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7月26日 星期五

北京医生情暖科尔沁

近 日 ， 2019 年 “ 中 国 寻 根 之
旅”——世界长寿市 （贺州） 夏令
营活动在广西贺州市举行，活动为
期10天。

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及台
湾地区的夏令营营员参加了活动，
营员们学习中国书法、中国画、瑶
绣、剪纸，学习了解中华文化，体
验贺州之美、广西之美、中国之美。

上图：夏令营营员展示自己亲
手制作的剪纸。

右图：国家级非遗项目瑶族服
饰传承人李素芳 （左一） 指导营员
编织瑶绣。

廖祖平摄 （人民图片）

纽约侨界庆祝设立“中国日”

日前，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美华总商会等侨团
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活动，庆祝纽约州参议院于6月中旬
通过的“中国日”暨“华裔传统周”决议案。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日”暨
“华裔传统周”决议案受到中美两国民众的普遍欢迎，已
成为两国人民跨越太平洋相互联系、交流，共同应对困
难，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成功范例。决议案肯定了华裔
为美国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对美国华裔历史贡献予以
公正评价，对消除种族歧视、促进不同族裔和谐共处必
将发挥积极重要作用。

纽约州参议员、决议案主提案人桑德斯在致辞中表
示，华裔为美国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社会的重要成
员，理应得到尊重和重视。纽约州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应
成为全美国的榜样。

活动现场还举办“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图片展”，黄
屏与议员、侨领们一道观看图片，共同回顾中美建交 40
年走过的风雨历程。

旅阿华人完成送温暖之旅

据阿根廷当地媒体消息，2019旅阿华人爱心车队经
过 7 天昼夜兼程，近日圆满完成阿根廷北部贫困山区送
温暖送关怀活动。

本次活动中，爱心车队行程 5000余公里，两次跨越
5050 米海拔高峰，走进阿根廷北部 20 余个偏远村庄，
为近千人免费治病、送药，使当地居民感受到了旅阿华
人真诚的人文关怀。

据悉，旅阿华人爱心车队此次走过的贫困村庄
中，大部分居民是首次见到现实中的华人。除了华人
赠送的慈善物品，他们还得到了华人医务人员提供的
治疗和免费药品，旅阿华人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美
好的形象。

据了解，近两年来，旅阿华人爱心车队的慈善行为
得到了多个华人基金组织的资助。车队成员表示，阿根
廷的贫困地区始终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会积极为当
地社会做贡献，与居住国人民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意大利政府官员会见侨领

近日，意大利总理府部长会议主席卡罗·卡普里
亚，在罗马亲切会见了意大利侨领、浙江省侨联副主
席、意大利华侨华人友好协商会主席季志海。双方就
加强华人社会与政府间的交流，不断深化中意企业务
实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交换了意见
和看法。

季志海重点介绍了意大利华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以及中国侨胞回国投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他表示，生活
在意大利的中国侨胞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推动者和
积极参与者，意大利华侨华人愿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历
史机遇，发挥中国侨胞特有的优势，为深化中意在更多领
域的交流，推进务实合作贡献力量。

卡普里亚表示，意大利华侨华人了解意中国情与文
化，有着广泛的人脉和社会资源。意大利政府希望在意
中国侨胞能够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真正成为意中文化交
流的使者，积极推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知，客观地向
民众介绍意中两国的人文历史，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发展，实现合作共赢，造福两国民众。

（均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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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青少年广西体验传统文化

安全无需过度担忧
事件发生后，驻美中华总会馆和美国华商总会共同

发起了治安会议，呼吁大家注意安全，并商讨了如何防
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也希望警方采取必要措施
来确保华侨华人在华埠的人身和财物安全。有市议员
也表示，希望加强警力。对此，旧金山警察局中央分局
长易文耀做出了响应承诺。

据当地媒体报道，治安环境的恶化使得许多华埠居
民都感到不安。“其实过去两三年里大家都说华埠的治
安不好，老人被抢劫和袭击的事件时有发生。”美国华
商总会顾问蔡文耀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因为这次遇
袭的恰好是中华总会馆的两位侨领，所以受到了更多
关注。

不仅是旧金山，世界各地华人被抢劫、暴力侵害的
案件时常见诸报端，加剧了人们对海外华人安全情况
的担忧。据《法制晚报》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抢劫在
华人海外遭遇的安全威胁中占比一半，其他还有凶杀、
恐怖袭击或者被绑架等危险状况。

“在法国，不存在以种族为标准来进行的犯罪受害
人统计。”中国人民大学欧洲校友会会长孙涛表示，虽
然不排除华人群体在特定区域受到伤害比较多的情
况，但从法律专业角度看，目前没有统计数据证实欧洲
华人遭遇安全问题的概率高于其他族裔人群。

