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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ALS 协会 2016 年时
宣布，“冰桶挑战”活动累计
募 集 善 款 的 已 帮 助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了 与 渐 冻 症 相 关 的
基 因 NEK1。这 是 迄 今 为 止
对 家 族 遗 传 性 渐 冻 症 最 大

的一次研究。
研究人员约翰·兰德斯

博士说：“冰桶挑战的捐
款让全球科学家的

合作变成可能，这
带来了上述重

要发现。”

在“冰桶挑战”一周年时，
美国 ALS 协会表示 2014 年捐
款的40%，即4700 万美元已经
被使用，或作为某些特殊项目
的预算，同时公布了关于 1.15
亿美元的详细预算方案，表明
善款将主要用于5个方面。

第一桶金：7700万美元，用
于研制ALS的治疗方案。

第二桶金：2300万美元，用
于给予患者更好的生活。

第三桶金：1000万美元，用
于向公众宣传ALS疾病。

第四桶金：300万美元，用
于数据分析及交流活动。

第五桶金：200万美元，用
于管理捐款和协会运营上。

把一桶透心凉的冰水从头
顶浇下，就如同患上了罕见病
——渐冻人症，然后模仿或捐
款。2014年夏天，微软的比尔·
盖茨，脸书的扎克伯格，苹果的
库克等都不惜湿身入境为全球
渐冻症患者发起爱心接力。

据报道，“冰桶挑战”活动
累计募集善款超过 1 亿美元，
同时，通过“冰桶挑战”也让全
球更多人知道并关注渐冻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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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善款详细用途

帮助发现渐冻症
最常见致病基因

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组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产品质量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来自公
安部、工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
多部门领导参加并接受专题询问。

出现问题解决不好
要追究网络平台责任

针对如何进一步加大打假的力
度？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在一
些新修订的法律当中，应当增加加大
违法成本的规定，一旦出现违法的问
题，让它倾家荡产。商事制度改革最重
要的一个内容是采取了“双随机、一公
开”联合检查的办法，有的企业不怕罚
10万、100万，就怕公开结果。“有人提
出天下无假，我的观点是经过我们的
努力，要做到天下少假。”

在谈到网络购物问题时，张茅说，
要特别强调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承担
的责任，既然网络平台允许各个小网
店销售商品，出现问题解决不好，就要
追究这个网络平台的责任。

往回背马桶盖现象
在下降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
帆提出了海淘热的问题，“这几年为质
量提升采取了哪些举措，取得了什么
进展和成效？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表示，
去年质检总局重点抓了 10 类重点消
费品、出口商品质量和服务业质量提
升。现在国产智能马桶产业呈现“四升
一降”。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2015年
是60%，2016年82.4%，全行业的产量
上升了29%，国内的销量上升了43%，
出口量上升了4%。而“往回背马桶盖
的现象”在下降。“我们认为这确实是
一个进步。”支树平还说，今年扩展范
围又抓了10大类消费品，力争这些重
点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也稳定到90%
以上。

三星手机NOTE7召回
是约谈促成的

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李礼辉提到
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问题。支树平
表示，召回制度体系现在正在建立起
来。我国召回工作首先是从直接关系
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汽车做起，之后又
推出了儿童玩具、消费品召回的管理
规定和办法。召回的调查和约谈效果
正在显现，有许多企业有缺陷不召回，
就需要政府干预，这样就通过缺陷调
查和约谈促使召回，这个比例去年达
到了75%。去年媒体关注的三星手机
NOTE7，是质检总局约谈促使召回的
一个典型案例。

恶意低价中标者
建议纳入黑名单

“一些企业不比产品的质量，只比
谁的价格低就能中标的问题仍然屡
见不鲜，是否说明有关部门在落实法
律法规中存在机制和制度不完善，执
行不够有力，监管不够到位的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力在会上提
出质疑。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回答说，
现行招标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对于“经
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适用是有明
确规定的。“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不等于唯价格论，更不等于接受和纵
容低于成本中标。但在实践中，这一评
标方法经常被滥用和错误使用，导致
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下一步会依法严
格限定“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适
用范围。何立峰还建议，修订招标投标
法，实施全过程的监管。加大对恶意低
价中标者的处罚力度，并且纳入工程
建设领域黑名单，禁止其在一定年限
内参与政府投资工程的投标活动。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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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7 月31 日的下午，
闷热难耐。

