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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中华”夏令营传扬中医文化
本报电（记者严瑜） 日前，应中国侨联邀请，首都国

医名师施小墨教授在北京同仁堂录制“施小墨爷爷为你讲
中医故事”讲座视频，为参加“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
上夏令营的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讲述中医故事和抗疫知识。

此次讲座是中国侨联应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及其家长
要求推出的特别制作节目，旨在传递对海外华裔青少年的
关爱，展现中医名家大师风采和中华传统文化魅力。讲座
中，施小墨从古人如何防疫和青少年如何做好日常防护的
角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相关中医知识。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长刘
奇等参加活动。齐全胜对施小墨为弘扬中医文化做出的贡
献表示敬意，感谢他对中国侨联夏令营工作的支持和对海
外侨胞抗疫保健的关心，希望通过此次讲座使广大海外华
裔青少年不仅学到中医保健知识，而且增进对中医和中华
文化的热爱。

疫情发生后，施小墨联合广育堂国药开发推出中药防
疫香囊，并向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捐赠6000盒，用于海外
侨胞疫情防控。活动现场，齐全胜向施小墨和广育堂代表
颁发了捐赠证书。

据悉，讲座视频将于近期在中国侨联网站等平台推
出。中国侨联还将陆续邀请其他中医名家为海外华裔青少
年及广大侨胞开设网络视频讲座。

今年4月以来，中国侨联开展了“亲情中华·为你讲故
事”网上夏令营活动，帮助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在抗疫期
间坚持学习中文，持续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加深对祖

（籍） 国的情感。故事内容精选说文解字、姓氏起源、成语
寓言、名著名人以及当代中国故事、防疫知识等，通过网
络平台陆续发布。活动开展以来，国内各级侨联联动，向
海外组团单位转发推送，组织引导海外华裔青少年收听收
看并参与互动，受到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欢迎和好评。

直送海外真实信息

意大利华人社区低感染率的“秘
诀”何在？德国华商经营状况面临哪些
冲击？南非华侨华人支援当地有哪些感
人故事？在“海外华商谈抗疫”10 场专
场活动中，西班牙、美国、德国、加拿
大、意大利、非洲、东南亚、法国、俄
罗斯、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通
过视频连线，向与会嘉宾和观众讲述抗
疫过程中华侨华人的困境与对策。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连线活动向
国内学者提供了许多关于疫情期间海外
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叙述性资料，帮助
学者及时获取更多的一手信息，与海外
华侨华人进行直接交流。”暨南大学华侨
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

连线活动中，亲身经历海外抗疫的
华侨华人代表，犹如海内外华侨研究学
者的“望远镜”，跨越时空距离，还原不
同国家抗疫一线的真实情况。“新加坡抗
疫经历佛系抗疫到强力干预的转变，通
过严明律法等方式阻断病毒传播”“中俄
合作抗疫受到俄罗斯主流社会肯定，中
国驻俄大使馆与当地侨团为华侨华人团
结抗疫服务到位”……一场场视频连
线，就像一份份“产地直送”的“营养
餐”，快速便捷，信息满满，为学界提供
亲历者的思考和认识，同时穿越纷乱嘈
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澄清某些海外媒体
夸大扭曲的不实报道。

“这次连线活动有三大明显优点：及
时、便利、节俭。”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

张春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连线活
动采取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不再受空
间的限制，根据国外疫情的最新情况，
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处境进行及时研讨，
实现高效交流；同时免去会场、餐饮等
相关费用，节约会议成本。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邢菁
华告诉本报记者：“我们一直坚持将不同
国家的华商组织起来，一路走来，五大
洲 20 多个国家的华商、学者与政界朋友
齐聚一堂，用低成本、高收益的形式交
流，这在疫情发生以前是极少有的。”

见证侨胞抗疫辛劳

在信息丰富、气氛热烈的活动现场
背后，是举办方的默默付出和坚持。

作为活动的发起人、策划人和主持
人，邢菁华不仅在连线活动中倾听海外
侨胞的抗疫故事，也在筹备活动、联络
嘉宾的过程中见证海外侨胞的抗疫辛劳。

在 4 月 30 日举办的法国专场连线活
动中，法国华侨华人协会主席任俐敏如
期出现在视频连线。为了这场连线，任
俐敏和活动筹备人员都费了一番心力。

接到活动筹备组邀请后，任俐敏出
了个意外——在给当地华侨华人送口罩
途中，他被法国警方拘押询问。活动前
期的沟通联络工作因此中断。经过筹备
组与任俐敏的多次联络沟通，最终任俐
敏答应继续参加法国专场连线活动。

