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际

Figures02 数字
２０18．7.24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网友留言：

超八成网友赞成对实施校园欺凌
的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处罚

截至 7月 23日 10时

2050 年老年人
将占我国总人口约三分之一

据新华社消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
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 7 月 19 日表示，
预计到 2050 年前后， 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
4.87 亿，占总人口的 34.9%。

点评：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
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
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不
容小觑。

公募基金公司
7 年扶贫捐赠 4.44 亿元

据《证券日报》消息，根据公募基金社会责任报告
的统计数据，2010 年至 2017 年， 公募基金公司扶贫
公益事业捐助总额达到 4.44 亿元，惠及约 200 万人。
国内 12 家公募基金公司成立了扶贫公益基金会，累
计捐赠 2.76 亿元；还有 14 家公募基金公司设立了专
项扶贫公益基金，累计捐赠 1.35 亿元。

点评 ：如果有机制能够让基金公司运用自身的
金融优势来推进公益行业的发展 ， 其价值将更加
巨大 。

巴菲特再捐赠 34 亿美元
据福克斯商业网报道， 美国富豪沃伦·巴菲特 7

月 16 日向 5 家慈善机构捐赠了价值约 34 亿美元的
伯克希尔公司股票。 自 2006 年承诺将捐出自己绝大
部分财产后，巴菲特已经累计捐款达 310 亿美元。

点评：与巨大的捐赠额度相比，有计划可持续地
进行捐赠更值得关注与研究。

水利部
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整治

据《人民日报》消息，水利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
知，部署开展全国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自 2018 年
7 月 20 日起， 用 1 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对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等河湖管理保护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清
理整治行动。“清四乱”专项行动范围为第一次全国水
利普查流域面积 100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 水面面积
1 平方公里以上湖泊。

点评：专项治理固然重要，建立常态化的预防管
理体制更加重要。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7月 16日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万元 灾后工作 射洪县慈善总会

2018年 7月 18日 兰州北科维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万元 设立“北科维拓晚晴基金” 电子科技大学

2018年 7月 19日 方军 100万元 教育事业 四川万源中学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2018 年 7 月 22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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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报道， 不少农民工常年在外打工，
与家人聚少离多，缺少“全家福”，怎么办？ 南京一高
校大学生选择“手绘”，将工人们的照片和家人照片

“合”在一起。 活动持续了近 3 个月，共有 38 名同学
参与，60 幅装裱一新的手绘全家福画被送到农民工
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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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的
通知》， 决定在 2018 年开展中小
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 推动
形成学生欺凌防治工作长效机
制，有效遏制学生欺凌事件发生。

七月初，北京市海淀、东城、
丰台、石景山等区相继出台了《加
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方
案》，部分区还公布了举报联系电
话。 其中，东城区规定，如发生欺
凌事件，各校应在 10 分钟内口头
上报。

与此同时， 北京各区进一步
明确了“校园欺凌”的定义，即发
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
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
（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
恶意通过肢体、 语言及网络等手
段实施欺负、 侮辱， 造成另一方
（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
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各区方
案还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要严格
区分学生欺凌与学生间打闹、嬉
戏的界定， 确保相应事件得到妥
善处理解决。

近几年校园欺凌事件频发，
有数据显示，有 80%的男生和 85%

的女生至少遭受过一次校园欺
凌。 2017 年校园涉欺凌犯罪人数
同比增长超 50%。 面对校园欺凌，
大部分的孩子会选择隐瞒、 逃避，
有些孩子甚至会选择用暴力反抗，
把自己从被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究竟该如何对待校园欺凌的
实施方呢？

2017 年年末， 北京五名未成
年少女因校园欺凌， 分别获刑一
年及 11 个月。 事因其在校内无故
殴打、辱骂两名同学，造成其中一
人精神抑郁， 至今无法正常生活
学习。 法官认为虽是未成年人，但
随意殴打他人致伤， 已构成寻衅
滋事罪，依法应予惩处。

此事件经微博传播后， 引发
热议， 部分网友认为此事件给校
园欺凌者敲响警钟， 及时制止恶
性事件再次发生，同时，也有些网
友认为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刑
事处罚对其而言有些严重， 父母
的教导更重要， 应该对其监护人
进行相应处罚。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联合
凤凰公益、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
查”———未成年人因校园欺凌获
刑， 你怎么看？ 调查自 2018 年 7
月 20 日至 7 月 23 日， 共 1011 名

网友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81%的网友对

未成年人因校园欺凌获刑持赞同
态度，认为虽然是未成年人，但自
己犯的错应该自己承担， 只有这
样才可以挽救更多无辜的受害
者。 也有 18%的网友表示不赞成，
认为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 刑事
处罚对于他们来说有些严重，可
对他们及其父母进行思想教育。

29%的网友表示自己曾是校
园欺凌事件的受害者；42%的网友
表示自己身边的人曾遭遇过校园
欺凌； 仅 29%的网友身边没有发
生过校园欺凌事件， 只是从网络
或电视中听说过。

关于如何更好地规避校园欺
凌事件的发生，44%的网友希望学
校更加注重道德修养教育， 注意
观察每个孩子的情绪， 早发现早
制止，把校园欺凌扼杀在摇篮中，
而不是一味地注重成绩；40%的网
友则认为应完善相关法律， 避免
在保护受害者的同时， 而忽视对
加害者的惩罚的现象的存在 ；
13%的网友表示父母应该在教会
孩子做善良的人的同时， 也帮助
孩子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勇敢对
抗校园欺凌现象。

中国公益网辽宁通讯站：
不能因为所谓的年龄小就忽
视这样的行为，只有严格打击
校园欺凌者，才可以挽救他们
和更多无辜的受害者。

Zhfoom：校园欺凌每天都
在发生，希望老师、家长、社会
和机关单位落实好， 监督好，
不要视若无睹。

MMMooooonKey: 未 成
年人保护法是保护未成年人
不受伤害 ， 但绝不能包庇他
们恶意伤人的罪行 ， 对待侵
害他人权益者 ， 法律应该拿
出零容忍的态度 ， 坚决依法
执行惩处措施 。

境界一生伏首拜阳明：大
环境的影响也是导致校园欺
凌事件发生的一个因素，一些
网络内容充斥着成王败寇、胜
者为王的负面信息，变相洗脑
着他们稚嫩的心灵。

1.你身边是否发生过校园欺凌事件？
A.是，我曾是校园欺凌事件的受害者；29%
B.是，我身边的人曾遭遇过校园欺凌；42%
C.否，只是从网络或电视中听说过。 29%

2.你是否赞成未成年人因校园欺凌获刑？
A.赞成，自己犯的错自己承担，只有这样才可以
挽救更多无辜的受害者；81%
B.不赞成，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刑事处罚对于
他们来说有些严重，可对他们及其父母进行思想
教育；18%
C.其他。 1%

3.你认为如何更好地规避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A.应完善相关法律，保护受害者的同时，不可忽
视对加害者的惩罚。 40%
B.学校应早发现早制止，把校园欺凌扼杀在摇篮
中，而不是一味地注重成绩；44%
C.父母应该教会孩子学会保护自己，勇敢对抗校
园欺凌现象；13%
D.社会组织应举办未成年人培训班，提升未成年
人道德修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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