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我们曾无数
次为爱流泪。其中许多次，为海
外华侨华人而落。

当一张张照片传来：望不到尽
头的行李车，装载着成箱成袋的捐
赠医疗物资，在世界各地机场整装
待发。我们看不见箱子背后推车人
的面孔，但止不住泪目。

当一次次电话接通：不同时
区之外，有人深夜仍在联系采购
物资，有人刚从机场托运回来又
在奔赴下一个捐赠物资集结点的
路上。我们看不见电话那头的面
孔，但止不住泪目。

当一段段视频刷屏：地球各
个角落，华侨华人挥舞五星红

旗，齐声高喊“武汉加油！中国
加油！”我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
字，但止不住泪目。

那些疲惫的、焦急的身影，
费了多大劲，使了多大力，才为
万里之外的亲人找到如此多的

“盔甲”，送来如此及时的守护。
那些嘶哑的、急切的嗓音，

熬了多少夜，找了多少人，凭借
多大的毅力才支撑起这份不计回
报的日夜兼程。

那些真挚的、殷切的祝福，
飞过无数高山，跨越无数河流，
落入我们心间，漾起无穷暖意。

2020 年冬春之交，采访了五
大洲支援中国抗击疫情的多国华
侨华人，总有一个问题萦绕心

间：“如此尽心尽力，究竟为了什
么？”终于，在一位挪威侨胞的诗
中找到了答案：“树高千丈啊，根
在中国！”

树对大地有情，大地亦对树
饱含爱意。当疫情席卷全球，海
外华侨华人充满迎战底气。因为
在他们根脉所系的故土，手足同
胞同样尽心尽力，愿做他们的最
暖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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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爱的总动员
“看到飞机飞在武汉和孝感上空，感慨万

千！”美国加州华人张亮至今忘不了 3 个多月
前的一个不眠之夜。那晚，他在微信朋友圈上
传了一张飞机航路图。在他时刻关注的这架
飞机上，装载着 1.4 万只医用口罩，即将送往
武汉协和医院、武汉第四人民医院及孝感中
心医院。

中国国内疫情发生之后，张亮与加州华
侨华人在19天内为武汉、孝感的9家医院捐
送4批急需医疗物资。“直接发动几百名志愿
者，间接动员数千名华侨华人。”这样的规
模连张亮自己都惊叹：“意想不到！”

这是一场加州华侨华人的“总动员”。
为了最大范围汇聚人力，张亮与同伴用

了一个下午，创建募捐网站；硅谷众多华人
创业者自发加入“采购组”，四处搜集医疗
物资；斯坦福大学的 3 名华人学者制定采购
指南，24 小时在线“辨货”，精准筛选捐赠
医疗物资是否达标……

“大疫之下，必有大义；大义之下，必
有大爱。”张亮由衷感叹。

天涯海角隔不开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
万水千山斩不断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

春节前后，听闻中国疫情形势严峻，无数
场爱的“总动员”在世界各国迅速发起，身处
五洲四海的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同呼吸、共
进退，竭尽所能支援祖（籍）国战疫。

他们中有鹤发老者。美国旧金山，98岁
高龄的老华侨叶细英看到武汉暴发疫情的新
闻，心急如焚，当即从皮夹子里掏出其中最
大面额的一张 100 美元的现钞，请家人捐给
武汉。第二天，老人告别人世。

他们中有青春少年。缅甸密支那，华文
学校的一群中学生听说邻近的云南腾冲出现
确诊病例而口罩紧缺，主动捐出班费，分头
采购口罩，凑成两箱“爱心邮包”。

他们中有放下手头生意、全力组织捐赠
的华人企业家。在澳大利亚悉尼，B1集团董
事长祁岳发动公司员工，打电话、发邮件、
上网查找，整整两周都在筹措医疗物资，仅
第一批捐往中国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物资就达100万元人民币。

吃不好，睡不安，连轴转，接力跑……只
是想为远方的亲人多出一把力。我们无法一
一获知他们的姓名，可是这一张张素未谋面
却亲切无比的面孔，拼接成一幅最美的人物
群像，将永远存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心坎里。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在俄罗斯浙江商会会长邓惠燕的手机相

册里，存着一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她将3名俄
罗斯侨胞邀请进一个名为“物资转运”的微信
群，商量如何在俄采购医疗物资并捐送中国。