蔡文耀认为，由于华人占旧金山城市人口的 1/4 左
右，分散居住在不同社区，所以华人成为攻击目标和对
象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但他在美生活 30 多年，没有
特别不安全的感觉，“过度担忧绝对不是必要的”。

长期在东南亚生活和工作的菲律宾亚虞山培青中
学副校长张杰说，得益于中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和
影响力，近年来菲律宾社会对华人的态度较为友善，华
人的安全状况相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

沉默增加受害可能
据美国盖洛普公司 《2018年全球法律与秩序》调查

显示，中国位居全球最安全旅行目的地第10名，是世界
主要经济体中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然而与身处国
内时的稳定环境不同，海外华侨华人面对各国复杂的社
会状况，自身安全仍需多加防范。

据巴西圣保罗华助中心法律组长汤巍介绍，近 5 年
来巴西的犯罪率有所提升，针对华侨华人的暴力犯罪呈
现出以敲诈勒索为主、抢劫现金居多、报案率较低等特
点。由于华人在当地以经商为主，又习惯使用现金，所
以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主要目标；加之居住和生活的区
域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也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华侨华人容易成为犯罪的重点对象，也和自身法律意
识相对薄弱有关。张杰指出：“普通人很少去主动了解当地
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在保存证据等环节也缺乏相应的意
识，因此在案件处理中很难争取到自己的最大权益。”

另一方面，语言问题也是一个客观障碍。“有人因为顾
虑到不知道怎么与警察沟通、交流，事不关己就会选择沉
默。”蔡文耀说。这也间接给人留下了华侨华人“比较怕事、
不爱报案”的印象，增加了被犯罪分子侵害的可能。

在巴西，警方会根据当地的犯罪数据来分配警力。如果
华侨华人聚集区报案率较低，警方就会默认为一个相对安
全的地区，不会因此而增加警力。“这样实际上纵容了不法
分子对华侨华人采取暴力行为，”汤巍认为，“如果大家都采
取沉默的方式来对待的话，那就永远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孙涛表示，由于华侨华人整体上相对弱势，在政
界、司法界的代表性不够，有时一些正当权利和诉求无
法得到满足。此外，欧洲近年来的难民危机导致来自非
洲、中东的移民持续增加，大量的流动人口面临沉重的
经济和生存压力，不少人被迫铤而走险去劫掠财物或暴
力犯罪，也是华侨华人面临的安全威胁增加的原因。

团结共建平安社区
据美国 《侨报》 报道，日前，针对华埠近日发生的

连串暴力抢劫事件，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市议员佩斯金
和经济与劳动力发展办公室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会在
中国城安装公共安全摄像机。布里德表示，市政府将继
续与社区合作，保持华埠的安全。其他措施还包括增加
巡警人数，设立一个举报中心以便华人举报罪行等。

“我们华人最关心的事，还是怎样去完善安全措施。”
蔡文耀说，华人需要与住地治安单位有更多沟通和联系，
尽可能向警方提供疑犯的资料或者信息。另外，加强华社
内部的团结也极有必要。

汤巍建议，不论华侨华人是否真的成为被当地罪犯
“重点关照”的目标，首先，新侨老侨都应该对犯罪有一个
客观认识，提高警惕；第二，尽量避免现金交易，避免大量
携带或者在家中保留现金；第三，在可能的情况下，哪怕是
华侨华人内部的纠纷，也要去报案。他认为，“要相信当地
法律的公正，相信这些问题可以在当地获得圆满的解决。”

除了提高法律和安全意识，尊重当地的风俗和习
惯，张杰还建议，海外华侨华人需要与使领馆保持密切
的联系，以便获得必要的帮助和信息。

总体上，改善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安全的积极因素正在
增多。孙涛发现，在案件发生后，当地侨社更直接地与政府
和警方展开沟通，通过互助的方式，利用法律制度来帮助
华人维权。随着出境旅游、工作的中国人增多，海外电子支
付的普及和便捷，也大大减少了因携带现金而带来的安全
风险。此外，许多华二代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政治生活，
华人在政界、司法界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我们身处一个非常
好的时代，”孙涛相信，海外华侨华人安全状况的改善事在
人为。“点点滴滴努力积累起来，就像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
河，终将形成一种浩浩荡荡的潮流。”

