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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们真的是一呼百应”

“经常是群里有人说一声‘仓库要人’，大家就哗哗
地从纽约各地赶到仓库，毕竟疫情不等人！” 武汉大学
大纽约地区校友会副会长谢越说。

接到武汉疫情告急的消息后，该校友会立即做出了
反应，“我们本来在筹备校友会的新春晚会，但当疫情消
息一出来，我们迅速决定取消活动，转向募捐的筹备工
作。” 副会长吴舒怡回忆。

一支 30余人的募捐工作团队迅速搭建起来，开始收
集滚滚涌来的捐款和物资。“从发出募捐通告那一刻起，
微信消息就没停过，我们不停回复各种问题、对接各种
资源。每个人都在与疫情争分夺秒。”谢越回忆道。

像这样与时间赛跑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为了赶
在仓库关门前安置货物，校友会成员等不及供货商配
送，自行从纽约长岛驱车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往返近7小
时，终于顺利赶在仓库关门前将货物带回。

要打通越洋物流，是一件极为繁琐的事情，但多方
倾力相助使得这条路途终于畅通，谢越说。

“所有人都在极其努力地促成捐赠的成功。”校友会
成员别西说，“尤其在打通物流的过程中，每个我们求助
的对象，都非常热情地回应，并且施以最大援手。”

“志愿者们真的是一呼百应。”别西说。别西所在的
采购组，志愿者达 30余人，大家每天都要从成千上万条
信息中筛选出真正可靠的货源，并完成货物采购。“之前
我们在宾州有一批货要提货，急缺人手，我就在微信上
求助。然后当地校友直接联系上了3位当地华人医疗行业
工作者，从早忙到晚地帮我们验货和点货。”

谢越感慨道：“我们负责采购的校友，每天晚上做的
噩梦都是物资卖完了、订单被取消了；负责物流的同学
则总梦到货半路出了问题。大家的心总是悬着。”

在这群武大人有条不紊的组织下，第一批物资于 1
月 27 日凌晨从纽约起飞，48 小时后，在菜鸟物流的接

力下，物资就送达了多家武汉定点医院的手里。第二
批 12 万余件物资，于 1 月 31 日凌晨起飞，也已经送达
武汉、黄梅、恩施等湖北各地市疫情一线。第三批货
物也已落地国内。截至 2 月 2 日，他们已筹集善款 112
万美元，购入 51 万美元的物资，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
上涨。

“这是一生中最忙最累的一个礼拜”

“我凌晨3点钟睡，5点钟被电话吵醒，之后又开车到
新泽西去拿口罩。”美国华商会会长邓龙接受采访时已经
是当地深夜 11点，采访过程中依然有人打进电话询问捐
赠事宜。“我感觉这是一生中最忙最累的一个礼拜，3个
手机不停地在接电话和微信。”

1月31日，美国联邦政府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构成"国家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颁布一系列紧急
措施，这使得口罩等防疫物资千金难求。

“我们好不容易订了 25 万个口罩，结果收到工厂通
知，联邦政府征用了全部正在加工的口罩，就把我们的
订单给取消了，”邓龙说，“所以我们就拼命呼吁，大家
一定要赶紧去各地搜集。”

“我遇到一个华人商家，直接把仓库里十几万件口
罩、手套都卖给我了；有很多人在我们超市买 5 块钱的
菜，留下200块钱，也不留名字；还有人给我们的门店送
来口罩。”邓龙说。“还有很多比较小的华人组织打电话
过来要捐款，这两天，我接到了一通来自瓦努阿图的电
话，他捐了1万美元，托我给他的家乡买口罩。”

福建籍的邓龙联系了一家中国航空公司，对方提供
了免费运输服务。这批物资在清关环节上也没有耽搁时
间。“国内相关地方政府和航企都非常重视，清关很快完
成。”邓龙说。目前，美国华商会已经组织运送了第五批
物资，分别援助武汉、襄阳、丽水、杭州等地。

“单纯从数量来算，我们筹集的口罩数量至少已经突
破 100 万个，募集的资金接近 200 万美元。”邓龙说。在

了解到杭州的一线民警急缺口罩之后，邓龙迅速组织物
资运往该地。

物流业发起全球救援绿色通道

“从1月22日开始，就已经不断有侨团打电话来询问
是否能向疫区捐款了。”湖北侨联工作人员说，“短短 10
天，全球各地侨胞采购的医用防护物资，陆续抵达武汉
及湖北各地。”

在与中国侨联、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沟通后，湖北
侨联两天内与省慈善总会、武汉海关等相关部门对接，
为境外慈善捐赠物资开辟绿色通道，同时积极搜集信
息，供有捐献意愿的侨胞参考。

据湖北侨联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2日，20余国40多
家海外侨社通过多种渠道，向湖北各地捐款人民币 2600
余万元、美元41万元、欧元5.2万元、澳元4万多元，筹
措捐赠医用口罩363.43万个、防护服8.8万多套、护目镜
2.1 万副等，国内侨企侨商捐款 2100 多万元人民币， 捐
赠各类防疫物资价值800余万元人民币。

