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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成网友认为应让
“格斗孤儿”返乡继续接受教育

截至 7月 31日 9时 环
保

■ 本报记者 皮磊

近日一段被描述为“格斗孤
儿”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也
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 视频中两
名小男孩正在进行激烈的搏击比
赛。 该视频介绍，两名小男孩今年
只有 14 岁，均是孤儿，目前被成
都一家格斗俱乐部“收养”。 而据
媒体调查， 可能有 400 多名这样
的孩子在这家俱乐部训练。

网上流传的视频中， 主角是
14 岁的小龙和小吾， 他们都来自
四川凉山。 小龙的双亲去世，无依
无靠的他被恩波格斗俱乐部“收
养”，每天练习综合格斗术，视频
中另一个孩子小吾和小龙有着类
似的经历。

14 岁的小吾说：“（格斗比赛
的）笼子里一进去，就害怕得很。 ”
不过小吾也坦言， 虽然这里的生
活很累、很辛苦，但终归衣食起居
有保障，比回老家强，他说：“这边
有牛肉、鸡蛋，在老家的时候只有
洋芋。 如果我回到家里，有可能干
苦活，或者去打工吧。 ”

澎湃新闻报道称， 这家名为
恩波格斗俱乐部的组织在成都郫
县， 前身是退伍特警恩波于 2000
年私人出资创立的一支武术散打
队， 而其创立初衷之一就是“收
养”孤儿，这也是恩波在服役期间
见到不少无人看管的孩子后萌生
的想法。 从第一批的 30 个孩子到
如今的上百个， 恩波俱乐部已经

“收养”过 400 多个孩子，这些孩
子多失去双亲或生活失去依靠，
生活与格斗手套绑在一起。

面对外界的质疑， 俱乐部方
面表示，“收养” 的这些孩子均有
正规收养手续。 但根据《收养法》
规定， 民间收养机构必须在国家
民政部门注册， 并且和民政部门
有合约， 受民政部门委托帮助养
育孩子。

俱乐部还表示他们请了老师
为孩子们上课，基本课程会完成，
所接受教育是完整的。 但是按照
我国法律规定， 义务教育需要在
具备资质进行注册的义务教育机
构（学校）进行符合国家规定的、
完整的义务教育。

该事件发生后， 成都警方立
即介入了调查。 凉山州教育部门
也随即赶赴成都， 了解处置该事
件。

前几年， 深圳的工厂曾曝出
使用来自凉山的童工， 后来他们
被遣返。 而就在那批童工被遣返
后不久， 当地警方又拦截了一批
正欲外出打工的少年。 被拦下的
孩子很沮丧，他们的父母也不满：
“出去打工至少能吃饱饭，为什么
不让出去？ ”

孩子们最终去向如何？ 孩子
们的未来该怎么办？《公益时报》
联合凤凰公益和问卷网推出本期
益调查：让“格斗孤儿”回家是最

佳的处理方式吗？
调查自 7 月 26 日 19 时发起，

至 7 月 31 日 9 时共有 1054 名网
友参与。

48.48%的网友认为将“格斗孤
儿” 带回家是目前最好的处理方
式，因为孩子们尚未成年，需要接
受完整的教育。30.08%的网友则表
示，这些孩子的家庭条件太差，被
遣返回乡后反而生活无法得到基
本保障。 21.44%的网友认为，相关
部门做出决定的前提是充分尊重
孩子们的意愿。

对于如何看待涉事俱乐部
的“收养”行为，30.65%的网友认
为俱乐部免费为这些贫穷的孩
子提供衣食等需求，是一种慈善
之举。 42.41%的网友则认为该俱
乐部利用未成年人演出谋利，违
背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立即
叫停。

那么具体应该如何维护类似
未成年群体的合法权益呢？43.45%
的网友认为， 针对事实孤儿和留
守儿童， 教育部门以及民政部门
应该出台更加详细的保障措施。
32.92%的网友认为，应该对此事件
以及涉事俱乐部进行彻底调查，
并追究相关部门是否失职。 还有
14.80%的网友认为，应该放开民间
资源， 让更多有资质的且符合法
律要求的民间机构参与到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中。

