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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歲翁骨折困4日獲救
民間藍天救援隊僻鄉建功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二十五日電】為支援中國
四川省雅安大地震的賑災，英國華人華僑發起抗震救
災大行動，僑界商會、社團、商號和企業紛紛響應，
積極籌備捐款、義演、義賣，呼籲各方伸出援手，為
祖國災區同胞賑災獻上一分力量。

在倫敦華埠商會倡議下，倫敦各界華人華僑將於
本月28日在倫敦華埠舉辦賑災籌款匯演，吸引各方捐
款支援災區。倫敦多個華人社團均全力支持，派出義
工協助籌款。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二十五日電】蘆
山地震發生以來，在 「郭美美事件」影響下，很
多人不願再向紅會捐款。中國紅會社會監督委員
會新聞發言人王永在25日出版的環球時報上發表
文章，稱紅會 「社監委」將重查郭美美事件以改
變紅會現狀、提升紅會透明化運作方式、重塑社
會公信。

50餘舉報多屬謠傳
在這篇名為《不重查郭美美，紅十字會難翻

身》的文章中，王永說， 「重新調查郭美美事件
，或許不足以重塑中國紅會的公信力，但只要郭
美美的事情一天不說清楚，紅會就一天無法讓自
己恢復公信力。」王永所在的 「社監委」是 「郭
美美事件」後，紅會為了加強 「他律」而成立的
第三方獨立監督機構，由16名慈善愛心人士組
成。

王永在文中說，蘆山地震後，第一時間進入
災區開展救援的中國紅十字會，卻遭受了公眾質

疑，這是決定啟動重新調查程序的主要原因。他
說，4月20日以來，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
收到50多條舉報，絕大多數被證明是謠傳，自從
地震發生以來，從 「收取台灣紅會500萬元 『買路
錢』」，到 「救災物資超20小時沒下發」，再到
「購救災藥品多要發票」，紅十字會被一次次推

上風口浪尖，而社監會的官方微博上則不斷以 「
舉報反饋」、 「工作動態」、 「媒體監督」的方
式公開救災信息，為紅會闢謠、 「辯白」。22日
，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應網友要求在網
上公布了四份汶川和玉樹地震財務報告以及《雅
安捐贈清單》。

災區民眾仍相信紅會
王永在文章中說， 「在救災現場，人們最信

任的還是紅會。志願者和災民一看到紅會的標誌
，就好像找到了組織，很多志願者主動跑到紅會
的工作地點，要求接受志願任務。」

據悉，截至24日下午5點，中國紅十字會系統

共收到社會捐贈款物超過2.7億元。王永認為，紅
會募集的捐款在國內慈善機構中名列前茅表明紅
會仍然得到民眾信賴。 「我相信，也沒有多少人
真正希望紅會倒掉，如果中國紅會真的倒下，那
將是每個人的損失。」王永說。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24日下發《關於加強接收
四川蘆山地震捐贈款物管理的通知》，要求針對
蘆山地震的捐贈款物按照捐贈人意願使用，紅會
不從中提取管理費，只是按照節儉原則從捐款中
據實列支開展救助工作所產生的實施成本。當被
問及 「如何看待網上的質疑和批評？如何重塑紅
會形象？」紅會副會長王海京表示， 「我們沒有
更多的別的辦法，只能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包括
救災備災的專業化水準和公開透明建設，將紅會
的工作裝在玻璃盒裡，一舉一動都能讓公眾看到
。除此以外，別無他路。」而中國紅會宣傳處處
長陶藝軍則表示，紅十字總會不會太糾纏於謾罵
，而是努力將救災工作做好。

【本報訊】四川省雅安市政府副秘
書長何衛平25日證實，24日下午1點左
右，藍天救援隊在寶興縣穆坪鎮雪山村
山頂發現並救起一名78歲的男性，並用
直升機及時送到寶興縣人民醫院救治。
這是 「4．20」 蘆山7.0級強烈地震發生
72小時後搜救出的一名生還者。

據新華社四川雅安二十五日消息：24日下午1
點左右，藍天救援隊的隊員在寶興縣穆坪鎮雪山
村發現一名78歲傷員，肋骨骨折已感染，救援隊
的醫生對傷員做了初步醫療處理，之後轉往後方
醫院。據何衛平介紹，老人骨折是由房屋倒塌造
成，因為所在地地處偏遠山區，所以直到24日才
被發現。目前老人正在寶興縣醫院接受救治，傷
情穩定，暫時不需要轉院。

已有4738傷員治愈出院
另據國家衛生計生委25日通報，截至當日12

時，四川雅安現有住院傷員1582人，其中危重症
44人、重症63人。經積極救治和專家排查，危、
重症傷員較24日減少66人。

據通報，震區累計住院治療6320人，已治愈
出院4738人。44名危重症傷員中，川大華西醫院
322人、省人民醫院5人、位於成都市的其他3家醫
療機構4人、甘孜州2人、樂山市1人。

