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六一”来了，南京有个孩子
的“六一”却不快乐。 近日，一名写
汉字的游客将“到此一游”刻到埃
及卢克索神庙浮雕上的消息被网
友曝出，一时间群情激愤。 在谴责
这种不文明行为的同时， 有网友

“人肉”出此人是江苏南京某中学
在读的初一学生， 并曝出其他一
些个人信息。 5 月 25 日，该学生的
父母主动为孩子的行为道歉，并
透露刻字风波发酵后“孩子哭了
一整夜”。

据了解， 卢克索神庙坐落在
卢克索中心的尼罗河东岸， 是古
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第十九个法
老———艾米诺菲斯三世为祭奉太
阳神阿蒙、 他的妃子及儿子月亮
神而修建的。

因“丢人丢到国外”，网友对
这个未成年人骂声一片， 不少媒
体在报道此事时， 也直接使用了

该学生的真实姓名而未用化名。
儿子的不文明行为遭“曝光”

后，其父母通过南京《现代快报》
的热线电话与记者李绍富取得联
系。 李绍富回忆，见面时该学生的
母亲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直
哭个不停。

这对父母向媒体记者介绍，
孩子今年上初一，平时成绩不错，
但性格内向。 对于具体出游埃及
的细节并不愿过多透露。“孩子犯
错误， 主要责任在大人监护不到
位， 此前也没有教育过他这种行
为是不对的。 向关注此事的人道
歉，也向埃及方面道歉，希望大家
原谅宽容孩子， 给孩子改错的机
会。 ”该同学的父母还向《现代快
报》 记者透露， 称孩子已经知道

“题字”行为引起的风波，之前整
整哭了一夜。

类似情况并非个例，此前，歌

唱家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一案也
引发了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探
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 第三十九条明文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
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同时，第五
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
版物、 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
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
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

网友随意“人肉”一个犯错
的未成年人，你赞成吗？ 你认为
要想保护好犯错违法的未成年
人， 我们应该怎么做？《公益时
报》与搜狐公益近日联手推出的
“益调查” 显示， 近六成网友认
为， 要想让孩童免遭“人肉”侵
害， 未成年人要从自己做起，文
明行事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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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5 月 26 日 浙江商会 500 万元环境监测设
备

雅安震后饮用水
安全 四川雅安市环保局

5 月 27 日 嫣然慈善晚宴 4447.6 万元
嫣然天使基金公
益事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5 月 27 日 河南少林汽车公司 100 万元汽车
雅安教育和交通运
输业 雅安市教育局、众程运业公司

5 月 31 日 万景·威尼斯 100 万元 困境儿童救助 四川眉山市慈善总会

■ 本报记者 李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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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
（制表：李春伟）

调查结果：

截至 6 月 3 日 10 时

� � 本次调查从 5 月 31 日 9 时
40 分开始至 6 月 3 日 10 时结束，
共有 4281 位网友参与。 调查结果
显示，要想遵循法律规定在一定程
度上保护犯错违法的未成年人的
个人隐私，59.62%的网友认为 “未
成年人从自己做起”最重要，17.9%
的网友认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均要
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规的宣传”
最重要，15.17%的网友认为 “媒体
要增强自身责任意识 ” 最重要 ，
7.34%的网友认为最重要的是 “网
友们做到文明上网”。

网友们是否赞成其他网友随
意“人肉”一个犯错的未成年人？过
半数的网友赞成 ，他们认为 “姓名
不算隐私 ，不管是谁 ，违背道德都
该接受 惩罚 ， 才 能 长点 教 训 ”；
34.79%的网友不赞成 ，因为 “未成
年人的隐私受到法律保护，网友和
一些媒体的行为有些过分了 ”；还
有 10.68%的网友中立。

那么，网友们认为群情激愤的
“人肉” 搜索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
么？ 54.62%的网友觉得是“中国游
客素质太差 ”，16.26%的网友觉得
是“国家对涉及未成年保护的法规
宣传不足 ”，15.73%的网友觉得是
“网络暴力严重”，而 13.41%的网友
觉得是“一些媒体缺乏足够的责任
和良知”。

� �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四川雅安灾区的 13 名孩子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做客广东边防总队深圳边防
支队，与边防官兵零距离接触，感受特区人民的浓浓爱
心，迎接儿童节的到来。 当天下午，灾区的孩子们参观
了广东深圳边防支队海上特勤队和公边艇官兵整齐划
一的内务设置以及舰艇驾驶室、前甲板、机舱等部位。
图为一位小朋友正听战士介绍武器装备。

3070个
人民网消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5月 31日发布 2013年《慈善蓝皮书》指出，2012 年，社
会大众特别是群体性的社会先驱与精英进一步觉醒和
行动。2012年全国新增各类基金会 400多家，总数达到
近 3000家。截至 2013年 2月底，全国基金会达到 3070
个，其中公募 1332个，非公募 1738个。

4200平方米
据民政部网站报道，5 月 27 日， 青海省民政厅会

商省财政厅安排下达 1400 万元资金，在西宁、海东、
海西三个州地市新建 7 座县级救灾物资储备库，项目
总建筑面积 4200 平方米，计划今年 10 月竣工并投入
使用。 项目建成后，青海全省县级救灾物资储备库的
覆盖率将达到 95%以上。

500名
中国网消息，5 月 28 日， 全国大学生头发健康普

查暨贫困脱发大学生免费植发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举
行。 本次活动将对全国 1 万名在校大学生进行头发健
康状况普查，科发源植发（国际）医疗连锁医院向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捐赠了价值 300 万元的免费植发卡，
用于对 500 名贫困脱发大学生进行免费植发救助。

400次
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邮报》称，该州 84 岁的

男子门登霍尔自 1977 年以来，已献血超过 400 次。 门
登霍尔住在佛罗里达州里维埃拉海滩， 从 1977 年 7
月 7 日开始了他的献血生涯，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他
说 7 是他的幸运数字。 在 1977 年，门登霍尔的妻子被
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他开始献血作为鼓励妻子与乳腺
癌斗争的方式。

100亿美元
据俄新网报道， 俄罗斯 2013 年向联合国难民事

务署划拨 100 亿美元，这些费用主要用以援助黎巴嫩
与约旦两国， 相应的俄罗斯政府令 5 月 30 日已经公
布。 在这 100 亿美元的费用中，65 亿美元是援助黎巴
嫩政府的，35 亿美元是援助约旦的。

20亿个
据新华网报道，５ 月 ３１ 日，在国家发改委、北京市

发改委举办的限塑令实施五周年———限塑宣传进社
区主题宣传活动上， 有关负责人透露，“限塑”５ 年来，
北京市共减少使用 ２０ 亿个塑料购物袋， 累计减少塑
料消耗 ５ 万吨，相当于节约石油 ３０ 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８５ 万多吨。 超市、商场塑料购物袋销售量降幅
达到 ８０％。

近六成网友认为未成年人
自身文明行事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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