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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2019 年海外华
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江
苏夏令营南通营——与奥运冠
军面对面活动在南通大学举
行，来自美国、加拿大、葡萄
牙、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 60
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与运动员
面对面，在互动环节感受乒乓
球运动和击剑的独特魅力。

上图：海外华裔青少年参
观大学生击剑训练。

左图：奥运冠军李菊认真
辅导体验乒乓球的海外华裔青
少年。

许丛军摄
（人民图片）

基层义诊 惠泽侨民

日前，由中国侨联主办，山西省侨
联、山西省女医师协会承办的“侨爱心—
送温暖医疗队”义诊宣传活动在大同举
行。为期两天的义诊活动，吸引了来自大
同市区及天镇、浑源、怀仁、应县等周边
县市的归侨侨眷和普通群众 1000余人前
来寻诊问药。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内人
潮涌动，络绎不绝。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侨
眷激动地说：“在自己家门口就能见到专
家，像今天这样的义诊，我们太需要了。”
医疗队返程之后，接受过诊疗的部分群众
还主动向大同市侨联反馈效果，并打听专
家的联系方式，准备进行跟进治疗。

山西省侨联“侨爱心—送温暖医疗
队”专家队伍主要由 15位来自省城各大
医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且在各自领域
颇有建树的专家教授以及 30余名大同市
第五人民医院的医生组成，当地护士、
工作人员、志愿者近 200 人。诊疗涵盖
了脑康复、风湿免疫、感染病、精神心
理、呼吸、内分泌等 15类病症，每位接
受过诊疗的群众都对专家们的精湛医术
和敬业精神赞不绝口。

山西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维卿
表示：“为落实‘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
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
精神，‘侨爱心—送温暖医疗队’义诊医
疗活动正式启动。大同市为活动第一
站，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在贫困归侨侨
眷相对集中的市县开展活动。”

基层义诊活动惠侨民、解侨难、暖

侨心，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6 月 30
日，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省侨联、泉
州市侨联承办的中国侨联“侨爱心·送温
暖”医疗队走进永春活动，在著名侨乡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东关镇举办，为当
地归侨侨眷进行义诊、送医送药，并开
展侨法宣传和侨史展示等活动。

据介绍，福建省侨联举办的“健康
三宝”活动包括进侨乡下基层义诊、海
外中医推广、华侨华人回国健康服务。
进侨乡下基层义诊作为福建省侨联为侨
健康服务的一项重要抓手，每年都会组
织福建省优质医疗资源组成医疗队，深
入基层，深入侨乡，为归侨侨眷开展免
费送医送药活动，让侨界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感受到
祖 （籍） 国对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深
切关怀。

海外义诊 情暖侨心

义诊活动不仅在国内举办得如火如
荼，还跨越山海，在海外落地生根，全
面开花。2014 年 6 月，国务院侨办启动
实施“海外惠侨工程”八项计划，中医
关怀是其中的重要计划之一。通过举办
义诊活动，把祖 （籍） 国对侨胞的关
心、关爱延伸至海外，让侨胞看得见、
摸得着、感受得到这份温暖。

2018年 12月，福建省侨联“亲情中
华”中医义诊活动在越南胡志明市和菲
律宾马尼拉市展开，此次活动是福建侨
联“健康三宝”海外义诊项目之一，旨
在传播中医文化，弘扬国粹，为海外侨
胞谋福祉。义诊团受到当地华社和华侨

华人的热烈欢迎和广泛赞誉。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李朝晖表

示：“在菲律宾义诊期间，校友联同仁义
务当起了菲律宾语和闽南语翻译，当地
华裔二代、三代医生也自发在活动中充
当志愿者，让活动得以圆满完成。此次
活动不仅令海外侨胞实实在在受惠，还
在菲律宾弘扬了中医药文化，让更多人
感受到中医的魅力。”

除了邀请中医到菲律宾为侨胞开展
义诊活动，菲华推拿学会与西医志愿学
会还联合成立了菲华义诊中心，与菲华
志愿消防队、菲华捐建农村校舍并称为

“菲华三宝”，是菲律宾华人融入当地主
流社会的“秘诀”。

上世纪 80年代，马尼拉华人区沿仙
彬兰洛桥河畔住满贫民，他们看不起
病，买不起药。从 1986年开始，菲华义
诊中心为贫民义诊赠药，至今举行过近
1300次义诊，近60万病患接受诊疗。最
初的求医者以华侨华人居多，后来义诊
中心得到越来越多菲律宾当地人的信
任，现在的病人 90%是菲律宾人，义诊
中心数十年如一日的善举赢得了当地民
众的信任和赞誉。

