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3日，淅淅瀝瀝的小雨降臨災後的

蘆山。蘆山中學高三6班的樊智家這天起

了個大早。在距高考僅44天之時，她將和

蘆山中學另外392名高三學生一道，前往

位於成都的西南財經大學蘆山地震災區愛

心學校，完成他們高中最後一個階段的學

習。雖然要離開家一個多月的時間，心中

萬千不捨，但同學們還是覺得：有地方上

學，真好!

還有地方上學，真好！
備戰高考 蘆山393學子成都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成都晚報》報道，媽媽在
地震中嚴重受傷，4個月大的女兒因為不會喝奶
瓶，已經餓了兩天！22日，成都一群好心媽媽來
到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主動給寶寶餵奶。同時，
她們還動員起QQ群裡的900餘名成都媽媽，準備
輪流餵養寶寶。
27歲的劉春艷是天全縣老場鄉人，地震後被兩

塊大石頭壓在身上。被救出送到當地醫院後，她
一邊打 點滴，一邊給寶寶餵奶，讓在場的人動
容。

寶寶不喝奶粉 已餓了兩天

劉春艷的病情很重，甚至需要做脾臟切除手
術。21日上午，她被緊急送到成都，同行的還有
她可愛的小女兒。由於治療需要，劉春艷不能再
給女兒餵奶。家人兌奶粉給寶寶喝，可從沒喝過
奶瓶的寶寶就是不喝，整整餓了兩天，家人只能
用小勺一點一點地餵她。　　
聽到這件事，QQ「成都媽媽群」的群主「圈媽」

和兩名群友一起趕到醫院給寶寶餵奶。
「她真的太餓了，最後吃飽了也不肯放掉。」

「圈媽」說，當知道這名從地震中逃生的寶寶沒有
奶喝時，3名媽媽啥都沒多想，直接衝向了醫院。
考慮往後幾天寶寶三餐都需要餵奶，「圈媽」

作出安排，讓媽媽們輪流來醫院餵奶，「我們群
裡有900多名成員，都是初為人母的媽媽，紛紛請
纓要來餵奶。」

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 雅 安 大 地■責任編輯：周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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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監的執法船隊昨日進入釣魚島領海進行

巡航執法，將多艘日本右翼漁船驅離出釣魚島領

海。中國執法船隊首次成功驅離日本侵權船隻，

顯示釣魚島爭端形勢發生實質性變化，中國已掌

控釣魚島及其海域宣示主權、維權執法的主動

權，日本在釣魚島主權爭議上為所欲為的日子已

一去不復返。

一直以來，中國在釣魚島爭議上採取克制低調

姿態，盡量避免引發衝突，但日本卻把中國的善

意視為軟弱可欺，將釣魚島竊為己有，並以強硬

措施進行「實際管控」，長期以來日本的官方巡

航船驅趕、衝撞中國的漁船，抓捕中國的漁民，

企圖證明其霸佔釣魚島的合理性。釣魚島是中國

的固有領土，如今中國強化在釣魚島的主權存

在，中國的執法船隊不僅進入釣魚島12海里以內

巡航執法，與日方的官方艦隻針鋒相對，而且將

非法侵權的日方船隻驅離釣魚島領海，表明中國

對釣魚島及附近海域的執法方式，已經由原先的

「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出手」，顯示釣魚島海域

管理的主動權已由我方掌握，釣魚島形勢已經發

生由我方主導的根本性變化。

去年底日本民主黨政府單方面宣佈「國有化」

釣魚島，屬於鷹派的自民黨安倍晉三當選首相

後，在釣魚島問題立場更加咄咄逼人，一再強

調日本不會做出讓步，揚言要強化對釣魚島的

「實效管理」，要在島上修建船舶碼頭和燈塔等

設施。直至昨日，安倍還聲稱，如果中方登陸

釣魚島，日方將強硬應對，會強制驅逐。結果

是中國執法船隊驅逐日本侵權船隻，沉重打擊

了日方的囂張氣焰，說明日方對釣魚島所謂

「實際控制」已經瓦解。此次行動嚴正警告日

方，釣魚島形勢已經時移勢易，今非昔比，日

方企圖在釣魚島上搞小動作、強化佔有的事實

是痴心妄想。

繼去年北海艦隊、東海艦隊先後巡航釣魚島

海域後，日前南海艦隊也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巡

航，顯示目前中國保釣已進入新階段，從單純

海監船隊執法升級為軍民混合執法，由海上平

面執法發展到海空立體執法，中國在釣魚島問

題上穩紮穩打、步步為營，處理釣魚島問題手

段更多、底氣更足，預示 中國將採取更加積

極、自信的姿態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日本政

府必須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面對現實，拿出

更多的誠意和實際行動，與中方共同努力妥善

解決釣魚島爭議。

(相關新聞刊A1版)