“有人问他，经历这次意外后，他还会
继续给当地侨胞捐物资吗？他肯定地说，
要继续尽自己所能，关爱帮助旅法侨胞。”
邢菁华说，“海外侨胞在团结抗疫中体现
的责任和担当，真的令人敬佩感动。”

在连线活动的幕后，共有五六名工
作人员参与活动组织策划，同时，每场
连线专场都有一些协作单位参与筹备与
宣传工作，还有不同国家的侨团和大学
帮忙协调与会嘉宾。

“因为不同国家有时差问题，我经常
需要在北京时间的深夜与海外侨胞嘉宾
联络，以便在不打扰他们休息的情况下
及时顺畅交流。”邢菁华说，这场跨越五
大洲的连线活动，也倾注了组织策划工
作人员跨越时间和距离的努力。跟嘉宾
沟通会议时间、发言内容，教会年龄偏
大的侨胞使用视频软件，指导与会嘉宾
制作配合发言的电脑幻灯片……邢菁华
和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就在一次次的跨洋
电话中，和与会嘉宾一起克服种种困
难，最终保证连线活动顺利举行。

“在筹备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能感受
到海外华侨华人对活动的肯定。他们感
觉这次活动拉近了祖 （籍） 国与住在国
的距离，让他们感受到祖 （籍） 国的关
注和温暖。同时，他们认为，能将自己
的心声分享给更多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体
验。”邢菁华说。

为研究提供新议题

“新时代侨务机构如何更加高效、及
时地应对突发事件的风险，更好地为海
外侨胞服务，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海外
侨胞在支援中国抗疫后，继续与住在国
人民一起抗击疫情，在这个过程中，海
外侨胞一方面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
神，另一方面，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内化为华侨华人的行动自觉，表现出
新的时代特点。”张春旺认为，海外华侨

华人在连线活动中传递的信息丰富多
样，为华侨研究学界提供了许多可以挖
掘的新议题。

“通过这次活动，华侨华人研究者对
于海外华侨华人在疫情特殊时期的生存
状况、应对策略、社会环境有了比较详
细的了解。”李明欢分析，梳理连线活动
汇集的信息，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
者关注：海外华侨华人面临抗击疫情和
反对歧视的双重压力，处境更为艰难，
应当如何应对？海外华侨华人追求住在
国和祖 （籍） 国社会的双重认可，当面
对疫情两者评价体系不同时，应当如何
平衡？待全球疫情形势基本控制后，面
对疫情带来的经营挑战，海外华侨华人
如 何 转 型 升 级 ， 继 续 为 住 在 国 和 祖

（籍） 国经济复苏作贡献？这些都值得从
学术和理论层面进行探究。

更多的研究成果正在形成。张春旺介
绍，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国战疫报告
已更新第二版，同时世界华侨华人抗疫调
查正在进行中；云南大学正开展相关问卷
调查；华侨华人研究所也在积极组织华侨
华人与抗疫课题研究，积极组织筹备后疫
情时代侨务工作和华商发展研讨会。

“海外嘉宾分享了许多一线信息，其
中很多事例都令人感动。下一步，在学
术和理论层面，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思考
的议题，比如疫情对中国侨务工作提出
哪些挑战，在疫情中一些工作出色的侨
务部门有哪些可以总结的经验，未来侨
务工作有哪些新方向。”李明欢说，海外
华侨华人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
贡献者和受益者，在“后疫情”时期，
海外华侨华人如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坚
定推动者和建设者，这值得所有人共同
思考探讨。

“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在川开营
本报电（记者高乔）“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

令营四川营近日正式开营。来自西班牙乌兰语言学校、全
美华裔青少年寻根协会、马德里金钥匙国际语言学校、全美
中文学校协会、西班牙哆来咪文化学校、加拿大大温莎中国
人协会、加拿大北美青少年联合会等7所海外华文教育机构
的651名营员通过视频网络举行“云开营”仪式。

网上夏令营主要将说文解字、姓氏起源、成语寓言、
名著名人、人文地理、风景名胜、历史溯源、防疫知识、
巴蜀文化等内容，以视频、动画等形式推送给海外华裔青
少年，让跨越千年的中华文明远渡重洋，播种到华裔新生
代心中。

此次夏令营由中国侨联主办，四川省侨联承办，旨在
帮助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在防疫期间继续学习中文，了解
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获取抗疫知识。夏令营活动共分为8
期，将持续至8月27日。

“送战友，踏征程，3M 口罩戴脸颊，耳边响起驼铃声；
路漫漫，雾茫茫，医学生涯逢大疫，驰援纽州义无辞；战友
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新冠还猖狂，一路多保重……”

4月初，一段由美国华盛顿州华人医生协会小 （老）
虎队合唱团“云”录制的小视频刷屏网络：8名合唱团成
员隔空合唱重新填词的中文歌曲《送战友》。这是一首别
离歌，更是一首出征曲。歌中“战友”的主人公是当时
即将出征纽约战疫一线的华人医生侯朋。

