似游戏的慈善接力， 看起

来简单， 有效， 但在病毒式传播的背

后，则是一张关系大网。让我们在热闹

的背后，看看这张大网里，掌握了足够

财富和话语权的大佬们， 都有些什么

样的朋友圈。

从雷军开始，转战中国

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微博宣布接到

了来自DST老板尤里米尔纳夫妇发出

的冰桶挑战， 成为该活动的首位中国

应战者。两人实际上是合作关系，早在

2011年圣诞之下， 国内传闻新浪微博

获DST约2亿美元投资之际，雷军在微

博上爆料称， 小米科技已获得DST老

板“yuri”个人身份投资。

雷军挑战的三人分别是刘德华、

李彦宏及郭台铭。 刘德华是首位被点

名的华语娱乐圈人士， 而雷军与华仔

的公开交集， 应是源于2013年11月的

一场同台演讲， 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名

为“将人生变成战场”的跨界对话。对

话中， 雷军称自己大学时代的偶像就

是刘德华。

一加科技创始人、 原OPPO副总

经理刘作虎则另起炉灶。 他点名的三

位，分别是周鸿祎、罗永浩和刘江峰，

后两人的身份分别是锤子科技创始人

和华为荣耀业务部总裁， 而周鸿祎和

刘江峰又不约而同地点了黄章———魅

族科技创始人，这几个大佬站一排，几

乎就是国产手机的半边天。

昔日冤家，“一浇泯恩仇”

周鸿祎点了三个人， 投资人徐小

平、魅族创始人黄章以及腾讯CEO马

化腾。

2010年， 几乎全国网民都围观过

360与QQ的一场恶战。 众所周知，腾

讯QQ和奇虎360是国内最大的两个

客户端软件之一。这场恶战一开始，腾

讯推出QQ电脑管家，涵盖了360安全

卫士的所有主流功能，遭到360强力反

击， 发布直接针对QQ的 “隐私保护

器”工具，引起网民对于QQ客户端的

担忧和恐慌， 这场竞争最终演变为腾

讯要求用户在QQ和360之间二选一

的激烈行为，双方互诉，甚至引发工信

部介入。

2011年第十届中国互联网大会

上，周鸿祎亲口说，自己和腾讯CEO

马化腾喝了很多酒， 做了很多交流。

“我们对行业做了很多反思， 希望良

性竞争、公平竞争。希望这个行业有大

公司，也要有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和创

业公司。”对此，媒体解读为“一醉泯

恩仇”。

虽然雷军和周鸿祎在这场冰桶挑

战中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两人的关系

也值得交代。两人在业界有“雷布斯”

和“周布斯”之称，当年雷军与马化

腾、李彦宏站成了一排，结成了反360

联盟，两位“布斯”几乎老死不相往

来， 但在2013年央视财经春晚的录制

现场，两人不仅“偶遇”，还共尽一壶

红茶之后“依依作别”。

小伙伴，你被点名了！

雷军点了郭台铭，很简单，小米是

富士康国际的客户。 在2013年苹果

“劈腿” 订单分流重击富士康的敏感

时机，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拜访小米，并

与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展开会谈，双

方还一同合影。 此前， 雷军在台湾之

时，也曾拜访郭台铭。

优酷土豆CEO古永锵是另一位

冰桶挑战的主动发起者。8月17日晚，

在土豆第七届映像节活动接近尾声

时，他自浇冰水后，向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长马云、 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及在

场的土豆CEO杨伟东发起邀约。

古永锵一直宣称， 在中国互联网

界自己最欣赏马云。 互联网圈有媒体

报道过这么一个段子：1999年初的一

天，古永锵刚到搜狐当CFO，通过猎头

面试COO的候选者。在上海，来了一

个面试者。 谈了一个多小时后， 那人

说：“我听说过你， 我就是想跟你聊

聊，我肯定不会来（搜狐）的，我准备

开一家公司叫阿里巴巴……”

今年4月28日，中国最大的视频网

站优酷土豆集团宣布， 引入中国最大

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和马云参股的云

锋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媒体称，这是

一次“等了15年的握手”，古永锵最终

和马云成为了合作伙伴。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实习生 胡琴

冰水淋头

浇出中国富豪明星朋友圈

冰桶挑战

众明星上演爱心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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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桶冰水，

