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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近九成网友认为
“爱心冰柜”应该存在

截至 8月 6日 10时

深圳慈善月
收到善款近 13 亿元

据《深圳商报》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广东扶贫
济困日”暨“深圳慈善日”“深圳慈善月”活动中，深
圳爱心市民、 爱心企业累计认捐善款 12.93 亿元。
其中向省级捐赠接收机构认捐 8.8 亿元， 向市、区
两级捐赠接收机构认捐 4.13 亿元。

点评： 扶贫济困日的设置能够在短时间内营造
强烈的慈善氛围， 但也必须防止行政化捐赠现象的
出现。

中国青少年近视率
居世界第一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
指出，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四年级、八年级学生
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36.5%和 65.3%， 我国初高中
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七成， 我国青少年近
视率已高居世界第一。

点评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征
求意见稿 )》正在征求意见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
经成为一个必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课题 。

印尼龙目岛 7.0 级地震
致 82 人死亡

据新华社消息，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 ６
日凌晨在推特上说， 截至雅加达时间 ６ 日凌晨 ２
时 ３０ 分，地震死亡人数已上升至 ８２ 人，其中龙目
岛的北龙目县是受地震影响最严重地区， 死亡人
数为 ６５ 人。

点评：面对地震等自然灾害，全民防灾抗灾教育
必须落实到位。

北极圈现超 30℃高温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

室副主任肖潺说，根据该中心的监测，北极圈内一些
气象站观测到气温超过 30℃， 并连续 3 天平均最高
气温处于历史最高点，这其中，挪威和芬兰分别出现
了 33.5 和 33.4℃高温。

点评 ：谁在 “焖烧 ”地球 ？ 提高抗御和防范极端
高温天气气候事件的能力 ，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
能仅仅是口号 ，需要每个人的实际行动 。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7月 30日 字节跳动 2500万元 网络扶贫 西藏地区

2018年 7月 30日 青岛澳鼎健康产业集团 110万元 春蕾助学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2018年 7月 31日 孙启烈 100万元 教育事业 浙江宁海深甽镇

2018年 7月 31日 王明洪 100万元 医疗卫生 沙洋县健康扶贫补充医
疗救助基金

(2018 年 7 月 30 日至 2018 年 8 月 5 日)
（制表：王勇）

■ 见习记者 武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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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0 日，中尼民间组织公益项目捐赠仪式在
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马亨德拉·阿达莎·维
蒂莎姆学校举行。 捐赠的物资包括爱心书包、体育
用品等。 图为北京慈爱公益基金会向尼方捐赠体育
球类物资。 中新社记者 张晨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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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各地被高温袭击，
开启了蒸笼模式。 在杭州、北京、
上海、武汉、成都、泰安、海口等多
个城市相继出现无人看管的“爱
心冰柜”，为快递员、外卖小哥、环
卫工人和交通警察等户外工作者
提供免费冷饮和水果等防暑降温
食品物品，引起全国网友热议。

“爱心冰柜” 最初在杭州发
起， 组织该活动的工作人员初期
还担心“有人会把冰箱里的东西
都搬走”“惹众人哄抢”或是“吃喝
过后乱扔垃圾”的现象出现，然而
这几天观察到的情况令人感动，
户外工作者和路过市民表现出的
是“克制、礼貌、给予和感恩”。

“爱心冰柜”发起后，引起各
地效仿，泰安的“爱心冰柜”由一
家咖啡店老板提供； 海口是一家
水吧的经营者和一家公众号共同
发起；遵义的“爱心冰柜”由 ３ 名
老师发起；西安的“爱心冰柜”由
一家商场免费提供； 北京的发起
方则不愿透露其公司名称， 团队
成员表示“别追根究底，要叫就叫
我们‘城市超人补给站吧’”。

在“爱心冰柜”背后也发生了
很多的暖心小故事。

在杭州，已有 24 台“爱心冰
柜”分布在闹市街头，里面同样装
有冷饮、冰棍和西瓜等，也是为环
卫工人、交警、快递员、外卖小哥
准备的，其中有的冰柜无人值守，
取用全凭自觉。 炎炎烈日下，冰柜