4月3日，一个来自华盛顿州西雅图卫生部门的电话
打破了侯朋生活的平静。电话里，侯朋被告知：纽约新
冠肺炎疫情告急，希望有经验的医护专家 48 小时内驰
援。作为一名在美国行医 20年的资深全科医生，接到电
话后，侯朋当即决定：放下诊所工作，奔赴纽约战疫。

得知侯朋的决定后，妻子黄炼二话没说，默默为他
准备好行装；朋友和当地华人社团第一时间收集质量最
好的口罩，让他和战友带去纽约；一位管理养老院的西
雅图华人在自身防疫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毅然给他捐赠
一箱防护服。

美国西部时间4月6日，尚处于“封城”状态的西雅
图暂别往日的喧嚣。在空荡荡的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
场，侯朋和其他支援纽约的医护人员背着重重的行囊，
整装出发。

这是华盛顿州第一批驰援纽约战疫的医疗队。到纽
约后，刚放下行李，来不及倒时差，医疗队马上投入到
战疫工作中。侯朋被分配到纽约市“卫生与医院公司

（HHC） 雅克布医疗中心”。这是曼哈顿岛一家大型公立
医院，定点收治危重的新冠肺炎确诊病患。

刚开始，侯朋负责门诊急救，后来转为救治重症监
护病房的病患。虽然出征前他对前方的工作做足了心理
准备，平时热爱运动的他对自己的体能也信心满满，但
是高强度的工作还是让他一开始有些不适应。

“侯朋刚到纽约的前 10 天特别紧张，每天工作 14 小
时，一天忙下来，都累得说不动话了。”黄炼说，“他每
天发短信回来，就一两句话，算是报平安。”黄炼虽然满

是心疼和担心，但非常理解和支持丈夫的选择：“作为医
生，他受命于职责，义无反顾地奔赴抗疫一线，正面迎
击最前沿医疗科学出现的严峻挑战。这是他职业生涯的
光辉时刻。”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4月底，纽约的疫情逐渐得到
控制，各地增援的医护人员也陆续撤离。侯朋所在的医
院病患数量日渐减少，他管理的重症病房压力也逐渐缓
解。但侯朋仍坚守岗位，每天按规定在医院巡防。“之
前，他说 5 月底可以回来，现在说要待到 6 月。”黄炼
说，“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基础病多，不容易那么快好起
来。重症患者即使战胜了新冠肺炎，后期的康复工作挑
战依然很大。”

令黄炼稍感安慰的是，侯朋在纽约的工作时间已经
恢复正常：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可以休两天。

“待到CDC （疾控中心） 传佳讯，我们再相逢！”一
如侯朋出征前那首 《送战友》 歌词中的翘首以待，华盛
顿州华人医生协会小 （老） 虎队合唱团的成员们，时刻
盼望着新冠病毒早日被彻底战胜，也热切期待着战友侯
朋平安凯旋后再次一起高歌。

华侨研究学者“云”集 连线海外华侨华人

抗疫信息“直通车”跨越五大洲
本报记者 高 乔

10场国际连线，五大洲20多国华侨
华人参会，数百名观众旁听，历时近2月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与华侨华人
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海外华商谈抗疫”
活动，邀请海外侨界代表与国内华侨研
究学者，通过线上视频会议“云上论
道”。视频连线中，海外华侨华人讲述亲
身经历的战疫故事，还原海外抗疫现
场；海内外华侨研究学者分享学术见解
和思考，挖掘现象背后蕴藏的深意。

在这条无形的海外抗疫“云”战线
上，华侨研究学界以学术力量为海外侨
胞送去理解和支持，也为侨界学术研究
挖掘新视角，提供新议题。一辆满载世
界多国抗疫信息的“直通车”，正跨越五
大洲，驰向华侨研究学界。

美籍华人医生侯朋——

千里驰援纽约战疫记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侯朋 （右一） 和其他支
援纽约的医护人员整装待发。

侨 情 乡 讯

施小墨 （左四） 和广育堂代表接受中国侨联颁发的中
药防疫香囊捐赠证书。 中国侨联供图

浙江省著名侨乡丽水市青田县巨浦乡西坑村
拥有耕地面积500多亩，近年推行“贝母+稻鱼共
生”轮作种养的山乡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全面提
升农业效益，预计2020年西坑村人均增收将超过1
万元，达到“一亩田万元钱”的增收效益。

上图：巨浦乡西坑村的梯田。
右图：西坑村的村民展示梯田中放养的一条

稻田鱼。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一亩田万元钱”

“海外华商谈抗疫”视频连线截屏。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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