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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4高温劳动者每月中暑一次

王老吉呼吁社会关怀烈日英雄
超过 1/4 的户外高温劳动

者———从环卫工到外卖小哥，从交
警到建筑工人，面临每个月均中暑
一次的健康困扰。这一惊人数字是
全国首份高温劳动者调查问卷揭
示的众多抗高温挑战的其中一部
分。 这份《户外高温劳动者调查报
告》， 是王老吉联合《工人日报》、
《楚天都市报》和《钱江晚报》三大
权威媒体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并于
2017 年 7 月 22 日在以高温著称
的武汉向外界正式发布。

以调查报告引导科学“防暑”

在 7 月 22 日大暑当天，于武
汉汉阳杨泗港长江大桥施工项目
部，王老吉联合《工人日报》、《楚
天都市报》与《钱江晚报》共同发
布 2017年《户外高温劳动者调查
报告》，武汉市总工会、《楚天都市
报》、《工人日报》、《钱江晚报》、中
铁大桥局杨泗港长江大桥项目部
以及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和嘉宾共同出
席了发布会现场。

该报告在王老吉的全力支
持下开展，旨在科学地了解中国
户外劳动者对高温环境下工作
自我保护的认知程度和存在问
题，希望能加强社会对高温劳动
者关注，也希望能够藉此引导高
温劳动者在高温环境下作业能
做到科学“防暑”。 报告采取电子
问卷的调查形式，经全国各级工
会的积极协调，在北京、上海、广

州、武汉、成都、河南、内蒙古自
治区 8 大区域，针对交警、环卫
工人、铁路巡护工人、快递等行
业展开了有关“高温户外劳动者
工作现状”的抽样调查，共获得
1459 份有效问卷。

调查发现，高达 73.68%的户
外劳动者认为防中暑是高温工
作的最大挑战。 然而 ， 仍有
26.53%的劳动者表示每月都会出
现中暑症状， 更有 3.43%的人声
称每周会出现中暑症状。

调查进一步发现， 因对科学
防中暑的认知不足， 仍有相当一
部分户外劳动者使用单一甚至错
误的方法作预防措施：85%的受访
者有收到用人单位提供的隔热护
具， 但仍有超过 4 成受访者于户
外工作时没有佩戴护具， 这可能
是户外劳动者经常中暑的一个主
因。此外，平均每 5位受访者中就
有 1人表示，在户外工作后，通过
马上用凉水淋洗手脚、 食用冰冻
饮料食品或吹空调的方法使身体
降温。事实上，这种急剧降温反而
会引发毛细血管的瞬间收缩，并
不是适当的降温方法。

另外，超过九成受访者会随身
携带藿香正气水以预防及治疗中
暑，然而户外劳动者也意识到相对
温和、适合大众长期饮用的凉茶等
植物清凉饮料的降暑作用，有高达
57.78%的反馈表示饮用凉茶能有
效帮助他们预防中暑。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叶继曾表示：“与三

大权威媒体进行的调研显示，无数
的户外劳动者在高温下为了城市
建设而坚守岗位、挥汗如雨，也承
受着酷暑天气带来的艰辛，付出了
一定的健康代价。 希望这份《户外
高温劳动者调查报告》在引导户外
劳动者科学防暑的同时，能引发社
会公众对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作为
一个自诞生伊始就倡导健康、吉祥
的文化品牌， 王老吉 17年如一日
践行夏季高温关爱活动，如今我们
希望更多人能了解这些烈日英雄，
和我们一起为他们送上一份清凉，
致予一份敬意。 ”

全面升级高温关爱公益行动

王老吉对英雄的支持可以远

溯至 1839 年，当时林则徐在广东
禁烟期间不幸因暑热病倒， 被王
老吉以三花三草的独特药方为他
调理身体、消除暑热。 自此，“老老
实实王老吉，清热解毒祛暑湿”就
渐渐为世人熟知。事实上，王老吉
一直心系公益， 把公益纳入企业
总体战略规划里， 将公益渗透到
企业文化的血液中。 17 年来，王
老吉坚持在夏季期间开启“关爱
烈日下最可爱的人”公益行动，不
断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为全国各
地的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解暑的
王老吉凉茶。

