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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希

共抗疫情

侨界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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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牵动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他们虽然旅居世界各地，但心系祖国，情牵家乡，誓与祖（籍）国共渡难关；他们主动捐款捐物，采购紧缺医

疗物资，并排除万难，千里驰援，运送回国，形成支援祖（籍）国、家乡抗击疫情的第二条战线。

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牵挂家国、慷慨解囊，充分体现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无私情怀，他们的大爱善举，令人感佩动容！

林龙安、许健康等港澳知名人士积极助力抗击疫情

港澳地区当前也是处于防控

疫情的关键时期， 在港澳的厦籍

社团领袖积极投入抗疫的同时，

仍然心系内地同胞， 多渠道捐资

筹物驰援内地， 充分体现出港澳

同胞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

“越是在非常时期，越要体现

自身价值”，香港厦门联谊总会永

远荣誉会长林龙安表示， 他率领

企业旗下公益基金会专门设立

1500 万元的抗击疫情专项基金，

陆续捐助湖北省以及福建省、厦

门市， 首批 500 万拨给武汉红十

字会后， 又捐赠厦门红十字会

2240 个美国产医用 N95 口罩和

医用防护衣 1000 套， 林龙安亲

自部署企业工作人员对接报关

与运输，至 2 月 4 日物资从美国

运抵福州海关，并连夜清关运回

厦门。 林龙安全程关注物资物流

进展情况，确保第一时间移交给

厦门市红十字会。 他还协调动用

一切可能的资源，在国际市场打

听急需防护物资采购渠道，随时

准备再次采买物资支援内地抗

疫。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理事长杨

毅融率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及时研

究部署，迅速行动，于 2 月 2 日连

夜拟定《捐赠物资支持厦门防控疫

情倡议书》，2 月 3 日一早盖章发

出，在会员中进行广泛发动。 杨毅

融理事长和该会多位老会长沟通，

群策群力，共同找寻货源，为厦门

打赢疫情防控战尽一份心力。 他联

络协助澳洲友人昌鸿采购捐赠医

用口罩， 支援武汉和厦门防控工

作。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创会会长

许健康捐款 2000 万港币，通过澳

门中联办转拨支持湖北省抗击疫

情工作。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会长

苏建华、 理事长高美燕积极号召

会员捐款捐物， 捐赠上万外科口

罩给湖北武汉、福建闽侯等地，还

亲手将一批应急防控物资送到珠

海横琴新区管委会。

王泉成：排除万难也要把紧缺物资送回祖国

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成在

2 月 3 日新加坡停飞中国航班之

前就筹集大批物资运抵厦门。 厦

门发出吁请书后, 他是第一个提

供有价值货源信息的海外侨

领。 他主动发挥人脉资源广的

优势 ，分别联系越南、俄罗斯、

迪拜、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

货源。 2 月 5 日在迪拜找到货源

型号价格均符合医用采购标准，

但是国内付款较迟缓的情况下，

他动员身边的新加坡企业家出

资 30 多万元买下紧缺的 2600

套防护服捐赠给厦门，并克服货

运、手续办理等各种困难 ，发动

迪拜当地侨领协助， 确保物资

送上飞往北京再转厦门的飞

机。

王泉成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

数百条微信， 两个手机轮流用，从

早上忙到半夜，有时连吃饭都顾不

上。 他说，有时为了动员企业家购

买捐赠，他陪着喝酒到深夜。 此次

疫情发生以来， 新加坡华侨华人

非常关注， 针对国内医用物资紧

缺情况， 整个华源会几百人都动

员起来，筹措防护服、医用口罩、

护目镜等各种急需物资。 正逢过

年期间， 平时可以用支票支付的

现在需要现金购买， 于是有人到

银行取现金，有人到仓库取物资，

“整整忙了一个多星期，像打仗一

样。 ”

