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5 月 7 日，在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发起设立的‘5·8 人道
公益日’正式启动，并将于 5 月 7 日-9 日，通过开展互联网公益项目众筹、人物故事和红十
字知识科普视频推广等形式，汇聚爱心，连接善举，以人道的力量温暖世界。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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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5·8 人道公益日”
互联网众筹项目正式启动

5 月 7 日，记者从自治区文
明办获悉，广西近日出台《关于
实施广西优秀志愿者守信联合
激励加快推进志愿者信用体系
建设的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在教育服务和管
理、就业和创新创业服务、社会
保障服务、 金融与住房租赁服
务等领域， 对广西优秀志愿者
实施守信联合激励， 进一步调
动志愿者积极性， 提升守信志
愿者的获得感。

《行动计划》明确，守信联
合激励对象为： 在广西志愿服
务云平台———“桂志愿”系统登
记注册， 有完整良好的志愿服
务记录、 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
记录的星级志愿者。 据悉，志愿
者在“桂志愿”系统注册后，参
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100
小时认定为“一星志愿者”；随
着时长的增加， 认定二星、三
星、四星、五星志愿者。

在教育服务和管理方面，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 服务期满两年并考核
合格成为星级志愿者的，三年
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的，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在评优
评先、公派出国等遴选中，鼓
励有关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予
以优先考虑； 提供职业培训
补贴等。

在就业和创新创业服务
方面，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
其他组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招用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

星级志愿者。
在社会保障服务方面，将

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中的星级
志愿者及时纳入低保、 特困救
助供养、临时救助等救助范围；
鼓励各医疗机构积极协调为四
星及以上星级志愿者提供就医
便利等。

在金融与住房租赁服务方
面， 鼓励相关金融机构为持有
“广西注册志愿者证”的星级志
愿者免费购买基本保险； 将符
合条件的五星志愿者优先纳入
公租房保障范围。

在文化生活服务方面，鼓
励博物馆、公共图书馆、体育馆
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和公园、
旅游景点等场所， 给予票价优
惠等便利服务； 鼓励城市交通
系统给予购票优惠政策。

在评先树优方面， 在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星级文明户、
文明家庭、 最美人物等评选项
目中，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星
级志愿者； 对符合广西劳动模
范、 广西五一劳动奖章等评选
项目条件的星级志愿者， 可推
荐参加相应的评选；在“金秋助
学”、 困难职工帮扶等方面，同
等条件下优先向星级志愿者及
其子女倾斜等。

此外，《行动计划》 还提出，
按现行政策规定，对家庭困难的
星级志愿者给予必要的补贴，对
在偏远地区开展志愿服务的志
愿者发放特殊津贴；鼓励引导各
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通过“桂
志愿”系统等平台常年给予星级
志愿者让利优惠等。

（据广西新闻网）

近日，教育部正式印发《义
务教育课程方案》， 将劳动从原
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
独立出来，并发布《义务教育劳
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这意味
着，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
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 根
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劳动课程
平均每周不少于 1 课时，用于活
动策划、技能指导、练习实践、总
结交流等。

记者注意到，教育部第一次
将动物救助明确列入中小学服
务性劳动范围。 明确提到“为公
共图书馆、科技馆、纪念馆、植物
园、动物园、流浪动物救助站等
公共空间与社会机构提供服务
性劳动，以自己的实际劳动参与
社会公共空间建设”。

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
金会公开表示，“教育部此次将
动物救助明确列入中小学生服
务性劳动，迈出了尊重生命教育
的重要一步，在中国教育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 我们衷心希望，
有越来越多重视生命关怀的课
程能够被真正纳入孩子们的教
育体系。 ”

近年来，未成年人参与虐待
动物的事件屡见报端，且越来越
低龄化。 在网络上传播甚至营销
虐猫虐狗视频、图片的现象愈加
猖狂，而施虐者、观看者、模仿者
绝大多数是青少年。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
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无论是亲手虐待虐

杀动物，还是旁观虐待，都会给
青少年留下终身的心理阴影，或
者使他们失去同理心和对生命
的敬畏， 失去对残酷的敏感性，
从而将残忍行为内化成自主意
识，滋生暴力犯罪。 ”