美国前棒球运动员、前波
士顿高校棒球队队长皮特·弗
拉特斯费劲地将一段“冰桶挑
战”的视频放在脸书（Face-
book）上，同时@了他的朋友及
一些名人，要求他们来挑战冰
桶，为消灭渐冻症做贡献。该活
动规定被邀请者或在24小时内
接受挑战，或为对抗“渐冻人
症”捐出100美元等。

自患上渐冻症后，皮特一

直试图帮助渐冻症患者。但他
从未想到，自己的这一个举动
如星星之火，快速掀起燎原之
势。冰桶挑战赛借助网络，冲破
了国界、种族、肤色、男女、阶
层，成为现象级活动，更将渐冻
症这种罕见疾病，带进了千家
万户的认识里。

而三年过去了，“冰桶挑
战”并没有成为昙花一现。据美
国 ALS 协会介绍，从 2014 年
后，每年夏天，“冰桶挑战”都会
重新上演。

最著名的最著名的““渐冻人渐冻人””霍金霍金 霍金全身瘫痪，丧失语言能力，靠眼球操控红外线打字发音。
霍金21岁时被确诊患上渐冻症，一直有全天看护守着他，如今

他还头脑清醒，研究宇宙黑洞。
渐冻症（ALS）是一种罕见疾病，至今未明确病因。渐冻症没有

药物可以根治，唯一有效药物仅延缓2~3个月。患者在清醒中感受
死亡：肌肉萎缩、无法动或说话、无法呼吸。男性偶发居多，男女比例
为1.5:1。

渐冻症难确诊易恶化，确诊需1年以上，容易误诊为脑瘫。病情
进展迅速，5%的患者可活20年，80%的患者5年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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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天，“冰桶挑战”风靡一
时，而“冰桶挑战”最大的目的是让更多人
知道“ALS”（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又称
渐冻症），同时也能帮助更多渐冻症患者
获得更多募款帮助治疗。

2014年，风靡全球的
“冰桶挑战”一下子让很多
人知道了“渐冻人症”。

2014 年夏天，共有
1700万人参与了“冰桶挑
战”以支持渐冻症患者群
体，约有250万人向美国
渐冻症(ALS)协会捐献了
1.15亿美元，美国ALS协
会在2015年表示，1.15亿
美元捐款的40%即4700
万美元已经被使用。

“渐冻人”是运动神经
元疾病的俗称，患者肌肉
逐渐萎缩、无力，甚至瘫
痪，身体像被冰雪冻住一
样。“渐冻人”发病率约为
十万分之三，属于世界罕
见病。而“冰桶挑战”的意
义在于让更多公众认识了
这个疾病，名人的参与加
快了传播速度。在目前罕
见病里，ALS成为一个代
表性疾病，这和“冰桶挑
战”这个活动风靡全球有
一定关系。

时隔三年，“冰桶挑
战”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近日，一则关于“冰桶挑
战”发起人无钱治病的新
闻却让人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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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美国队长”开始

不堪
重负

“现在我们只能将他接回家”
近日，据英国《每日邮报》

报道，现年32岁的美国前棒球
运动员皮特·弗拉特斯2012年
被诊断患上“肌萎缩性侧索硬
化症”(ALS，又称渐冻症)，需要
接受全天候护理。

2014 年 7 月，皮特帮助发
起“冰桶挑战赛”公益活动，募
集大量资金帮助科学家研究
ALS 相关基因。皮特的父母和
妻子曾承诺永远护理他，时隔
三年后，现在皮特每月的医疗
费高达 9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62 万元），皮特的家人已经不
堪重负。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皮
特的家人表示，没有任何保
险支持，他们已经无力支付
皮特的护理费用。他的父亲
约翰·弗拉特斯表示：“在接
受了两年半如此昂贵的治疗
后，现在越来越难以为继，我
们已经无法承担高额费用。”
皮特的妻子朱莉也称：“现在
我们只能将他接回家，让他
和家人在一起。”

