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凌晨， 一辆载有30吨醋
酸甲酯的化学品槽罐车，行驶在浙江
省龙泉市八都大桥头路段时， 翻入3
米多高的桥下， 事故造成车上2名人
员被困车里，槽罐车上装载的醋酸甲
酯发生泄漏。

龙泉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
派出两辆消防车赶往事故现场抢险
救援。在水枪的掩护下，破拆小组利
用破拆工具对车体驾驶室进行破拆，
成功营救出2名被困人员。同时，堵漏
小组对危险品车泄漏进行查看发现，
槽罐车底部被撞出了约20厘米的口
子， 槽罐内的醋酸甲酯正在外泄。现
场救援人员决定用消防水进行稀释，
并进行堵漏。 经过近7个小时的连续
作战，事故得到有效处置，当地环保
等部门目前正在积极对附近水样进
行采集、检测。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母亲有难我一定
要为她做点什么。”22岁的广州赴美留学生
彭斯， 听闻母亲慢性重型肝炎晚期需进行
肝移植手术，马上放下学业，从美国回到广
州，毅然割下自己60%的肝脏移植给母亲，
挽回了母亲的生命。

10日， 记者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何善衡楼器官移植一区见到了22岁的彭
斯。手术后休息了一个月，身材高大的他气
色挺不错，在母亲的病床前，他脸上总是露
出温暖的笑容，偶尔帮母亲梳理头发，陪母
亲说说话，不停地安慰母亲给她信心。要不
是他掀开衣服露出肚子上像反写的“L”形

的刀口，很难想象，从容又乐观的他，做完
手术后自己只剩下一半不到的肝脏。

22岁的彭斯高中时就读广州执信中
学，因成绩优秀，高三时到美国学校交流一
年。2008年考入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修读
会计专业。

这位80后小伙“割肝救母”的反哺孝心
行为在网络上感动了很多网友。 不少网友
感叹， 原以为在年轻人身上很难看到这种
子女无私反哺父母的孝行，但是，彭斯的行
为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古流传的感恩
行孝的美德依旧在80后、90后中绵亘不息。

■新华社记者 肖思思

母亲肝炎晚期 儿子感恩行孝
留学生放下学业回国割肝救母

30吨化学品车翻落
2人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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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4岁的卢星宇因在微博上发布
“‘中非希望工程’ 执行主席”、“管理20亿
元项目资金”等内容，引发社会对捐助的
再次强烈关注，同时也叩打着民众对社会
捐助及慈善捐赠的心理底线。

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似乎也印证了这
一点。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
但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系列事件发
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受捐数额
均出现锐减。其中，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
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
组织6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则达到
86.6％。

数据 7月社会捐赠比6月少5.2亿元
根据民政部今年二季度民政事业的

统计数据，到今年二季度，全国社会捐款
累计达26.5亿元，其中6月份为10.2亿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全国上半年社
会捐款数额出现了大幅减少。民政部的相
关数据表明，去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捐款
为100.5亿元，今年较去年减少了74亿元，
降幅达73.6%。

民政部财务司有关人士表示，上述数
据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大，主要是因
为去年上半年我国发生旱灾、玉树地震等
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捐赠
热潮，而今年则较为平静。

但是， 记者从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中发
现，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而7
月为5亿元，减少了5.2亿元，降幅接近51%。
而这一变化，正是发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
事件引发慈善信任风暴的背景之下。

探因 慈善信任风暴吹散捐赠热情
记者了解到， 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

美美事件”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
门”，再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
非希望工程”， 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
慈善组织成为“众矢之的”。

据北京市红十字会披露的数据显示，
今年7月， 北京红十字会共接受社会捐款
28笔，总计15.44万元。其中个人捐款8笔
共7495元，较往年大为减少。遭遇“落差”
的并非只有北京市红十字会，还有深圳市
红十字会。

上述两家红十字会有关人士此前均曾
向媒体表示，捐赠额锐减和“郭美美事件”
不无关系。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
信息部有关负责人对此表示， 受近期一系
列事件影响， 民众对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
信任度在急剧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捐赠热情。

■据法制晚报

近日，一则“厦门首个人工岛有望落户
同安湾” 的消息在当地引发了不小反响，公
众对这个正处于环评阶段的“人工岛”提出
了各种质疑，比如会否破坏当地生态导致珍
稀生物灭绝、 项目的环境评估会否走过场
等，不少公众忧虑如果没有科学决策一味地
填海造地将给子孙后代带来生态忧患。

