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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荷兰《联合时报》报道，当

地时间 2 月 3 日下午，位于荷兰

祖特梅尔(Zoetermeer)的佳成国

际物流荷兰分公司仓库格外忙

碌，20 多位侨领———他们平时

都是各大华人社团的会长、副

会长或名誉会长，此刻却当起

了仓库工人的角色，卸货、贴

签、搬运、装板，经过他们的手，

一箱箱满载荷兰侨胞深情厚意

的医疗物资装上货车，前往机

场，再通过飞机运达国内，以实

际行动为祖籍国抗击疫情贡献

力量。这只是当天物流公司仓

库的一幕，在此之前，荷兰华人

筹集的医疗物资 已经运出一

些，后续还将有新的物资不断

运往国内。

“国内的疫情牵动着荷兰

侨胞的心，特别是医疗物资紧

缺，让我们倍感揪心。”全荷华

人社团联合会季增斌表示。1

月 26 日，全荷华人社团联合

会发出致荷兰全 体华侨华人

同胞书，紧急呼吁帮忙寻找国

内紧缺 的医疗物资，得到各

大社团积极响应。“这再次显

示 了 荷 兰 侨 胞 团 结 一 致 ，爱

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季增斌

认为。

1 月 27 日，荷兰青田同乡

会会长舒延平牵头建立荷兰

抗病毒捐赠医疗物资微信群，

“荷兰青田同乡会会员第一时

间响应倡议，我们向浙江省、

北京市、丽水市和青田县有关

部门捐赠了许多物资。”舒延

平介绍，“我们的心和他们在

一起，海外中华儿女和全国人

民在一起，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情的

最终胜利。”舒延平坚定地表

示。

“大家通过微信群互通信

息，资源共享，统一正确采购国

内所需物资。”荷兰青田同乡

会名誉会长、荷兰联合传媒董

事长陈光平介绍，他通过朋友

找到荷兰物资供应商，将信息

提供给各个社团。“不过，随着

疫情加剧，物资紧缺，采购物

资越来越不容易，价格也被某

些中间商抬得很高。”陈光平

介绍，他联系采购到 15000 套

医用防护服分给群里各个 协

会，已经收到供应商确认函，

两天后收到通知这种型号 没

货了，只能购买另一种型号物

品。

（据中新网报道）

自 2019 年 12 月，武汉发现

新型冠状病毒以来，截至 2020

年 2 月 1 日 20：31，全国共确诊

病例 11890 例，发现疑似病例

17988 例，病毒疫情不仅牵动着

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许多

爱国华侨的心。

有这么一位特殊的华侨，

他是阿根廷洪门协会的常务会

长，铂烽一心慈善基金会会长，

他叫林海宁。在这次疫情战过

程中，身在海外的林海宁跟许

多人一样，时时关注着国内动

态，关注着家乡福建的最新情

况，生怕错过一点消息。春节刚

过，他主动找到了致公党福建

省委会的领导，表示愿意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捐赠一批资金

和医用物资用于支持这场战

“疫”。

“这几天，我已经托朋友搜

遍了阿根廷各大商场，东拼西

凑只筹集到 5 万只口罩，您看

可以吗？”“在阿根廷，平日很少

人用口罩，现如今要大批量购

买，真的是很难很难”。林海宁

跟笔者说起了自己有劲使不出

的苦恼。

2017 年，经致公党员牵线，

祖籍福清的林海宁积极参与了

致公党福建省委会“致公学校”