特區政府今日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一

億元，用以注資賑災基金賑濟四川雅安地震

災民。香港社會要求善款能被有效利用，要

求加強監督捐款用途，是完全合理的。但有

人借地震災難對內地進行政治攻擊，抹黑國

家形象，將地震災難政治化，阻礙政府撥款

救助同胞，違反人道主義原則和人類良知。

所有正直的議員，都應該駁斥這種謬論，支

持政府撥款，解地震災民燃眉之急，並且支

持他們重建家園，彰顯港人與內地同胞患難

與共、血濃於水的骨肉深情。

本港市民要求善款能被有效利用，要求加

強監督捐款用途，要求善款全部送到災民手

上和用於重建，不僅完全合理，而且體現了

對災民的關切。梁振英昨天就表示，對於申

請撥款一億元這筆錢日後的用途，特區政府

會跟進和加強監督，亦支持國家所有防貪反

腐的動作。

實際上，汶川大地震後，按照香港政府與

四川省政府簽訂的《災後重建合作安排》，港

方直接捐資的援建專案，由川方組織實施建

設及負責日常的專案管理監督，香港可按需

要委派相關的專業代理機構參與有關的檢查

工作。為確保香港援建資金能夠用得其所、

到位和有效，每個援建專案均會獨立設項。

由於專案很多，個別項目出現問題難以避

免。但是，要說捐款項目都變成豆腐渣工程

又或落在貪官口袋裡，則是以偏概全，違反

事實。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底前往太行山阜平縣考

察已發重話：「我非常不滿意、甚至憤怒的

是，扶貧款項被截流和挪作他用，和救災款

被挪用一樣，那是犯罪行為！」在新一屆中

央反腐毫不手軟的情況下，誰還敢冒天下之

大不韙貪污香港的救災款？

有人稱由於內地政府貪腐橫行，特區政府

的撥款不要捐給內地政府，而要捐給非政府

組織。這種說法不僅是對內地進行政治攻擊

的產物，而且混淆了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不同

的角色和功能。對此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強

調，撥款會有嚴格監管，過往亦有先例：

「例如在青海發生地震時，特區政府亦同樣拿

一億元捐助給青海省政府。特區政府對於從

賑災基金撥出的款項，都有很嚴格的規管和

要求，這點大家都可以放心。」

(相關新聞刊A7版)

日在釣島橫行的日子一去不復返 將救災撥款政治化違反良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

四川雅安7級地震發生後，各地愛心人士紛
紛向災區伸出援手。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卻
打 賑災的幌子詐騙錢財。深圳警方提醒廣
大愛心市民要慎防4類借地震賑災名義的詐
騙。

第一類：部分不法分子利用震後通訊不
暢，發送：「四川雅安發生7.0級地震，請伸
出援手，紅十字會建行賬號627****李梅冬。」
或「爸媽，我因地震在醫院接受治療，急需

醫藥費，速匯1,000元到建行4213****賬號上急
用」等虛假手機信息進行短信詐騙。
第二類：防止通過電話、短信息的形式，

冒充紅十字會等救災部門工作人員，誘騙市
民為其賬號打錢。
第三類：防止假借事主名義稱自己受災，

通過電話騙取事主家人及親屬錢財。
第四類：防止以收養地震孤兒為名，自己

又無力撫養，通過網絡或小報，刊登徵集社
會愛心捐助的虛假信息，詐騙財物。

樊智家昨早6點就起了床。由於要到成都上
學，她需冒險返回已成危房的家中，取出

書本及換洗衣物。上午8點，樊智家將行李收拾
妥當，雖然要在成都生活一個多月，她攜帶的衣
服卻並不多，「家裡太危險了，隨時會垮塌，收
拾行李時不敢待太長時間」。

離家前3小時當志願者

雖然即將離開蘆山，樊智家此後還是來到了蘆
山縣城的環城路充當志願者。在3個多小時裡，
她一直忙 為災民分發方便麵，同時幫忙搬運救
災物資。中午12點，樊智家回到蘆山中學校園
內。此時，由西南財經大學租用的10輛愛心大巴
已停放妥當。兩個小時後，它們將搭載 樊智家
和她的同學們，駛往100多公里外的成都。
對於去成都復課，蘆山中學的同學們心情其實