带着这些质疑， 记者采访了当地的群
众、专家以及相关部门并一一进行求证。

网友：环评公示“神秘消失”
据记者了解， 厦门拟建的首个“人工

岛”工程，位于厦门同安湾东南海域鳄鱼屿
北侧，陆域面积45万平方米，将打造成华商
高端会所。项目8月1日进行环评公示，设定
期间为15天， 如果市民对该项目在环境保
护方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可通过多种方
式向环评单位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反馈意见。
8月24日，网友“落魄书生周筱赟”发帖

称：“该人工岛的环评公示从8月1日起在厦门
市环保局的网站公示几天后，突然消失了。”

面对质疑， 厦门市环保局不久前发出
一则声明表示， 环保局网站上的环境影响
评价公示栏目中发布的信息， 由发布者自
行输入、提交，其内容由发布者负责。相关
信息的公示期和下线时间均由发布者自行
设定，并不是“神秘消失”。

村民：可能会导致生态灾难
记者日前来到厦门翔安区马巷镇琼头

村， 租用当地渔民的渔船行驶半个多小时
来到鳄鱼屿。拟建“人工岛”的消息在琼头
村传开后，村民们纷纷担心“人工岛”的建
设会破坏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采访中， 一些专家以及琼头村的一

些村民对“人工岛”一旦动工建设将对这片
海域的生态造成的破坏深感忧虑。

据悉， 文昌鱼是一种珍稀小型的底栖
动物， 在进化位置上是介于无脊椎动物进
化到脊椎动物的过渡类型，享有5亿年前活
化石的称号，是研究动物进化的稀有物种。

记者在琼头村采访时，当地村民均表示
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这里已经有好几年未捕
捞过文昌鱼了。

“虽然文昌鱼的数量在鳄鱼屿附近是逐
渐减少的，但建‘人工岛’的话，文昌鱼肯定会
受影响。”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专家方
永强说，“厦门在建‘人工岛’之前还是要做水
产调查，不仅是文昌鱼，还有其他珍稀物种的
栖息环境、 分布密度等都要详细调查。”“如果
把厦门市美丽的海岛和在全国名列第一的
这个珍贵的资源都破坏掉的话， 真的很可
惜。”方永强说。 ■新华社记者 孟昭丽

郭美美事件后，社会捐款减五成
数据：6至8月慈善组织受捐额骤降近九成 原因：慈善信任风暴吹散捐赠热情

针对“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带来的负
面影响，多位专家表示，慈善事业还是要靠慈善
组织去推动，慈善改革应该加快公益慈善组织的
透明力度，给社会公众的爱心带来更多希望。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在
其微博上表示，公众认为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
是准公共权力机构，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
公众对这些组织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和失望
情绪。

而中国的慈善组织，总体都未做好信息透明
准备，难以满足公众对捐助信息透明的需求。

刘佑平表示，尽管目前很多慈善组织有诸
多不足，甚至是过错，但从中国慈善事业来看，
慈善组织目前还无人能够代替，因此，希望大
家不要把慈善组织“砸死”，给慈善组织机会，
加快其改革中透明度的建设。

不要把慈善组织“砸死”

厦门填海造地拟建“人工岛”
该项目正处于环评阶段 公众质疑当地生态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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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江西乐平市政府新闻办了
解到， 位于这个市的江西江维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13日1时30分左右发生一
起爆炸事故， 导致3人死亡，3人受伤，
目前伤者已送南昌救治。

江维高科是一家生产聚乙烯醇、
醋酸等产品、由国企改制而来的民营
化工企业。据介绍，此次事故发生在
固液分离工序，目前当地未监测到毒
害气体和液体泄漏。事件原因仍在调
查中。 ■均据新华社

江西一化工企业
爆炸3死3伤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年
中秋节前后的钱塘江大潮都会吸引数
十万名中外游客前来。9月12日，农历八
月十五， 浙江海宁盐官的钱塘江出现
“一线潮”壮观景象，潮头涌高达到了1.4
米，场面颇为壮观。

据杭州水文信息网13日报道，盐官
观潮等级已经升至观潮最高等级5级。

■据新华社

海宁出现壮观“一线潮”

连线钱塘江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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