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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近半数网友认为
拒绝导盲犬进公共场所是合理的

截至 11月 26日 8时

捐百斤废纸
享 4500 元保障金

据《长江日报》消息，一年只需捐出 100 多斤废
纸， 参加项目活动的女性居民就可以享受 4500 元的
宫颈癌、卵巢癌等风险保障资金。 11 月 23 日，汉阳区
垃圾分类“废弃宝”项目在琴断口街龙兴社区正式启
动，率先实现了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相结
合，该项目覆盖了龙兴社区万余居民。

点评：垃圾分类不能只停留在口头宣讲上，这样
的制度创新多多益善。

我国已有
注册消防志愿者 896 万名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最新统计，前 10 个月，全国火灾起数、伤亡人数、财产
损失等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所下降。 目前，全国已发
展各类消防志愿服务组织 6.3 万余个，注册消防志愿
者 896 万名。

点评：火灾下降的背后，离不开各类消防志愿服
务组织和消防志愿者的辛勤付出和努力。

法国捐赠粪便样本
可获 50 欧元

据中新网消息，据外媒报道，法国巴黎一家医
院为了研究肠道疾病， 此前开启了一项粪便征集
计划，呼吁公众向医院捐赠粪便样本。 样本被采用
的人， 可获得 50 欧元报酬。 但由于院方的原意被
曲解，大量捐赠者涌入，造成局面失控，医院日前
不得不叫停这项计划。

点评：捐赠项目的设计如果不够专业，其后果往
往难以预料。

我国碳排放
自 2013年以来增速基本为零

据《人民日报》消息，科技部近日发布的《全球生
态环境遥感监测 2018 年度报告》 显示，2017 年中国
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了 46%，中国碳
减排成效明显，排放增速逐渐降低，自 2013 年以来增
速基本为零。

点评：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恶化为代价，这一理
念的落实需要制度性的安排。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11月 22日 海亮集团 500万元 自闭症患儿康复救助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8年 11月 23日 世纪天润长方清海 1000万元 人才建设 武汉大学

2018年 11月 23日 天津路顺投资朱道六 1000万元 人才建设 武汉大学

2018年 11月 24日 龙湖集团 1000万元 帮扶贫困残疾人家庭 巫溪县天元乡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于俊如

11 月 19 日，清凉峰镇的党员公益救援队队员帮
助一名偶遇的游客下山。 在杭州市清凉峰镇，由于山
地古道多，常有“驴友”迷路、体力不支或摔伤情况发
生。 该镇于 2017 年专门成立了一支党员公益应急救
援队，目前已经参加户外应急救援 30 多场。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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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书院 v： 看完
评论我想起了我的团长
虞孝卿说的话了， 无赏
即无罚……规定不统一
就是因为以前把地方惯
的吧……

一堆樟脑球 : 只能
说对导盲犬的科普力度
还是不够吧， 日本拍的
导盲犬小 Q 就是很好
的一个例子， 要让一般
大众知道导盲犬的选拔
和理解它们的工作。

懒咪房上睡： 如果
像海底捞那样人性化服
务， 盲人和导盲犬都会
被照顾得很好， 兼顾正
常人和残废人才是好办
法， 而不是绑架大家与
狗狗一个空间就餐。

� � １、导盲犬进公共场所被拒，你的态度是？
A.支持 45%

� � B.反对 35%
� � C.保持中立 16%
� � D.无所谓 19%

� � ２、你选择以上态度的原因是？
A.公共场合有老人小孩，确实存在安全、卫生等

隐患 35%
� � B.导盲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是工作犬，应区
别对待 58%
� � C.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3%
� � D.其他 0.9%

� � ３、你认为这件事反映出来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A.可能是导盲犬被接受的程度还不高 35%

� � B.导盲犬应佩戴专有标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
会 38%
� � C. 携带导盲犬的乘车旅客在进站乘车时应主动
出示身份证件、残疾人证、导盲犬工作证、动物健康免
疫证明等相关证件 24%

