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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中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与此同时，境外
疫情输入风险呈不断增大态势。截至 3 月
23 日 24 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427例。每日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连续多
日占新增病例的90%以上。

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会被破坏吗？不
少人捏着把汗。

最近的几桩个案引发网友热议：一名
自称是澳大利亚籍的华裔女子返京后未按
规定隔离，且不顾社区防疫人员阻拦，坚
持外出跑步；从美国返京的黎某一家，未
如实向乘务人员提供个人健康状况，给同
机人员造成传染风险；从意大利入境的留
学生在集中隔离点咄咄逼人，坚持要喝矿
泉水……这些任性自私的行为，扰乱了正
常的防疫工作，实在不应该。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网友的一些偏激
声音显得格外刺耳。这些观点往往一竿子
打翻一条船，把少数个体的不当行为无限
放大到整个群体上，给入境同胞贴上“巨

婴”“回国添乱”“万里投毒”等标签，进
行攻击谩骂，这不仅无助于防疫工作，还
伤害了同胞感情。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明
确表示，要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疫情防控
的指导和支持，做好各项工作，保护他们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近日表示，对
于入境人员采取有关检验检疫和防控措
施，同时也会一视同仁、充分照顾当事人
的合理关切。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仍处于关键阶
段。各地高度重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

险，本着“隔离不隔爱”的宗旨，全方位
服务归国人员。在特殊时期，隔离点工作
人员克服各种困难，为归国人员提供衣食
物品补给、健康检查、医学消毒、心理疏
导等暖心服务，让归来的同胞感受到家的
温暖。近来，不少入境集中隔离人员晒出
自己的一日三餐，分享隔离生活的点滴，
表达对隔离点工作人员的感激，为中国的
疫情防控工作点赞。

应该看到，为防疫工作“添堵”的归
国人员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能够遵守
相关规定，依法配合防疫工作。疫情当
前，我们防控的是病毒，针对的不是同胞。

人民不会忘记，如今的疫情防控成
果，也有海外学子和华侨华人的功劳。战

“疫”初期，国内物资紧缺，是他们在全球
范围内奔走采购，争分多秒驰援祖 （籍）
国抗疫前线。包机运送口罩、“人肉”运送
物资、微信群里红包接龙等画面，恍如昨
日，令人感动。随着海外疫情形势日趋严
峻，选择回国是人之常情。我们怎能让海
外同胞牵挂、付出的祖 （籍） 国，变成为
他们“回不去”“待不住”的故乡？

因疫情产生的偏见和歧视，比病毒更
加可怕。疫情发生后，国际社会中出现了
针对中国人和亚裔的污名化言论，受到各

国人民的强烈批评和谴责。面对歧视，各
国华侨华人挺身而出，不做“哑裔”。面对
同根同祖的同胞，我们怎能忍心口诛笔
伐，甚至用上歧视性语言？

经历了前段时间的全民战“疫”，我们
应该以更理性的态度认识疫情，应该有更
充足的信心来防范病毒。在应对境外输入
风险时，只要归国人员遵守国内疫情防控
的相关规定，如实填报个人健康信息，能
够自觉集中隔离观察，就大可安心，就应
该用最温暖的怀抱欢迎同胞。

对归国人员来说，既然选择回国，就
要对自己负责，对祖 （籍） 国的同胞亲人
负责。回国前要确保身体健康无虞，途中要
做好自我防护，回国后要尽快调整生活习
惯，保持积极心态，主动配合国内的防疫工
作，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少一些抱怨和偏激。

山川异域，尚可风月同天，何况是同
胞亲人？危难时刻，所有中华儿女更应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气连枝，心手
相牵，守望相助，众志成城！

“当地有需要，我们就捐”

医用外科口罩 2000 个、防护服 2000 套、防护手套 7
万双……3月19日一大早，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
会主席翁国宁就开始了清点准备工作。这是由多伦多华
联总会捐给加拿大北约克总医院的一批医疗物资。当
天，物资顺利运抵医院。

3月初，随着加拿大疫情形势渐趋严峻，翁国宁发起
“保加 （家） 为国”行动，呼吁华人社区向加拿大抗疫前
线捐款捐物，帮助当地民众共渡难关。

此后，翁国宁马不停蹄，奔波在当地各大医院之
间。3月19日至21日，翁国宁带领侨团成员，连续3天向
加拿大 5家医院捐出多批医疗物资。“希望和加拿大各族
裔的朋友们携起手来，一起抗击新冠病毒。我们是生死
与共的同事、邻居和朋友！”翁国宁说。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荣誉主席王典奇还成立了
“特别关爱”小组，为留学生、不同族裔的老人及其他面
临困境的群体提供帮助。“考虑到老年人免疫能力较低，
我们特地为当地养老院送去口罩等物资，还送去一批新
鲜水果。”王典奇说。

