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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買路錢造謠誤導
台紅會嚴正批傳媒斷章取義

台灣紅十字組織負責對外新聞發布的賑濟處處長陳炳林22日上午在受
訪時強調，《國際財經日報》這位陳姓記者的相關報道完全錯誤， 「500
萬元人民幣與（台灣紅十字組織）進入災區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性」。

救災為先暫不究責
他說，大陸紅十字組織的具體需求是希望台灣紅十字組織能在第一時

間捐助500萬元人民幣，協助災區的賑濟工作。任何一個國家及地區的紅
十字組織救災工作都是如此做，因為以緊急需要為主。 「不是說要捐助
500萬元（人民幣）才能進入大陸地區。」依據大陸紅十字組織初步規劃
，100萬元人民幣將用於緊急階段之救援及災民安置、採購醫療藥品、器
材，該組織將實時撥付；400萬元人民幣將用於災後重建，款項將於提出
細部規劃後撥付，並將共同執行賑災重建計劃。

陳炳林表示，他在接受這位記者電子郵件採訪時，就發現並指出其相
關報道錯誤，要求對方更正，但對方仍堅持發布錯誤信息。台灣紅十字組
織保留了與這位記者的所有電子郵件往來記錄，對方也已在電子郵件中承
認報道失實。但台灣紅十字組織目前以緊急救災工作為重，暫時沒有計劃
對這家媒體的錯誤報道採取法律措施。但他強調，新聞媒體在報道時不能
對內容 「掐頭去尾」，玩弄文字遊戲，讓讀者誤解。 「是不是你這位記者
特別聰明，像我這樣的讀者都是笨蛋？」

專家組評災區需求
另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紅十字會派出雅安賑災需求評估小組，22日傍

晚搭乘班機前往四川蘆山災區，將適時深入了解當地需求。賑災評估小組
成員包括：紅十字會汶川地震時的駐地代表陳大誠、社工處資深專員蘇瓊
華，以及曾參與汶川及青海緊急醫療、經驗豐富的桃園壢新醫院院長張煥
禎3人。經衡量，救災物資在當地採購可免除運費等，成本較低，故此行
賑濟物資僅以民間捐贈、便於攜帶的1萬2千份消毒錠及手電筒為主。

陳大誠說，他們3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工作參與相當多，
這次赴雅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實地了解當地災情，掌握資訊，
評估未來災後重建工作以及台灣方面可以提供哪些協助。

此外，汶川大地震時，台灣紅十字會曾經協助也是災區之一的雅安，
重建了1所小學和中學，兩所學校在這次的大地震中僅部分圍牆脫落，主
體結構仍安全無虞，勘災小組也將利用此行前往了解實際狀況。

台各界捐億元賑災
另一方面，台灣行政當局22日宣布，將捐助100萬美元，透過台灣海

基會轉交大陸海協會，台灣搜救隊已做好準備、隨時待命，大陸方面如有
需要，可立即出發協助救援。而在地震發生後，台胞台商和台灣有關團體
紛紛伸出援手，向地震災區捐款捐物，目前累計已達1億多元人民幣。其
中包括，台灣寶成國際集團22日宣布將捐助2000萬元，包括1000萬元現金
捐款及1000萬元等值物資；台灣紅十字組織20日緊急撥款500萬作救災之
用；鴻海集團旗下富士康科技集團20日向四川省人民政府捐助5000萬元。
除了現金捐助外，台灣在大陸設廠的食品企業也在自發行動，向災區運送
食物和飲用水。

500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二十二日消息︰有媒

體報道稱，大陸紅十字會要求台灣紅十字組織先援
助500萬元人民幣，才能進入蘆山地震災區參與救助
。台灣紅十字組織22日對此鄭重作出澄清，強調該
報道斷章取義，誤導讀者，是完全錯誤的。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二日
消息︰ 「希望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加強
對紅會善款使用的監督。我們的原則是
，對於違法違規操作堅決處理，絕不手
軟。」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
22日在北京通報四川蘆山地震籌款情況
時說。

據中國紅十字會發布的統計數據，
截至22日17時，中國紅十字會系統共收
到捐贈款物12234萬元人民幣，其中中
國紅十字會總會收到4247萬元。紅十字
會總會和省級紅會共向蘆山派出救援隊
23支，撥付救災款物2933萬元。

「中國紅十字會有了信息系統，善
款的捐款和支出都可在官網清晰查到。
」趙白鴿強調，救災資金科學有效的使
用要保證策略正確，過程透明，同時需
要第三方機構來監督，保證資金清晰、
高效的使用。

紅會監督委員會委員王永則表示，
社監委對紅會工作全程監督，同時也接
受全社會監督。 「我們公布監督電話、
郵箱等，任何人都可以舉報紅會各級系
統存在的違法違規操作。」

