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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四成网友表示应鼓励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寻找走失儿童

我国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人数已超 315 万人

据新华社消息，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人数已超过 315 万人，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 3.3 万余例， 捐献器官 9.9 万余个， 成功挽救了近
10 万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点评： 要在全社会形成捐献光荣的浓厚氛围，让
更多的人参与到器官捐献这项大爱奉献的事业中来。

“1 元抗癌爱心厨房”
坚持 18 年不打烊

据中新社消息，“爱心厨房”于 2003 年由万佐成、
熊庚香夫妇创立并运营至今，长达 18 年，专门低价为
隔壁肿瘤医院的患者及家属提供烹饪菜肴的炉灶。在
这里炒一个菜只要一元，因此也被病人家属亲切称为
“1 元爱心厨房”。

点评：微弱的灯，照亮寒夜的路人；火红的灶，氤
氲出亲情的味道。 凡人善举，才是这个社会真正变好
的源动力。

谷歌将向欧盟反假新闻基金
捐款 2900 万美元

据金融界网消息，Alphabet 公司上周三表示，
其子公司谷歌将向新成立的欧洲媒体和信息基金
捐款 2500 万欧元（合 2930 万美元）以打击假新闻。
目前有批评称，科技巨头在揭露网上虚假信息方面
做得不够。

点评：仅有捐赠是不够的，科技巨头应该将揭露
网上虚假信息融入到企业的日常运作中。

2021 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六五环
境日宣传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1 年六五环
境日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旨在进一步提升全
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坚定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为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点评：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参与 ， 要形成生态环境治理全民参与的行
动体系 。

(2021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4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皮磊

据杭州网消息，在中国传统缅怀逝者的清明节来临
之际，“生命乐章 致敬捐献”2021 年浙江省人体器官（遗
体、组织）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在杭州钱江陵园“生命礼敬
园”举办。 截至 2021 年 2 月底，浙江全省已有器官捐献
者 1642 名，遗体捐献者 780 名，眼组织捐献者 1559 名，
脑组织捐献者 144名， 同时还有 10.73万爱心人士主动
登记成为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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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家的小赞 7：
真的很棒 ， 大家

都可以推广出去 ，让
更多的宝贝有机会可
以早点回家。

卖不出衣服的小
哥哥：

这个老板真的很
棒啊 ， 已经坚持三年
了 ， 希望更多厂家都
可 以 参 考 这 样 的 方
式 ， 把失踪儿童信息
广泛传播。

进 击 的 小 胖 纸
13145：

出发 点 是 好 的 ，
但总感觉怪怪的 。 我
开 箱 子 都 是 一 刀 划
开 ， 换成人像在上面
被我一刀划开 ， 我感
觉下不去手。

1. 你如何看待本文中提到的爱心厂家和个人的
做法？

A.十分支持，这些善举增加了走失或失踪儿童被
找回的几率；48.50%

B.值得肯定，他们的爱心举动应该得到表扬，感
召更多人参与；42.79%

C.有待观望，这些做法能够触达的人群很少且很
容易被忽视。 8.71%

2. 你觉得如何才能增加上述这些凡人善举的有
效性，避免做无用功？

A.加强和政府、公益组织合作 ，确保寻人信息的
准确性；59.15%

B.联合更多商家，鼓励大家通过灵活的方式发布
寻人信息；31.65%

C.加强正面引导，必要时对这些商家和个人提供
支持。 9.2%

3. 你觉得怎样才能增加走失或失踪儿童被找回
的概率？

A.完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及技术手段丰富走失
儿童信息；38.24%

B.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让走失儿童信息被更
多人看到；42.69%

C. 政府与社会力量联合， 完善儿童保护救助网
络。 19.07%

3 月 26 日， 公安部召开新闻
发布会，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
长童碧山表示，今年 1 月起，公安
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
拐卖儿童积案、 查找失踪被拐儿
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 全
国公安机关依托“打拐 DNA 系
统”，通过积极完善父母寻找失踪
被拐儿童信息、 广泛采集疑似被
拐人员数据、 及时组织技术比对
核查、 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
案， 全力缉捕一批拐卖儿童犯罪
嫌疑人， 全面查找一批改革开放
以来失踪被拐的儿童。