災區累計有醫療衛生人員12474人，其中防疫
人員2880人。災區醫療衛生人員中，省內派到災
區2030人，國家級及外省派到災區454人，部隊派
到災區418人；累計開展手術6073台（次）；累計
派出救護車和衛生應急車輛7110台（次）參與醫
療救援工作。醫療救治和衛生防疫工作已實現對
蘆山縣和寶興縣災區的全覆蓋。

截至目前，災區累計開展環境消殺滅面積166
萬平方米，建立生活垃圾收集點833個，清除垃圾
1809噸；累計衛生監督檢查集中供水點458個次、
醫療點279個次、安置點748個次，指導居民飲水
消毒5933戶次；印發衛生防病宣傳材料46.2萬份（
冊），開展心理救援10989人次。累計向災區調配
藥品588件、醫療器械903件、消殺器具275台、消

毒劑22.27噸。災區未發現重大傳染病疫情和重大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氣溫回升 專家籲注意防疫
另據中央氣象台25日消息，未來兩天蘆山地

震災區以多雲天氣為主，降水減少，但氣溫回升
較快，需注意防疫。

監測數據顯示：24日8時至25日6時，四川蘆
山地震災區大部出現小陣雨，其中寶興縣永富鄉
降水量最大，為6.6毫米。

中央氣象台預計，25日夜間到26日，蘆山地
震災區以多雲天氣為主，最高氣溫27-28℃，午後
到夜間局地山區有短時小陣雨或雷雨。27日有小
陣雨（0-3毫米）；28至29日有小到中雨（10-20
毫米）。

氣象專家提醒，當前氣溫回升較快，未來災
區整體氣溫較高，需特別關注食品衛生安全，做
好衛生防疫作用。27日起，震區將再次出現降雨
天氣，應加快道路、電力通信線路的搶修，提前
做好物資調運及受災群眾的安置工作。

藍天救援隊正式成立於2007年，是一個
由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的戶外運動愛好者志願
發起的，從事戶外遇險的救援的民間公益性團
體。在2009年初藍天救援隊被授予 「北京紅
十字應急輔助隊」 隊旗，救援隊被納入北京應
急反應體系。2010年9月在民政局正式登記註
冊為 「北京市紅十字藍天救援隊」 。

英華人華僑募捐援災區

重查郭美美案求翻身
紅會擴透明重塑公信

話你知

▲4月24日，在寶興縣靈關鎮，救援隊隊員從已經平行於地面的三樓窗戶爬入進行搜索。國家地
震救援隊目前堅持在災區排查搜救。他們說，救援不能僅限於 「黃金72小時」 ，有一絲希望就要
堅持搜救 新華社

蘆山地震發生後，免費午餐公益行動一改往
日只為學生提供免費午餐的規定，從21日起在蘆
山縣城為災民免費提供食品。截至24日，免費午
餐共為4500人提供食品

本報記者甘球攝

4月20日，中國紅十字總會、四川省紅十字
會系統組織的紅十字醫療救援隊在四川蘆山縣地
震災區開展醫療救援工作 新華社

關 昭

工潮亂港警方要執法業界要發聲 中聯辦晤官員何怪之有？

社 評 井水集

約四百名葵涌貨櫃碼頭罷工工人，
昨日返回碼頭遊行，期間完全不理警方
勸喻，堵塞北行全部三條行車線，令大
批貨櫃車被阻三小時，車龍長達三公里
；三個相關業界團體發表聲明予以譴責
，警方亦已表明會依法追究有關人士的
法律責任。

另一方面，罷工工人及支持者連日
圍堵中環長江集團中心，前天更突然衝
上位於七樓的集團寫字樓內鬧事；為此
， 「和黃」 昨日已向法院申請 「禁制令
」 ，禁止 「職工盟」 李卓人及罷工工人
擅闖、阻礙及佔領長江中心所屬範圍。

必須指出：罷工事件發展至今，已經
完全偏離爭取加薪的目標，而是向違
法亂港的方向越來越接近，在三個方面
造成了嚴重的干擾與危害，三個危機是：

一是危及運輸業界。據香港貨櫃碼
頭商會昨日指出，自去年中以來，面對
鄰近港口深圳、新加坡的激烈競爭，香
港貨櫃碼頭的吞吐量已下跌百分之十四
點六，如果工潮再持續不解決，更多貨
櫃將會流失。

二是危及同行生計。就在昨天，罷
工工人突然返回碼頭以 「龜速前進」 遊

行，堵塞碼頭三條行車線，令到大批貨
櫃車 「塞死」 無法上落貨，代表貨櫃車
司機的 「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 負責人
蔣志偉怒斥這是 「過了火位」 、 「阻人
搵食」 ，令貨櫃車司機無辜受害，為此
感到憤怒及遺憾。