民政部加強規範捐贈
另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二日消息︰民

政部22日發出公告，要求已開展募捐活
動的公益慈善組織和接收捐贈的單位，
應按照《民政部關於規範基金會行為若
干規定（試行）》《民政部關於完善救
災捐贈導向機制的通知》的有關要求，
向社會公布捐贈人權利義務、資金詳細
使用計劃、成本預算；定期公布詳細的
收入和支出明細，包括捐贈收入、直接
用於受助人的款物、與所開展的公益項
目相關的各項直接運行費用等。信息發
布以各自的網站作為主要渠道，並保證

信息長期可查詢。
另一方面，審計署日前作出部署，要求及時

組織對 「4．20」蘆山地震救災資金、物資的管理
使用等情況進行全過程跟蹤審計，確保救災資金
物資按要求及時到位、嚴格管理和合理使用，切
實用於受災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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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時間21日中午，毗鄰美國首都華盛頓
的弗吉尼亞州 「大中華超市」門口，一張小方
桌，一個紅紙包裹的捐款箱，吸引了往來人們

的目光和腳步。 「您好，請為四川地震災區的同胞寫幾句鼓勵的話吧
，」一位女士輕聲說，一支筆遞到眼前。一位姓張的老華僑寫下 「祖

國平安」。一對母女寫下 「天佑四川，平安雅安」。
一旁的白色展板上，書寫中文 「雅安地震，痛在我心，華府華

僑，祈福四川」，和英文 「四川地震」字樣。文字上下，貼10張中
國媒體現場圖片報道的打印件。一張彩色地圖上，標註成都、雅安
和蘆山的地理位置。展板正中央的照片上，人們用燭光拼湊出 「守望
生命」字樣。

相對紐約、洛杉磯等大都會，以華盛頓為中心的大華府地區算不
上美國的華僑華人聚集區。同鄉會會長劉傑告訴記者，正值周日，這
個僅有200多戶註冊成員的同鄉會特意把活動辦在華人超市旁，希望能
把四川有難的消息盡快傳播給更多本地華僑華人，同時也把人們的祝
福匯集起來，轉交給四川方面。

劉傑是一名醫生，不少老同學都在四川和重慶的醫院工作，也包
括在雅安市工作的。地震發生時劉傑正與他們在QQ聊天，不一會兒
，幾位老同學就都告訴他準備開赴一線參與醫療救援工作，讓他非常
感動。

共同組織活動的華人媒體負責人麥客告訴記者，平時往往都是華
僑華人感受來自祖國的溫暖，如今親人有難，也希望他們能感受到
來自華僑華人的溫暖。他還特別注意到國內將 「科學救援」作為本次
救援工作的關鍵詞，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反應迅速果斷，整個社會對災
害的應急水準不斷提高。 （新華社）

特寫

超市捐款箱 華僑拳拳心

▲福州市錢塘小學師生22日手捧蠟燭站在教室
內布置的心形圖案面前，向遠在四川雅安地震
災區的同胞祈福平安，並為此次地震中不幸遇
難的同胞默哀。圖為該校師生紛紛向四川雅安
地震災區捐款獻愛心

中新社

▶吉林農民工
22日在捐款點
為四川蘆山災
區捐款。當日
，吉林一民營
企業為 「4．20
」 蘆山地震災
區捐款，公司
200多名農民工
共計捐贈73106
元 新華社

◀台灣紅十
字會四川雅
安賑災需求
評 估 小 組
22 日 傍 晚
啟程前往四
川，紅十字
會汶川地震
時的駐地代
表陳大誠（
左）、蘇瓊
華（右）與
壢新醫院院
長張煥禎（
中），先帶
防疫消毒錠
與手電筒進
入災區，評
估狀況

中央社

民工獻愛

關 昭

救災顯同胞骨肉深情不容挑撥 戴耀廷佔中給外國人看

社 評 井水集

四川雅安蘆山地區七點二級大地震
，災情嚴重，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梁振英
昨天宣布撥款一億元救災；更令人感動
的是，昨日短短一天之內， 「中聯辦」
便收到各界人士送來的捐款達六千萬元
。一方有事、八方支援，港人在內地遇
到危難時送上關心、送上支援，再一次
展示了血濃於水的同胞骨肉情。

特區政府救災，需要向立法會申請
撥款；明天是立法會會期，為了應付 「
長毛」 拉布，主席曾鈺成本已宣布 「朝
九晚十」 連續十三小時開會；但救災如
救火，議員決定提前於早上八時半開會
先審議救災撥款。議員們這一回應是值
得讚許的。相比起水深火熱的災區人民
， 「長毛」 還要 「拉布」 、還要阻撓財
政預算案通過，是不是太 「身在福中不
知福」 ，也太對不起那些等候綜援金和
生果金的長者和弱勢社群了？

然而，就在政府和各界人士掀起救
災熱潮之際，亂港傳媒 「蘋果日報」 卻
露出了一副令人震驚的無情嘴臉，一方
面不講救災難度和已經取得的進展，只
是片面渲染 「缺糧斷水」 的災情，指救
災不力，同時大挖瘡疤，翻出內地個別

