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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近半数网友不认可
女性做公益应该收入低

截至 9月 21日 10时

台风“山竹”已致
粤桂琼三省区１５５万人受灾

据新华社消息，截至 9 月 １７ 日 １８ 时，台风“山
竹”造成广东、广西、海南 １５５ 万人受灾，４ 人因灾
遇难、１ 人失踪，７００ 余间房屋倒塌或严重受损。 广
东、广西消防部队出警 ２６０３ 次，出动消防员 ２ 万余
人次、车辆舟艇 ３６３５ 台，营救群众 １６２９ 人，疏散群
众 ７５３０ 人。

点评 ： 台风造成的灾害与地震等极不相同 ，更
加需要在地化的社会救助 。

未成年人受侵害
近六成系“熟人作案”

据《新京报》消息，北京市通州法院发布的《通州
区涉未成年人案件司法审判白皮书》显示，在未成年
人受侵害刑事案件中，近六成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之
间存在有同事、师生、邻居、亲属、恋人朋友甚至父母
子女等密切关系。

点评：未成年人保护不仅需要教育，还需要一个
制度化的体系，依法治理，避免因情息事。

比尔·盖茨夫妇
去年捐赠 47.8 亿美元

根据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的最新年度名
单显示，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以及夫人梅琳达·
盖茨为美国 2017 年度最慷慨慈善家。 比尔·盖茨
夫妇在 2017 年累计捐赠总额达到 47.8 亿美元，
其中大多数都流向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的项目。

点评 ：慷慨而专业 ，并富有远见 ，才能真正让
财富发挥应有的价值 。

快递垃圾增量
已占垃圾增量 90%

据《经济日报》报道，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 今年上半年， 全国快递业务量预计累计完成
220.8 亿件，超过我国 2015 年全年快递业务量。 但值
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特大城市中，快递包装垃圾增量
已占到生活垃圾增量的 93%， 部分大型城市则为
85%至 90%。

点评：快递包裹减负势在必行，必须大力推进包
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9月 18日 廖清清 5000万元 学校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

2018年 9月 20日 深圳市龙光慈善基金会 2000万元 支持、促进肇庆市文化事业发展 广东华光慈善基金会

2018年 9月 21日 腾讯创始人校友团队 3.5亿元 设立深圳大学人才基金 深圳大学

(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2018 年 9 月 23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文梅

千岛湖环卫所发动民间力量全民护水。 2017
年， 千岛湖环卫所及民间公益船队共打捞水上垃
圾 3000 多吨， 民间护水志愿者出动 7000 多人次，
共同守护“一湖碧水”。 图为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
民间公益船队在千岛湖湖面巡查， 打捞树枝树叶
等漂浮物。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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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周末》报道，近日，知
名演员袁立在其微博上发布了一
则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招募工作
人员的启事， 其中写道，“我们希
望她是一位女性（因为我们付不
起男士的费用， 因为在上海你要
养家糊口， 我们怕耽误了你的幸
福）”，“因为是公益组织， 也得提
醒应聘者， 也许你拿不到你预期
的酬劳”。

这条微博的评论中， 除了对
岗位感兴趣的留言外， 还有相当
一部分声音质疑这是对男女同工
不同酬的委婉说辞。 更有用户直
接发问：“机构是按性别发钱的
吗？ 公益组织就可以公开搞性别
歧视？ ”

虽然目前记者发现这条微博
已经不存在， 但多位受访者向记
者表示， 这则言论反映的问题属
于“性别歧视”争议范畴，却不仅
限于此。 2015 年，中国发展简报发
布一份针对中国 37 家公益机构
所做的调研结果表明，在 1187 名
全职员工当中， 女性从业人员比
例高达 67.5%。“男性多从事科技、
外交、政治等，女性则做慈善、服
务等工作。 较多声音认为女性更
擅长照顾类工作， 这恰恰反映了
性别分工和角色定型。 ”联合国妇
女署高级官员马雷军对此现象曾
发表过看法。