而且， 运送这些物资还存在

通关和航班等问题， 王泉成再三

表示“排除万难也要把紧缺物资

送回祖国”。 厦门海关、外代、口岸

办、厦航等单位特事特办，简化通

关手续， 使他捐赠厦门、 南安各

500 套防护服及各 2000 个 N95

口罩得以运抵厦门并顺利通关。

还有这 2600 套饱含王泉成的热

血与汗水的防护服，历经曲折，也

从迪拜经北京再运抵厦门， 为厦

门的防疫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的支

持。

南非李新铸积极寻找抗疫货源并包机运送

从南非到厦门， 要跨越

印度洋、太平洋，平日里，这

已是一段令人疲惫的飞行旅

程。而在新冠病毒肺炎爆发，

多国多家航空公司取消往来

中国的航班的特殊时期里，

如果是旅客，需要中转 2次，

飞行时间最短也要超过 24

个小时。 但在 2月 17日，一

批紧缺的防抗疫情物资乘坐

包机，开启前往中国的旅程，

穿云追日，终抵上海，并将转

运厦门。

采购到这批物资已是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 更繁琐的

是办妥各种证件。 而难上加

难的是如何将它们送到迫切

等待的亲人手中。 做到这一

切的是位福建侨领———南部

非洲中华福建同乡总会创会

会长、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名誉会长、 南非警民

合作中心主任李新铸。

1月 25日，获知福建家

乡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行动中紧缺口罩、防

护服、应急服、护目镜、消毒

液等医用防护物资后， 李新

铸及时通报： 南非可以提供

口罩等货源。李新铸协助福建

省商务厅采购了 20万个医生

专用口罩，他自己还购买 600

多套防护服送回福建。

疫情日渐严峻， 物资告

急，厦门市决定请人脉广、有

实力、 热心肠的海外侨领在

全球代为采购。 李新铸接到

电话，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

并马上行动。几经周折，他找

到了 2200 套可重复使用的

防护服。

2月 4日，微信“南非李

会长采购群”建立，厦门市委

统战部、第一医院、商务局、

卫健委等有关人员第一时间

与李新铸进行沟通。 经过紧

急确认，厦门

市当即决定

委托李新铸

买下这 2200

套防护服。

2 月 5

日，李新铸又

报告找到 1.2

万套一次性

防护服。 此时已是北京时间

深夜 11点多。他同时还报告

找到了一批口罩货源。

2月 6日，经确认，这批

口罩是民用的。 李新铸转头

又继续寻找医用口罩。

2月 7日， 由于忙着前

几批物资的发货运货， 没有

时间去付款，李新铸得知，其

中有 4000 套防护服已被别

人加价抢购了。“这样可不

行！ ”他当机立断，自己垫资

把剩下的 8350套先买下。而

此时， 市委统战部也已找到

热心人士愿意认捐这批一次

性防护服。

货物是买到了， 但运输

又成了大问题。 国航班机排

不上队， 其它航班从香港转

厦门，运费昂贵。人脉广的李

新铸打听到福建可能有包

机，等了几天未能等到，又打

听到浙江省有专机运送物资

至杭州，他马上联系。遗憾的

是，最后还是没能实现。

2200 套可重复使用的

防护服、8350套一次性防护

服早早就打包好， 堆在仓库

里。李新铸望着它们，想着国

内的疫情，心急如焚。他连续

几天泡在中国驻南非大使馆

里，与有关方面交涉协调。当

时运输问题有三个解决方

案，一是包机，但需等货物筹

满； 二是卡塔尓飞机帮助运

载但需经过多哈， 中途岀货

再续飞； 三是雇人携货走国

泰航空经香港直飞厦门。 李

新铸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可

是票买好了却被国泰航空拒

载……

怎么办？不能再等了。以

当前各国对防疫物资的严格

控制政策来看， 再拖下去可

能会运不岀来。 无法安睡的

李新铸在南非时间早上 6点

多发回了信息：“运费不够我

也可以出一些， 一定要把货

运到厦门！ ”

