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都市
報》昨日報道，經過近三周治療
後，武漢醫生李文亮（見圖）被
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
李文亮表示，自己「身體是老樣
子，需要持續高流量吸氧，確診
後的治療應該是一樣的」。此前
一天，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向李
文亮資助了10萬元公益款，撥付
公益款給李文亮的原因是，「他
的行為客觀上讓更多人對病毒有
了提前防範」。對此，李文亮確

認「這筆款已收到」。
李文亮昨日在個人微博發佈消息

稱，「今天核酸檢測結果陽性，塵
埃落定，終於確診了」。2019年12
月30日下午，身為武漢市中心醫院
眼科醫生的李文亮，在同學群中發
佈了一條關於華南海鮮市場疫情的
信息。2020年1月3日，他因「在
互聯網上發佈不實言論」而被轄區
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訓誡。1月 8
日，李文亮在接診時遇到不明原因
的病毒性肺炎患者並受到感染。1

月 10 日 ，
李文亮出現
咳嗽發熱等
症狀，隨後
病情變得嚴
重。
1月24日
至 1 月 31
日，李文亮
一直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呼吸內科重
症監護室內接受治療。不過，其病
情一直未得到確診。

被訓誡武漢醫生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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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21世紀經濟

報道、《北京日報》及《南方周末》報道，隨着

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展開，醫療物資緊缺成

了一個焦點、難點和痛點。主要承擔捐贈物

資接收、發放的湖北紅十字會也成了輿論關

注的焦點。該會昨日下午就捐贈物資分配問

題再致歉，稱「深感痛心、自責和內疚」，

並稱將對直接責任人依紀依規追責。不過，

當天央視在武漢紅十字會採訪時又受到阻

撓，直播畫面受阻被迫中斷。

致歉接受監督 湖北紅會食言
央視訪武漢倉庫 直播物資分配被切斷

李克強促優化重點醫療物資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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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紅十字會在1日下午4時30分發出致歉的
說明，解釋此前的物資分配，並表示對於內部

管理問題，連夜召開黨組會議，深刻查找捐贈物資
接受分配中的管理問題，對存在的審核把關不嚴、
執行程序不嚴格、工作不細緻、作風不扎實等問
題，會黨組作出深刻檢討，並將對直接責任人依紀
依規追責。同時，該會表示會接受廣大媒體和網民
的監督，以更加嚴謹的工作態度，嚴格按職責、按
規定、按程序接受和使用好社會各界捐贈的款物，
竭盡全力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保安不讓拍照趕記者離開
當天稍晚時候，央視開出直播節目，對位於武漢
市漢陽區四新南路的國際博覽中心A館的武漢紅十
字會臨時租借倉庫進行探訪。就在央視記者試圖探
訪倉庫物資分發處時，受到保安阻攔。交涉過程中
直播被切斷。在直播進行到44分30秒時，保安出
現，打斷了正在介紹情況的記者。隨後該記者請身
邊其他工作人員與保安溝通。但保安執意讓記者從
大門離開，並表示不讓拍照。直播在45分40秒時中
斷，當時有超過1,000萬網友正在觀看直播。

職員稱只負責收沒權去分
《南方周末》在1日刊發的對武漢紅十字會工作人

員的採訪中，工作人員提到，「物資怎麼分配，我們

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只能負責收，甚至很多倉
庫都已經滿了。分給誰？分多少？怎麼分？我們都只
能按照衛健委的指示，某某醫院給多少。」
該工作人員反映，在目前的非常時期，就相關

的醫療物資，只能通過「捐贈」這個途徑到武
漢，常規的醫院購買物流途徑因為政府對物資的
集中管控已經無法走通。「我們希望借助政府和
媒體的力量緩解我們的壓力，解決正常的物流問
題，正常的買賣也能夠幫助疫情的控制。」該工
作人員從自身工作體會談到，目前應該想盡一切
辦法，減少中間環節。能以達到目的為宗旨，以
降低災情、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為前提的情況下，
我們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只要對降低災情有所幫
助的政策和行為，政府機關各個部門、各個環節
都應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縱觀近期以來的
重大災難，紅十字
會的作為幾乎每次
都被推到輿論的風
口浪尖。從「初代

網紅」郭美美炫富不小心扯出的危
機後，紅十字會就陷入難以翻轉的
信任危機，武漢戰「疫」中，又出
現了危機的導火線。

歌唱家、慈善家韓紅此前在接受
採訪中的幾句話被網絡廣泛流傳。
她說，某某某基金會收取管理費也
罷了，但要把貨物第一時間送到災
區，「你把我的貨物存放在倉庫
裡，在我看來你就是混蛋」。韓紅
說，當自己成立基金會後，才知道
原來一包即食麵都是可以公示的，
「你們做不到乾淨，就別怪社會有

質疑」。韓紅的話，直指問題關
鍵——效率、透明度。

當人們拋開憤怒情緒後，可以看
到武漢紅會也確實不易，可能也有
一些不為人知的委屈。工作人員不
足，志願者們也日夜忙碌，渴望着
公眾理解。但如果不能建立高效、
透明、公平、公正的工作模式，紅
會依然會被人們不斷質疑。

網絡信息時代的遊戲規則已經改
變，人們用腳投票給真正做實事的
慈善家。韓紅基金會得到民眾的信
任和大量捐贈，甚至因數額過大，
已暫停接受捐款。來自北京等9省
市40個單位的物資，也通過物流網
絡直接運抵武漢協和。人們送愛
心、做公益的渠道早已不是非紅會
不可。

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
院建設中，千萬網友在線觀看直播
「監工」，看到工人們日夜兼程創
造建築奇跡，人們大呼感動。有人
提出，希望看到直播紅會分發物
資，也許這將令人們對紅會的工作
大大改觀。不過，就連央媒記者直
播紅會的現場，也被保安人員打
斷。由此可見，武漢紅會固有思
維、模式、觀念甚至分配格局，僅
憑網友們罵兩句、媒體批評兩句是
根本難以打破的。

