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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VV：如果用现金奖励
其行为， 就失去了做好人好
事的本意， 相比较现金的奖
励形式， 我更赞同非物质方
面的表扬。

豌豆尔： 做好人好事就
应该给予现金奖励， 因为没
有鼓励， 做好人好事的人会
越来越少。

弦上花香： 奖励是应该
的， 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弘
扬见义勇为精神， 但不宜把
见义勇为与奖励金额的多少
挂钩。

琼华： 凡是不顾自身利
益去做好人好事的人， 他们
的精神一定是高尚的， 是无
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对见义
勇为的现金奖励， 不是因为
他们贪图回报， 是像一面锦
旗一样，是一种荣誉。

截至 12月 25日 11时

网友留言：

1、你做好人好事是否得到过奖励？
A、是，有得到过口头表扬；64%

� � B、是，有得到过物质方面的奖励（现
金奖励）；19%
� � C、否，没有得到过任何奖励。 17%

� � 2、用现金奖励好人好事的形式你怎么
看？

A、赞同，有所行动就应该得到相应的
奖励；77%
� � B、不赞同，以现金的形式给予奖励，
违背了做好人好事的初心；16%
� � C、无所谓。 7%

� � 3、你觉得以现金的形式奖励好人好事
有影响吗？

A、会有积极影响。 鼓励当事人，也能
激励更多人参与好人好事；75%

B、会有消极影响。 会让人只关注奖金
的去处，忽略了好人好事本身；8%

C、无论有无现金奖励，好人好事的行
为都应存在。 17%

我国实名注册
志愿者超 6700 万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12 月 18 日，第二届中国志
愿服务论坛开幕。 截至目前，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
人数已超过 6700 万， 覆盖各类志愿者超过 1.3 亿人，
志愿服务组织 41 万多个。

点评：实名注册之后如何让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常
态化，打造志愿服务品牌，将是对志愿服务体系的一
大考验。

浙江慈善会系统
六年募款超过 138 亿元

据浙江在线报道，12 月 20 日，浙江省慈善联合
总会成立大会举行。 近六年来，浙江全省慈善会系
统募款超过 138 亿元， 惠及困难群众超过千万人
次，在扶危济困、保障民生中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
用。

点评：慈善会系统是公益慈善行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但其筹款及运作模式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整
理，信息透明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江苏动员 8 万多家
社会组织参与陕西扶贫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消息，江苏省民政厅日前发出
通知，动员全省 8 万多家社会组织，参与苏陕扶贫协
作，助力陕西打赢脱贫攻坚战。 通知要求，从 2017 年
到 2020 年， 扶贫协作工作将聚焦陕西省 56 个贫困
县、革命老区和深度贫困县及深度贫困村，帮困家庭
和帮困人群。

点评 ： 扶贫济困是社会组织的主要工作领域之
一，但参与脱贫工作需要量力而行 ，更需要实施有社
会组织特色的公益项目。

全国森林旅游
总产值预计破万亿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7 年，森林旅游游客量
预计超过 14 亿人次， 占游客总量的比例约为
28%，创造社会综合产值预计达 1.15 万亿元，森林
旅游游客量占国内旅游人数的比例预计将接近
30%。

点评 ：森林保护与当地居民息息相关 ，环保工作
需要开拓思路，像森林旅游这样，实现人与环境的友
好、可持续发展。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12月 20日 陕西交通集团 200万元 精准扶贫
陕西省省慈善协
会扶贫基金

2017年 12月 20日 姚加环、施丽莉伉俪 1100万元 建设加环文化广场 晋江市永和镇

2017年 12月 21日 北京红石国际 3000万元医疗设备 医疗卫生
广西钦州市红十
字会

2017年 12月 24日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万元 助学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4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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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七成网友赞同
以现金的形式奖励好人好事

环
保

当地时间 2017 年 12 月 22 日， 美国加州洛杉
矶，“洛杉矶任务 (Los Angeles Mission)”组织一年一
度的圣诞节大餐，志愿者戴圣诞帽为无家可归者送
上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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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不久，山东 90 后“搬砖女
孩” 刷屏网络， 名叫秦玉瓶的 28
岁山东女孩为了给在车祸中受伤
的弟弟治病， 放弃了原本在上海
月薪过万的工作， 回到山东省蒙
阴县老家找了一份搬砖的工作。
事件一经报道， 引来了不少网友
关注的同时，这位“搬砖女孩”还
获得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
10000 元正能量金。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是阿
里巴巴集团公益开放平台联合全
国 100 多家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
一个大型公益项目。 项目成立于
2013 年 7 月，以“传播正能量、弘
扬真善美”为宗旨，以媒体和互联
网为依托，面向全社会发掘、寻找
社会好人好事，奖励、传播善行义
举，发动网友为正能量点赞。 截至
今年 11 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 项目发起了 160 多期正能量
故事的评选和奖励， 累计奖励正
能量人物 2700 余人次，发放正能
量奖金超过 2600 万元。

与此类似， 于 1994 年成立的
山东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以表彰
见义勇为的个人或群体为宗旨。
截至 2015 年共表彰见义勇为人

员 9172 人，对见义勇为人员授予
“山东省见义勇为模范”或群体荣
誉称号，颁发证书和奖励 3000 元
至 1 万元， 对牺牲的见义勇为人
员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 5 万元慰
问金，因见义勇为致残的，视致残
程度一次性发放医疗补助金 5000
元至 3 万元。 设立“爱心账户”，先
后分五批对见义勇为牺牲和受伤
人员困难家庭给予定期救助。

做好人好事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 也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
榜样，他们值得被肯定，从古至今
表彰好人好事的形式多种多样，
包括学习雷锋的思想鼓励、 电视
栏目的表彰奖励、 用现金的形式
奖励等。 相比较前两种奖励形式，
现金奖励引来了许多不同的声
音， 有人认为用现金奖励好人好
事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关注做好人
好事， 从而激励更多的人向其学
习，同时，也有人认为做好人好事
就是献爱心，是不求回报的，如果
用现金的形式给予奖励就称不上
是好人好事，并且，也会引起以获
取现金奖励为目的而做好人好事
的行为。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联合

问卷网和凤凰网公益推出本期
“益调查”———以现金的形式奖励
好人好事，你怎么看？

调查自 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5 日， 共 983 名网友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64%的网友表示做
好人好事后曾经得到过口头表
扬；19%的网友曾经获得过物质方
面的奖励， 即现金奖励；17%的网
友没有得到过任何奖励。

77%的网友表示赞同用现金
的形式奖励好人好事， 他们认为
好人好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只要有所行动就应该得到相
应的奖励；19%的网友不赞同，认
为好人好事是发自内心的行动，
是不图任何回报的， 如果以现金
的形式给予奖励， 违背了做好人
好事的初心。

75%的网友认为以现金的形
式奖励好人好事会有积极影响，
不仅对当事人有积极鼓励的正
面作用，同时也能激励更多人参
与好人好事； 只有 8%的网友觉
得会有消极影响，违背了做好人
好事的初衷，更多人只关注奖金
的去处， 而忽略了做好人好事的
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