邓惠燕没有想到，这个“物资转运”微信群
整整运转了近一个月。在这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里，她与商会常务副会长周月敏曾想方设法，
在短短几天内将241箱医用口罩、防护服和护
目镜“闪送”回国。她也曾咬紧牙关，携手打完
一场长达20余天的物资捐送“持久战”。

疫情不退，捐送不停。两名“女将”一
次次打电话找货，一趟趟跑机场托运。一开
口，嗓音嘶哑，尽显疲惫。可她们说：“做
的这些只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

回望过去数月，有太多华侨华人如邓惠
燕、周月敏一般，在世界各地与时间赛跑。他

们深知，疫情如火，快一分，就多一分希望！他
们深信，人定胜天，只要坚持就没有战胜不了
的困难！

他们与时间拼速度。
3 天之内完成一场跨越 3 国的“马拉

松”！斯洛伐克侨胞周彦君为了把尽可能多
的口罩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寄回中国，从斯洛
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出发，驱车赶至 200
多公里外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机场，寄出
1.7 万个口罩，再奔赴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机
场，将另外17箱口罩送上直飞中国的航班。

生活时钟也不约而同地拨到“北京时
间”。中国国内疫情刚刚拉响，阿联酋广东商
会便发起支援中国抗击疫情的行动。倡议发
出一天之后，第一批捐赠物资就从沙特、巴
林、阿曼、叙利亚等多国汇聚而来。3 天之后，
物资运抵中国；后续捐赠行动紧随而启。

（下转第二版）

血脉相连血脉相连，，
涓滴聚成涓滴聚成大江大海大江大海

本报记者 严 瑜

战疫情战疫情
促促发发展展
迎迎两会两会 ⑩⑩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心贴得格外紧密。

国内抗击疫情的“集结号”甫一吹响，世界各国华侨华人自发
组成“应急队”立即行动起来；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华侨华人的
安危与健康成为祖（籍）国亲人心中最深的惦念；国内复工复产开
启“加速模式”，众多侨企侨商踊跃投身其中，贡献力量。

万众一心，共克时艰。面对无情的病毒，海内外中华儿女守望
相助，互为依靠，用血脉相连的同胞之爱谱写下这个春天最感人肺
腑的乐章。

树高千丈 根在中国
严 瑜

4月17日，留学生领到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发放的“健康包”。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2月25日，广东省鹤山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把一箱箱海外华侨捐回国内的抗疫物资搬
进仓库。 黄继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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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抓“六保”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
院近日印发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顺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
新阶段的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扩展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回
旋空间。但同时，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
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
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新时代继
续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对于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
险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指导意见》 明确，强化举措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
的新格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
源、环境相协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
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
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35
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

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
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
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指导意见》包括：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
部开放力度；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筑牢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坚定不移推
动重大改革举措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到突出位
置；加强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等。

新茶上市，老客户却迟
迟不来联系。前段时间，湖
北宜昌五峰汲明茶业专业合
作社总经理梅元红为此愁得
整夜睡不着。

茶叶最讲季节，季节过
了，一年的指望可就瞎了。
要知道，五峰县13.2万茶农
眼巴巴盯着这季春茶呢。

随着疫情好转，县里当
即启动茶企复工。梅元红的
合作社积极响应，收购鲜叶

“不限量、不降价、不欠
款”，每周一结账，现金或
者银行转账两种方式任选。

茶农们不叹气了，干劲
十足。许多人清晨采摘，一
上午就能交售两大袋。茶农
们是乐呵了，可梅元红压力
不小：每天几十万元收购资
金投下去，如果销售资金不
回笼可咋整？

没想到，政府很快送来
了底气——帮促销。宜昌市
推出质量好、包装简、分
量小、性价比高的春茶单
品，统一加贴“百圆惠”标
签，通过超市、团购向全城
市民销售。再加上各方“扶
贫爱心购”“以买代帮”“以
购代捐”等，茶叶销路一下
子打开了。

“我们还尝试了直播带
货，平台给了流量倾斜，2
天 时 间 卖 出 70 多 万 元 产
品！今年春茶产销翻了一
番，现在库存都没了。”梅
元红还发现，往年七八成销
售在省内，今年超过一半订
单来自省外。

（扫码阅读全文）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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