三是危及社會秩序。中環是本港最
重要的金融商業中心所在，但連日來，
位於大道中最顯眼位置的長江集團中心
門前已經變成一片混亂的 「難民營」 ，
支滿了帳篷、堆滿了雜物，天雨下電線
橫飛、垃圾發臭， 「行人勿近」 ；而且
，罷工工人及支持者前天更突然發難，
衝上七樓寫字樓，佔據接待處及拉起標
語橫額，不少在該大樓內上班的 「中環
人」 都嚇得不敢入內， 「中心」 對面的
豐銀行地下本來任由途人通過，連日
已落下大閘以免遭受池魚之殃。

而除此 「三危及」 之外，在職工盟
李卓人一手煽惑之下，一股仇商、仇富
的歪風正在蔓延，李嘉誠個人的頭像被
打上交叉，還要扔在地上再踩上幾腳，
當年令港人聞風喪膽的 「文革」 鬥爭資
本家方式今日竟重現市民眼前。

本港是一個自由城市，更是一個法

治之都，任何事件、行為都必須有一個
「底線」 ，眼前，碼頭工潮事件在反對

派政客的擺弄下，已經觸及港人社會、
法治社會所能夠容忍、應該容忍的底線
，試問貨櫃車司機是否願意日日 「排長
龍」 、減收入？運輸業商會是否願意看
到越來越多的貨櫃流去深圳和新加坡？
中環所有的銀行、商廈是否願意變成第
二個長江中心？工商名流又是否願意變
成 「李嘉誠第二」 ？……如果答案是 「
不」 的話，那麼，大家就應該站出來發
聲，反對 「佔碼」 、 「佔長」 以至 「佔
中」 惡行，揭露和譴責李卓人借工潮鼓
吹 「佔中亂港」 的政治圖謀。

這當中，警方加強執法和 「禁制令
」 的頒令是重要關鍵。就像昨日，罷工
工人慢速遊行佔據三條行車線，經在場
警方一再勸喻仍不肯讓出一點路面，令
碼頭運作癱瘓。對此，警方昨日已表明
會追究有關人士的法律責任。同樣，在
法庭頒下 「禁制令」 之後，圍繞長江中
心範圍的執法行動亦必須依法進行清場
。一些參與具體堵路、衝擊行動的工人
及支持者應有責任，最大的幕後教唆者
李卓人更難辭其咎，應被依法追究。

近日有傳媒報道，前廉政專員湯
顯明，在任內曾花費超出上限的費用
宴請內地官員及 「中聯辦」 人員、並
向他們贈送貴重禮品，云云。

所謂宴請費用是否 「超標」 、禮
品是否 「貴重」 ，應該憑特區政府制
訂的公務開支準則來判斷；如宴請標
準為四百五十元，已有 「白紙黑字」
寫明，官員就應該遵守。這些前提應
該是明確的，也是市民可以認同的。
對此，新任廉政專員白韞六已承諾會
認真檢視、嚴格執行，作好廉政表率
，不負市民期望。

但是，傳媒質疑有關官員 「大花
筒」 甚或有違規之嫌可以，但在報道
中扯上內地部門及中聯辦，就不能不
令人感到大惑不解了。

正所謂 「客隨主便」 ，內地官員
來港參訪，政府相關部門為盡地主之
誼及促進今後溝通交流而予以宴請，
基本上無可厚非；至於吃什麼地方、
吃多少價錢，不可能由內地官員來決
定。把內地官員的名字、照片刊登出
來，不僅毫無必要，且有影射、誣衊
之嫌。

同樣，把 「中聯辦」 扯上 「吃飯
事件」 ，就更是莫名其妙。眾所周知
， 「中聯辦」 是中央駐港機構，而無
論是內地部門及官員來港交流，或是
特區政府部門及官員到內地訪問，不
多不少總要通過 「中聯辦」 協助聯繫
和安排，這正正就是中聯辦的權能和
職責所在。

如果 「中聯辦」 人員和政府官員
有接觸、吃頓飯，就要被懷疑、被指
責，那麼，是不是本港和內地之間一
切交往最好都要斷絕，政府官員和中
聯辦 「老死不相往來」 ，才是對香港
有利？對港人有益？

這種把 「中聯辦」 視作洪水猛獸
、打入另冊的圖謀可以休矣。香港回
歸已經十五載， 「中聯辦」 作為中央
駐港機構，在落實 「一國兩制」 、溝
通兩地關係方面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貢
獻，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廣大公僕也
與內地相關部門建立了良好的溝通往
來。硬把這種正常的溝通往來說成 「
不正常」 ，只是說這話的人自己不正
常而已。

4月24日，幾家人開始一起分配背上山的救
濟糧。寶興縣穆坪鎮雪山村在 「4．20」7.0級強
烈地震發生後，通往外界的唯一小道也因山體滑
坡損毀嚴重，政府向受災群眾發放的即食麵、大
米和礦泉水等救災物資因道路難行，無法運到山
上。村裡人不等不靠，組織村裡勞動力為急需救
濟的幾戶家庭下山背糧 新華社

村民積極展開自救村民積極展開自救

紅會醫護救助傷員紅會醫護救助傷員

免費午餐供應災民免費午餐供應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