是十分複雜的。「我很放不下家人，雖然家裡很
危險，但還是在家舒服些」，樊智家說，同學們
對在成都復課的消息都感到十分突然，「我們都
以為會在帳篷裡繼續上學呢」。
除了覺得在家「更舒服」，「捨不得」也是同

學們心情複雜的一個重要原因。「捨不得離開爸
爸媽媽，捨不得離開蘆山中學美麗的校園」，高
三4班的韓明嬌用兩個「捨不得」表達了她的心
情。然而雖有萬千不捨，韓明嬌還是為能在成都
復課感到十分高興。這位以四川外語學院為目標
的女孩告訴記者，獲知去成都復課的消息後，她
第一反應是「還有地方上學，真好！」
當然，家長們對異地復課是堅決支持的。「我

們覺得還是去成都上課好，畢竟成都比蘆山安
全」，一位家長這樣對記者說道。

粉刷宿舍牆 營造良好環境

下午2點，在一片道別聲中，蘆山中學的同學
們起程前往成都。而此刻的西南財經大學校園
內，工作人員正忙 對學校銀杏園宿舍樓的牆壁
進行粉刷，同時修繕室內電源。為了更好的接待
蘆山中學高三同學，西南財經大學專門成立了愛
心學校領導小組。根據分工安排，在成都期間，
同學們的教育教學管理將由蘆山中學負責，西南
財大則將全力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學習生活環境、
心理導航服務等。「主要是讓同學們在西南財大
校園中安靜的學習，備戰高考」，西南財經大學
黨委書記趙德武告訴記者。
下午5點40，滿載蘆山中學學生的愛心大巴緩

緩駛入西南財經大學光華校區的校門。下車點名
後，師生們的行李由西南財大29名大學生志願者
送到宿舍當中。在學校一食堂，他們吃到了來到
成都的第一頓飯。對於很多在蘆山僅能吃到方便
麵的同學而言，這頓飯他們吃得格外香。
從今天開始，393名蘆山學子開始向 高考全

力衝刺！

■本報前方報道組：唐鎏宇、張楚、劉銳

深警提醒　防借賑災行騙

寶興縣靈關鎮是「4．20」地震重災區，也

是少數幾個最後才打通「生命線」的鄉鎮。

從蘆山縣城通往靈關鎮的唯一一條道路，22

日凌晨4時才打通，靈關鎮一度被喻為「孤

島」。通往靈關鎮的道路沿青衣江峽谷而建，

塌方和餘震不斷，被媒體稱為「生死峽谷」。

20日以來，本報前方特別報道組數次想赴

靈關鎮採訪，終因道路不暢而未能成行。23

日上午，記者獲悉，通往靈關鎮的交通條件

有所改善。經過一番縝密準備，記者一行終

於踏上去靈關鎮的道路，真切地體驗了一次

「生死之旅」。

左面青衣江 右為懸崖峭壁

上午8時許，記者一行從蘆山縣城出發，天

空下起了小雨，路面開始變得濕滑，汽車艱

難向前爬行。路途中，一小食店已開門營

業，駕駛員王建平上前詢問路況。一聽說要

到靈關鎮，食店老闆說那條路太艱險，勸我

們不要前去。經過商議，我們決定繼續前

往，把重災區靈關鎮的災情報道出去。1小時

後，汽車駛入一段幽深的峽谷，路面變得坑

坑窪窪，不時出現被巨石砸得慘不忍睹的車

輛，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駛向峽谷深處，

左面數十米下是滾滾而下的青衣江，右面是

觸手可及的懸崖峭壁。走過一段，便會出現

被地震撕裂的大口子，不時有石子和泥土滾

落。幾個人屏住呼吸，一些人盯 前方，一

些人盯 山崖，祈求不要發生意外。經過30

多分鐘的爬行，汽車終於駛出峽谷，只見駕

駛員王建平的額頭上滲出

滴滴汗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穿越「生死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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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山中學的教學樓已成危樓，學子不得不前往成

都西南財大復課。 記者李兵攝

■馬上就可以復課了，蘆山中學高三學生韓明嬌滿

臉笑容。 記者唐治攝 ■四川雅安天全中學臨時搭建的帳篷裡透出燈光，高三學生在這裡複習，備戰高考。 新華社

■靈關鎮一女災民說，該鎮「內傷」很嚴

重。 記者唐治攝

■蘆山縣太平鎮臨時帳篷醫院內，昨日又有一名嬰

兒在醫生的努力下順利降生。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