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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即将到来$给朋友挑选礼物可不
是件轻松活儿%近年来$不少慈善机构推出

" 爱心圣诞礼物#服务$让人们通过" 代友捐
款#方式给朋友送上一份特殊礼物%

!"#$%&'!"()*+,

是买一只路易威登的手袋还是为偏僻
地区修

!"

米公路&是买一块百达翡丽的腕表
还是给尼泊尔某个贫困家庭盖一间厕所&

越来越多的人们在选购圣诞礼物时发
现$与在大商场里疯狂购物相比$在慈善机构
网站播撒爱心'帮助他人更令人心情愉快%

过去$在圣诞节期间" 献爱心#通常只有
#

种方式(购买贺卡'日历或直接捐款%由于慈
善项目越来越多$但善款相对有限$慈善机构
不得不开动脑筋想出更好模式吸引捐款%

近年来$一些大慈善机构推出" 慈善礼
物#服务$呼吁人们以朋友名义捐款给他们
所关心的慈善项目$以此取代传统的生日礼

物'圣诞礼物甚至结婚礼物%

-./012"()34

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各种慈善礼
物信息%国际乐施会等大型慈善机构列出了
长长的" 愿望清单#和相应价格%

举例来说$

$"

美元可以给坦桑尼亚一所
小学购买足球和体育设施)

%&"

美元可在塞
拉利昂培训一名助产士)

'"

美元可以为挽救
刚果丛林中一只倭黑猩猩出力**

国际乐施会负责人认为$人们积累了越
来越多的财富$但同时希望拥有来自内心深
处的特殊收获%

德新社
!%

日援引理财专家梅拉尼!纳特比
的话报道(" 我们选择的慈善项目往往反映我
们的价值观和人生经历%#他说$有亲人患癌症
或患孤独症的家庭更倾向于捐助相关项目%

56789:;<=!">?

不过$要买到令朋友称心如意的慈善礼
物$ 人们还需在选择何种项目上动一番脑
筋%朋友会希望帮助动物还是儿童&捐助修
建足球场还是厕所&

澳大利亚人阿什利!罗斯汉德尔在给朋
友挑慈善礼物时就遇到这个问题%

" 如果你给朋友+ 买,了一只羊或者一口
井但他们完全不喜欢怎么办&如果他们喜欢
!捐助"蓝鲸和心脏研究项目怎么办&#罗斯
汉德尔说%

罗斯汉德尔因此建立非盈利组织" 卡尔
马货币#$ 向人们提供慈善礼物代金券%这
样$收到代金券礼物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挑选
喜欢的慈善项目%

" 每年都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礼物被当
做垃圾扔掉$ 这些钱本可以用来教育儿童$

清除地雷和医疗研究$# 罗斯汉德尔说$" 不
理智的消费行为有时令圣诞节变味$但这些
!慈善"礼物对每个有爱心的人都适用%#

! ! ! !

据日本 - 读卖新闻.

!"

月
!#

日报道$

日本很多香皂' 沐浴皂做得和点心外形酷
似$使得很多人误食%日本国民生活中心收
到了很多因误食香皂而住院的举报$ 尤其
是老年人受害比较严重%

报道称$ 日本人送礼的时候一般喜欢
将包装精美的香皂' 沐浴皂这一类商品相
互赠送%这一类商品虽然包装上写有" 不能
食用#'" 不能饮用#等说明$但是字迹很小$

让人不太能注意到%

日本兵库县的一位老人!男性#

!"

岁"

因为吃了和点心酷似的香皂而造成嘴唇肿
大% 福冈县一位老人!女性#

#"

多岁"错把
精美香皂当成茶点心在喝茶时吃下$ 结果
导致腹泻**

日本生活中心在收到类似很多的举报
以后$ 呼吁消费者" 将香皂和食品分开摆
放$不要弄混% 在赠送香皂礼物的时候$认
真告知对方不是点心不能食用#%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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