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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也能玩成“国际品牌”？
“中非希望工程”一下子风生水起，但又显得迷雾重重。 让
人疑虑的是，“红十字会”已被郭美美弄得名誉扫地，“富二代”
们会不会把“中非希望工程”开成一个国际玩笑？ 根据已知信
息，至少现在还不能把年仅 24 岁的“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
卢星宇和自称“
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媲美”。 然而，
这又是和一项善举有关，不管是“红十字会”，还是“中非希望
工程”，亮出的牌子都让人肃然起敬，虽然都与钱密切相关，但
■知风
因与慈善有关，似乎也显得高尚纯洁起来。
对于“中非希望工程”，引起
的风波恐怕不是因“世界杰出华
商协会”，实际上是“世界杰出华
商协会有限公司”的遮掩，这种官
商不分的现象，在现实下，只是操
作层面上的不同而已，要赚大钱，
早已不是“
无奸不商”，而是“
无官
不商”。 对此引起的民愤，仅限于
他们利用人们的善心圈钱，如果
用商业手段赚钱，老百姓已经司
空见惯了。 而“中非希望工程”，
在尚有不少落后地区孩子没学上
的国情之下，对照起北京关闭打
工子弟学校来看， 为非洲捐建
1000 所希望小学，则不免令人生
宁予友邦，不予家人”的慨叹。
出
“
用普通人的心态，确实难以
爱心无国界”的博大胸
理解这种“
怀。 笔者不想在没有确实依据的
情况下，给这种“博大胸怀”注入

狭隘的臆测， 但至少可以想象着
站在富人的立场上， 试着给这种
有钱人的“义举”做一个解释。 当
然，在舆论的继续关注下，会不会
牵扯出一些不招人待见， 甚至违
法的东西，当属命中要害。
“中非希望工程”看起来是在
一个比中国落后的国家搞捐助，
但毕竟也是国际项目， 这倒不一
定是因为同情弱者， 而是这样的
项目实在无法设在发达国家，要
是让他们去担任什么职务， 选择
的可能就不是非洲的肯尼亚，而
是美国的肯尼迪大学了。所以，放
着
“嗷嗷待哺”的国内希望工程不
管，热衷于
“
中非希望工程”，还是
权贵们玩惯了国际品牌的“审美
取向”决定的。至于这种品牌效应
下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暂时就
不得而知了。

■结语
“
中非希望工程”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实际上与郭美美把“红十
字会”搅入浑水是一样的。郭美美因炫富而点了“
红十字会”的炮，而“世
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因为“中非希望工程”这个“国际品牌”引起了人们
的不满。 而当今权贵们玩的东西，一旦引入公众视线，都似乎经不起进
一步的展开。 作为青基会参与的国家级公益项目， 却有着家族化的趋
向，卢俊卿、卢星宇成为“父女主席”，李建华、李照是“父子主席”，新希
望集团老总刘永好之女刘畅也是该项目的共同主席。对此，卢星宇的解
释是，要“努力把富二代变成仁二代”。 这个“变化”的代价是不是大了
点？值得权贵们注意的是，你们可以用洋品牌，上国外大学，甚至干脆移
民，但在你们的同胞还有不少人上不了学的情况下，巨资建“中非希望
工程”，至少在我看来，不过是你们在玩一个“国际品牌”。但愿不要把连
“
民族品牌”也玩不起的人卷进去。

“
厕有余而水不足”
在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梅村， 政府扶贫为农
户家建厕所，加上农户家本来就有的厕所，每户至
少已有两间厕所了， 而最多一户人家曾有三间厕
所。而三年前村里安装的自来水管，至今还没通上
水。 村民认为， 政府应该帮助村民解决些实际问
题， 现在村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自来水能通
到家家户户。
■郭杨阳

慈善总会的“
演出”该结束了
8 月 17 日，爆出尚德公司
“
捐赠门”的罗凡华继续爆料，称中华慈善
总会开免税发票有附加条件，
“
得再给慈善总会现金捐赠， 这是潜规则。
只要有了附加条件，捐赠物资是否到位，对方就不会严格审核”。 罗凡华
称，4 月 28 日，他将 5 万元现金转账支票交给中华慈善总会财务部的会
计张女士，对方才开具了 1500 万元的免税发票。
■邓海建
当慈善成为漂白的一种手
段，猫腻或辩白便成为漏洞百出
的桥段，既经不起求证，更经不
住推演。 继红十字会之后，中华
慈善总会被架上了真相的烤
—在捐赠品没有到位的情
架——
况下，中华慈善总会凭捐赠书和
收据，就开出 1500 万免税发票。
就像故宫的前车之鉴一样：
否认容易，圆谎很难。 时日越长，
越是激发公众
“
探秘”和
“
解谜”的
好奇心， 而任何丑闻基本都不是
孤立存在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结
果是越发不可收拾。 中华慈善总
会显然还不是很明白这个道理，
面对确凿的证据， 却担负不起对
应的责任。 如同红十字会的症结
一样，没有公开透明的机制，加之