又是一番千辛万苦的协

调，终于确定于当地时间 2月

17 日凌晨 2:30 包机从约翰

内斯堡出发， 北京时间 2月

18日下午 2点多抵达上海。

采购和运输这些物资，

需要提供数量、型号、检测报

告、产品注册证书、样品、报

关函件、 捐赠书等各种证明

材料，手续非常繁琐。从抢购

到运送， 这过程的艰辛、困

难、焦虑、委屈，难以言表、令

人动容！ 不仅仅是增加的包

机运费， 还有货物运至机场

却没法出发又拉回来的运费

等， 李新铸都没有向厦门市

提出，而是默默承担。

如果不是桑梓情深，如

果不是报国心切， 谁愿意放

下自己的生意，劳心劳力，捐

款捐物？ 而像李新铸这样的

侨胞， 还有千千万万……来

自海外乡亲的爱心暖意，必

将加快寒冰的消融， 加快春

天的脚步！

澳洲陈壬：3.2万件防护服第一时间送往武汉

“新年吉祥！ 厦门的情况

怎样？ 好令人担心啊！ ”1月

26日，正月初二，厦门市委统

战部海外处处长陈建明收到

了来自澳大利亚厦门大学校

友会会长陈壬的越洋微信，新

年的祝福里夹杂着浓浓的担

忧与关切。更令人感动和欣喜

的是， 陈壬说经过努力有 3.2

万套防护服已经通过南方航

空公司运回了武汉。这可算得

上是最早一批的捐助物资了，

真是及时雨啊。但是这次捐助

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海外侨胞的心与祖（籍）

国一起跳动， 他们密切关注

国内动向， 澳大利亚的厦门

乡亲首先想到，防抗疫情，医

用物资最需要。 他们立即行

动起来，寻找货源。好消息传

来了， 厦大校友蒋静安是做

医用防护服进口澳洲业务

的， 她正好有 3个货柜的防

护服在中国，可以捐出。遗憾

的是，经过沟通，发现防护服

标准不符合国内的规定，无

法使用。蒋静安再次查找，惊

喜地发现已运到澳洲的另一

批防护服符合要求， 但只有

10个托盘、3.2万件的库存。

他们又得知澳洲中医协会已

经要走了其中的 4 个托盘。

因为货源是厦大校友提供

的， 他们决定就以澳大利亚

厦门商会暨联谊会和澳大利

亚厦门大学校友会的名义捐

出剩余 6个托盘的防护服。

此时， 陈壬接到了武汉

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会长的

电话， 说大家都捐了钱筹了

款，可就是找不到货源，非常

着急。 还有武汉大学校友企

业家联谊会澳新分会、 武汉

大学新西兰校友会、 武汉大

学英国校友会也是如此。

同时， 还存在另一个困

难：如何进入中国？群策群力

之下， 武汉大学澳大利亚校

友会找到了途径： 南航表示

愿意支持。“只要能进武汉，

谁捐都一样， 能够第一时间

进入武汉，最好不过”。 陈壬

和校友们决定， 这批防护服

就由几所校友会共同捐赠，

第一时间进入中国， 直接送

往武汉的医院。

“校友们都说不需要留

名， 惟愿我们的祖国早日度

过这个难关。 ”陈壬还告诉记

者， 现在整个澳大利亚都很

难寻觅到所需货源。 她找到

了一些隔离服， 已用澳大利

亚厦门商会暨联谊会的名义

捐 1 万件给厦门， 个人捐

5000件给家乡漳州。

陈壬说：“在这场疫情

中， 不管海外华侨华人还是

在国内的每一个中国人，都

在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只是

尽自己所能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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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牵动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他们虽然旅居世界各地，但心系祖国，情牵家乡，誓与祖（籍）国共渡难关；他们主动捐款捐物，采购紧缺医

疗物资，并排除万难，千里驰援，运送回国，形成支援祖（籍）国、家乡抗击疫情的第二条战线。

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牵挂家国、慷慨解囊，充分体现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无私情怀，他们的大爱善举，令人感佩动容！