网友留言：

75 岁时捐 60 亿做慈善
7 月 25 日上午，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在广东佛

山市顺德区公布 60 亿元慈善捐赠计划。 75 岁的何享
健捐出其持有的 1 亿股美的集团股票和 20 亿元现
金， 注入其担任荣誉主席的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
用以支持在佛山本土乃至全省全国的精准扶贫、教
育、医疗、养老、创新创业、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的公
益慈善事业发展。

点评：从企业家到慈善家，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
财富观———财富从来不是最终目的，财富能够带来的
改变才是根本。

福建南安村级公益基金已达70家
据东南网消息，目前南安眉山、洪梅、溪美、九

都、翔云、向阳、石井、码头、诗山、官桥等 10 个乡镇
（街道）成立村级公益性基金会，报送各自辖区内各
类村级公益基金会共有 70 家， 募集公益基金达
1.47645 亿元。

点评：公益慈善真正成为社会共识，必须走向基
层，来自于民间，走向民间。

100 元就可设立
冠名慈善基金

据《新华日报》报道，7 月 30 日，南京市慈善总会
宣布慈善冠名基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官网上完成
申请、捐助、监督等整个流程。关注“南京市慈善总会”
微信公众号，注册后即可提交“微基金申请”，最少只
要捐赠 100 元，基金即可发布。

点评：互联网时代，让捐赠更便捷是应有之义，但
也不可忽略管理和可持续要求。

6000 万元中央救灾资金
支持山西干旱灾区

7月 28日，财政部、民政部向山西省安排中央财政
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6000万元，帮助解决干旱灾区
群众饮水、口粮等基本生活面临的困难，支持地方做好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此前，国家减灾委、民政
部针对山西省严重旱灾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灾区做好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点评：今夏各地水旱灾害频发，气候问题引发的
自然灾害提醒我们环境保护刻不容缓。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7月 24日 江西出版集团和中文传媒 200万元 支持和关心下一代工
作 江西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2017年 7月 28日 深圳市华强集团 700万元 教育事业 和平华强中学（和丰中学）

2017年 7月 28日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万元 抢险救灾 榆林市

(2017 年 7 月 24 日至 2017 年 7 月 30 日)
（制表：王勇）

7 月 28 日， 位于河北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
的罹难者纪念墙前，前来祭奠罹难亲人的民众络绎
不绝，鲜花、挽联夹杂着悲伤的眼泪，让这个悲情
之地愈加庄严肃穆。 1976 年 7 月 28 日 3 时 42 分
53.8 秒，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
氏 7.8 级（矩震级 7.5 级）地震。地震造成 242769 人
死亡，16.4 万人重伤，位列 20 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
人数第二，仅次于海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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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一头象：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当地政府可
以给拳馆赞助师资力量 ，边
接受义务教育边练拳。 合法
合情更合实际， 毕竟以后就
业也是大问题。

时间的手 v 啊喂 v：感
动！ 必须保障孩子们的教育
权， 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自
己的人生， 而不是在无知的
时候被选择“搏击”！

朴太萌说其实他不喜欢
夜店： 送回去以后能保证他
们衣食无忧的到初中毕业
吗？ 一个不小心又多了几个
让警察叔叔头疼的小家伙。

� � 1. 你认为将“格斗孤儿”带回家是最好的处理
方式吗？

A是的，孩子们需要接受完整的教育；48.48%
B 不一定， 回家后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30.08%
C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意愿。 21.44%

2.如何看待恩波俱乐部的“收养”行为？
A 俱乐部免费为这些贫穷的孩子提供衣食等

需求，是一种慈善之举；30.65%
B 利用未成年人演出谋利， 违背了未成年人

保护法，应该立即叫停；42.41%
C 说不清楚， 待相关方面的调查结果出来后

才好判断。 26.94%

3.你认为如何才能保证这些孩子的合法权益？
A 相关部门应该出台更加详细的保障措施；

43.45%
B应该进行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32.92%
C 让更多有资质的且符合法律要求的民间机

构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14.80%
D应出台更加有效的扶贫措施。 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