在连续多年的全国“两会”
期间，赵皖平都提交了《关于将
关爱动物主题的生命教育纳入
中小学教材的建议》， 呼吁将爱
护动物和尊重生命相结合的教
育纳入中小学学校的德育工作
之中，切实重视青少年的尊重生
命教育，培养健康的心理意识和
理念。 在综合实践课程教材中增
设救助流浪动物、科学养育伴侣
动物的内容， 结合劳动教育，为
学生营造用实际行动关爱动物
的机会。

得知教育部将动物救助明
确列入中小学服务性劳动范围
的消息后，赵皖平表示，虽然爱
护动物没有放在整个义务教育
课程中， 而是放在了劳动课程
里， 但这依然是一个重大的进
步，说明国家层面特别是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爱护动
物和尊重生命相结合的教育会
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心理和行为，
因此让中小学生为流浪动物救
助站等公共空间与社会机构提
供服务性劳动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是保护学生身心健康成
长，遏制校园暴力犯罪倾向的必
要措施，也是从源头建设和谐社
会的根本举措。

（据澎湃新闻）

� � 2021 年 12 月 5 日，广西志愿服务云平台———“桂志愿”系统
正式上线

广西出台系列措施激励守信志愿者 为流浪动物救助站提供服务性劳动
列入中小学义务教育课程

5 月 7 日 0 时， 中国红十字
会“5·8 人道公益日”互联网众筹
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正式推出，
该项目开设“红十字救在身边”
“红十字生命教育”两个专场，围
绕医疗救助、生命教育、应急救
护等多个主题， 共上线 62 个公
益项目，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超
过 1000 个红十字组织参与。 广
大网友可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参
与“5·8 人道公益日”活动，关注
生命教育、 应急救护等公益领
域，支持和帮助白血病、先心病
患儿等群体。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孙硕鹏强调，中国红十字会
组织全国红十字系统开展“5·8
人道公益日” 互联网众筹项目，

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人道事业的
新期待，彰显红十字组织的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党和政
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
纽带作用，推进红十字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各级红十字
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
组织领导，精心策划，统筹推进，
举全系统之力抓紧抓好，推动人
道资源动员方式方法转型，全力
打造“救在”群众身边的红十字
人道守护。

为更好地向社会公众展示
红十字人道行动， 传播红十字
精神宗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
合腾讯公益、QQ 浏览器、 腾讯
新闻打造的“5·8 人道公益日”
救在身边系列原创短视频已于
近日上线。 29 个视频讲述了来

自全国 29 个省份的红十字故
事， 陕西先心病患儿园园得到
中国红十字会“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资
助后重获新生、 北京朝阳医院
眼科医生陶勇发起红十字彩虹
志愿服务队光明天使分队、江
西校医廖雪兰依托“博爱校医
室” 精心守护 4000 多个孩子的
健康、 安徽马毅兴夫妇等 60 位
老人“相约”去世后捐献遗体（器
官）等。 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描绘出“红十字救在身边”的“好
事地图”， 展现全国红十字系统
围绕人道救助、应急救援、应急
救护、器官捐献、造血干细胞捐
献、 志愿服务等领域开展的人
道行动， 以及由此带来的帮助
和改变。

同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
合腾讯公益、 腾讯视频推出的

“救在身边”系列科普短视频，邀
请了相关领域专家讲授红十字
运动、应急救护和疾病防治等知
识。 20 多条科普短视频面向全
社会展播，开展生命教育，引导
社会公众科学认识疾病，了解和
掌握急救常识和技能，正确应对
突发意外伤害，守护生命与健康
安全。

5 月 8 日是世界红十字日，

为了纪念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
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
十字精神， 传播推广 2022 年红
十字博爱周“生命教育，人道伴
行”活动主题，面向社会倡导“人
人皆可参与”的公益理念，中国
红十字会发起设立“5·8 人道公
益日”互联网众筹项目，由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具体实施，全国红
十字系统共同参与开展，在腾讯
公益基金会支持下于 2022 年首
次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