“大批物资直送武汉定点医院，缓解了抗疫一线防护
物资紧缺的状况。”湖北侨联表示，“海外侨胞的捐赠热
情非常高涨，目前我们还在紧张进行着对接工作。”

武汉“封城”两天内，阿里菜鸟就联合国内外多家
物流企业，搭建了捐赠物资的免费运输绿色通道。这是
中国快递物流业首次发起建立全球救援绿色通道，联合
抗击疫情。

连日来，菜鸟武汉物资运输支持热线接到了远在美
国、英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留
学生的许多个电话，他们纷纷通过热线联系捐赠物资的
运输渠道。

据不完全统计，菜鸟物流全球救援绿色通道开通以
来，约 200 万个口罩、50 多万双手套、4 万多套防护服、
2万多副护目镜、7000多箱消毒水、30吨输液药品等医用
物资，通过这张遍布全球的物流网输送到湖北各地。

休斯敦华埠召开防疫说明会

为了加强亚裔社区和各级政府的联系，做好社区
的流行病监控，同时也向各族裔社区传递正确资讯，
当地时间2月4日晚，美国休斯敦亚裔商会联合西南管
理区和中华文化中心，邀请得州哈里斯郡公共健康署
在休斯敦华埠召开说明会，向民众提供有关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最新信息。

得州哈里斯郡郡长丽娜·伊达尔戈表示：“得州目
前尚没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确诊病例，根据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数据，整个得州都处于低
风险状态。我们必须阻止错误信息的传递，民众不必
恐慌，可以继续到中国城从事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哈里斯郡公共健康署署长乌迈尔·沙博士表示，该
署与联邦、州和地方卫生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和监控，
各级部门都已做好应对准备。

（来源：中国侨网）

西班牙记者组团去中餐厅聚餐

近日，西班牙阿拉贡大区电视台和当地两家日报
社的记者自发组织去萨拉戈萨市某中餐厅聚餐，以实
际行动为中国加油。此举旨在消除人们的恐慌和歧
视。西中友好合作协会主席王新特，协会常务主席徐
顺富、刘秀棉、李琳琳、叶军伟陪同。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国
都在积极采取防控措施。但一些国家陆续出现歧视华
人的现象，有些人开始拒绝食用中餐，甚至对中餐厅
抱有仇视态度。

在西班牙，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反对歧视。不
久前的马德里时装秀上，一名模特在走秀时，也在身
上写上了“我不是病毒”。社交媒体上也发起了“我不
是病毒”的反歧视运动，不少西班牙华人参与其中。

（来源：中国侨网）

美国华社呼吁支持华裔参选人

随着 2020美国大选年的来临，美国加州地方选举
将于 3 月 3 日拉开序幕。为助力洛杉矶地区华裔参选
人，美国华人政治联盟于当地时间2月3日举办记者招
待会，为15名华裔参选人背书，并鼓励华人用好自己
手中的权利，积极参与此次投票。

美国华人政治联盟主席庄春惠表示，因参选人众
多，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华人政治联盟陆续与多
位华人参选人接触，了解他们的政见。经理事会讨论
后，最终选出15位能够帮助华人获得更多权益的候选
人进行背书。

获得支持的 15位候选人当天也来到现场，分享自
己的理念。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在会上提到，美国
华人政治联盟的所作所为，很好地帮助了华人参与政
治。赵美心鼓励在美华人积极投票，因为投票是表达
声音的最好方式。

由于2020年的初选将由往常的6月提前到3月，美
国华人政治联盟荣誉主席叶安利提醒大家，须在 2 月
18日前完成选民登记或重新登记，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投票信息，积极参政，关心选举。

（来源：中国侨网）

万里驰援 八方接力传递侨胞爱心
杨 宁 贾艺宁 秦宁蔚

春节前后，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的
心被万里之外祖 （籍） 国的新冠肺炎疫
情牵动着。涓涓侨爱汇成滔滔江河。为
在第一时间把侨胞的捐赠物资和捐款送
到抗疫一线，全国各地从商界到学界，
从机构到个人，展开了一场感天动地的
爱心接力。

或许你熟知《补锅》中风趣的刘大娘，也认识《讨学钱》中泼
辣的陈大嫂，甚至也能唱两句《刘海砍樵》中幽默大姐的戏份，但
你却可能不足够了解已经演绎过她们数百次的黄涓涓。

“小戏迷”变身“戏曲演员”

出身梨园世家的黄涓涓从小就在排练场上牙牙学语，在舞台上
蹒跚学步，剧院承载着她童年时代所有的快乐。

“练功的过程很痛苦，小时候练韧带就跟杀猪似的叫，每天6点
就得起来吊嗓子。尽管如此，唱戏却是最能让我感到开心、最能体
现自己价值的事情。”黄涓涓说。

长大后的黄涓涓进入了湖南省艺术学校，毕业后又如愿以偿成
为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的一名演员。

为了更好地演绎性格迥异的不同角色，黄涓涓在日常生活中会
格外注重体验生活，把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形象捕捉下来并运用到
与之相契合的角色中，大家都说黄涓涓“演什么像什么”。