当海外疫情拉响警报，刚刚在祖 （籍） 国战“疫”
中冲锋在前的海外华侨华人，又迅速投入支援所在国抗
击疫情的战斗中。

“Forza Italia！ Ce la faremo！ 意大利加油！我们一
定能战胜疫情！”在意大利金砖投资集团董事长孙运之塞
给邻居的“爱心信封”上，用中意双语写着这样两句
话。信封中，装着他送给邻居们的口罩。“疫情面前，我
们要更加团结！”孙运之说。

作为意大利国际广播传媒责任有限公司监管运营
人，孙运之还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下一幕幕暖心的
画面：在意大利疫情“重灾区”伦巴第大区，华侨华人
捐赠的 10万个口罩将陆续快递至大区卫生厅防疫应急中
心及医院；一位老侨领不辞辛苦，多次为当地两家医院
的医护人员准备“爱心午餐”；在一个侨胞募捐微信群
里，大家慷慨解囊，“红包像下雨一样”……

最近，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陈建新联合其他侨
胞，为马德里6家医院捐赠了防护服，还向部分医院和警
局捐赠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酒精洗手液等医疗防
护物资。“所有的物资均由旅西侨胞筹集，大家没日没夜
地忙碌，打通绿色通道驰援西班牙。”陈建新说，“当地
有需要，我们就捐！有时候具体数目都来不及统计。”

在全球共同战“疫”的当下，这样的故事正在多个
国家和地区上演——

澳中商业峰会主席杨东东成立了澳中友好慈善协会，
动员侨胞们捐款捐物，帮助澳大利亚民众战“疫”；科特迪
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发起“科特迪瓦抗疫公益捐款”活动，
4 天时间内筹集了 4540 万西非法郎（约合 53 万元人民币）
和 5700元人民币，用于帮助当地购买防疫物资；南非中
资企业和华侨华人向南非政府捐赠 300 万兰特 （约合
120.5万元人民币），支援当地抗击疫情；希腊华侨华人总
商会与北京温州企业商会共同发起“驰援希腊”捐赠行
动，筹集12万个口罩，2000副护目镜运抵雅典；巴基斯
坦华侨华人向伊斯兰堡市政府捐赠了2万个口罩……

“告诉身边的朋友，戴好口罩”

3月16日，澳大利亚悉尼，杨东东正聚精会神地参加
一场视频会议，他时而认真聆听，时而低头记下要点。

这是一场名为“共住地球村 齐心共抗疫”的爱心连
线活动，旨在协助海外华侨华人提高个人防护能力，支持
其参与住在国疫情防控工作。通过上海、吉隆坡、巴黎、

悉尼等多地连线，中国的抗疫经验正与世界共享。
“敲黑板！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可以远

离病毒。”会后，杨东东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
“个人防护要从多个环节进行，大家要引起重视。”

一位中国感染科专家的话让杨东东印象深刻。他告诉记
者，“我们也在积极向身边的澳洲朋友介绍中国的一些做
法，如居家隔离、减少去人群聚集的地方、勤洗手、戴
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此外，我们和当地政府官员及
州议员保持沟通，呼吁澳洲全社会提高对疫情的重视程

度，停止一切非必要的多人聚会及文娱体育活动，提倡
在公共场合和疫情高风险地区戴口罩等。”

“我女儿是她所在的大学里第一个戴口罩的中国人。
起初许多同学都不理解，但随着疫情逐渐严重，越来越
多的同学戴上口罩，开始注意个人防护。”陈建新说，

“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多地新增病例‘清零’，复
工复产稳步推进，社会逐渐恢复正常。对此，许多西班牙朋
友既羡慕又佩服，希望学习中国的抗疫经验。”

借鉴中国经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普遍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华侨华人担当起民间“传声筒”的角
色。他们尽己所能，让中国经验更好地落地海外。