关于走失儿童及被拐儿童的
相关信息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 近年来，民间及社会力量的参
与让寻找走失儿童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也使得全民参与变得更加
容易，方法也更加灵活多样。

3 月 16 日， 江苏丹阳一家灯
具厂用印有被拐或走失儿童信息
的特殊胶带进行打包的视频引发
网友关注，在微博上，该视频观看
量超过了 460 万次， 有上千人跟
帖评论、转发。 据该厂家负责人表
示，这是他们和“宝贝回家”公益
组织合作推出的，希望“用胶带点
亮被拐或走失儿童回家的路”，他
们所生产的产品已经陆续更换成
用这种特殊的胶带进行打包。

无独有偶，一则“男子车身贴
满失踪儿童照片自驾” 的视频也

引发关注。 37 岁的洛阳人马水峰
是一名个体户，8 年来他每年都会
开车自驾游。 2019 年，他遇到了一
个失踪儿童家庭， 深受感触的他
自 2020 年自驾游开始便在车身张
贴失踪儿童的照片。

目前，他的车身上共贴了 230
张失踪儿童照片。 马水峰已经开
着这辆车走过临汾、郑州、西安等
20 多个城市。他也表示，以后每年
都会抽出时间去做这件事，“多一
个人看到这些照片， 就多一份回
家的希望”。

在浙江慈溪， 有两家拖鞋厂
自 2016 年起会在每双鞋挂上“寻
子吊牌”然后再出厂。 这些吊牌上
印有走失儿童的照片、姓名、失踪
经过等信息， 信息则由“宝贝回
家”公益组织提供。 厂家将这些吊
牌挂在鞋子外侧， 方便消费者第
一时间看到。 据报道，目前这两家
拖鞋厂生产的这样的拖鞋已售出
4000 多万双， 伴随着拖鞋流入市
场， 有关走失儿童的信息也被带
到了全国各地。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 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也尝试
通过技术的力量帮助更多人回
家。 2016 年 2 月，今日头条发起头
条寻人公益项目。 借助移动互联
网+的精准地域弹窗技术，该项目
能够对寻人或寻亲信息进行精准
的定向地域推送， 依靠今日头条
海量用户， 帮助家属寻找走失人

员， 也可以帮助被救助管理机构
救助的走失人员寻找家人。 截至
2021 年 1 月 5 日， 头条寻人已成
功寻回 15000 人。

这些方式是否都合适？ 如何才
能提高寻人的有效性？《公益时报》
联合问卷网发起本期益调查———张
贴照片、爱心胶带、寻人吊牌……这
些寻人方式是无用功吗？

调查自 3 月 31 日 10 时发起，
截至 4月 5日 9时，共有 1033名网
友参与。其中 48.5%的网友十分支持
文中提到的爱心厂家和个人的做
法， 认为他们的善举增加了走失或
失踪儿童被找回的几率；42.79%的
网友表示他们的做法值得肯定，这
样的爱心举动应该得到表扬和肯
定，感召更多人参与到寻人行列。

为避免做无用功， 增加走失
儿童或被拐儿童找回率，59.15%的
网友认为应该加强和政府、 公益
组织合作， 确保寻人信息的准确
性；31.65%的人则建议联合更多商
家， 鼓励大家通过灵活的方式发
布寻人信息。

有关儿童问题一直是公众关
注的重点，38.24%的网友认为，须
完善法律法规， 通过法律及技术
手段丰富走失儿童信息；42.69%的
人表示， 应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
与， 让走失儿童信息被更多人看
到；19.07%的人表示， 政府和社会
力量联合起来， 完善儿童保护救
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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