湖北紅會發佈了最新的表態，稱
對物資分配中的問題深感痛心、自
責和內疚，並將認真整改，全程接
受紀檢監察部門監督，接受廣大媒
體和網民的監督。希望，這會是一
個新的開始。 相關新聞刊A10

一包麵都可公示 紅會豈可拒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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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聞聯播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昨日赴疫
情防控國家重點醫療物資保障調度平台考察，強
調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
下，全力保障重點醫療防控物資生產供應，優化
調度，優先保障重點地區需要，同時保障好生活
必需品供應，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必要條
件。

加快醫療物資生產首保障醫護
李克強聽取了當前醫用防護服、口罩等重點防
控物資生產、調度和保障情況匯報。李克強說，
加快醫療防控物資生產、增加供應保障能力，是
降低疫情感染患者死亡率、提高治癒率和做好防
控工作的必要條件。增加供應就是增強抗擊疫情
的戰鬥力。要充分挖掘潛在產能，在保證質量的
基礎上爭分奪秒增加生產，還要創造條件擴大產
能。要完善不同場所、不同人群科學使用醫療防
控物資的標準，醫護工作者戰鬥在抗擊疫情第一
線捨己救人，自身也需要防護，重點醫療防控物
資首先要保證他們需要。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要
加強重點醫療防控物資全國統一調度，各職能部
門要齊心協力，對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等防控重
點地區，醫療防控物資要優先保障。
李克強分別與生產醫用防護服、口罩的河南、
福建企業視頻連線，對加班加點的工人們表示慰
問。企業介紹目前生產情況，均表示要抓緊生
產，為全國防控疫情出力。李克強詢問企業生產

還有哪些困難、原料等是否能有效保障。他說，
疫情防控是當前全國上下的緊迫任務，醫療防控
物資保障供應是其中重要一環，生產企業是抗擊
疫情的「軍工廠」，多生產一件產品，就是對醫
護人員和人民群眾多一重保護、多一道安全屏
障。希望你們開足馬力，保質擴量增加生產。

群眾生活必需品保供任務加重
李克強叮囑隨行有關負責同志說，隨着疫情防

控工作的持續推進，群眾生活必需品保供任務會

加重。要保障好蔬菜、肉食、蛋奶等供應。各地
要努力增加供給，維護正常交通秩序，暢通綠色
通道，協調做好物流配送，保證批發市場、超市
補貨及時、正常供應和價格基本穩定，依法嚴懲
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等行為，打擊假
冒偽劣，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人民群眾正常生
活。李克強勉勵在場的工作人員說，要貫徹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堅
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堅決
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應約同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通電話。
李克強指出，中國政府始終把人

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
位，正在公開透明、有力有序地開展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目前重點是防止疫情擴散蔓延，
做好患者救治，同時保障人民群眾以
及在華外國僑民的正常生活秩序。中
國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決心、有能
力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李克強強調，我們當前正在全力

保障奮戰在抗疫一線醫護人員所需
的醫療物資，也希望歐盟為中方通
過商業渠道從歐盟成員國緊急採購
醫療物資提供必要便利。我們願同
包括歐盟在內的國際社會加強信
息、政策溝通和技術交流，開展相
關合作。
馮德萊恩表示，歐盟高度尊重和

認可中方為防控疫情採取的措施，
願盡己所能、動用一切可能的資源
向中方提供幫助，將協調有關成員
國為中方採購醫療物資提供便利。
當天，中方亦發出通知，指為積

極支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對按照防控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進口物資免稅
政策，進口且原產於美國的物資，
不實施對美加徵關稅措施，已加徵
稅款予以退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上游新聞報道，2月1日下午2時30分左右，武漢市
紅十字會借用的武漢市國際博覽中心臨時倉庫外，一名男子從國博中心提
出一箱3M口罩，放入一輛車牌為鄂A0260W汽車後備箱，司機稱，領取
的物資是給領導配的。該記者多次追問男子及司機所在單位，司機拒絕回
答，男子則徑直進入臨時倉庫。上
游新聞記者多方核實，鄂A0260W
是武漢市政府辦公廳公務用車，他
撥打了車門上所噴的公務用車監督
電話，一直無人接聽。
相關報道在當天晚間9點多成為

微博熱搜頭條，但是約一個小時之
後，內容被刪除。

取武漢紅會一箱口罩
男子稱給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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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紅會臨時倉庫內堆武漢紅會臨時倉庫內堆
放着一些貨物放着一些貨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武漢市漢陽區四
新南路的國際博覽
中心A館被臨時徵
用為倉庫。

網上圖片

■李克強考察疫情防控國家重點醫療物資保障調度平台。 新華社

■內媒拍得一名男子取走武漢紅會
一箱口罩。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2月1日，中國
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梁惠玲率領總會工
作組趕赴湖北武漢，指導、督促湖北省紅十字會、
武漢市紅十字會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紅十字
會會長陳竺出席行前動員會並講話。
陳竺強調，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是當前的重大政治
任務，總會工作組趕赴疫情防控第一線，要切實把思
想和行動統一到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疫情防控重要指示

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靠前指揮，指導、協調
湖北省、武漢市各級紅十字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工作組將按照黨中央關於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

求，緊緊依靠湖北省、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加
強溝通聯繫，指導湖北省紅十字會、武漢市紅十字
會做好捐贈款物的接收使用管理工作，確保捐贈款
物使用規範高效、公開透明，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為奮戰在疫情防控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提供有力支
援，助力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中國紅會總會派工作組赴漢：

確保捐贈款物公開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