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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力量介入台南地震
� � 2 月 6 日 03 时 57 分， 台湾
高雄市 (北纬 22.94 度， 东经
120.54 度)发生 6.7 级地震。

台南市在此次地震中受灾
最重，共造成 １１６ 人遇难，５５０ 人
受伤。 其中永康区的维冠金龙大
楼倒塌，致 １１４ 人罹难。

为了帮助台湾地震受灾同
胞战胜灾害，海协会 14 日致函
台湾海基会， 再次表达对地震
罹难同胞的沉痛哀悼和对其亲
人及受伤受灾同胞的亲切慰
问， 并决定通过海基会向台湾
红十字组织捐款 500 万元人民
币， 用于抚慰罹难者家属和救
助受伤同胞。

大陆同胞表示关切

地震发生后，大陆同胞纷纷
表示关切，并表达了援助意愿。

地震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
和李克强总理分别发表慰问讲
话。

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春节
团拜会上表示：“过去一年，我们
共同经历了一些重大自然灾害
和公共安全事件。 这些不幸磨难
把我们的心连得更紧，也警醒我
们必须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
顶在头上。 今天凌晨，台湾高雄
发生 6.7 级地震， 在此我们向台
湾同胞表示深切慰问。 ”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 月 6
日上午接受采访时，对台湾南部
地区发生地震灾情表达关切与
慰问。 他介绍，清晨 6 时起，海协
会一直通过电话与台湾海基会

保持联系，了解地震灾情，表达
慰问。 并表示，如需协助，大陆方
面愿提供援助。

虽值春节假期，大陆各界、
有关企业和团体及民众心系地
震灾区同胞， 以不同方式表达
关切和慰问，为受灾同胞祈福，
为灾区筹募捐款。 捐款的单位
和人士有红十字组织和宗教、
民间信仰团体， 有在台陆资企
业和赴台交流团组， 有曾在汶
川、 雅安地震中得到台湾各界
捐助的四川省北川县、 芦山县
政府和民众， 各地台资企业协
会以及演艺界人士和其他行业
人士等等。

大陆公益组织声援

大陆公益组织也积极行动
起来。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迅
速进行了灾情研判。 其负责人郝
南表示：“台南地震灾情受控，其
他排查区域如屏东、高雄、云林
等地长官均称本地受灾不重。 台
南也仅为多处房屋倒塌，犹以维
冠大厦倒塌最重，全市散在三十
余所房屋损毁。 灾情明晰，行动
及时”。

6 日上午， 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陈竺迅向台湾红十字组织发
出慰问电，向台湾红十字组织提
供 200 万元人民币紧急救灾款，
并且做好救灾物资和救援队伍
的相关准备，如有需要，可随时
予以支持。

中国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第

一时间通过成员机构与国家相
关部门进行沟通。 同时，协调会
还与台湾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
系，获得灾情信息和救援进展的
动态，将视灾区民众需要，随时
采取适当的行动。

浙江“公羊会”的两名队员
将联同台湾公羊会志愿者一起
组成救灾先遣队。 其中，廖伟和
廖信明是一对夫妇，丈夫廖明信
是台北人，他们 6 日下午从杭州
出发，与已经在台北的王育诚等
4 名队员会合， 连夜赶赴震中灾
区。

青海省红十字会决定向台
湾地震灾区援助 10 万元人民币
紧急救灾款。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发布赈灾募捐倡议书。

台湾公益组织行动

台湾的公益组织则以多种
方式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中。

震后慈济基金会立即成立
“防灾总指挥中心”，于重灾区台
南永大路 2 段西侧元大证券旁
成立现场服务中心， 并动员逾
500 位慈济志工， 至各灾区的 15
处据点投入关怀行动，总计发放
逾 500 份早餐等热食。 全台慈济
志工、慈济医疗体系、人医会等
也总动员，整备医疗用品、香积
饭、毛毯围巾、福慧床等相关物
资，后续随时可前往灾区支援救
灾工作。

自地震发生至 14 日晨，已
动员社工共计 1226 人次，分别在

维冠大楼灾害现场、 殡仪馆、灾
民安置处所及医院等地，每日由
社工 24 小时驻点服务， 提供福
利咨询，并陪伴灾民及罹难者家
属共渡难关。

单亲妈邱芷娴与三名孩子、
母亲一起住在大楼里， 地震时，
她母亲因轻伤最先被救出，邱芷
娴中午也获救，十八岁的长子重
伤， 但次子王杰羽与么女都死
亡。 社工陪她到成大探视长子，
并前往殡仪馆认尸。 迄今邱芷娴
仍走不出巨变阴影，仍然不吃不
喝，令人鼻酸，目前仍在台南医
院治疗。 医院社工每天都探视，
担心她想不开，由于大儿子还在
成大医院治疗，只能鼓励她为大
儿子坚强活下去。