多措并举 为侨服务

近年来，各级侨务部门全面贯彻落
实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一系列护侨、
惠侨、利侨的政策相继出台，华侨权益保
护条例不断落地，以细微的关怀和强大的
执行力，为华侨华人撑起“保护伞”。

王维卿表示：“除了坚持开展义诊活
动，山西省还积极推进‘暖侨·惠侨’工

程，运用多项举措维护侨益，实实在在
为侨服务。”他列出一份满满的工作计
划：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全
年走访慰问困难归侨侨眷、侨联退休老
领导及新侨代表近百户；按照“三位一
体”帮扶机制，看望慰问归侨侨眷和新
侨代表 400 余人；在太原市图书馆设立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益空间”，以“图
书馆+公益”的新模式，开创侨界公益服
务事业新业态；开展“精准脱贫光明
行”公益救助行动，为 1500名贫困患者
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开展“特聘
专家走基层·肿瘤筛查义诊”公益活动，
1500余名群众受益……

这些助侨惠侨行动深入侨界群众，
与侨胞需求的紧密贴合，知侨心、懂侨
意，关注归侨侨眷养老、医疗、脱贫、
子女教育等需求，推动侨务政策落实，
为侨界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各地本土
化的特色则为惠侨工作注入更为持久的
生命力，让各项惠侨举措在发挥侨力的
同时，更加贴近侨心。

关爱归侨侨眷的同时，“海外惠侨
工程”不断推进惠及广大海外侨胞。侨
团建设、华教发展、文化交流、华助中
心、中餐繁荣、中医关怀、事业扶持和
信息服务等内容在海外快速铺开，深刻
融入海外华侨华人生活发展的方方面
面，使海外侨胞与祖国更加亲近。各级
侨务部门将在实际工作中，注重扩大为
侨服务领域，改善为侨服务方式，当好
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上图：6月29日，在山西“侨爱心—送
温暖医疗队”义诊宣传活动上，专家正为
患者诊断。 赵 乐摄

近日，李孟贤遗孀林进敏来到北京，向北京奥运
博物馆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了李孟贤相关藏品。

深受当地市民爱戴

李孟贤祖籍广东台山，1952 年出生于美国西雅
图，1978 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毕业后，担
任 10年民权律师，后进入旧金山市政府工作，2011年
被选举为旧金山市 160 年来首位华裔也是亚裔市长，
2015年竞选连任成功。

担任市长期间，李孟贤推出减税计划，吸引大批
科技公司搬迁到旧金山，使旧金山蜕变成为国际公认
的科技重镇；他推动旧金山养老金系统改革、可负担
房屋建设，致力于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好生活保障；他
走进社会大众，倾听底层声音，积极参加支持弱势群
体的活动。

2013 年，为了帮一名 5 岁的白血病儿童圆“蝙蝠
侠”的英雄梦，李孟贤带领整个城市的警察和市民，
打造了蝙蝠侠电影中的虚拟城市哥谭市，让男孩如愿
以偿。这一故事曾经温暖了整个旧金山。

2017年 12月，李孟贤突然离世，旧金山市政府为
其降半旗致哀，社会各界民众自发献花哀悼，旧金山
的道路、机场等相继将以其名字命名。

“我先生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我想是因为他
的人格魅力。”林进敏说，李孟贤身上具备了华人的真
诚、勤劳实干、谦逊等很多传统美德。“他把市长做得
非常好，我为我先生感到骄傲。”

对待家人体贴幽默

李孟贤的市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治安、预算
等方面频频遇到挑战。“但他总是默默承受，怕我们知
道后会担心。”林进敏说。

李孟贤和妻子经常一起参加清洁街道等公益活
动，每逢感恩节，他们也会去教堂切火鸡，分发给困
难家庭。

林进敏说，李孟贤很有幽默感，能很好调节氛
围。“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但他的一句玩笑常
常会让我放下防备。”谈及此，林进敏悄悄拭去了眼角
的泪水。

在被送医途中，李孟贤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
到达医院后，脉搏又奇迹般复跳了四次。但医生说，
即使被救活，他很大程度上也会成为植物人。

