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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祖国母亲”

“在这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北京海联
会寄来的口罩和中药预防包，为我们带来
了温暖和抗疫的信心。感谢祖籍国！感谢
北京！海内同战疫，天涯若比邻。”这是英
国华人的心声。根据英国北京商会会长杨
迪介绍，他们刚刚分发了北京海联会捐赠
的1.5万只口罩和200人份中药预防包。“这
批从中国到达英国伦敦的援助物资，给英
国华人社区巨大的鼓舞。”

这样的情景正在世界各地上演。
“收到了祖籍国的关爱，立马感觉神满

气爽”“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刻，得到这种支
持和安慰令人感动”“在全美国人民都需要
戴口罩而口罩又奇缺的时候，给我们带来
了来自家乡北京的关怀和挚爱”……最近，

“美国北京联合会”社团工作微信群中，这
样的感恩话语比比皆是。

4月1日晚，美国北京联合会荣誉会长、
现任执行理事长李红律师接到了来自中国

驻洛杉矶总领馆的电话。“北京海联会向总
领馆捐赠了一批口罩，拨给我们 5000 只。
特殊时期，不能耽搁。”2日上午 11时，李红
和朋友夏海伦取回口罩，以最快的速度把
口罩发放至会员手上。“除了感动，还是感
动。”李红没想到，后面还有惊喜。“6 日，我
们又收到了来自北京海联会的中药爱心
包，共385人份，每份是一个星期的剂量，很
方便。这里面有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的智
慧，也有中国的抗疫经验，所以大家领取中
药爱心包都极其踊跃。”

“谢谢祖国母亲在我们水深火热之时
给予的关心支持！”“当我们在西华侨任何
一位不幸感染的时候，来自祖国的资源就
会到这位同胞身边！”西班牙侨胞的微信群
中充满感恩的话语。“在这个西班牙疫情严
重的时刻，来自祖国的防疫物资有助于安
抚大家焦躁甚至绝望的心情，让我们体会
到祖国的温暖！”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北京同
乡会会长、西班牙华侨华人社团联谊总会
执行主席韩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收到并
分发了来自北京海联会的1000多个口罩和
北京市政协捐赠的 1 万只口罩和 100 件防
护服。接下来，还会陆续收到辽宁、江西、
河北等地发来的防疫物资。“物资主要分发
给疑似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和老人。”

“感恩福建省侨联捐给菲华联谊会的
防护物品和爱心包。”4月 7日，菲华联谊
会总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在朋友圈晒出“爱
心包”的图片，“爱心包”中有口罩和防
疫药茶。“由福建省和泉州市侨办、侨联
等相关单位捐给我们福建总商会和青年联
合会的医疗物资已经运抵本会会所，在此
向祖国相关单位表示感谢！向在菲奋战在

一线为侨服务的同仁们点赞！我们现在有
两箱连花清瘟胶囊 （400盒），有症状者可
领取2盒。”姚金镇在微信群中还发布了这
样一条通告。

“安徽省侨联支援我们社团的 3000 只
口罩已经在路上了，这是来自家乡的心
意，很温暖。”越南中国商会安徽企业家
联合会执行会长何志平说，“越南现在是
强制性戴口罩。在路上，如果没戴口罩会
被交警罚款20万越南盾。”

“我们陆续收到捐赠”

“今天我特别高兴，眼泪都要掉下来
了。刚刚听说，北京海外联谊会落实了
1000 人份中药预防包。英国现在疫情严
重，有些家庭真的很需要救助，可是我们
能做的太少了，只能解决一点是一点。上
次发中药预防包时，有人来晚了没领到，
我们也很不好受。”电话那头，杨迪很感
慨，“目前，我们开始发放中华海外联谊
会捐助的口罩。接下来，我们还会陆续收
到中国各个涉侨机构的捐助。”

游子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母亲的目
光。在境外疫情形势严峻之时，“娘家
人”纷纷行动起来。

据北京海外联谊会消息，截至4月7日，
北京海联会共向 40个国家 136个社团捐赠
口罩78.8845万只，同时向日本、韩国等35国
侨胞寄送中药预防包136451人份，其中包括
北京侨商向14个国家的24个侨团捐赠15.8
万只口罩和1500份新冠检测试剂。

作为重点侨乡，浙江一直在行动。据
浙江省侨联消息，浙江籍海外侨胞人数超
过 200 万，其中欧洲侨胞占 54.2％。随着
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剧，根据浙江省
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浙江省侨办、侨
联等部门联动，迅速组织物资运往海外。
浙江首批驰援海外侨胞的防疫物资已于当
地时间 3 月 13 日抵达意大利都灵，包括
4556箱共计 26.4吨的一次性口罩、N95医
用口罩、隔离衣、防护服、护目镜等。此
外，浙江省侨缘会设立起始规模为1000万
元的海外侨胞抗疫关爱基金，用于援助意
大利、西班牙等10个国家因疫情导致生活
困难的浙籍侨胞和留学生等群体。

