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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尼日利亚拉各斯州
政府举行仪式，接收来自拉各斯华
侨华人捐赠的抗疫物资。此次捐赠
专门用于扶助弱势群体，包括大
米、方便面等食品及 1000 万奈拉

（约合 18.3 万元人民币） 款项。这
笔款项由尼日利亚拉各斯华助基金
会牵头筹集。基金会主席陈光告诉
记者，这是尼日利亚多个侨团的爱
心汇聚。

3月底，尼日利亚疫情最严重
的拉各斯州实施“封城”措施。随
着“封城”时间延长，拉各斯州部分
民众生活面临困难。在中国驻拉各
斯总领馆的号召下，当地华侨华人
行动起来，向当地民众捐款捐物。

陈光迅速在基金会微信工作群
中召开了一次线上会议，发动成员
筹款。“基金会的执行主席、副主
席及理事由各个侨团或同乡会负责
人担任，大家一呼百应，马上开始
分头行动。”众人拾柴火焰高，从
陈光到基金会各个骨干再到多个侨
团，越来越多的侨胞参与这场“爱
心接力”。

华侨华人的善举经当地电视台

报道后，受到各界关注。“感谢华
侨华人积极支持拉各斯州政府抗疫
事业。在尼中两国人民的携手努力
下，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拉各
斯州政府办公厅主任塔尤·阿因德
表示。

目前，陈光正遵守政府规定居
家办公，但他仍牵挂着拉各斯州的
疫情防控工作。“我们正在与移民
总局对接，计划投资 80 万元人民
币 ， 帮 助 当 地 建 立 一 个 ICU 病
房，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同时，我
旗下的公司也在计划采买一批检测
设备、防护服、护目镜、口罩等医
疗物资，捐赠给当地医疗机构。”
陈光说。

为了帮助公司员工渡过这段困
难时期，陈光还推出了人性化的工
资补贴制度。“当地员工居家办公
期间工资照常发放，值守公司的管
理层发双倍工资。”

“疫情不分国界和种族，所有
人命运与共。”陈光说，“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这是中国人历来坚
持的的优良传统。助力当地民众战
胜疫情，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和非洲是患难与
共的好兄弟。”疫情当前，这
句话再次得到验证。携手战
疫，中非合作又添新内涵。
而旅居非洲各国的华侨华人
正是中非友谊的见证者、促
进者和建设者。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全球，非洲的疫情防控形
势同样不容乐观。非洲疾控
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5 月 6
日，非洲累计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数已超过5万例。预计未
来几个月，非洲确诊病例数
还会快速攀升。作为世界上
最不发达和贫困人口最多的
大陆，非洲大多数国家医疗
卫生条件落后，公共卫生体
系脆弱，受疫情影响和冲击
状况尤为令人担忧。但身处
其中，旅非侨胞不慌不乱、
守望相助、沉着应对，在做
好 自 身 防 护 的 同 时 ， 与 祖

（籍） 国密切沟通，和住在国
同心战疫。

以身作则，他们为非洲
民众自我防疫作出表率。疫
情在中国发生时，正值春节
前夕。很多原本打算回国与
家人团聚的旅非侨胞改签机
票，推迟回国。春节过后，
一些已经返回国内的旅非侨
胞选择推迟归期，暂时不返
回住在国。待在原地、减少
流动，旅非侨胞用实际行动
为中非疫情防控默默助力。
除此之外，旅非侨胞积极借
鉴中国的防疫经验，佩戴口
罩 、 避 免 群 聚 、 注 意 卫 生
……疫情在非洲暴发后，旅
非侨胞的自我防疫要求更严
格了。大部分非洲华人社区
至今仍保持着“零感染”“低
感染率”的良好记录。这为
非洲各国民众提供了可资借
鉴的防疫范本。

行胜于言，他们为支持
非洲当地战疫尽己所能。第
一时间募集防疫物资捐助当
地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与当地政府一道维护防
疫期间社会治安，向当地贫困家庭和慈善机构捐
赠生活物资和防疫口罩，自觉支持和配合当地政
府和社区的防疫规定……守护住在国平安，旅非
侨胞义不容辞。对他们而言，非洲这片土地意义
非凡。“这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这是我们共同的
家园”“我们和当地人在一条船上”……疫情当
前，旅非侨胞对住在国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让他
们与住在国民众的心贴得更近。