此外尚包含佛教慈济慈善
基金会、法鼓山慈善基金会及一
贯道等社会福利慈善团体，亦动

员志工于灾害现场协助物资发
放、 餐食及关怀支持等服务项
目，截至 14 日止，志工出勤累计
6423 人次。

随着失联人员搜救告一段
落，下一步工作重点已转入灾民
收容安置、灾后重建及后续补偿
救助等问题。

截至 14 日上午 6 时，台南
市尚有 13 处收容场所 ， 收容
109 人。台卫生部门负责人蒋丙
煌表示， 除了持续督请台南市
政府做好灾民收容安置， 加速
相关救助金慰问金发放外，也
请台南市政府以“一户一社工”
方式，指派社工人员，对每一受
灾户提供关怀， 评估需求并转
介相关资源， 也发动志工团体
持续提供受灾户各项关怀服务
工作。

（据公开报道整理）

� � 春节期间，很多人都会添置
新的衣物。 然而，当你面对满满
的衣柜时，有没有想过如何处理
那些旧衣服呢：扔了吧，怪可惜
的；卖废品吧，也不值几个钱；捐
给爱心机构吧，又觉得手续比较
麻烦……

有没有一种更直接的捐赠
方式，可以将不需要的旧衣物在
第一时间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
中呢？“友善之墙”的出现或许给
我们提供了一种选择。

2 月 8 日， 上海松江街头就
出现了这样一堵“友善之墙”，在
这些墙上，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
多余的衣服挂上，而有需要的人
可以随时取走。 事实上，这种捐
赠方式早在一个多月前就传入
了中国，并在多个城市掀起爱心
风暴。

源于伊朗的友善之墙

据了解，“友善之墙”（Wall
of Kindness）源于伊朗———2015
年的冬天， 伊朗遭受了严重寒
潮，加上制裁和经济危机，无家
可归者数目急剧上升，据官方统

计无家可归者有 15000 人， 但实
际上仅首都德黑兰无家可归者
的人数就远高于此，且其中大多
为妇女和儿童。 为了给这些人提
供御寒衣服， 让他们温暖过冬，
一位匿名人士发起了捐献衣物
的活动。 不过，他并没有把衣服
捐给慈善机构，再由慈善机构分
发给需要帮助的人群，他想出了
一个绝妙的办法。 这位爱心人士
首先在墙上画画， 并安装挂钩，
让人们主动贡献保暖的衣服，有
需要的人可以直接将这些衣物
取走。

这个举动经过社交网络传

播后，迅速
得 到 大 量
的 捐 赠 和
仿效，最终
形 成 一 股
爱心风暴，
席 卷 整 个
伊朗。 爱心
不分国界。
很快 ，“友
善之墙”便
出 现 在 中
国，并迅速

在各大城市铺开，只因人们有一
个共同的愿望：不能让任何一个
无家可归者，在寒冷的冬季里瑟
瑟发抖。

中国志愿者爱心接力

“在朋友圈看到伊朗的友善
之墙活动后， 就想接力这份爱
心，继续做这样的事情。 ”2 月 1
日凌晨，成都的爱心志愿者悄悄
接棒，在成都地铁二号线牛王庙
站 D 出口策划了这样一面“友善
之墙”。 墙体被涂成了蓝色，上面
用中英文写着“友善之墙，任何

人都可以将自己多余的衣服挂
在这里，有需要的也可以随时取
用”。

这位爱心人士在接受《公益
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希
望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加入爱心
行列，为更多人带去温暖，同时
希望人们的关注点是这面墙，而
不是“建起”这面墙的人。 为了让
更多人参与进来，同时保证捐赠
衣物的质量，他们在 2 月 3 日注
册了名为“友善之墙”的微博账
号。

而在其他城市，一些爱心企
业、公益组织甚至政府部门也加
入到了送温暖的行列。

青岛市市北区创益工场在
春节期间安排人员值班，除了收
取市民捐赠的衣物，也会打理好
“友善之墙”， 及时补充更新衣
物，方便有需要的人挑选。

2015 年冬天，广西贵港遭遇
了 60 年一遇的寒潮， 并出现有
气象记录以来贵港城区首次降
雪天气。 为了让无家可归、露宿
街头的流浪者不受冻，让困难家
庭成员有衣穿，贵港市政府携手
义工协会等一些爱心单位、人士

在贵港市区建起了“友善之墙”。

褒贬不一的反响

目前，河南、浙江、新疆、四
川、广西、云南以及上海等省市
都有了“友善之墙”，且数量和样
式也不断增加。

但这种简单易行、参与程度
高的公益行动也得到了诸多肯
定。 有媒体和公益机构认为，“友
善之墙” 不同于爱心衣橱等慈
善机构的捐赠模式， 它省去了
繁杂的中间环节， 将闲置的资
源和困难群体的需求直接挂
钩，且维护了他们的尊严，让公
益变得简单、自然、高效，且更
符合现代人的心理需求， 因为
其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参
与公益的热情， 并且影响甚至
改变了公众对流浪人员的态
度。 友善之墙，给人们带去了温
暖。 相信在得到足够多的关注
之后，“友善之墙” 的运作模式
也会越来越完善，而它的初衷和
使命也将被所有人铭记在心：不
让任何一个无家可归者，在寒冷
的冬季里瑟瑟发抖。

友善之墙 开启旧衣捐赠新模式

成都“友善之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