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广东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关
于慈善捐助的。 大意是：一个人白
手起家，发了财，可也很有善心，
看见三个贫困家庭， 于是想要帮
助。 最后出现三种结果：第一家欣
然接受；第二家犹豫后收下，但答
应偿还；第三家认为是施舍，拒绝
了富翁的帮助。

据了解，多年来，“慈善”议题
始终是社会热点、年度热词，今年
在广东的高考作文中出现“慈
善”，很多人都并不奇怪。 而从作
文选材上讲， 广东选了慈善这个
题材，十分切合广东的实际。 至少
近两三年来， 广东的慈善事业走
在全国前列， 无论是对公益慈善
社会组织放宽注册还是对慈善事
业配置社会力量， 这个省份都显

示了非同一般的活力。
有评论指出， 作为全国慈善

发展的高地， 将慈善议题镶嵌进
高考作文，还是很鼓舞人心的。 如
果考生平时从事过一些与社会工
作相关的志愿者工作， 应该会对
这类的辨析题形成正确的认知，
写起来也可以有方向感， 而不至
于流于套路。 所以，这个作文其实
是道实践题。

该评论同时指出：“表面上的
慈善需求矛盾， 已经转变为慈善
方法论的讨论。 而三个家庭的表
现，无论接受与否，都为方法论找
到了一个深化作文的进路。 在这
个社会里， 不缺慈善的动机与资
金，也不缺对慈善的需求，但缺的
是如何恰当连接此岸与彼端。 ”

媒体人刘敬文也对广东的
“慈善”作文表现出浓厚兴趣。 他
认为， 一些贫困国家仍旧在贫困
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原因当然很
复杂。 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
援助不能为贫困者创造一个更好
的自救环境， 唤起他们自救的精
神。

今年广东将“慈善”话题嵌入
高考作文， 你觉得会推动公益慈
善事业进步吗？ 富有者想给贫困
家庭捐赠， 你认为怎样捐赠更有
效率？ ”《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近
日联手推出的“益调查”———“‘慈
善’入高考作文题，你怎么看？ ”显
示， 仅有 25.77%的网友认为富有
者想给贫困家庭捐赠， 选择捐给
慈善组织会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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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6 月 9 日 上海晟地集团 3200 万元
建造定海区白泉
文化公园 浙江舟山定海区白泉镇政府

6 月 10 日 啟福置业 3250 万元
购公交车和福利
单位用车 郑州慈善总会

6 月 10 日 恒兴集团 100 万元
帮助厦门公交放
火案伤亡人员 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

6 月 11 日 深圳市韩江文化研究会 2252 万元 学校改建 潮州市昌黎路小学下津分校

■ 本报记者 李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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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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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截至 6 月 17 日 10 时

� � 本次调查从 6 月 14 日 11 时许开
始至 6 月 17 日 10 时许结束，共有 889
位网友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两成
多（25.77%）的网友认为富有者想给贫
困家庭捐赠， 选择捐给慈善组织会更
有效率。 具体说来 ，7.77%的网友认为
“他们做事更加专业，能从受助者角度
设计方案，授之以渔，并恰当地维护对
方尊严”；18%的网友也表示“把捐款交
给公益慈善组织” 更有效率，“但公益
组织有义务告知捐助者善款去向 ，保
证捐赠款的公开、透明”。 另外，37.58%
的网友认为更有效的方式是 “捐助者
自己拿钱组织人进行 ‘造血式 ’慈善 ，
帮助贫困家庭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
而 36.68%的网友表示 “还是像作文中
提到的那样，直接送到贫困家庭手中，
这样捐助者才放心”。

目前， 直接给钱的简单套路依然
是很多人慈善行为的首选， 网友们觉
得原因是什么 ？ 81.67%的网友认为是
“公益慈善机构不透明”；9.45%的网友
认为是 “人们对于如何合理 、高效 、科
学开展慈善的认识不够”；8.89%的网友
认为是“捐助者习惯使然”。

那么，网友们觉得今年广东将“慈
善”话题嵌入高考作文，会推动公益慈
善事业进步吗？54.9%的网友认为不会，
“高考作文并没那么大的影响力 ”；也
有 36.9%的网友认为会 ，因为 “该话题
暴露了目前中国慈善之弊， 引发中学
生思考，帮其树立正确的慈善观念，为
未来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积蓄人才 ”；
8.22%的网友“说不好”。

� � 6 月 17 日是第十九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
日”。据中新社报道，近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幸福
乡中学以多种形式向学生介绍我国土地荒漠化及土
地干旱的严峻形势，让学生深入了解防治荒漠化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图为 6 月 17 日黑河市
爱辉区幸福乡中学开展以“爱树节水”为主题的植树
活动。

4000万人
我国青少年烟民达 1400 万人。 近日，《京华时报》

记者从中国控烟协会获悉， 据该协会最新调查显示，
目前我国青少年吸烟率为 11.5%，约 1400 万青少年烟
民，尝试吸烟的青少年达 4000 万人。 中国控烟协会副
会长许桂华认为，青少年吸烟正呈现出低龄化及上升
趋势， 而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重要诱因即是烟草广
告、促销和赞助的广泛存在。

5091个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透

露， 目前广州社会组织的总数达 5091 个， 其中登记
5055 个，备案 36 个。 据广州市民政局介绍，广州社会
组织发展的认同度和宽容度都在增加， 从去年底开
始，陆续有一些原本在北京、上海发展的社会组织到
广州注册。

约 6000人次
民政部网站消息，今年以来，青海省各级民政部

门进一步加大街头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力度，充分发挥
流浪乞讨救助工作在流动人口管理、 维护社会稳定、
密切党群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有效保障了流浪乞讨人
员基本权益。 截至 6 月 8 日，青海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约 6000 人次，其中外省流入人员占 75%、病残疾人员
占 15%、未成年人占 2%。

60.2%
� �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 日本警察厅和日本汽车联盟
（JAF）6月 12日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 儿童安全车座使
用率连续 6年递增，60.2%的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 日本
法律规定不满 6岁儿童乘车时有义务使用安全车座。

近 6亿美元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 6

月 8 日主持八国集团有关营养和饥饿的高峰会，各国
代表承诺捐款，避免贫困儿童因为饥饿和长期营养不
良而死亡。英国承诺捐助将近 6 亿美元救助世界贫困
儿童。 据悉，全球每年有将近 300 万儿童因为营养不
良而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非洲地区。

6/10
� � 据《北京晚报》报道，环保部最新发布的 2013年第
一季度全国 74城市空气质量报告显示， 污染较重的前
10个城市有 6个位于河北， 天津和北京分列第 16和 17
位。 报告称：1-3月份，74个城市总体达标天数比例为
44.4%，超标天数比例为 55.6%，其中轻度污染占 25.3%，中
度污染占 11.5%，重度污染占 13.0%，严重污染占 5.8%。

仅两成网友认为
富有者捐款应首选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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