浇醒慈善业

目标群

慈善机构现如今可利用社交

媒体寻找到更多募捐者， 而非将

目标仅盯在少数富人身上

趣味

他们可以找到更具创意和更

有趣的方式来提高人们对某件事

情的关注和认识

互动

从这场活动的成功中， 非营

利机构还应学会减少对所传递信

息和捐赠者的控制欲

尊严

“冰桶挑战”改变了传统慈

善煽情赚眼泪的模式， 让患者能

保有自己的尊严

改变125年悲情慈善史

冰桶挑战，让人“玩”着捐款

透视

争议

视线

提醒

“冰桶挑战”这样玩

活动由

ALS

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公益协会发起

拿桶冰水，从头淋下

“冰桶挑战”的火爆程度不言

而喻， 如果全球的人都来参与这一

活动需要多长时间呢？ 美国一家媒

体给出答案———22天。这时参与者

的总共人数将超过70亿。

急需关注的

不仅是渐冻人

由中国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设立

的瓷娃娃罕见病慈善基金会，18日发起

“冰桶挑战”及对罕见病的募捐活动，截

至发稿前，募捐活动已筹集善款约147万

余元。 其中最大一笔为万达集团董事长

王健林之子王思聪捐赠的100万元。

关爱中心公共参与项目官员孙月

说， 这些款项不会直接用于罕见病人的

疾病治疗，而是支持并培养罕见病病友，

或者帮助他们发出自己团体的声音。孙

月说， 病友们通常都会有自己的QQ群

或微信群， 目前规划这些款项用于培训

病友对病症的了解。

“渐冻人症”是一组神经元疾病的

俗称。身体像是被冰冻住，今天是腿，明

天是手，最后蔓延到手指。患者大脑、脑

干和脊髓中运动神经细胞受到侵袭，肌

肉逐渐萎缩无力以至瘫痪。 而这种疾病

最残忍的地方在于， 它只会令病人失去

行动能力，并不影响智商等认知能力，病

人能听能看，甚至能感觉疼痛，但依然是

“清醒的植物人”。

渐冻人症目前仍是不可治愈的绝

症，至今为止只有1995年美国FDA批准

的唯一一种有效药物利鲁唑，可在一定

程度上延缓病程，但也只有2～3个月的

效果。 目前中国有渐冻人20万人左右，

而瓷娃娃关爱中心服务的案例只有20

多例， 由于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

加之高昂的治疗费用及生活费用，很少

有患者能得到长期的治疗，生命维持起

来都很困难，最致命的是控制呼吸的肌

肉萎缩，最终因呼吸困难离世的患者占

大部分。

关爱中心及瓷娃娃基金会于2008年

成立， 国内也有许多病友组织起的类似

组织，但很多人并不了解。瓷娃娃基金会

不止关注渐冻人， 全世界的罕见病有几

千种，其中包括骨骼类疾病、血液类疾病

和神经性疾病等， 筹集的善款会尽可能

帮助所有的罕见病患者。

从在网络上发起冰桶挑战活动后，

瓷娃娃基金会已经与科学松鼠会和果壳

网等发起罕见病的科普推广活动。 基金

会也正与国内政府组织接触， 今天就将

出一个初步的宣传活动， 希望卫计委等

国家部委能开展对罕见病的统计调查，

让更多的罕见病病人能走到公众的视野

里，从而在医疗、教育和就业问题上都能

得到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 黄修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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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浇遍

需要22天

名流圈“冰桶”关系图谱

浇了这桶冰水

你就是我们的人

首位中国应战者

雷军， 他是接到来自小米科技投

资人

DST

老板发出的 “冰桶挑战”，也

可以算是被盖茨夫妇间接点名

个人捐款100万

接受“冰桶挑战”后，王思聪向中国

捐款接收方瓷娃娃罕见病慈善基金会

捐款

100

万元

国产手机半边天

从一加科技创始人刘作虎到魅族

科技创始人黄章，依次被点名的几个大

佬几乎能撑起国产手机半边天

制图 邬艺 整理 实习生 胡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