省市官員和紅十字會人員濫用捐款的例
子，大字標題刊出 「貪官中飽私囊，港
人暫拒捐款」 ，企圖用兜頭冷水把港人
的救災熱情潑熄。

部分反對派議員，也準備在明日的
撥款審議中提出質詢，要官員交代二○
○八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政府捐款近百億
元的去向和監管問題。

當然，內地個別省市官員挪用救災
款項，用於興建豪華辦公樓或樓房會所
供自己享受的惡劣例子確是有的，但這
些貪官污吏多已被依法懲處；更重要的
是，有關救災捐款的使用和監管問題已
引起中央高度重視，昨天，國家審計署
發出公告，要求對蘆山地震救災資金、
物資的管理和使用進行 「全過程跟蹤審
計」 ，包括專款專用、足額下撥、分配
公開、規範採購等六項重點，重申一定
會嚴肅查處各種違法違紀行為，實行 「
廉潔救災」 ，並呼籲群眾舉報。

同樣，對特區政府和港人救災捐款
的用途，議員、市民查問也是應該的，
而且，濫用的例子也的確曾經發生，由
特區政府捐建、位於綿陽市的一所 「紫
荊小學」 ，使用不到兩年就被拆卸了，

原因是大連某大財團買下大幅地皮發展
住宅，學校在地皮範圍之內。儘管綿陽
市政府解釋發展屬長遠利益、 「紫荊小
學」 也已覓地重建，但特區政府還是依
法追回了二百萬的捐款，事件亦已向立
法會及全港市民作出交代。

更重要的是，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
，特區政府撥款九十億、馬會捐款十億
，合共一百億元用於一百七十個援建項
目，都是有名可稽和有帳可查的，其中
，一百五十個項目已經完成交付使用，
就在七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 「六
赴災區」 ，為港人捐款的兩大 「旗艦」
項目： 「都江堰大熊貓救護中心」 和 「
川港康復中心」 主持揭牌儀式。

港人捐款內地救災，不僅是克盡同
胞責任和情誼，也不僅僅是雪中送炭的
人道主義精神，一場汶川震災，令川港
兩地距離大大拉近，今天，四川民眾提
起港人都特別親，四川大開發的各項重
大項目都歡迎港商去投資，來港 「自由
行」 的川省人數也有增無已。天災當前
，只有人性彰顯，困難面前，只有親情
最暖。借個別例子攻擊內地，鼓吹 「港
人拒捐款」 的人，真是冷血動物！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為鼓吹
「佔領中環」 ，連日不斷在 「撥火」

企圖令事件升溫，而其言論之粗暴和
荒謬，不要說與學者身份不符，就是
作為一個最起碼、有良知的市民，也
相去十萬八千里。

戴耀廷前天在某亂港傳媒的訪問
中說， 「背水一戰」 、不在中環，要
有人被警方拘捕， 「才是開始」 。

看來，戴耀廷為了達到 「佔中亂
港」 的目的，不惜以 「佔中」 參與者
為芻狗，務求要令行動升級、激化、
暴力化，務求要迫到警方出手拘捕為
止，一些青少年學生參加者，他們的
人身安全，以及一旦被拘捕、定罪後
留下案底，影響以後升學就業前途的
問題，是不在戴耀廷考慮之列的。

本來， 「佔領中環」 行動，按反
對派過去的一些做法，包括佔據行人
路以至衝出馬路、阻擋行車線，也是
「臨場」 、 「即興」 鬧事而非 「事先

張揚」 ，主持者及鬧事者都是避免被
警方拘捕的；但這次戴耀廷是反其道
而行之，事件不鬧大、警方不拉人，
是決不罷休的。如此其罪惡用心何在

，已是昭然若揭的了。
戴耀廷策動 「佔領中環」 ，而且

務必要鬧至 「拉人上鎖」 ，其背後目
的，據其自己供稱是為了 「引起國際
關注」 ；如此說來，戴耀廷要發起 「
佔領中環」 ，表面說來是為 「真普選
」 ，其實不過是為了向洋人、向外國
主子 「交戲」 而已。

事實是， 「佔領中環」 ，與普選
特首完全看不到有任何半點的必然聯
繫。普選特首，一定要按照基本法辦
事，亦必然是 「能者居之」 ─愛國
愛港的 「能者居之」 ，因為只有愛國
愛港才能把香港管治好，相反， 「抗
中特首」 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此 「佔
領中環」 ，發生衝突，製造拘捕、檢
控以至判刑入獄等事件，就可以改變
得了 「抗中者不能治港」 這一基本原
則和事實麼？答案是毫無作用，而且
恰恰相反， 「佔中」 只會再一次證明
「抗中者不能治港」 的基本道理和正

確性。因此，戴耀廷的 「佔領中環」
，是佔給外國人看的，不可能對 「真
普選」 帶來任何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