作为公益行业主要的从业群
体， 女性一方面在许多机构中占
据着领导决策地位。 多位受访人
员也向记者表示， 她们所处的环
境中， 社会性别固有的偏见依然

存在。
调研报告《公益行业中社会

性别现状和挑战》 写道：“在公益
工作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 对公
益项目的设计、 有效实施都具有
非常大的帮助和作用， 这既是公
益有效性的一个保证， 也是对服
务对象最大程度的尊重。 ”

据中国发展简报 2017 年发布
的《中国公益组织从业人员薪酬调
查报告》显示，23.2%的公益从业人
员每月工资在 3000 元以下，34.9%
的人工资水平处在 3000-5000 元
之间， 这也是占比最多的人群，而
月收入在 15000 元以上的从业人
员，只占调查总人数的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
法》 就招聘中不得歧视女性的条
款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
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不
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
结婚、生育的内容。 ”

事实上，在就业招聘中，公益
组织明确表示会更倾向女性候选
人的情况确实存在。 例如有的国
际机构就会在招聘启事中注明，
同等水平条件下倾向于女性、残
障人群。 有机构对此认为，在社会
能够为这些人提供相对较少就业
机会的环境下， 公益机构给予这
些人更多就业岗位， 能够促进社
会整体上的平等。

有统计数据表明， 中国公益
从业者中女性占比过大半， 但其
薪资整体水平较男性而言偏低，
存在较明显的“同工不同酬”现

象，也就是性别不平等问题。
在公益行业中引入性别视角，

公益机构负责人通过不断学习，以
开放的心态加强性别平等意识的
相关教育。 另外，公益机构也需要
落实“同工同酬”等法律规定。

“女性”“公益”“收入低”三个
词之间有强相关性吗？ 能画上等
号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
题一直困扰着包括公益领域从业
人员在内的不少人。 对此《公益时
报》联合凤凰网、问卷网推出本次
益调查： 女性做公益就应该收入
低吗？

调查自 2018 年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共 1004 名网友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 有 53%的网友认
为， 公益行业本身就不是高薪职
业， 女性做公益就应该收入低；
47%的网友认为公益行业比其他
行业工作更难做， 收入应该和付
出成正比， 所以女性做公益不应
该收入低。

关于“公益行业从业人员应
该以女性居多吗？ ”的问题，44%的
网友认为女性更适合服务、 照顾
类的工作， 公益行业从业者应该
以女性居多；35%的网友认为男女
在公益行业中各有优势， 互相配
合才能更出色的完成工作， 所以
不应该以女性居多； 也有 21%的
网友认为只要能把工作做好，女
性男性都可以。

58%的网友认为在职场上大
部分男性比女性更有能力， 也有
43%的网友认为在职场上并不是
大部分男性比女性更有能力。

有、念想：受中国旧封建思
想影响， 女性很难摆脱自古以
来的性别偏见， 没办法做到绝
对的男女平等， 要改变旧思想
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过近年来
我国女性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
提升。

往事如风： 公益领域确实
女性比男性更多， 个人认为可
能女性比男性的爱心更容易被
触动，但是不要小看女人，很多
女人比男人都有能力。

Aquarius：女性的职业需求
有局限性 ，大多是客服 、前台 、
文员、人事这种，男的就不一样
了，除了前台其他的都能做，像
技术 、IT、销售 、程序员都是男
的多。

� � 1.你认为女性做公益应该收入低吗？
A：应该；公益行业本身就不是高薪行业；

53%
B：不应该；公益行业难做，收入应该和付

出成正比。 47%

2. 你认为公益行业从业人员应该以女性
居多吗？

A：应该；女性更适合服务、照顾类的工
作；44%

B：不应该；男女各有优势，互相配合才能
更出色地完成工作；35%

C：无所谓；只要能把工作做好，女性男性
都可以。 21%

3. 在职场上你认为大部分男性比女性更
有能力吗？

A：是；58%
B：不是。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