4 月 5 日，中国政府赴菲律宾抗疫医疗
专家组抵达马尼拉，中方捐赠的一批防护
用品、医疗设备和中成药等抗疫物资也随
机抵达，其中就有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福
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省侨联、泉州市地方
政府、福建有关企业等多方筹集的一批约
12吨防护抗疫物资、医疗设备和中成药。

4 月 3 日上午，安徽省侨联向海外侨胞
捐赠防护物资启运仪式在合肥举行。此次
共向 28 个国家的 44 家侨团侨企捐赠防护
口罩 14万只、防护服 1000件。“据不完全统
计，皖籍海外侨胞 50 万人，其中新侨 20 万
人，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次
捐赠对象以皖籍侨团为主，也有其他省籍
侨团。”安徽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
书长杨冰说，“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祖

（籍）国永远是海外侨胞有力的依靠。”
此外，湖南省侨办、省侨联向 8 个国

家共18个湘籍海外侨团捐赠的首批抗疫物
资于 3月 28日启运；四川省侨商投资企业
协会已向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 个侨团捐
赠10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福建海外联谊
会、福建侨联已经向 6 个国家的乡亲捐赠
口罩32万只；山西侨联的第一批防疫物资
于近日发出，包括口罩3万只、中药制剂1
万余副；河北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近日捐
出了 1000 份新冠病毒抗体快速检测试纸，
送往意大利疫情严重的伦巴第大区。

“海内外一家亲”

“海内外一家亲。这令我想起了网上
流传的一句话，你滴答滴答我，我哗啦哗
啦你……”美国北京联合会微信群中的感
恩话语说出了很多人的感慨。

中国国内疫情形势严峻之时，海外侨
胞倾尽全力筹集防疫物资，支援家乡。这
份情，家乡人一直记在心里。

“截至目前，我们共收到海外侨胞的
捐款捐物总计 5100 多万元人民币。”杨冰
说，在国内抗击疫情战役中，海外侨胞、
留学生时刻关心关注和支持疫情防控进
展，有的侨团发起捐款接龙、有的采购物
资驰援、有的全家老小排队采购物资、有
的逆行回来参与志愿服务……大爱之举感
动江淮。

“当时国内疫情形势严峻，我们芬兰
的华侨华人积极往国内捐款捐物，热情高
涨。我们觉得，国内平安了，海外侨胞才
能心安。”芬兰安徽商会会长吴立新说。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国内疫情形
势严峻时，我们协会成员筹集善款，一点
一点从各个诊所买口罩，买手套，大半夜
跑到洛杉矶机场寻找帮我们带口罩回北京
的‘爱心天使’，大家真的是尽力了。现
在美国疫情严重，家乡人惦记着我们，特
别温暖。”李红说。

疫情没有国界，病毒不分种族。海外
侨胞在感受来自“娘家人”关怀的同时，
也为支援住在国抗疫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4 月 2 日，西班牙华侨华人社团联谊
总会与加泰罗尼亚大区内政部进行了交
流，我们介绍了中国的抗疫经验，了解到
了他们的困境。他们的警察系统一个口罩
都没有。所以，我们当即决定把国内捐赠
给我们的口罩分出 7000 只捐给了他们。”
韩杰说。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美国疫情严重
之后，很多在美华人都向当地捐款捐物。
我们前段时间也向洛杉矶警局捐赠了一批
口罩和手套。我们不仅爱祖 （籍） 国，也
爱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李红说。

“侨胞们收到口罩后，很多人都会给
邻居送几只，表达关怀。大家要共同战
疫。”杨迪说。

“安徽省侨联捐助给我们社团的 4000
只口罩已在路上，这真的是雪中送炭。我
们希望这批口罩能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希望能帮助侨胞、留学生和当地老人院等
加强防护。”住在新泽西的北美小芳黄梅
艺术团团长陈小芳说。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正如李红所
说：“中国疫情暴发时，我们尽力关爱
国内侨胞，现在我们也收到了他们回赠的
爱。这一切，我和我的朋友们铭记在心。”

国内涉侨机构纷纷向海外捐赠防疫物资

侨胞的安危，“娘家人”始终挂记
本报记者 张 红

国内涉侨机构纷纷向海外捐赠防疫物资

侨胞的安危，“娘家人”始终挂记
本报记者 张 红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境外疫情日趋严峻，海外侨胞
缺乏防疫物资的情况令人揪心。
作为“娘家人”，国内各地涉侨机
构纷纷行动起来，多方募集物资，
把温暖送到海外游子手中。

侨 界 关 注

近日，不少国家的华社
侨团收到了来自当地政府与
民众的点赞及感谢——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感谢
了华人社区为防止新冠肺炎
疫情在澳蔓延做出的贡献，
称他们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法国巴黎 20 区区长卡兰
德拉给法国美丽城联合商会
寄去感谢信，对商会此前捐赠
的3000只外科口罩表示谢意，
赞扬华商即便面临很多困难，
仍与当地民众一起抗疫。

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政警
察总局在接收当地侨团捐赠
的防疫物资后表示，十分感
谢华社、华商在抗疫工作中
给予的无私奉献和支持。

这些感激之言，是多国
主流社会对华侨华人为抗击
疫情慷慨解囊的褒奖，也是
对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守望
相助的认可。