缺乏有效的独立监督， 自说自话
的中华慈善总会， 又如何在玄机
重重的公共事件中自证清白？

■结语
爆料，反爆料；再爆料，再反
爆料……这是舆论监督与被监
督者的“
肉搏戏”。 有一个背景是
值得关注的： 即便在欧美慈善机
制相对完善的前提下， 捐赠骗税
的丑闻仍是不绝于耳，譬如 2008
年初， 负责调查骗税案的美国联
邦特工搜查了洛杉矶附近的 4
家知名博物馆， 一起涉嫌通过捐
赠估价过高的亚洲和印第安艺术
品的重大骗税案由此曝光。那么，
乱象丛生的国内慈善领域， 果真
就天然地
“
很白很干净”？

为农户改建厕所，本也是一件好事。 只是，在
农户家“
厕所有余而自来水不足”的背景下，
“补有
余而舍不足”，一股脑地投入“巨资”大兴厕所，实
在令人难以理解。
既然能调动近一个亿的资金“大兴厕所”，这
就说明当地并不是没有钱， 就算通自来水的花费
可能要大一些， 一个亿起码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人
的用水困难，然后分阶段、分批、分步骤地彻底完
成。 所以，仅剩的可能就是：当地在进行扶贫的过
程中，并没有考虑到受扶贫者的具体情况，没有扶
贫的真心实意，没有进行切实、深入的调查。 不得
不说，这样的扶贫给人一种华而不实之感。
国家在不断富强， 而一些地区的农民却被落
在了“
富裕车厢”的后头。 基于
“共同富裕”、
“国富
民强”的出发点，中央制定出了一系列扶贫计划、
扶贫政策。但是，这样的政策到了地方、基层，却变
成了一桩桩指标性的任务、 变成了政绩本里的筹
只建厕所不通自来水”的咄咄
码。于是，就出现了“
怪事。

■结语
在贫富差距长期存在， 甚至呈现出不断拉大
趋势的背景下，扶贫是项举国大计。将好钢用在刀
刃上、 扶贫扶到贫者的急需之处实是扶贫工作的
应有之意。可是面对厕有余而水不足，扶贫一方却
在“大兴厕所”，这已经不是扶贫的好钢没有用在
刀刃上，而是好钢根本没用到刀上，这里面的秘密
和猫腻，以及对国家扶贫政策的腐蚀效应，上位者
不可不查。

民族医药协会首次全国推广秘制胃肠“黑药”

一个千年不外传的胃肠奇方
◎民族医药协会推荐：纯正秘法熬制藏药
震 惊！ 胃肠真的很容易恶变
我国著名肠胃病专家刘正龙分析： 肠胃病
起初发作时并不是很严重，所以大多数患者不加
以重视，但是我们多年研究发现，肠道褶皱内有
很多淤积毒素，他们像树根一样牢牢扎根于褶皱
内，这就是死角肠毒！ 它扎根肠道，极难清除，且
腐蚀性极强，不断破坏肠粘膜，侵袭肠道肌肉层，
让你腹痛、腹泻，排出脓血便。而且死角肠毒流窜
性极强，可在胃肠内流窜，引发胃肠炎。
传统肠胃药， 只能清除肠道表面肠毒，根
本无法进入肠道褶皱死角，清除死角肠毒，而且
常年吃药产生抗药性， 阻止了药效的发挥。 这
样，胃肠疾病的患者药是越吃越多，但作用越来
越小，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最终就会在死角肠
毒的不断侵蚀下，因为胃肠穿孔，造成肠梗阻，
胃肠癌，结肠癌，甚至导致死亡。

“
粘螯坐台” 古法秘制，纯正千年藏药精华
墨脱黑药精选雪莲、黑锦草、寒水石等 10
多味采摘于墨脱当地藏药，经名医传统
“
粘螯坐

◎8 分钟见效，
“
老胃肠炎”吃了就有感觉！

台法”熬制而成，三步粘附给药法，一次治好胃
肠炎。

第一步：消除耐药屏障，确保给药通畅！
墨脱黑药的药物成分，进入肠胃后可像膏
药一样快速粘附在肠胃病变处， 杀死表层的抗
药菌，消除耐药屏障，同时隔离肠胃伤口，8 分
钟即可迅速缓解胃痛、腹痛、腹泻等症！

