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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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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10 月 15日 李文博 300万元 公益事业 晋江市慈善总会

10 月 16日 台湾爱盲协会 价值约 150 万元人工
晶体 医疗公益 常德市红十字会

10 月 17日 国开行黑龙江省分行 120万元 教育公益 哈工大教育发展基金会

10 月 18日 多家企业和个人 1668.9 万元 禁毒事业 贵州省禁毒基金会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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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20 日)
（制表：张雪弢）

调查结果：

截止时间：10 月 21 日 22 时

� � 本次调查从 10 月 19 日 14 时
至 10 月 21 日 22 时， 共有 6191 位
网友参与调查。

“益调查 ”结果显示 ，40.34%网
友明确表示 ，以前不是 “中国式过
马路 ”大军中的一员 ，以后也不会
是；34.26%的网友则表示曾经是，以
后是不是也要视情况而定 ；19.97%
的网友表示 ，曾经是 “中国式过马
路”大军中的一员，但以后不会了。

在大家心中 ，导致 “中国式过
马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参与调查的网友中 ，37.53%的
网友认为“大众对公民社会责任的
意识淡薄 ，不能从自身做起 ”导致
了 “中国式过马路 ”的产生 ；34.85%
的网友则认为是从众心理，并且这
样过马路的人不觉得行人违反交
通规则是多严重的错误，也不认为
有多危险 ；同时 ，也有 22.13%的网
友认为有些信号灯设计不合理，相
关部门没能及时发现改正。

那么，解决“中国式过马路”首
先要从哪方面着手？

37.03%的网友认为， 要结合劝
导与执法的力量 ，完善法规 ，加大
执法力度；32.62%的网友则表示，应
该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公民社会责
任心 ，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 ，形成
良好的社会氛围；也有部分网友选
择了“倡导更多人成为城市交通志
愿者，亲身感受维持交通路况的不
易，更助于公众与相关部门互相理
解沟通。 ”

� � 近期，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岸惊现一头 15 周大
的海狮孤儿，幸好被救援人员救助，并以其中一名
救援者女儿的名字命名为“米蒂克”。 目前，这头海
狮宝宝即将在纽约安家。

2亿
10 月 18 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未来

20 年是中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2013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2 亿，2033 年前后将翻番到
4 亿，平均每年增加 1000 万，最高年份将增加 1400 多
万。 本世纪中叶，60 岁以上人口将达到峰值 4.87 亿，
占总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 13.7%上升到 2053 年的
34.8%。

360元
中国政府网 19 日公布《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

划》，规划指出，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 逐步提高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
医保的补助标准，到 2015 年，达到每人每年 360 元以
上，个人缴费水平相应提高。 做好职工医保、城镇居民
医保和新农合待遇水平的衔接，三项基本医保政策范
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 75%左右， 明显缩小与
实际支付比例的差距。

690万
10 月 16 日,在“世界粮食日”到来之际，“2012 世

界马拉松挑战赛·生命接力赛” 在全球 42 个国家开
赛，近千名中国儿童与全世界 2 万名儿童一道，通过
接力赛跑的形式唤起社会公众对儿童饥饿和营养不
良问题的关注。 近年来全世界在减少儿童死亡方面已
经取得了巨大进展，5 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已从 1990
年的 1200 万减少到 2011 年的 690 万， 但如果不能解
决营养不良问题，这一势头将会受阻。

13亿元
10 月 15 日是第二十九届国际盲人节， 国家专项

彩票公益金向北京盲人学校捐赠了 140 件助视器。 据
介绍，我国专门成立了国家“十二五”专项彩票公益
金，共计投入 13 亿元，为肢体、视力等各类残疾人免
费配发辅助器具。 北京市今年将有 6000 人在此项目
中受益，其中低视力残疾人 2000 人。

500万美元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竞选对手罗姆尼 18 日

晚一同出席纽约市一场年度慈善晚宴。 与选举电视辩
论不同，两名总统候选人一改凌厉语调，大秀幽默。 当
天活动是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会慈善晚宴，
是纽约最重要的慈善与社交活动之一。 据主办方估
计，包括金融界和媒体在内，大约 1600 名嘉宾出席当
天晚宴，预计筹得大约 500 万美元善款。

10%
� � 孟加拉总理兼“气候变迁脆弱国家论坛”主席哈
西纳称， 气候变化对孟加拉影响甚深。 温度每上升 1
摄氏度，将导致其农业损失 10%，这意味着孟加拉民众
失去了 400 万吨、价值 25 亿美元的粮食，加上气候变
化引起的其他损失， 孟加拉的 GDP 将损失 3%至 4%，
而海平面每上升 1 米， 国内 1/5 低洼地区将被淹没，
3000 万人流离失所。

过半网友
曾“中国式过马路”

海
外

� � 近日， 网友“这个绝对有意
思” 发布了这样一则微博：“中国
式过马路， 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
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 ”微博配
图中， 虽然从照片上看不到交通
信号灯， 但有好几位行人并没有
走在斑马线上， 而是走在旁边的
机动车变道路标上， 其中有推着
婴儿车的老人，也有电动车、卖水
果的三轮车。

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少网友的
共鸣， 一天内被近 10 万网友转

发。 经央视等媒体报道后，再次引
爆网络。

有评论说：“只要一个人敢带
头闯红灯， 剩下的人就跟着一起
了”的现状，透露出群众对规则缺
少敬畏心理，“法不责众” 的思想
也在人们心里根深蒂固，“群胆效
应”的后果就是集体违章。 网友建
议，要治好“中国式过马路”的“暗
伤”，就得下“猛药”，结合城市实
际，制定相适应的奖惩制度，做到
有法可依，运用执法的力量，加大

处罚力度。
然而，行人不论“红绿灯”抢

着过马路仅仅是行人的素质问
题？ 加大惩罚就可以解决问题？
《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联手推出
的“益调查”结果显示，40.34%的网
友表示不曾是“中国式过马路”大
军中的一员，并且以后也不会是；
37.53%的网友认为导致“中国式过
马路”的主要原因是：大众对公民
社会责任的意识淡薄， 不能从自
身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