于华侨华人而言，这份褒
奖来之不易。疫情发生之后，
或是因为个别人刻意的借题
发挥，或是因为不同社会文化
产生的差异，一些国家的华侨华人曾在一段时间内饱
受误解、偏见甚至歧视的困扰。然而，在努力消除误
解、扭转偏见、对歧视大声说“不”的同时，他们始终选
择心存善意，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关口毅然为住在国抗
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他们相信行胜于言，要
想获得他人的尊重，就用最有力的行动说话。

于华侨华人而言，这份认可当之无愧。疫情来势
汹汹，病毒无情可怕。面对全球确诊病例人数不断攀
升、多国医疗物资纷纷告急的境况，担忧、畏惧、焦虑
皆是人之常情。然而，华侨华人从未选择独善其身，
而是在做好自身防护工作的同时，主动向当地社会及
民众伸出援手。许多华社侨团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
为政府部门、公共机构、街坊邻里捐赠防疫物资，分享
中国医生传授的防疫知识。还有不少华裔医生自告
奋勇，冲在抗疫一线，努力挽救生命。因为他们心中
怀揣大爱，深知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要想打赢这
场艰苦的战疫，唯有全人类齐心协力、同舟共济。

犹记得，两个多月前，中国抗疫形势严峻之时，几
名年轻的美国侨胞为家乡寄来抗疫物资，却未留下姓
名，只在捐款人一栏内写下“中华儿女”四字。桑梓之
情、手足之爱感动无数国人，引发网友深情感叹：“好
一个中华儿女！好一群中华儿女！”

而今，世界多国处在抗疫胶着之际，海外华侨华
人再次彰显民族大爱，鼎力支援“第二故乡”，用团结
一心的务实善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守望相
助的真挚心意赢得住在国政府及民众的由衷赞扬。
我们牵挂着海外同胞，更因这群优秀的兄弟姐妹而备
感自豪，忍不住再叹一句：“中华儿女好样的！”

中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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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匈侨胞向孔院赠送口罩

随着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积暴发，匈牙利的形
势日趋紧张，防控措施不断升级。国家首席医疗官宣
布健康民众“可以戴口罩”，但匈牙利全国上下“一罩
难求”，当地多家孔子学院的教师为此陷入窘境。

近日，匈牙利欧亚联合发展中心主任翁瑞明了
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当即表示要捐赠口罩。口罩筹
集到位后，翁瑞明驾车为米什科尔茨大学孔子学
院、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布达佩斯罗兰大学
孔子学院分别送去口罩。除首都以外，其他孔子学
院呈放射状分布在距离布达佩斯 200 公里左右的城
市，翁瑞明又租来专车和司机，为佩奇大学孔子学
院、塞格德大学孔子学院也送去口罩。

位于布达佩斯的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
登贵表示，为了尽可能减少教师们外出感染的风险，
翁瑞明驾车把口罩送达教师们的居所门口。布达佩
斯周边还有部分教学点不能一一驾车送达，翁瑞明安
排了快递配送，力争让每一位汉语教师、志愿者都及
时用上口罩。

疫情当下，这份雪中送炭的义举让匈牙利各孔子
学院的中方院长和教师、志愿者们感到非常暖心。米
什科尔茨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刘杰说，慷慨解囊的
故事正在欧洲上演。 （来源：匈牙利《新导报》）

图为米什科尔茨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刘杰
（右） 和翁瑞明 （中） 合影。

（米什科尔茨大学孔子学院供图）

米兰侨胞捐赠30万只口罩

近日，意大利米兰侨界代表为米兰市政府送上一
份特殊礼物，捐赠了 3000 多个侨胞家庭购买的 30 万
只医用口罩，以表达生活在米兰地区的广大华侨华人
对当地抗疫工作的支持。米兰市市长萨拉代表市政
府接受了捐赠，并向侨胞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从 2 月 21 日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
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大区成为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地
区。由米兰侨界和米兰华助中心牵头发起的“驰援
意大利”爱心捐赠活动，得到了广大侨胞和华人社
团积极响应。 （来源：中国侨网）

上图：4 月 10 日上午，安徽省安庆市对欧洲华侨
华人捐赠防疫物资正式启动，这是对亚洲侨团、国际
友城的第三次捐赠活动。此次分别向德国华侨华人安
徽联谊会、芬兰安徽商会各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
KN95口罩1.1万只。

黄有安摄 （人民视觉）

右图：美国洛杉矶侨胞领取北京海联会捐赠的防
疫物资。

压题照片：日前，福建省晋江市侨联系统驰援海
外防疫物资捐赠活动举行。截至 3 月 31 日，晋江市社
会各界累计向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10 个国家 （地区）
110个社团、同乡会、宗亲会、校友会及友好城市等捐
赠口罩 436.5 万只、防护服 18710 件、额温枪 1543 把、
连花清瘟胶囊35284盒、现金10000元、橡胶手套2000
双、防护眼镜 10500 个、无创呼吸机 5 台、消毒水 300
公斤，总价值1297.09万元。

（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