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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8笔捐赠、
80余万元善款背后
鼓励社会力量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提供保障

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于 6
月 24 日发起对周宏勃家庭关切
的募捐行动， 截至 6 月 29 日 14
时，基金会共收到捐款 2338 笔，
总金额 809951.18 元。

《公益时报》记者在全国社
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以“见
义勇为” 为关键词进行查询，结
果显示，全国以“见义勇为”命名
的基金会共 282 家，社会服务类
机构共 7 家，社会团体共 879 家，
共计 1168 家。

认定见义勇为行为，对于弘
扬社会正义、肯定群众义举有很
大的激励作用。 在生活中，哪些
情形会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另一
方面，面对危难，见义勇为者面
临的行为风险，社会组织又能做
些什么？

捐款 2338 笔
共计 809951.18 元

就此次事件，《公益时报》
记者致电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
进行了采访。 该基金会工作人
员表示，6 月 24 日，周宏勃参与
救人行动被民政部门认定为见
义勇为，此后基金会发起募款。
记者了解到， 由于项目上线时
间短， 基金会暂未开通其他募
捐通道，“通过银行转账捐赠最
佳， 后期我们会根据需求再开
通其他渠道”。

截至 6 月 29 日 14 时， 首都
见义勇为基金会共收到捐款
2338 笔，合计 809951.18 元。基金
会方面表示，后续会将所有捐款
单独核算，全部用于帮扶周宏勃
家庭，专款专用，不收取任何管
理费用。

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基金会捐赠收入将严
格按照相关要求，用于帮扶民政
部门认定的见义勇为牺牲人员
家庭、因见义勇为致残、生活
贫困的见义勇为群体。 基金会
将定期在“慈善中国”网站、基金
会官网公示接收捐赠及使用情
况，管好用好捐赠资金，接受社
会监督。

据悉，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也
就是 6月 20 日，石景山区民政局
联合公安、属地街道、蓝天救援队
等来到事发地点进行调查， 采集
相关信息。6月 24日，周宏勃被民
政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

郭志军是北京市石景山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队
长，参与了此次搜救工作。 郭志
军对记者表示，现场包括周宏勃
在内，共有三名施救者，其中两
人安全上岸，周宏勃由于体力不
支，不幸溺水牺牲。 在将遗体打
捞出水、移交当地警方后，蓝天
救援队撤离。

郭志军表示， 为致敬救人
者，他们在队内发起了“爱心捐
款倡议”， 号召队员们积极参与
捐款，“共计有 1.2 万元捐款送达
周宏勃家人手中”。

17 年， 北京市共认定见义
勇为 1700 余人

2000 年 8 月 1 日，《北京市
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
正式施行。 2016 年 11 月 25 日，
该条例经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后部分修改。

条例明确，能够确认为见义
勇为行为的主要有四种情形 ：
一、同正在进行的侵犯国家、集
体财产或者他人人身、 财产安
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
二、 同正在进行的危害国家安
全、 妨害公共安全或者扰乱公
共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的；三、在抢险救灾中，不顾个
人安危，抢救国家、集体财产或
者他人生命财产的；四、其他为
保护国家、 集体利益或者他人
生命财产安全免受正在遭受的
侵害，不顾个人安危，挺身救助
的行为。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
局二级巡视员张青之表示，“见
义勇为必须是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必须是具有危险性，而
且具有为他性。 ”

2002年 1月 8日， 北京市召
开了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立法
后的第一次表彰大会，表彰了 10
个见义勇为先进集体，11 位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这次表彰，北京市
政府、 区政府对受表彰人员分别
颁发了 1万元、5000元奖金。

据悉， 北京市见义勇为评
选表彰活动每三年一届， 是以
北京市政府名义开展的常设表
彰项目。

2019 年 12 月，北京市召开
第十二届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

宣讲表彰会，向 21 名“首都见
义勇为好市民”、七名“首都见
义勇为荣誉市民”和八个“首都
见义勇为模范群体” 颁发荣誉
证书和奖章，为八个“首都见义
勇为权益保护工作先进单位”
颁发奖牌。

根据 2019 年 12 月 28 日《北
京日报》 报道，2016年至 2018年
期间， 北京市共确认 129 例共计
176 名见义勇为人员； 截至 2019
年， 北京市共确认见义勇为人员
1700余人，评选表彰“首都见义勇
为好市民（荣誉市民、模范群体）”
466 人，“首都见义勇为权益保护
工作先进单位”67个， 其中 47人
被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全
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2022 年 6 月 10 日，北京市
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正式启动
了第十三届“首都见义勇为权
益保护先进单位及好市民”评
选活动。

本次评选表彰的范围是 ，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
或本市居民在本市行政区域
外确认的见义勇为事迹特别
突出的人员，以及为见义勇为
权益保护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

鼓励社会力量
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保障

2012 年，民政部、教育部、
公安部、 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
发布《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
权益保护的意见》，其中明确提

出， 对切实解决见义勇为人员
及其家庭实际困难、 进一步做
好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提出，要鼓励社会参
与，积极培育、扶持见义勇为人
员权益保护等各类社会组织的
发展， 让社会组织开展宣传教
育、公益捐助、志愿服务等多种
关心、关爱活动，宣传、表彰、奖
励、帮助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及其
家庭实际困难。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
师、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执
行主任何国科表示，目前以“见
义勇为” 为名登记的社会组织
基本上都是配合民政、公安、人
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部门成立

的， 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给予见
义勇为人员表彰、奖励等。“但
认定见义勇为的职责并不在社
会组织， 社会组织只是做好辅
助和配合工作”。

何国科谈道，按照工作职责
要求，各省、市、区都有相应的见
义勇为基金会或见义勇为协会，
1168 家见义勇为社会组织也是
根据全国的区划数量来定的。

“比如，北京有首都见义勇为基
金会，海淀区、大兴区、怀柔区、
平谷区、 延庆区都有各自的见
义勇为协会。 为什么有的是基
金会，有的是协会？ 因为基金
会必须在省级民政部门注册，
有一些市级也会去成立省级基
金会，市县一级基本上都是成立
协会。 ”

在郭志军看来，见义勇为行
为值得肯定，应该营造见义勇为
的浓厚氛围，但现实中开展见义
勇为也存在一些无奈。 特别是保
障机制应该加强，为见义勇为创
造好的环境，不能让见义勇为者
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后再承担
行为带来的风险。“民间力量有
热情， 也是政府部门的有效补
充，可以鼓励社会组织为见义勇
为行为提供保障，共同营造见义
勇为的良好环境。 ”

6月19 日， 北京三名儿童在丰台永定河畔戏水时不
慎被水冲走。 附近多名群众见状参与救援，最终

落水儿童全部获救，但年仅 31 岁的周宏勃不幸牺牲，事后他
的行为被民政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

”

为致敬救人者，北京市石景山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在内部发起“爱
心捐款倡议”

救援现场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