今年，王老吉与三大权威媒
体联合共同发布《户外高温劳动
者调查报告》， 共同倡议于每年
大暑之日成立“高温关爱日”，全

面升级启动高温关爱公益行动。
这次活动，王老吉共向武汉户外
劳动者送上 1000 箱凉茶， 并推
出“王老吉夏日清凉战车”，首站
从武汉启程。 未来的一个月内，
王老吉夏日清凉战车将持续深
入重庆、长沙、南昌、杭州、福州
和广州等多个火炉城市进行巡
游路演，开展凉茶赠饮活动。

秉承 189 年为人们带来身
心康健的愿景，王老吉多年来不
忘初心，打造了覆盖面广泛的公
益体系。 未来，王老吉也呼吁更
多的品牌和社会各界在盛夏行
动起来， 共同打造“高温关爱
日”， 一起为平凡而伟大的户外
劳动者送上清凉与关怀。

（张慧婧）

2017 年 7 月 13 日，“1+1”中
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2016 年
度总结暨 2017 年度启动仪式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以

“扶贫攻坚·法律援助志愿者在
行动”为主题，总结了 2016 年度

“1+1” 行动工作成果， 部署了
2017 年度“1+1”行动工作任务，
并对 2016 年度“1+1”行动中涌
现的优秀志愿者和先进单位进
行了表彰。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
长、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名誉理

事长顾秀莲， 全国政协原副主
席、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名誉理
事长李兆焯，司法部部长、党组
书记张军，司法部副部长、党组
成员熊选国，司法部原常务副部
长、党组副书记、中国法律援助
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张秀夫，中国
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张彦珍
出席会议。

会议对 2016 年度的“1+1”
行动的志愿者和先进单位进行
了表彰，授予马兰等 108 人“‘1+
1’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2016 年度优秀法律援助律师”称
号，授予北京市司法局律师业务
综合指导处等 95 家单位“‘1+1’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2016
年度先进单位”称号。 会上，李兆
焯向 2016 年度“1+1”行动中涌
现的先进人物陈贤、曹旭夫妇颁
发突出贡献奖。

顾秀莲指出，“1+1” 志愿者
行动经过八年的发展，在服务中
西部地区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
定、 促进边疆长治久安等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她强
调，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把“1+1”
行动打造成传递党和政府法治
温暖的民生工程；要继续坚持扶
贫攻坚的项目主题，为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再做新贡献；要进一
步提升项目保障能力，推动“1+
1”行动持续、长期地做下去。

熊选国表示，“1+1” 行动是
保障公民平等获得法律保护、促
进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的生动实践，是深入落实国家精
准扶贫战略的重要举措，是促进
实现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
的必然要求，志愿者要增强做好

“1+1”志愿服务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努力推动“1+1”行动实现新
发展。 要忠实履行职责使命，认
真办理好每一件法律援助案件，
做好每一次普法宣传，当好法律
顾问，发挥好传帮带作用，帮助
培养当地法律人才，提高法律援
助能力和水平。

据悉，“1+1” 中国法律援助
志愿者行动是由司法部、团中央
于 2009 年共同发起， 中国法律
援助基金会会同司法部律师公
证工作指导司、司法部法律援助
工作司、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团中央青
年志愿者工作部举办的大型法
律援助公益项目，通过每年组织
一批律师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
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到中西
部无律师县和律师资源短缺的
贫困县服务一年，为当地的经济
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1+1”行动的实施提高了中
西部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能力，
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促进了社
会和谐稳定，推动了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和法治建设，为“一带一
路”、 扶贫攻坚等工作贡献了力
量。 从 2009 年实施以来，该项目

已连续八年向中西部地区的 392
个县（区）派出了 1300 多人次法
律援助志愿者，共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 5.4 万余件， 开展普法宣传
和法治讲座超过 1.8 万场， 为上
百万困难群众提供了优质的法
律服务，化解了上万起群体性矛
盾纠纷，直接受益群众达 1570 万
余人，为受援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近 30 亿元。

2016 年度，共有 202 名“1+
1”行动志愿者分别奔赴贵州、云
南、青海、新疆等西部省（区）的
130 个县（区），开展法律援助服
务， 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5600 余件， 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2742 起，解答法律咨询 97700 余
人次，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超
过 5.7 亿元；开展群众普法宣传，
到机关、学校、社区、乡村，企业、
军营、电台和监管场所等地作专
题法律知识讲座超过 1517 场次。

2017 年度“1+1”行动志愿者
共有 242 名， 他们将奔赴新疆、
贵州、西藏、青海等 14 个省（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70
多个县（区），开展为期一年的法
律援助志愿服务。 （皮磊）

“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2016年度总结
暨 2017 年度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户外高温劳动者调查报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