建设，在短短的 2 年时间里，累

计捐款近 100 万元人民币，援

建甘肃定西、福建福安的 3 所致

公学校，资助了一批在校贫困学

生。依托其名下的厦门铂烽体育

产业有限公司，他还与定西市教

育局签署合作协议，支持定西市

的青少年足球发展，当时这在定

西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每一

次捐赠，每一次活动，他都委派身

边的工作人员出席，自己却一次

都没有现身。

“我已经委托巴西的洪门

兄弟订购了 10 万只医用口罩，

下周就应该能够到货，货一到

我们就尽快发往国内。抛弃式

医用连体防护衣、抛弃式医用

隔离衣、抛弃式医用帽、抛弃式

橡胶手套这些也缺吗？要不我

也采购一些？”林海宁说。

目前口罩等物资由使馆统

一安排，搭乘 2 月 5 日的飞机返

回福建，期望给福建的乡亲带

去一些鼓励和慰藉。

（据中国侨网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

美国中国总商会所属企业及员工十分关心

疫情态势，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美国中国

总商会洛杉矶分会鼓励会员和其他企业加

入到捐赠物资的行列，第一批物资 2 月 1 日

运抵国内。

通过各方协力配合，中国恒天北美团队

协助洛杉矶分会积极寻找物资，驻洛杉矶

总领馆热情协调国内外物流运输商务资

源，多家企业积极参与捐赠，经过一周的努

力，包括 5700 个医用口罩、987 套医用防护

服、2000 双医用手套以及酒精消毒棉巾等

物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得知武汉疫情

爆发，身在洛杉矶的中资公司及当地华资

企业在美国中国总商会洛杉矶分会的组织

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把急需的医疗物

资尽快送抵一线，为抗击武汉新冠肺炎疫

情出一份力。第二批捐赠物资也在紧张筹

备中，将择日启运。”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

长、总商会洛杉矶分会会长、中航国际美国

公司总裁张旭明说。

热心捐赠此批物资的企业包括中航国

际美国公司、中国恒天北美、国际维生素、

金马石业、比亚迪、商检北美、上海振华重

工北美、中国银行洛杉矶分行、中国联通美

洲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北美航油有

限公司、中交海外房地产(美国)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北京建工、中国移动通信国际(美

国)有限公司；全力配合的合作方包括中国

南方航空公司洛杉矶、广东联宇物流有限

公司。 (据人民网报道）

美国中国总商会洛杉矶分会
捐赠防疫物资送抵国内

日本九州、冲绳地区

华侨华人积极捐赠

物资共抗疫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后，驻福冈总领馆领区内广大

华侨华人面对突发疫情，心系祖国、

团结一心，积极筹集物资支援祖国

防控疫情。

疫情发生后，广大华侨华人捐

款捐物，支援国内疫情防控的工作

在福冈总领馆的协助下迅速展开，

侨团及中资企业以最快时间内募集

资金并打通物流渠道。据不完全统

计，截止目前，向福冈总领馆通报的

侨团及中资企业所募集的物资总价

值约为 700 多万日元，包括医用口

罩 28 万只、防护服 1144 件，消毒液

和消毒巾 3 万余瓶(盒)。

据悉，在本次捐助中，株式会社

AS 为上述物资免费提供仓储、报关

等协助，东方航空公司免费承运了

上述大部分物资运送，积极配合，力

求在第一时间将物资运抵疫区。期

间，各侨团纷纷表示为抗击疫情，将

继续筹集资金及物资支援国内。

此外，日本九州华侨华人青年

会特别设立了募集捐赠物资运输费

用的专项捐款帐户，除九州地区中

资企业以外，工商银行东京分行、在

日中国企业协会也积极捐助，为尽

快运送捐赠物资回国提供物流保

障。

在捐款捐物驰援之外，各侨团还

运用社交平台，大力宣传驻日使领

馆关于注意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的措施等领事提醒，排查安全

隐患，呼吁广大华侨华人加强防范，

齐心协力共同抗击疫情。

(孙璐 李沐航)

肯尼亚华侨华人捐赠

医疗物资飞抵祖国
当地时间 2 月 3 日，肯尼亚华

侨华人向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一线捐赠的医疗物资搭乘南

航航班 CZ634 从肯首都内罗毕起

飞，飞往中国。这 5000 多箱医疗物

资主要由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和肯尼

亚江苏商会联合发起和组织华侨华

人捐赠，其中包括 3000 多个 N95 口

罩、26 万多个一次性医用口罩以及

其他类型的口罩、手套、防护服、体

温仪、采血管等国内急需物资。

据了解，由于捐赠物资较多，飞

机货仓无法全部容纳，南航方面和

部分乘客协商后腾出大片客舱用于

装货，“在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措施”

