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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自然灾害致全国
1.86 亿人次受灾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办
公室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对 2015 年全国自然
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 经核定，2015 年， 各类自
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18620.3 万人次受灾，819 人死亡，
148 人失踪。

点评：我国是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 ，需要更为
常态的社会组织救灾运作体系，需要更加本土化的响
应机制。

上海知名佛寺
捐赠 1000 万助学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1 月 18 日上海龙华古寺、上
海大慈公益基金会 18 日向上海市红十字会捐赠 1000
万元，在红十字人道基金下设立了“明旸法师帮困助
学基金”，通过每年 100 万、连续十年的项目行动，帮
助上海在校孤儿、身患重大疾病等困难家庭学生完成
学业。

点评：近几年宗教慈善日益活跃，如何将这一资
源引向更专业的社会组织运作，需要宗教界与社会组
织的共同努力。

美国个人捐款额
占总额的 72%

美国捐款基金会 2015 年发布的慈善捐款报告指
出，2014 年美国的慈善捐款总额为 3583 亿美元，创
60 年慈善捐款最高纪录。 其中个人的慈善捐款额比
2013 年增加了 5.7%，达到 2585 亿美元，个人捐款额
占慈善捐款总额的 72%。

点评：捐款并不是富人的专利，美国很多收入不
高的家庭也加入了慈善捐款大军的行列。 慈善捐款成
为像吃饭穿衣一样的日常动作，人人公益的时代才能
真正到来！

去年 161 个城市 PM2.5 浓度
降一成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监测数据显示，2015 年，全
国 338 个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同比下
降 7.4%；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50 微克/立方
米，其中 161 个可比城市同比下降 11.3%。

点评：数据是客观的，人们的感觉是主观的。 空气
质量的改善与否，客观与主观的评价差距很大。 环保
工作还需要更多人的投入。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6年 2月 15日 云南林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文建 1000万元 慈善事业 福建南安市慈善总会

2016年 2月 15日 广州新联盟集团 100万元 公益事业 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

2016年 2月 20日 深圳华侨医院 100万元 支持骨科人才培养 暨南大学

(2016 年 2 月 15 日至 2016 年 2 月 21 日)
（制表：王勇）

近六成网友认为
面对“爱心墙”应该更包容

2 月 16 日，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大畈乡建光村三
个孩子失踪引发了一场 72 个小时的水陆空搜救大行
动：数十支搜救队，专业潜水员，两架直升机，水下机
器人，无人机……在包括民间救援队在内的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于 19 日找到了三个孩子。 建光村
内挂满了横幅，庆祝这场“胜利”。

“爱心墙” 最初源于伊朗。
2015 年冬， 由于伊朗遭受严重寒
潮，加上制裁和经济危机，无家可
归者急剧上升， 为了给这些人提
供御寒衣服， 一位匿名人士“发
明”了直接捐赠衣物的“爱心墙”。
他首先在墙上画画，并安装挂钩，
让人们主动贡献保暖的衣服，有
需要的人可以将这些衣物取走。

这一举动经社交网络传播
后，立即引起了大量效仿，不仅席
卷了整个伊朗， 也迅速进入了中
国。 2016 年 1 月 26 日，河南驻马
店街头， 一夜之间出现了多处挂
满衣服的“爱心墙”；2 月 1 日，成
都地铁二号线牛王庙站 D 出口多
了一面“爱心墙”；2 月 3 日，位于
青岛李沧区兴山路 2 号的永宁路
社区建起了“爱心墙”；2 月 17 日，
厦门轮渡附近的“爱心墙”刷爆了
厦门人的朋友圈； 广西贵港，“爱
心墙”正在完善中……

目前，福建、新疆、四川、浙
江、广西、云南以及河南等省市都
有了友善之墙， 且数量和样式也
不断增加。 对于遍地开花的友善

之墙， 赞许和质疑的声音一时间
蜂拥而至。

肯定的声音认为，“爱心墙”
简单易行、参与程度高。“爱心墙”
不同于爱心衣橱等慈善机构的捐
赠模式，省去了繁杂的中间环节，
将闲置的资源和困难群体的需求
直接挂钩，且维护了受助者尊严，
让公益变得简单、自然、高效，更
符合现代人的心理需求。

但反对的声音则担心“爱心
墙”会影响市容市貌，质疑它的合
法性； 有贪图小便宜的人取走衣
物进行倒卖；也有人提出，捐赠的
衣物质量参差不齐， 如何保证衣
服的质量和清洁程度是个问题；
捐赠的衣物太多， 但取走衣服的
人还比较少， 积压的衣服如何处
理也需要考虑……

近日，昆明北站隧道一“爱心
墙”启用不足 10 天，因无人打理
变身旧衣物“垃圾场”被辖区街道
办取缔。

的确， 面对新兴的爱心捐赠
形式， 部分地区由于尚未形成一
套完整的爱心捐赠机制， 从前期

爱心捐赠、 宣传到后期的衣物储
备、管理都存在问题。 为此，《公益
时报》联合新浪公益、问卷网和凤
凰公益推出本期益调查： 面对日
渐兴起的“爱心墙”，你怎么看？

本次调查自 2016 年 2 月 19
日 10时起，至 2016年 2月 22日 9
时，共有 1047名网友参加。调查结
果显示，近六成的网友认为“爱心
墙”初衷很好，应该给予其更包容
的生存空间。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
将“爱心墙”推广下去，27%的网友
认为需要明确捐赠规则和管理办
法；38%的网友认为应由所属地街
道办负责，避免“爱心墙”沦为个人
衣柜减负之地和垃圾堆放场所；
26%的网友认为， 应由专业公益组
织接手，处理好接收、分拣、清理、
储备和发放各个环节。

此外， 对于目前新型的公益
模式， 网友表现出了很大兴趣。
27%的网友希望参加类似“爱心
墙”的公益活动，34%的网友赞成
通过互联网渠道捐款，31%的网
友喜欢使用运动类 APP， 计步做
公益。

■ 本报记者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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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截至 2016 年 2 月 22 日 9 时

@ 一片光明在眼前：
爱心墙不应取缔，它能让
爱心传递，对改善社会风
气有良好的示范作用，我
们需要做的是在挂衣服
的旁边提示需要衣服的
人：回家把衣服要进行清
洗消毒！

@ 知足 4961： 积极
参与献爱心是无可厚非
的，不过加强管理这个环
节不能马虎，卫生安全更
是重中之重。

@ 很旧很旧的风-：
运行爱心墙没有那么难，
厦门是个很好的案例，很
多经验可以参考，昆明的
做法不聪明而且简单粗
暴。

@ 乍消：我觉得应该
更条理化分类化，这种爱
心行为很值得的推崇，捐
赠的衣物也总会有人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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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对各地兴起的 “爱心墙 ”，你怎
么看？

A.初衷很好，应该给予更包容的生
存空间；59%

B.不看好，会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出
现而荒废和被遗忘；23%

C.有待进一步观察。 18%

2、 你认为如何能够开展好 “爱心
墙”？

A. 需要明确捐赠规则和管理办法；
27%

B.由所属地街道办负责，避免“爱心
墙” 沦为个人衣柜减负之地和垃圾堆放
场所；38%

C.由专业公益组织接手，处理好接
收、分拣、清理、储备和发放各个环节；
26%

D.视具体情况而定。 9%

3、下列新型公益模式中 ，你最喜欢
哪种方式？

A.爱心墙；27%
B.互联网渠道捐款；34%
C. 使用运动类 APP， 计步做公益；

31%
D.类似“冰桶挑战”的创意公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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