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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近四成网友认为
应婉拒困难老人的捐款

湖北省一线医务人员
薪酬水平提高 2 倍

2 月 23 日，《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
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印发，《通知》提出将湖北省
（含援湖北医疗队） 一线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标
准提高 1 倍、薪酬水平提高 2 倍，扩大卫生防疫津贴
发放范围，确保覆盖全体一线医务人员。

点评：只有解除了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才能使
他们持续健康、心无旁骛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殉职医生彭银华
家属获 100 万元捐助

近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
道救助基金宣布向因抗疫殉职的彭银华医生家人捐
赠 100 万元。 截至 2 月 23 日，基金已为 631 名抗击疫
情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

点评：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为全
国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提供支持和保障是整个社会
的责任。

70 年一遇的蝗灾
席卷东非

据澎湃新闻的消息，从去年 12 月起，数十年来最
为严重的蝗灾席卷了整个东非地区。 联合国呼吁国际
社会捐款 7600 万美元应对此次东非蝗灾， 然而目前
资金缺口仍超过 70%。

点评 ：面对灾难，我们需要建立更加积极可信的
社会动员机制。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7.1%
� �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生态
环境质量监测结果显示，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自
动监测结果表明，2020 年 2 月 1 日至 19 日，337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7.1%， 比去年同
期上升 9.3 个百分点。

点评 ：总体来看，全国城市环境空气、地表水 、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生态环境质量未受疫
情影响。

(2020 年 2 月 17 日至 2020 年 2 月 23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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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你认为，困难老人向疫区捐款应不应收？
A.应该；50%
B.不应该。 50%

2.你认为困难老人捐款的原因是什么？
A.为了回馈国家，真心帮助疫区群众；66%
B.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29%
C.为了被报道，证明自己是个行善的好人。 5%

3.面对捐款老人，相关机构应该怎样做？
A.强制拒收；8%
B.委婉拒绝；36%
C.尊重老人选择，顺应老人意愿，欣然接收；28%
D.接收后将善款暂存，等老人有困难时再帮助他们。 28%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中
国的公益事业达到一个新的节
点，全国各地为疫区捐款捐物，甚
至出现了“捐蔬菜”的新模式。 一
时间， 网络上出现了各种有温度
的报道， 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美
好。“老年环卫工人捐出大部分积
蓄”“失明老人为武汉捐款一千”

“拾荒大爷为武汉捐款一万”“为
抗疫，80 岁老人捐款 5 万，她的家
却让人泪目”……

然而这类新闻一经报道后却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评论， 甚至出
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他们大部分
认为“老人的捐款不能收”“接收
就等于抢劫”等；高晓松发表微博
称：“建议这些老人尤其是贫苦老
人的捐款，能婉拒尽量婉拒，实在
盛情难却， 可以考虑放进一种可
撤销信托基金里， 用年化收益行
善，本金可以撤回，以备万一老无
所依。 ”也有官方媒体发微博称：
“不要再让孤苦伶仃的老人捐款
了，我不感动……”

考虑到捐款老人的实际情况
和舆论的压力， 导致后面再出现
类似老人捐款的现象， 有些公益
组织、政府部门“不敢收”。

1 月 27 日，浙江省的林大爷，
受瘫痪在床的老伴委托， 通过社
区为武汉捐出一万元。 热心网友
们于心不忍，合力众筹了一万元，

送到了林大爷家里。 而热心网友
走了之后， 林大爷转手就将这一
万元又送到了社区， 社区出于好
意，也是顺应民意，拒绝了林大爷
的捐款要求。 最后，林大爷来到银
行， 将钱汇到了当地红十字会的
账户上。

发出“不要收受老人捐款”评
论的网友们， 是否想过林大爷为
何将网友筹给他的钱再一次捐出
去了呢？ 社区不收，林大爷捐给了
当地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如果不
收， 林大爷会不会继续冒着被传
染的风险再想办法， 捐到当地慈
善总会或者直到找到可以接收他
这笔善款的机构呢？

江苏的徐阿婆捐款被拒收之
后痛哭不止。 徐阿婆今年 73 岁，
平日以捡垃圾为生， 她攒了 9000
元想全部捐给武汉。 村长知道她
不容易，将其婉拒。 村委已经拒绝
过阿婆很多次的捐款了， 阿婆这
次绷不住直接号啕大哭丢下钱就
走了，然后下午凑了一千再拿来，
算整一万。

林大爷将网友众筹的钱再一
次捐出， 徐阿婆的捐款被拒收之
后痛哭不止，大家有没有想过，捐
款老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在我们的国家， 有太多和林
大爷、徐阿婆一样的人，他们心系
祖国，胸怀大爱，自己条件本身不

好， 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
份子，国家有难，作为公民就应该
帮祖国渡过难关。

正常情况下， 受赠者可以拒
绝赠与， 但各地慈善机构和政府
相关部门作为善款接收机构，是
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中转站，
慈善组织有中转捐款的义务，没
有拒收善款的权利。

另一方面， 老人也享有捐款
的权利， 网友的观点是否视为歧
视老年群体、 剥夺老人捐款自由
的表现呢？ 对此，《公益时报》联合
问卷网发起本期益调查———困难
老人捐款应不应该收？

调查自 2 月 21 日起， 截至
发稿时， 共收回 1013 份有效问
卷。 对于困难老人通过有关部
门、相关社会组织向疫区捐款应
不应该收的问题，“支持”和“反
对”的声音各占 50%，打成平局；
其中 66%的网友认为困难老人
为疫区捐款是为了回馈国家，真
心帮助疫区群众，在疫情面前为
国家尽一份力 ；36%的网友认
为，面对来捐款的老人，相关机
构应该委婉拒绝，各 28%的网友
认为，应该尊重老人意愿，欣然
接收， 或者在接收后将善款暂
存，等老人有困难时再拿出来帮
助他们， 也有 8%的网友认为有
关机构应该强制拒收。

截至 2 月 24 日 10 时

律政人 2019： 请有关
部门坚决不要收弱势群体
贫困老人环卫工人老农拾
荒老人的捐款，心领就可以
了，他们苦了一辈子 ，后半
生也没有足够医疗生活的
资源福利，抗疫不缺他们的
棺材本。

蛮女士：我很感动！ 尊
重每一种选择，他们这代人
真的很有家国情怀。这些钱
如果真的帮到了那些此次
疫情的受害者，老人会感到
欣慰的。

猫小玛：你们凭什么替
老人家做决定？你们理解他
们捐款的心情吗？退回去是
他们的初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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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20年2月18日 北部湾港 1000万元 疫情防控 广西红十字基金会

2020年2月18日 元垄控股 1000万元 疫情防控 绍兴市慈善总会

2020年2月20日 中国铁建地产集团 1000万元 抗击疫情 武汉市慈善总会

2020年2月21日 孙俊良 1000万元 疫情防控 榆林市慈善协会

� � 截至 2020 年 2 月 22 日，大爱清尘已经联合社会
各界向湖北重疫区医院捐赠呼吸机和制氧机共 2632
台，其中呼吸机 1878 台，制氧机 754 台，送达武汉、孝
感、黄冈、黄石、恩施等湖北省 15 地市的 195 家医院
及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