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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2 月 16 日上午，

10 余个美国闽籍社团在纽约曼

哈顿时报广场举行“汇聚侨社众

志 翰墨助力抗疫”驰援中国抗

疫书画家作品展示活动，以表达

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战疫情

的坚定信念。

活动现场，30多位侨社代表

手持书写着“大爱无疆”“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山川异域、风

月同天”“携手战疫情”“同舟共

济 ”“抗疫必胜”“抗击疫情侨

胞在行动”“祖国 我们与你在

一起”“美国侨胞与你们在一

起”等标语的横幅，与来自世界

各国的游客、当地民众一同高

喊“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口

号，呼吁世界各国民众支持中

国抗疫工作，帮助世界各地疫

区共渡难关。几位当地民众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将

为中国加油，支持中国人民尽

快战胜疫情。

（王艳玲 白水）

爱心捐赠共抗疫情

温哥华侨胞在行动
中国武汉等地爆发新冠肺炎

疫情以来，加拿大温哥华华侨华

人纷纷行动起来，积极捐款捐

物，与祖国同胞一同抗击疫情，

共渡难关。

据加拿大福建工商联合总

会（下简称“总会”）常务副主席

钟联胜介绍，疫情发生以来，该

会主席林淑如就积极响应中国

政府号召，组织安排总会成员

积极购买救援物资，号召侨胞

们尽最大努力支援家乡抗击疫

情。总会所有理事第一时间积

极响应，通过不同渠道向武汉

等各地疫区捐款捐物。总会秘

书处执行团队经多方筹集，购

买到医用口罩、防护服等一批

急需的抗疫医用物资，捐赠给

家乡福建。

总会永远名誉主席陈阿忠、

刘联伟，荣誉主席庄顺茂、陈少

宏等在本次抗疫救灾中做了大

量的工作，他们在带头捐款捐

物的同时，也为筹备医用物资

支援家乡福建尽心尽力。在他

们的倡导下，加拿大福建籍华

人企业家施忠旗等侨商也纷纷

行动起来，筹措医用物资，支援

祖国防控疫情。

总会理事会成员表示，该会

将持续关注祖国疫情的发展，努

力配合疫区和家乡乡亲们的需

要，积极奉献爱心、贡献力量，助

力祖国早日打赢这场抗疫阻击

战。 （据东南网报道）

日中青少年

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向中国捐赠医用物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时

牵动着海外华侨华人的心，日

前，日中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协

会积极募集捐款，筹措物资，支

援中国抗击疫情。

日中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

协会在会长高桥阳子、理事长潘

桂芳发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身在异国他乡、心系祖国家乡”，

“捐献爱心支援祖国”的号召，成

员们立即行动，纷纷捐款捐物

慷慨解囊。协会的孩子们捐出

了舍不得花的压岁钱，家长们

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在号召发出后几天内，日中青

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共募集

到 47 万日元，购买了 115 箱，共

11.5 万只一次性医用手套和 50

支远红外线非接触性体温计，

支援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务人

员。

现在，这些医疗物资被分别

送到福建省福清市红十字会、福

清市委统战部、莆田市红十字会

和浙江省桐乡市红十字会，用于

抗疫一线。

协会会长高桥阳子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经历无数磨难，始终屹立不

倒。我们因为有爱而坚信，海内

外中华同胞万众一心的抗击疫

情战斗最后一定会胜利。协会全

体成员将一如既往为祖国和人

民助力加油！”

(乔聚）

春节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

美好期盼，是全球华侨华人与家

人团聚的美好时刻。往年这个时

候，在博的侨胞、侨领及使馆都

忙着筹划春节和元宵的庆祝活

动。但今年不同———“四海同春”

慰侨新春演出临时取消；计划于

元宵节举行的大型新年庙会也

紧急喊停；原定好的旅行和聚会

活动也不能按期进行。眼前，在

博各侨团和中资企业机构负责

人，大使馆领导都在举全侨之

力、全力以赴抗击新近发生的

“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中国驻博茨瓦纳特命全权大

使向全侨发出号召，防控疫情是

每位在博华侨华人的责任和义

务，大家应同心同德，共克时艰，

为尽快打赢抗疫人民战争做出

积极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现在

在博侨团和中资企业及个人已

经向疫区捐助超百万人民币。所

得善款汇往侨团所在省份或湖

北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组织用

于采购口罩、手套、护目镜等防

护用品。一直在协调捐款的博茨

瓦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暨华

人慈善基金会秘书处工作人员

詹城说，近段时间他能感受到博

华人心急如焚的心境，深深被在

外华人团结一心、奉献爱心的行

动感动着。而作为博茨瓦纳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和华人慈善基

金会会长的南庚戌在自己朋友

圈中用六个“感恩大家”向给予

热心捐款和支持疫区的和统会

理事及侨胞们表示感谢。他说，

虽身在海外，可心在祖国。疫情

无时无刻不牵动着远在非洲我

们的心。他在朋友圈中还透露，

更有侨胞这样问他：“除了捐款，

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吗？”就是这

样一句朴实而又诚恳的话，让南

庚戌眼睛瞬间湿润。

博茨瓦纳华侨华人总商会

会长胡中文也在自己微信朋友

圈中留言道，在这艰难时刻，衷

心希望我们湖北的父老乡亲，以

及全国同胞，众志成城、坚定信

心，为取得抗击疫情的最后胜

利，一起努力。湖北加油！中国

必胜！ (汪阳 詹城)