将物资运送回国。虽然航班因此延

误了数小时，但乘客均无怨言，并纷

纷点赞。当这一批“特殊乘客”运抵

广州之后，为了确保物资及时运送

到一线救护人员手中，捐赠者还提

前联系了武汉和淮北等地的相关部

门和医院，由对方派专车到机场迎

接。

疫情发生后，在肯的华侨华人

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QQ 群商议

如何驰援武汉，目前捐款捐资已超

过百万元人民币，已筹集多批物资

运回中国。南航为抗击新型肺炎援

助物资开通了运输绿色通道。肯尼

亚华人企业凯景国际空运公司提供

无偿清关和物流服务，承担了相关

物资由内罗毕运往长沙和广州机场

的海关报关、质检报检和机场地勤

服务等一切费用。 （吕强）

中国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抗疫攻坚战牵动人心。加拿大华侨华

人、中资机构、中国留学生组织近来

积极通过各种方式，以实际行动支援

中国内地防疫抗疫。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为支

援武汉抗疫已筹备好第六批物资，包

括医用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等

共数万件，将尽快发往武汉。温哥华

的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目前已募

到善款逾 230 万元人民币 (下同)，其

中成员个人捐款近 77 万元。该会通

过多方渠道，采购到 2000 套防护服、

2 万只口罩等物资，正加紧安排运往

武汉等地。

埃德蒙顿加中友好协会等侨团

共同发起物资捐赠活动，志愿者们在

春节期间马不停蹄筹款，克服物资脱

销或短缺的困难，购买到 1400 副医用

护目镜，已分两批通过湖北省慈善总

会送往指定医院。埃德蒙顿中华会馆

则已发出“心系武汉”全侨义捐倡议。

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春节

期间发起捐款捐物行动，短短几天募

得善款约 20 万元，购得 12 万副医用

橡胶手套并发往中国。目前该会正在

采购第二批医用物资。加拿大江苏国

际商会“好一朵茉莉花慈善基金会”

发出捐赠倡议当天，便收到认捐逾

50 万元。其中，作为荣誉会长的加拿

大联邦参议员胡子修和安大略省前

国际贸易厅长陈国治均带头捐款。该

商会学生会员李煜宁捐出了 1 万元

压岁钱。

加拿大魁北克湖北同乡会积极

为家乡抗疫组织捐献爱心，截至 2 月

初，已向武汉发回口罩、消毒液等三

批物资。温哥华湖北武汉同乡会同样

展开了捐款捐物行动，首批款项已送

达湖北的医院。

安大略省密西沙加国语协会也

已宣布成立“支援武汉———加油白衣

天使”募捐委员会，展开善款及物资

的筹募。加拿大辽宁总商会“益家园”

捐款活动倡议加拿大华人向中国政

府指定慈善基金账户每人捐出 1 加

元，用于防疫抗疫事业。该商会会长

徐宏楼带头捐出 2 万加元。

主要由中国在加投资的企业构

成的加拿大中国商会，于 1 月底向会

员单位发出捐款捐物倡议，得到积极

响应。当地时间 2 月 4 日，该商会代

表所有会员单位向湖北省红十字会

捐出款项约合 27 万元人民币。该商

会目前仍在联系寻找中国内地一线医

院急需的医疗物资。加拿大中国银行

在网点设立捐赠汇款优先通道，并对

捐赠汇款业务免除柜台汇款手续费。

多伦多大学 30 余个华人学生社

团发起了联合募捐活动，希望尽全力

为奋战在湖北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

者提供医用物资。

加拿大湖北同乡会、加拿大北京

协会等侨团还以录制祝福视频的方

式，为中国加油，为武汉打气。

（余瑞冬）

加拿大侨界、中资机构、留学生
支援中国内地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