里的冷饮不仅没有“意外流失”，
东西反而还增多了。

在武汉，当“爱心冰柜”在市
民的朋友圈传开后， 一位副食店
老板默默地从店里拎来雪糕放
入， 一位小朋友哭闹着要吃冰柜
中的雪糕却被妈妈制止。 在合肥，
环卫工人小憩的地方便有一台
“爱心冰柜”。 在上海，有便利店阿
姨自费购置了一箱雪碧放入冰
箱； 路过的小哥哥带来了两个西
瓜。“爱心冰柜”恰似炎炎暑夏的
丝丝清凉， 让世人感受到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的善意和爱心。

期间， 各大饮料企业前来赠
水，上海一上午就有四家，赠水过
后各饮料企业都会留有一名员工
在现场， 一边是帮助发起活动单
位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一边
是主动接受媒体及路人询问。

而在这些暖心小故事的背
后，“爱心冰柜” 也遇到了一些小
问题。

浙江绍兴“爱心冰柜” 里的
1000 只冰棒一天内被清空， 却大
多被市民取走。

上海某“爱心冰柜”旁堆满了
企业的赠饮， 并引来许多人驻足
拍照， 使放置冰箱的人行道略显
拥挤， 城管两次来到现场提醒不
要挡道。

海口街头的“无人爱心冰柜”
仅出现一天， 便被人投诉举报。
“爱心冰柜” 被城管要求撤走，引

起了不少市民及网友的关注。 当
地城管表示， 从城市执法角度来
看，在“入店经营”及“门前三包”
蔚然成风的海口， 该水吧将冰箱
及宣传标语摆在店外， 虽然标语
注明是“免费饮用”，但确实存在
一定的“做秀”嫌疑。

对于这一现象引发市民的热
议， 其中褒贬不一， 对此，《公益时
报》联合问卷网、凤凰网推出本期益
调查：关于“爱心冰柜”你怎么看？

调查自 2018 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6 日， 共 1015 名网友参与。 调
查结果显示， 有 85%的网友认为
“爱心冰柜” 应该存在，6%的网友
认为“爱心冰柜”不应该存在，也
有 9%的网友觉得无所谓。

关于“爱心冰柜”的意义，44%
的网友觉得能够真正为环卫工
人、快递小哥、外卖员、交警等送
上夏日里的需求；41%的网友认为
是人间真善美、 社会正能量的体
现； 也有 13%的网友认为是一些
饮料企业、商家的“做秀”手段；还
有 2%的网友认为“爱心冰柜”影
响市容市貌，为城市形象减分。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遇到
“爱心冰柜”，42%的网友表示会
往冰箱里放水和食物；27%的网
友淡定路过；也有 16%的网友会
拿取冰柜里的水和食物；14%的
网友表示会拍照分享朋友圈；仅
有 1%的网友会向城管部门投诉
举报。

踢你小娜娜 ：“爱心冰
柜 ”温暖了城市 ，善良是可
以保鲜的，希望以后能多多
看到这样的消息。

赵先生：靠一些热度来
做好事没有问题，毕竟有人
是真的在受益。 但真正的公
益需要持久。 靠一时兴起或
噱头，会让一些人对所谓的
善意寒了心。

陈先生：刚开始也觉得
这是在做秀吧。 现在看到户
外工作者确实得到了实惠，
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和温
暖，我觉得挺好的，这种‘做
秀’多点也无妨。

晓明：希望快点回归正
常 ，回归初衷 ，不要变成各
个厂商的炒作的工具。

1.你认为“爱心冰柜”该不该存在？
A.应该；85%
B.不应该；6%
C.无所谓。 9%
� � � � �
2.关于“爱心冰柜”你怎么看？
A.是一些饮料企业、商家的“做秀”手段；13%
Ｂ.是人间真善美、社会正能量的体现；41%
Ｃ.真正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员、交警
等送上夏日里的需求；44%
Ｄ.影响市容市貌，为城市形象减分。 2%

3.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市民，遇到“爱心冰柜”
会怎么做？
A.淡定路过；27%
Ｂ.拿取冰柜里的水和食物；16%
Ｃ.往冰箱里放水和食物；42%
Ｄ.拍照分享朋友圈；14%
Ｅ.向城管部门投诉举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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