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月 14日 两家爱心企业 400 万元 青少年公益 鹤壁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2月 14日 2.6 亿元巨奖得主 1000 万元 贫困救助 南江县民政局

2月 15日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 100 万元 扶贫助困 杭州市民政局

2月 15日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 30 万元 公益事业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2 月 16 日，为期两天的“2012 首届中国校车发展
研讨会暨国际校车展览会”落幕。 本届展会以“中国校
车未来发展之路”为主题，有 30 多家国内外专业校车
制造商前来参展。现场，美国蓝鸟原产的加长校车成为
最吸引观众的焦点。这是美国校车第一次开进国内，观
众可亲眼目睹那曾风靡网络、坚实无比的美国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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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弢

《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联手
推出“益调查”，本次调查从 2 月
17 日 11 时至 2 月 19 日 21 时，
共有 965位网友参与调查。

根据“益调查” 结果显示，
84.05%的网友表示支持“禁止组
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 这项
新规，11.92%的网友不支持，有
39 位网友认为这项新规有待观
察。

在“你是否支持这项规定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 ” 的调查中，
85.7%的网友表示支持，11.71%的
网友不支持， 还有少部分网友选
择了观望。

那么， 网友们怎样看待这项
规定的影响？ 55.55%的网友认为，
从对未成年人保护角度看， 如此
立法合情合理；35.34%的网友表
示，少年英雄舍己救人、见义勇为
的事迹让人振奋，但也必须承认，
对每一位公民而言， 没有什么比
他们的生命安全更重要的。

在参与调查的网友中， 有 74
位认为，从“学赖宁”到立法禁止未
成年人参与救火，可能会影响青少
年成长过程中公德心的建立。

网友“桑榆”认为：禁止组织
未成年人参加救火， 这是一种道
德理性的回归， 这并不等于鼓励
孩子作壁上观或变得冷漠。 学校
可以考虑同消防部门合作， 举行

更多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教育孩
子在遭遇火灾时如何首先保护自
身。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条件下，教

育未成年人选择报警或其他方式
向成人及时告知火灾发生， 以减
轻火灾损失。

调查结果：

1988 年 3 月 13 日， 为了扑
灭突发山火，挽救山村，赖宁主动
加入了扑火队伍， 在烈火中奋战
四五个小时后遇难， 成为当时全
国学习表彰的人物。 少年赖宁成
了 70 后、80 后们年少时的“英雄
记忆”，但“孩子是否应该去救火”
也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

近日， 辽宁省十一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辽宁省消防条例》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
火灾扑救。

《辽宁省消防条例》主要是为
了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 条例修订工作于 2012 年 1
月 5日正式结束。

这一地方条例明确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居
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
消防宣传教育……公民则要自觉
学习消防基本知识, 提高防火自
救能力……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
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 ”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未
成人应享受到消防安全， 而不是
要投入火灾扑救。 即使成年人也
需要参加单位组织的日常的消防
安全训练才能具备火灾扑救能
力。 ”

据悉， 该条例将于 2012 年 3
月 1日起开始施行。

“火灾扑救是一项危险的工

作， 未成年人体力和心智还没有
发育到一定程度。 即使成年人，如
果没经过一定的训练， 参加有组
织的救火活动也是很危险的。 ”辽
宁省消防总队法制处处长曹刚表
示。

但也有人担心，从“学赖宁”
到立法禁止组织未成年参与救
火，会不会影响少年公德心建立？
那么，网友们是怎么看待《辽宁省
消防条例》新规的？

据《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联
手推出的“益调查” 结果显示：
84.05%的网友表示支持“禁止组
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 这项
新规，85.7%的网友支持这项新规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99.04%
四川省发改委 15 日对外通报称，截至 2012 年

1 月底，该省纳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
规划》的十个大类项目已累计完工 29408 个，占调
整后重建任务的 99.04%，累计完成投资 8610.59 亿
元人民币。目前，四川省工作重点已逐步从灾后恢复
重建转向以提升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重点的发展
振兴。官方印发《汶川地震灾区发展振兴规划》，指导
灾区后续发展。

100 万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由浚县农业科学研究所主要完
成的“玉米单交种浚单 20 选育及配套技术研究与
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项目第一
完成人、 农科所所长程相文将这次获奖的奖金 100
万元捐献出来投入到玉米育种事业。据不完全统计，
40 多年来，程相文捐献的奖金累计超过 1000 万元。

659 件
2 月 16 日《阿斯报》报道，传奇球星斯蒂法诺向

皇马捐赠了 659 件个人藏品和文件，皇马将专门为
这些珍贵的物品举办展览。在这批捐赠物品当中，有
一部分是斯蒂法诺个人收藏的珠宝， 他授权皇马对
这些珠宝进行拍卖， 收益将捐赠给马德里基金会用
于慈善事业。

10 分钟
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英国一名 14 岁男生上

学途中在轻轨站晕倒，当时正值上班高峰时段，尽管
当时他身着校服、背着书包，可是轻轨站内数百名上
班族从他的身边匆匆经过，没有一人施以援手。直到
10 分钟后，他苏醒过来，自己从地上爬起来。

1000 平方公里
为有效保护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境内 85 公

里黄河不受沙漠危害， 保证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
程及周边生态安全， 内蒙古阿拉善盟今年全面启动
黄河西岸乌兰布和沙漠近 1000 平方公里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

40 亿吨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进行的一项最新

卫星研究显示， 喜马拉雅冰川融化的速度远比以前
认为的慢。该大学的约翰·瓦尔教授说，据以前估计，
这座亚洲山脉的冰融速度高达每年 500 亿吨。 然而
利用美国宇航局卫星收集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实
际这一数字仅为 40 亿吨。

图
说
新
闻

截止时间：19 日 2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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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14 日至 2 月 20 日)
（制表：张雪弢）

超八成网友支持
“禁止组织未成年人救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