1993年起，黄涓涓经常下乡演出。令她备感欣慰的是，随着时
代的发展，国家开始加大对传统戏剧的扶持力度，这给戏剧演员提
供了更多创作好剧目的机会。

“现在新创剧目非常多，大多数的年轻人和大学生也愿意走进
剧场看我们的花鼓戏，我们也经常去小学开展进校园的活动，大家
对传统文化关注度和喜爱度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谈及受众人群的
改变，黄涓涓显得分外激动。

经过 20 余年的洗礼，黄涓涓成长为国家一级演员，多次获得
“田汉表演奖"和中青年演员大奖赛的金奖，参演的剧目多次获得文
化部的“文华剧目奖“及“五个一工程奖"，并多次在中国戏剧节
上获得殊荣。

“别人练1小时，我练5个小时。”

2000年，黄涓涓随家人移民新西兰。随着时间的流逝，花鼓戏
渐渐从黄涓涓的生活中消失了。没有了舞台、没有了灯光、没有了
装扮、也没有与自己一同讲故事的人，黄涓涓开始变得不习惯。她
时常哼唱着曾经再熟悉不过的曲调，回忆以前的每一场演出，花鼓
戏的种子又重新在心里生根发芽。

因着这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2004年，黄涓涓抱着蹒跚学步的
孩子回到长沙，再续花鼓情缘。

刚回国的黄涓涓工资并不高，得把以前的储蓄拿出来应付开
销。很长一段时间，黄涓涓都过着“贴钱唱戏”的生活。她说：

“从事这个行业，得守得住清贫。”

回国后不久，黄涓涓发现自己压根儿唱不上调，甚至有人会问
“这是黄涓涓吗？”演员一天不练自己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可
黄涓涓生生缺席了4年。“为了恢复嗓音状态，别人练音一小时，我
练5个小时。”

此后的每一次演出黄涓涓都格外珍惜。在创排反映精准扶贫的
新剧目《桃花烟雨》时，黄涓涓作为女主角跟随主创团队到湘西大
山里体验生活，回到剧院，又应导演的要求，反复琢磨怎样结合戏
曲传统程式以及剧种特点去表现好现代人物。

功夫不负有心人，《桃花烟雨》 这个剧本获得了曹禺剧本奖的
第一名，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并在第十五届中国戏剧节上大
放异彩。黄涓涓饰演的龙伲珍，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肯定和赞
誉，并再次获得湖南艺术节的“田汉表演奖"。

获海外侨胞大力点赞

黄涓涓觉得，花鼓戏不能只唱给国人听，也得演给海外侨胞和
外国人看。

2015年，在湖南省侨联组织下，黄涓涓作为侨联侨心艺术团主
要成员赴莫斯科、圣彼得堡，进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慰
侨演出。

此后，黄涓涓多次代表中国侨联赴俄罗斯、瑞典、加拿大、韩
国、新西兰、日本等国，进行文化交流演出，并主动联系、组织演
出团赴英囯和波兰进行慰侨演出。

“这是2017年20多个赴旧金山演出的国内演出团中，最成功且
效果最好的团队。”2017年，在湖南省侨联与湖南省演艺集团共同
打造的“亲情中华·纯粹中国·魅力湖南”主题活动上，海外侨胞毫
不掩饰对演出的喜爱，这让连轴工作的黄涓涓感觉，一切都是值得
的。

不仅是唱戏，每次慰侨演出，黄涓涓都身兼多职，主持便是她
深藏不露的“杀手锏”。

和汪涵搭档主持了湖南卫视首届戏曲春晚并主持过几百场晚会
的她，第一次去莫斯科演出时，便克服了走台彩排时间不够和俄语
翻译沟通时间短等困难，凭借丰富的演出经验和良好的应变能力，
出色地完成了演出任务，获得了侨胞和本地观众的广泛赞誉。

“在莫斯科，不只是当地华人，还有很多当地的居民来观看，
30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观众们不只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对湖湘
文化也特别感兴趣。”黄涓涓回忆道。

下一步，黄涓涓将前往博茨瓦纳、赞比亚、肯尼亚进行慰问演
出，让更多海外侨胞、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湖湘艺术文化的独特魅
力。 （来源：红网）

黄涓涓 把湖南花鼓戏推向世界
聂伊岑 贾 迪

华 人 社 区

菲华侨华人捐赠医疗物资抵浙菲华侨华人捐赠医疗物资抵浙

湖北侨联在运送侨胞捐赠的医疗防护物资。 （来源：湖北侨联）

2月5日，由菲律
宾中国商会、菲华各界
联合会、菲律宾浙江总
商会等侨团和社会组织
筹措的 200 余万个口罩
及数万件防护服等防疫
物资抵达浙江杭州，为
战胜疫情贡献力量。

上图：海关工作人
员查看华侨华企捐赠物
资相关信息。

左图：工作人员将
华侨华企捐赠的物资从
飞机上卸下。
（来源：中新图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