守望相助，他们为中非双方携手战疫铺路架
桥。通过各种途径向当地民众介绍中国防疫经
验，协助中国捐赠的医疗物资和派遣的抗疫医疗
专家组落地住在国，帮助住在国政府联系中国厂
商采购防疫物资，积极为当地卫生部门和医院对
接中国的医疗资源……背靠防疫经验丰富、制造
产能强大的祖 （籍） 国，旅非侨胞充分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从家乡抱薪取火，和住在国共克时
艰。对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
非洲各国而言，旅非侨胞的牵线搭桥和热心帮
助，为非洲战疫雪中送炭，填补了防疫缺口，纾
解了燃眉之急，增强了战疫信心。

作为全球疫情防控的短板之一，非洲是决定
全球能否彻底战胜疫情的关键。“岂曰无衣，与子
同袍”，在非洲抗击疫情的战场上，华侨华人发出
振奋人心的声音，拿出诚意满满的行动，赢得住
在国政府和民众的尊重。作为中非友好交往的民
间使者，助力中非合作抗疫，旅非侨胞向当地社
会展现了中华儿女的大爱情怀。相信经此一疫，
中非民心相通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4位旅非侨领讲述战疫经历——

““我们和非洲兄弟共渡难关我们和非洲兄弟共渡难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嘉宝李嘉宝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非洲的防
疫形势令人担忧。直面防控疫情的严峻挑
战，非洲活跃着许多华侨华人的身影。他
们勇敢地选择留守，与当地民众团结在一
起、战斗在一起。

近日，4位旅非侨领向本报记者讲述了
自己的战疫故事。他们或捐赠医疗及生活物
资，或分享个人防护经验，或积极推广中医
药，或为旗下非洲籍员工提供补贴……这些
故事，为中非携手战疫增添了生动注脚。

当地时间3月23日晚，南非总
统拉马福萨发表全国讲话宣布，为
遏制疫情的迅速蔓延，从当地时间
3月26日午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实施为期 21 天的封锁。在此期
间，所有人除非必要不得外出。

看到新闻，南部非洲华人华侨
安全委员会主席吴少康揪起了心。

“南非是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
的国家之一。当时，许多医护人
员 、 警 察 都 没 有 口 罩 来 保 护 自
己。”吴少康告诉记者。

“疫情紧迫，要尽快把更多
物资送出去！”吴少康拿定了主意。

3月26日，吴少康带领侨安会
部分成员，为约翰内斯堡桑顿警察
局送去一批防疫物资。“这就是中
国 成 语 中 所 说 的 ‘ 雪 中 送 炭 ’！
我们真诚感谢中国朋友的无私帮
助。”桑顿警察局的一位副局长感
叹道。

在南非打拼多年，吴少康经营
着一家生产家电的企业——南非飞
力通 （控股） 有限公司，雇佣了不
少非洲籍员工。吴少康一直牵挂着
公司员工的安危。结束在警察局的

捐赠活动后，吴少康于当天中午来
到公司总部，向全体员工派发生活
物资和防护用品。

“南非政府宣布实施全国封锁
后，公司迅速建立了危机预防机
制，为所有员工派发口罩、消毒酒
精等防护用品或药品，部分员工启
动居家办公程序，尽可能将疫情风
险降到最低。”吴少康表示，保证
员工健康平安是公司走出疫情影响
的基本保障。

3月26日是南非实施全国封锁
前的最后一天，吴少康马不停蹄地
完成了送物资的工作，这让他安心
不少。

吴少康送出去的这批物资来自
中国。“中国发生疫情时，我们组
织南非侨胞，向广东、江苏、福建
等地的大学和红十字会捐赠了医疗
物资。当南非疫情告急，国内朋友
又慷慨解囊，向我们捐赠了8万多
只口罩。”吴少康说。

为了保证物资尽快运达，吴少
康自掏腰包，承担了清关和物流费
用。“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当地时间 5 月 5 日，肯尼亚中
华总商会会长卓武拜访了肯尼亚国
家药监局主席。他还专程带去了一
件特殊的礼物——连花清瘟胶囊。

“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希望把
中医药介绍到肯尼亚，帮助更多人
早日康复。”一直密切关注国内抗
疫进程的卓武告诉记者。

此次拜访，卓武向肯尼亚药监
局主席详细介绍了连花清瘟胶囊的
功效，并分享了中国使用中医药抗
击疫情的相关经验，引起对方极大
的兴趣。“应主席先生邀请，后续
我将整理更多关于中医药的英文资
料，供他们参考。”卓武说。