海外华侨华人安全如何保障？海外华侨华人安全如何保障？
孙少锋 陈冠合

治安案件频发 引发广泛关注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近日两位侨领在旧金
山华埠街头被暴力抢劫袭击，3名嫌犯仍在逃。接连发
生的华裔遭受袭击事件，很快在美国华裔社区和社交
媒体中引发了忧虑。旧金山市长布里德随后回应，对
于华裔受害事件深感“痛心”和“忧虑”，强调会增派
警员维护安全。

近年来，随着走出国门中国人越来越多，海外遇险
事件的发生频率也有所上升，安全一直都是各方持续重
视的问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海外华侨华人呼吁提高
安全意识,同时也应保持必要的乐观和信心。

图为旧金山的中国城一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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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爱心——送温暖医疗队”走进内蒙古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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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题百草无边碧，地绘千云满眼香。”7月的科尔沁大草
原，正是水草丰满的好时节。7月 19日至 20日，由北京市侨联
联合北京大学医学部侨联、北京中医药大学侨联共同组建的

“侨爱心——送温暖医疗队”，来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
旗人民医院，以义诊活动为美丽草原送来一片温馨。

“看上北京专家啦！”

医院内外人潮涌动，湛蓝的玻璃外墙上清晰地映出 13 张着
“白大褂”的笑脸。他们正是来自北京各大医院、参与此次义诊活
动的医生们。虽然有的刚刚结束在西藏的医疗公益活动，脸色略
带疲惫，但依旧掩盖不住他们激动的心情。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修复科主任医师姜婷来到口腔科门前
时，70岁的侯曙光和女儿早已在长椅上等待，为了能早点挂上
号，他们早上7时就从市区赶了过来。“就盼着北京专家来，把
我这牙赶快治好，能让我吃上饭。”常年受到牙病困扰，拔牙后
又产生了前牙反牙合的症状，多次修正也鲜有好转，躺在诊疗
床上的侯曙光眉头微皱。

站在一旁的口腔科主任马骥目光一直紧紧追随着姜婷的治
疗动作，侯曙光这个“疑难病例”一直是他心中的挂牵。“之前
判断偏了，看了姜大夫的治疗，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哎呀，终于看上北京的专家啦！”听闻后续诊疗方案的侯
曙光，微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脸上满是欣喜与期待。

就在同一时间，骨科、外科、呼吸科、妇产科、耳鼻喉科、心脏、
中医……各个科室的义诊医生也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队
伍虽小，各科俱全”，科右前旗人民医院院长马丹不禁感叹：“这就
是一个移动的小型医院呀！”

“我们大家都来了！”

为期2天的活动，不仅包括分科室义诊和疑难病例会诊，还
有针对医护人员的8场讲座，涉及药物药理、临床药学、护理和
口腔修复等。

推开教室的门，映入眼帘的是从一线工作中抽时间参会的
当地医护人员，每每听到受益之处，或拿出手机拍照，或在笔
记本上匆匆记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病诊疗研究中心主任林剑浩特意将
关节病认识和预防讲座安排在正式义诊之前，座中还有3名拿着
X光片的病患。林剑浩生动幽默地说：“有了年纪之后，要学会‘与
病为伴’。要先转变观念，不能一觉得哪里疼就要动刀子。”

科右前旗人民医院骨外科护士长曹灵敏一直坐在前排，一
场讲座结束后，她操着因感冒而沙哑的声音说：“原来氯化钾的
用量防范有这么多门道！真的，机会太难得了！”

坐在后排的刘亚民皮肤黝黑，他所在的医院在兴安盟公主陵
牧场，来这里要跋涉30多公里，“有机会听北京的专家讲课，我们
很珍惜。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乡镇基层一线医生都来了”！

“白大褂已经湿透了！”

“白大褂”一脱，义诊队医生们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今
天看了多少个病人，解决了多少个疑难病例”成了他们最爱交
流的话题。“今天一共看了19个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
院教授王彤在手机备忘录上仔细敲着疑难病例的症状与诊疗过
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谢京城擦了擦头上的
汗：“我的‘白大褂’已经湿透了。”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义诊活动为当地200余名患者提供寻诊
问诊和健康咨询，会诊疑难病例30余例，主题讲座吸引了1000
余人次。此外，还向当地医院捐赠1万元紧缺药品，赠送家庭急
救包300个。

北京大学医学部侨联常务副主席黄河清说，13名义诊医生
都是归侨侨眷，因着一个共同目标走在了一起，“希望能真正为
当地老百姓和医疗方面的需求做出一点贡献。”

义诊时光虽短暂，却留下了“不走的医疗队”。北京市侨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冬娟对侨联发挥的“搭台架桥”作用深感
欣慰：“这仅仅是个开始，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增进两地医疗卫
生部门的联系与合作，今后再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