发起
募捐

希望能帮到这个发起人
鉴于此，美国 ALS 协会发

起活动，帮助皮特以及其他
ALS 患者家属筹集资金，以支
付高昂的护理费用。他们计划
筹集 1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689万元），筹款活动将从皮特
家附近开始。

皮特曾是前波士顿大学棒
球队队长，2014 年，他发起的

“冰桶挑战赛”曾帮助筹集到
上亿美元的资金。在挑战赛
中，几个人将挑战者头上装满
冰水的桶放下，然后提名其他
人继续接力，否则就要向 ALS
研究捐款。许多人既接受了挑
战，同时也捐款。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 ALS
协会 2016 年时宣布，“冰桶挑

战”活动累计募集善款超过1亿
美元（约合6.66亿元人民币），这
笔资金已帮助研究人员发现了
与渐冻症相关的基因NEK1。

来自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
参与了名为“MinE 项目”的研
究。他们通过对超过 1.5 万名
ALS患者及其家族成员进行全
基因扫描，发现了NEK1，这一
发现也证明了渐冻症是一种遗
传性疾病。

美国 ALS 协会研究人员
约翰·兰德斯博士说：“冰桶
挑战的捐款让全球科学家的
合作变成可能，这带来了上
述重要发现。”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人民

网、国际台等）

国家工商总局局长：

经过努力，
要做到天下少假

2014 年夏天，一项
承载慈善使命的“冰桶
挑战”在社交媒体上火
热地进行。随着一桶桶
冰水醍醐灌顶，“渐冻
症”等罕见病群体在全
球得到空前的关注，专
项爱心捐款也大幅增
长。借助互联网时代裂
变式传播的魔力，科普
知识和爱心得到了快速
高效扩散。

然而，唤起大家的
关注和善心只是开始，
从一个带有游戏意味的
网络慈善创意推出，到
慈善参与者付诸行动捐
款给慈善机构，再到善
款真正用到需要帮助的
人身上，这是一个完整
的慈善链条。任何一个
链条断裂，都达不到慈
善的最终目的。“冰桶挑
战”只是借助网络传播
和策划创意的力量，走
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现在，这一棒交到了慈
善机构手中。

三年过去了，“冰桶
挑战”筹集的善款被真
正用到了实处，也真正
的找到了ALS的致病基
因。而今，“冰桶挑战”仍
在每个夏天持续，这无
疑是一次成功而又正面
的行为。

但是，我们却发现
“冰桶挑战”的发起人在
三年后，面临无钱看病
这一困境。作为发起人，
他无力负担昂贵的医药
费，家人不得不将他接
回家，美国 ALS 协会将
为他发起募捐。这样的
现实，实在是让人唏嘘
不已。

如今，在“冰桶挑
战”的热潮早已散去的
前提下，如何真正切实
改善罕见病人的生存状
态，成为值得冷静思考
的问题。不能让慈善仅
仅止于一时的热心，而
应该让慈善成为一种与
生俱来的本能。

■三年过去了，曾经发起冰桶挑战的
“渐冻人”美国前棒球运动员皮特·弗拉特
斯，他为渐冻症的研究筹集了数百万美元，
而如今却难以支付自己的治疗费用。

■新闻评论

冰桶挑战

难
改变病人现状

更难

冰桶挑战的发起人皮特·弗拉特斯与妻子和女儿在一起

比尔·盖茨参与“冰桶挑战”

姚明参与“冰桶挑战”

让更多人知道渐冻症

冰桶挑战发起人无钱治病

泼下来
一桶冰水

不 能不 能
让慈善仅仅让慈善仅仅
止于一时的止于一时的
热心热心，，而应而应
该让慈善成该让慈善成
为一种与生为一种与生
俱来的本能俱来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