卓武在肯尼亚从事国际贸易行
业多年，对“第二故乡”有着深厚的
感情。疫情发生后，卓武选择留守。

“肯尼亚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
后，各类防疫物资严重缺乏，还有
蝗灾、水灾的叠加影响，疫情防控
形势令人担忧。”卓武说。

事不宜迟，卓武和商会同事马
上行动起来。“10 万多只口罩、240
多把额温枪、1000余套防护服、500

多升消毒液、300 多升医用酒精。”
卓武向记者盘点了这段时间商会筹
集物资的“战果”，“除消毒液和医用
酒精外，其余都是从中国采购的。所
有物资都无偿捐赠给当地人。”

随着疫情形势日趋严峻，肯尼
亚政府在部分地区实施“封城”、宵
禁等措施。卓武和身边的侨胞朋友自
觉遵守政府的规定，减少外出活动。

但是，“如何把物资送出去？”
卓武一度犯了难。经过一番考虑，
卓武联系了各个郡的议员，请他们
上门领取物资，再分发给所在郡的
民众。“物资集中领取发放，更有
针对性，效率更高。”卓武说。

之后，卓武亲力亲为，把物资
交到每一位领取人手中。“我们做
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肯尼亚
朋友解决燃眉之急。”他说。

“中国政府积极援助非洲战疫，
我们也尽己所能帮助身边的非洲朋
友。”卓武说，“个别西方媒体肆意
散布抹黑中国的言论，是违背事实
的。非洲兄弟心里有一杆秤，他们
真切感受到，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是中国带给他们希望和勇气。”

2 月 18 日，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上
海商会联合毛里求斯波巴桑荷精市政府共
同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此时，距毛里求斯确
诊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上海商
会会长的林海岩，正是这场研讨会的组织
者之一。会上，毛里求斯卫生部官员、世
卫组织驻毛专员及波巴桑荷精市市长分别
讲话，介绍新冠病毒特征及如何避免感染
病毒的举措。

在林海岩的战疫故事里，“未雨绸缪”
绝对是一个关键词。这位出生在毛里求斯
的华裔四代，阅读中文还有些困难，但他
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防控疫情的举措和成
效，总结了不少个人防护经验。在林海岩
看来，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每个人都需
要积极地采取预防行动。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林海岩展示
了自己的几张照片。照片中，一群非洲孩
子围坐在林海岩周围，聚精会神地听他讲
话。“2 月中下旬，毛里求斯尚无确诊病
例，当地民众的警惕性还不高。我深入当
地一些小学，向学生们介绍新冠病毒的相
关知识和防控方法，给他们讲了中国战疫
的故事。”林海岩说。

当地时间3月20日6时起，毛里求斯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措施，为期 15
天。除医院、药房、银行、超市等公共服
务场所外，其他非必要场所全部关闭。除
采购生活必需品外，暂不允许民众外出。

“一些贫困家庭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
响？”林海岩忧心不已。他迅速采购了一批
食品，包括大米、面粉、食用油、沙丁鱼
罐头、饼干等。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林
海岩多次“送货上门”，为50多个贫困家庭
送去温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不少受赠
家庭举家出迎表示谢意，还有人流下眼
泪。“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为处于困难中
的人们提供一些帮助，让他们感受到关
爱。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林海岩说。

居家隔离期间，闲不下来的林海岩又
有了新想法。他发起了一个覆盖 2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线上论坛，分享各国疫情防控
经验，探讨如何合作抗击疫情及尽快恢复
经济发展。目前，该论坛已组织了8场线上
活动，吸引来自政界、商界、教育界及非
政府组织的中外人士参与。“互通有无，互
相学习，互相鼓励，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
梁。”林海岩这样定位论坛的功能。

“在这段难忘的战疫经历中，我付出了
爱，也收获了成长。”林海岩感慨。

中
非
民
心
相
通
之
路
越
走
越
宽

贾
平
凡

图①：林海岩 （左一） 向毛里求斯学生介
绍疫情情况及个人防护办法。

图②：卓武 （右） 为肯尼亚人发放物资。
图③：吴少康 （右三） 代表南部非洲华人

华侨安全委员会向当地警察局捐赠物资。
以上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图④：尼日利亚拉各斯华助基金会向当地
州政府捐赠1000万奈拉。

来源：中国驻拉各斯总领事馆网站

“告诉每个人积极预防”“告诉每个人积极预防”

“帮当地朋友解燃眉之急”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①①

②②

③③③

④④

肯尼亚侨领卓武

“再多送一批物资”

南非侨领吴少康南非侨领吴少康 尼日利亚侨领陈光

毛里求斯侨领林海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