第二步：拔出死角肠毒，修复胃肠死角！
墨脱黑药进入肠胃可牢牢粘附在肠胃死
角处， 确保药物有充分时间强力渗透进入肠
胃死角内部，彻底拔除死角肠毒，修复褶皱死
角溃疡粘膜， 清除肠胃道炎性病变。 8 天，胃
酸、腹痛、腹泻完全止住，脓血便，五更泻、水
样便彻底消失。

第三步：激活胃肠免疫，养护胃肠组织！
墨脱黑药的药物成分，在粘附肠胃的同时，
能够深入肠胃死角黏膜下方的细胞内， 恢复其
活性，激活肠道自身的免疫功能，在肠道内形成
一层保护网， 防止死角肠毒再次形成， 让老肠
炎、结肠炎、老胃病，一次治愈，永不复发。

无效退款
国家补贴 5000 万
神奇墨脱
千年黑药

昔日的墨脱，由于地理条件封闭，加之当地人包含习惯多
为生冷，所以胃肠炎高发。当时墨脱最知名的门医次仁邀请当
时的唐朝御医，以及印度、尼泊尔医生入藏，结合藏医古老医
学，历经 10 年，终于研制出一种神奇的黑药，因其效果极好，
无论多重的肠胃炎，最多 18 天即可痊愈，即便一丸黑药，等值
一头牦牛、十只绵羊，牵着牛羊来换药的藏民仍络绎不绝。

“
中国人很了不起，居然可以在 8 分钟之内
迅速缓解胃肠症状， 这一点就比我们西方最先
进的药物做的还要好！”——
—瑞士权威医学科普
杂志《生物医药》编辑大力推荐千年藏方“墨脱
黑药”。
瑞士向来以精工制造、高品质、严谨著称，
而瑞士权威医学杂志《生物医药》编辑这样评价
“
墨脱黑药”自然有它的道理。
几个月前，墨脱黑药厂家将墨脱黑药拿到
欧洲医学博览会上参展，其独特的疗效让在场
的参观者为之震惊。 有一位瑞士专家亲自试服
了墨脱黑药还不到十分钟，便兴奋地大喊“不
可思议，简直就是世界医学的奇迹。 我这十多
年都在疼的肠炎， 竟然有了热乎乎的舒适感
觉，好像有种能量直接在那里按摩，比我们的
止痛药、特效肠胃药的效果还要好很多。 中国
这个神奇的国度的确有很多东西是无法用科
学解释的！
墨脱黑药，2011 年国家 5000 万生物新
药胃肠项目唯一指定产品， 全国统一补贴
价格每盒仅售 28.6 元！ 厂家郑重承诺，
买一大盒赠送一小盒， 一盒无效， 全额退
款，不花一分冤枉钱！

墨脱黑药对以下人群有特殊功效：
临床检验：墨脱黑药对急慢性肠炎、结肠炎、直肠炎以及
由此引起的腹泻、腹痛、腹胀、血便、脓液便、五更泻，99.7%有
效。 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及这
些疾病引起的胃酸、胃痛、胃胀、反酸、恶心、呕吐、打嗝、烧心，
98%有效！ 80000 患者临床证明：墨脱黑药的疗程治愈率与同
类药物相比高出 5 倍，疗程康复速度提高 8 倍以上！

有过胃肠炎的患者都有这样的体会：中药、西
药、偏方都用过，可还不去根，也不知道吃什么不
对的，突然就犯起病来，胃疼、胃酸、肠子拧筋疼、
粘液便、带血便，看着都
恶心，怎么都治不好。
可是，服用过“墨脱
黑药” 的患者却表示，
“从 来 没 有 体 会 过 这 么
快这么好的效果， 不到
十分钟，四五年、七八年
的老胃病、 老肠炎就这
么不疼了，不难受了。 ”

开始当止泻药，没想到去根了！
我这个结肠炎，七、八年了，一天拉个七、八回
都是少的， 这个墨脱黑药我开始当普通止泻药吃
的，吃上一段时间，把药一停，这么多年的腹泻没再
犯，就跟做梦一样，这么重的老肠炎竟然去根了，前
后也就半个来月，你看我现在，不说别的，你就看我
这一身肉，你就知道我现在肠道有多好了。

18 天，黑药治好“老烂胃”
我这胃炎啊，是老病了，吃点东西就反酸
水，大夫叫做什么糜烂性胃炎。 每次犯病的时
候，胃疼的就像刀扎，孩子们给我买了不少药，
这个墨脱黑药也是他们给我新买的。 开始我也
没重视，没想到这墨脱黑药还真的不一样。 一
吃上几分钟，这胃疼就缓解了不少，坚持吃了
18 天，大夫说溃疡面大大减少，已经变成浅表
性胃炎，再有一段时间就能彻底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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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研发 传承午年 价值一头牦牛

千年不传之秘 震惊世界医药界

金杯银杯不如患者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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