孟加拉侨界踊跃捐款捐物
助力中国抗击疫情

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

孟加拉国华侨华人联合会

会长庄立峰、名誉会长颜宝

铃及会员 20 余人来到中国

驻孟加拉国大使馆，代表该

会和旅孟华人华侨向武汉

一线医护人员捐赠医疗防

护服、防护手套及医用口罩

等防疫物资。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

李极明向华联会和侨界致

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并

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华联

会和广大在孟侨胞团结一

致，众志成城，为做好侨界

防疫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大家心系祖(籍)国，第

一时间行动起来募集善款

和物资，为帮助祖国抗击疫

情做出了不懈努力，充分体

现了广大侨胞的爱国赤子

之心和“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可贵精神，体现了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百折不挠

的坚强意志。

庄立峰会长表示，在祖

(籍)国最困难的时候，旅孟

同胞尽微薄之力，和中国人

民共同面对，共同担当，就

是要展现中华儿女的团结

精神。

该批捐赠防疫物资包

括：346 名旅孟侨胞的资金

捐款 4,964,340 塔卡(约合人

民币 403,605 元，已通过中

国侨联捐赠)，孟友人委托

该会代捐的防护服 2000 套

及部分医用口罩、手套等。

上述物资将于近日运往中

国。 （据中国侨网报道）

毛里求斯华侨华人发起
“齐心抗疫武汉加油”活动

当地时间 2 月 15 日，

毛里求斯仁和会馆和新华

学校在仁和礼堂发起了一

场“齐心抗疫 武汉加油”的

活动，为中国抗击疫情送

上真挚祝愿，为中国人民

鼓劲加油。

活动现场，毛里求斯新

华学校的小朋友们制作了

写有祝福话语的小贴纸，

巴掌大的小贴纸上面写有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抗

疫团结一心”等字样。小朋

友们以这种方式传递他们

的心意。

“我们虽然身处海外，

但心中时刻牵挂着祖 (籍)

国人民的安危。”仁和会馆

会长林友福表示，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爱国爱乡、乐

善好施是仁和会馆同仁的

精神。作为毛里求斯历史

最悠久、最大的华人社团

仁和会馆联合华侨书报社

共捐款十八万卢比，为支

援中国打赢新冠肺炎防控

阻击战，奉献一份爱心和

力量。

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之

一、新华学校校长林努宏

说：“疫情无情，人间有情！

支持武汉，支持中国，因为

这关乎全国甚至全人类的

健康。”

活动现场，近两百

人还用中文唱响《让世

界充满爱》，表达对中国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支

持。

(陈媛媛)

哈萨克斯坦企业捐款支持中国抗击疫情
日前，哈萨克斯坦中国贸易

促进协会发起“援助友好邻邦中

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爱心募捐

活动”，协会主席哈纳特·拜塞克

请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代

为向中国红十字总会转交 301.1

万坚戈的捐款。

哈方表示，中国是哈萨克斯

坦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在

这个特殊时期，哈方必须伸出援

手。哈中贸易促进协会及哈企业

界始终密切关注中国防控疫情情

况，希望能尽己之力，与中国共渡

难关。本次捐款来自35家哈萨克斯

坦企业，协会将继续积极努力，力争

为中国防控疫情提供更多帮助。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中国抗击疫情捐款
正当人们以欢乐的心情迎

接鼠年春节到来的时刻，一种前

所未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开始在中国传播。得到

这一消息，巴西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会长王俊晓第一时间召

集监事长陈春平、执行会长张

小春和秘书长林海平等骨干协

商援助事宜并发出倡议，号召

全体成员为战胜疫情奉献力

量。

倡议书一经发出，所有理

事迅速作出反应，上至侨领，下

至理事，甚至回国休假的会员，

都积极行动起来，在很短的

时间就募得善款 108000 雷亚

尔。

在本次善举过程中，更加令

人感动的是，促进会中来自中国

台湾的侨领陈碧云带领同为来

自台湾的理事积极响应，发动身

边的亲朋好友共计 20 余人参与

其中。与此同时，他们还以微信、

电话的形式，表达了对抗击疫情

的决心和对疫区人民的慰问，这

一切都充分表达了“两岸一家

亲”的深厚民族感情。

（据巴西侨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