“他或许是听到了吧，所以选择离开。”林进敏
说，先生总是会为别人着想，不想给家人添麻烦。

对祖籍国感情深厚

林进敏坦言，虽然在美国出生长大，但李孟贤对祖
籍国怀有很深的感情，对中华文化很感兴趣。“他普通话
和广东话讲得非常好，喜欢过中国新年，也会发红包。”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孟贤看到了电影 《南京，南
京》，深受震撼。2017年，李孟贤不顾日方反对，代表
旧金山市政府接受了民间捐赠的慰安妇雕像，并把它
安放在旧金山市区公园内。“我先生当时就说：‘这件
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林进敏回忆，当选旧金山市长前，李孟贤曾两次
回乡祭祖。“他曾说，自己的根在中国、在台山，他希
望下一代也能够延续这份情感。”

作为旧金山首位华裔市长，李孟贤生前一直积极
致力于促进旧金山与中国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中
国驻旧金山的总领馆专门发文表达深切悼念，其中特
别写到：“作为旧金山市首位华人市长，李孟贤市长积
极致力于促进旧金山与中国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
是中美友好的杰出推动者和实践者，其卓越贡献将被
世人铭记。”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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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侨联对全国侨联系统
2018年度华侨捐赠情况进行了汇总。据
不完全统计，2018 年，全国侨联系统
（除西藏、兵团）年度接收或协助受理华
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赠款物合计31.94亿
元。其中投向卫生领域的捐赠额3.15亿
元，共开展义诊活动8500次，受惠群众
达31万人次。

各地侨务部门和海外侨团把侨胞捐
赠工作和义诊活动结合起来，运用多项
举措维护侨胞权益，实实在在为侨服
务，凝聚侨心、发挥侨力，提升侨胞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在国内外营造护侨惠
侨的良好氛围。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旧金山首位华裔市长李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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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情 乡 讯

海外华媒北京行活动启动

7月1日，“追梦中华·北京情思”2019海外华文媒体
北京行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海外 23
家知名华文媒体的资深媒体人参加此次活动，将在4天时
间里听取有关专题报告并在京进行参观和采访活动。

海外华文媒体北京行活动于去年创办，今年纳入中
国侨联“追梦中华”主题活动。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在
致辞时说，组织海外华文媒体记者到国内采访报道，有
利于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独特优势，推动共同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第十次全国侨代会召开后，中国
侨联新设立信息传播部，根据新时代侨联工作要求，对
侨联宣传工作作了研究部署，并于今年推出了“追梦中
华”主题报道活动。活动着力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
全方位展示社会各界包括侨界坚韧奋斗、勇于追梦的精
彩实践，营造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

7 月 3 日，“追梦中华·北京情思”2019海外华文媒体北
京行活动嘉宾参观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厦门召开华裔留学生座谈会

近日，厦门市侨联副主席邓飚、市侨联文化联络部
部长李永彬参加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组织召开的东南亚各
国华裔留学生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华裔留学生来自厦门大学、华侨大
学、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等高校，涉及印尼、马来西亚、
菲律宾、缅甸等国家。他们在座谈中介绍各国在厦、在
闽留学生情况，交流在厦学习、生活甚至留厦发展的体
会，咨询了留学生奖学金、相关就业政策等。

邓飚表示，侨联会推动相关政府部门做好在厦留学
生的服务保障工作，激励更多东南亚华裔学生到厦门学
习、工作；同时鼓励在厦华裔留学生坚定信心、踏实学
习，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交流做贡献。

（以上据中国侨网）

7月 1日，中国侨联主办、广西侨联承办的 2019年“中
国寻根之旅”夏（冬）令营广西项目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
此项目共17期，吸引852名华裔青少年到广西“寻根”。

“广西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民族风情绚丽多姿，希望
营员们寻着古朴典雅的壮乡文化踪迹，进一步加深与广西
的感情和友谊，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友好合作
的促进者。”广西侨联主席谭斌参加活动启动仪式时说。

作为中国少有的一所成建制招收海外华裔青少年高
中留学生班的学校，广西华侨学校为营员们准备了丰盛
的中华文化“大餐”。该校党委书记张七文表示，学校将
让营员们在学习掌握中华文化常识、汉语、中华武术、
糖画制作等知识技能的同时，到桂林、三江等地采风，
亲身领略广西的秀美风光和风情。 （据中新网）

广西启动“寻根之旅”夏令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