11 月 18 日晚上，从北京到长
沙开会的视力残障人士徐女士遭
遇了尴尬一幕。 她带着导盲犬“呆
萌” 和一些朋友来到长沙坡子街
火宫殿门口，却被保安拦了下来。
因为该店有规定， 顾客不得携带
宠物入内。 双方发生争执，徐女士
报了警。 警方到场协调后，店方最
终才让徐女士带着导盲犬进入店
内。 这已不是“呆萌”第一次在公
共场所被拒。

有网友表示不理解：“换个能
进去的店不就行了？ 等两个小时,
就为进去消费，还杠上了，想说明
什么？ 有能耐？ ”

但是，徐女士说，她此次坚持
要带着导盲犬进入店内， 其实是
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导盲犬是可
以正常地进入公共场所的， 从而
保障视觉障碍者能够享受与其他
人平等的权利。

最终， 在民警的调解下进入
店内消费。 徐女士说，他们进入店
内后， 导盲犬就安静地躺在他们
的饭桌下，不会骚扰到他人。 在平
时，只要它穿上导盲马甲，被拴上
导盲鞍，就会进入工作状态。

徐女士说，在北京，她携带导
盲犬进公共场所遭拒的情况会稍
微好一点，地铁、公交都可以上，但
进入商场、饭店等场所时同样有可
能遭到拒绝，但经过沟通后一般会

允许进入。 但在其他地方，被拒绝
的概率会高很多。“可能是导盲犬
这种事物被接受的程度还不高。 ”

记者搜索发现， 徐女士的遭
遇不是个例， 在国内外都存在相
同的事情。 而且每年都有类似的
事情发生。

作为餐饮行业， 如何对待导
盲犬其实也有着自己的困惑。 虽
然知道导盲犬受过专业的训练，
不会对他人进行攻击， 但导盲犬
是否携带疾病， 是否会干扰到店
内的食品安全， 他们在心中是有
疑问的。 同时，也有一些顾客会对
大型犬有畏惧心理。

不少网友表示，这类事不用上
纲上线， 还是对导盲犬宣传不够，
以及网上报的恶性事件里， 咬人
前， 狗主说的都是“我的狗不咬
人”， 咬了人接下来又怪是对方不
懂狗的习性激怒了狗所以才被咬。

但是， 从保障残障人士权益
的角度来说， 让导盲犬进入店内
又是合情合理的。 根据国际导盲
犬联盟的规定，1%以上的盲人使
用导盲犬，可视为导盲犬的普及。

2012 年，国家颁布的《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 第十六条明确规
定， 在遵守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
下， 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
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

碍服务。
按法律规定， 导盲犬可以出

入公共场所，为何还经常遭拒？ 对
于“导盲犬进公共场所被拒”的现
象引起的争议，《公益时报》 联合
凤凰网和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
查———导盲犬进公共场所屡屡被
拒，你怎么看？

本次调查自 11 月 22 日下午
16 时开始，截至 11 月 26 日上午 8
时，共有 1125 名网友参与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 导盲犬进公共场所
被拒，约 45%的人持支持态度，约
35%的人表示反对，值得注意的是
保持中立和无所谓的分别占到
16%和 19%，差距相对不是很大。

在选择以上态度的原因上，
35%的人认为公共场合有老人小
孩，确实存在安全、卫生等隐患。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认为导盲犬
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是工作犬，
应区别对待的占到了大多数，占
比约 58%；不关心的占比相比非常
微弱，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家对
于导盲犬的矛盾态度。

之所以有这种矛盾态度， 认为
可能是导盲犬这种事物被接受的程
度还不高的占比 35%； 认为导盲犬
身上应该佩戴专有的标识， 以免引
起不必要的误会的占 38%； 认为携
带导盲犬的乘车旅客在进站乘车
时应主动出示相关证件的占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