当地时间 3 月 18 日，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抵
达意大利米兰马尔奔萨机场，随机携带了呼吸机、双通
道输液泵、监护仪、检测试剂等 9 吨中方捐助的医疗物
资。孙运之旗下的意大利华夏之声中文电台，成为受邀
到机场参与报道的唯一一家华文媒体。孙运之还在停机
坪采访了专家组组长裘云庆、伦巴第大区副主席萨拉、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军华等人。

“在采访中，李军华大使表示，专家组的到来向意大
利人民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面临重大疫情，两国人民要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萨拉副主席还用中文说了‘谢
谢’。”孙运之说，“我们将采访视频和中国专家组抵达的
消息迅速报道出去，希望能为更多人带去信心和勇气。
此外，我们还通过旗下的中文及意大利语媒体平台，向
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介绍疫情防护的小常识。”

科特迪瓦 《西非华声》 报主编金浩告诉记者，相对
于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科特迪瓦目前的疫情形势还
不太严重，一些民众的个人防护意识相对较差。“中国的
战‘疫’经验表明，防控工作要及时。因此，我们通过
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推送法语稿件，为当地民众敲响
疫情警钟，告诉他们要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走在路上，有人对我说‘谢谢’”

3月13日，孙运之通过旗下媒体平台发布了一则紧急
招募令：“意中双方专家组疫情防控视频会议，紧急招募
口译志愿者”。令孙运之没想到的是，他一共接到了 200
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应征电话，其中有不少精通中文的
意大利人。“他们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孙运之说，

“一位名叫琪亚拉的意大利女士从朋友那里得知消息后，
马上给我们打电话，说自己在上海生活过 3 年，中文流
利，愿意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

还有这样一个画面，让孙运之每每想到都会心头一
热——一位意大利邻居从阳台上探出头，对走在路上的
他大声说“谢谢”。

“中国政府和在意侨胞为支援意大利抗击疫情，作出
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这对促进中意两国友好关系的发
展、拉近中意民众间的距离意义重大。”孙运之说。

“我们在一起！we are together！”在加拿大多伦多华
人团体联合总会捐给当地医院的物资上，印着这样一句
话，这正是广大海外侨胞的心声。

“疫情没有国界，不分种族。面对疫情，全人类命运
与共。”王典奇表示，众人拾柴火焰高，华侨华人积极帮
助住在国民众，捐款捐物，分享个人防护经验，对当地
民众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对及时有效防控疫情蔓延
有积极意义。同时，华侨华人的善举继承和发扬了中华
民族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在当地社会树立
起大国侨民的大爱形象。

“目前，一些在澳侨领正在积极联系、组织国内医疗
物资驰援澳洲；来自湖北、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侨
领正同国内相关企业和部门加强对接，商量如何支援澳
洲抗疫。”杨东东表示，“在疫情防控上，华人社区行动
最快，贡献很多，向当地主流社会展现了华侨华人乐善
好施的良好形象。疫情当前，当地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
华侨华人的困难，我们要守望相助，传递咱们中华儿女
的善意！”

在陈建新看来，在应对疫情挑战上，中国展示出强
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在援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上，中
国又表现出大国的气度和风范。“经此一役，海外侨胞对
祖 （籍） 国的认同感更高了。海外华侨华人支援当地民
众战‘疫’，与中国的大国形象相符合。”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华侨华人一直与不同族裔的民
众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和互动，我们又了解中国国内疫情
防控的过程和做法，前期在驰援国内战‘疫’中积累了
一定的物资和经验，这些独特的优势能够帮助加拿大民
众高效抗击疫情，共渡难关。”王典奇说。

同胞亲人更应同气连枝
子 木

海外侨胞积极支援住在国民众抗击疫情

“向海外传递咱中华儿女的善意！”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

发。在各国抗击疫情的战场上，活跃着

华侨华人的身影。捐赠物资、分享经

验、呼吁团结……他们与当地民众携手

战“疫”，书写着人间大爱。

“疫情当前，我们和当地人民感同身

受，命运与共”“这里是我生活、工作的

第二故乡，希望这里的人们健康平安”

“乐善好施、守望相助本就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侨胞们一句句暖心的话语令人如沐

春风。这是新时代大国侨民的风采，也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

侨界关注

▲3 月 18 日，希腊华侨华人
总商会与北京温州企业商会共同
发起的“驰援希腊”捐赠活动现场。

（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执行会
长李昂供图）

◀3 月 21 日，翁国宁在搬运
医疗物资。

▼3 月 16 日，杨东东 （前排
左三） 参加“共住地球村 齐心共
抗疫”跨国爱心连线活动。

（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