林龙安、许健康等港澳知名人士积极助力抗击疫情

港澳地区当前也是处于防控

疫情的关键时期， 在港澳的厦籍

社团领袖积极投入抗疫的同时，

仍然心系内地同胞， 多渠道捐资

筹物驰援内地， 充分体现出港澳

同胞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

“越是在非常时期，越要体现

自身价值”，香港厦门联谊总会永

远荣誉会长林龙安表示， 他率领

企业旗下公益基金会专门设立

1500 万元的抗击疫情专项基金，

陆续捐助湖北省以及福建省、厦

门市， 首批 500 万拨给武汉红十

字会后， 又捐赠厦门红十字会

2240 个美国产医用 N95 口罩和

医用防护衣 1000 套， 林龙安亲

自部署企业工作人员对接报关

与运输，至 2 月 4 日物资从美国

运抵福州海关，并连夜清关运回

厦门。 林龙安全程关注物资物流

进展情况，确保第一时间移交给

厦门市红十字会。 他还协调动用

一切可能的资源，在国际市场打

听急需防护物资采购渠道，随时

准备再次采买物资支援内地抗

疫。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理事长杨

毅融率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及时研

究部署，迅速行动，于 2 月 2 日连

夜拟定《捐赠物资支持厦门防控疫

情倡议书》，2 月 3 日一早盖章发

出，在会员中进行广泛发动。 杨毅

融理事长和该会多位老会长沟通，

群策群力，共同找寻货源，为厦门

打赢疫情防控战尽一份心力。 他联

络协助澳洲友人昌鸿采购捐赠医

用口罩， 支援武汉和厦门防控工

作。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创会会长

许健康捐款 2000 万港币，通过澳

门中联办转拨支持湖北省抗击疫

情工作。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会长

苏建华、 理事长高美燕积极号召

会员捐款捐物， 捐赠上万外科口

罩给湖北武汉、福建闽侯等地，还

亲手将一批应急防控物资送到珠

海横琴新区管委会。

王泉成：排除万难也要把紧缺物资送回祖国

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成在

2 月 3 日新加坡停飞中国航班之

前就筹集大批物资运抵厦门。 厦

门发出吁请书后, 他是第一个提

供有价值货源信息的海外侨

领。 他主动发挥人脉资源广的

优势 ，分别联系越南、俄罗斯、

迪拜、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

货源。 2 月 5 日在迪拜找到货源

型号价格均符合医用采购标准，

但是国内付款较迟缓的情况下，

他动员身边的新加坡企业家出

资 30 多万元买下紧缺的 2600

套防护服捐赠给厦门，并克服货

运、手续办理等各种困难 ，发动

迪拜当地侨领协助， 确保物资

送上飞往北京再转厦门的飞

机。

王泉成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

数百条微信， 两个手机轮流用，从

早上忙到半夜，有时连吃饭都顾不

上。 他说，有时为了动员企业家购

买捐赠，他陪着喝酒到深夜。 此次

疫情发生以来， 新加坡华侨华人

非常关注， 针对国内医用物资紧

缺情况， 整个华源会几百人都动

员起来，筹措防护服、医用口罩、

护目镜等各种急需物资。 正逢过

年期间， 平时可以用支票支付的

现在需要现金购买， 于是有人到

银行取现金，有人到仓库取物资，

“整整忙了一个多星期，像打仗一

样。 ”

而且， 运送这些物资还存在

通关和航班等问题， 王泉成再三

表示“排除万难也要把紧缺物资

送回祖国”。 厦门海关、外代、口岸

办、厦航等单位特事特办，简化通

关手续， 使他捐赠厦门、 南安各

500 套防护服及各 2000 个 N95

口罩得以运抵厦门并顺利通关。

还有这 2600 套饱含王泉成的热

血与汗水的防护服，历经曲折，也

从迪拜经北京再运抵厦门， 为厦

门的防疫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的支

持。

南非李新铸积极寻找抗疫货源并包机运送

从南非到厦门， 要跨越

印度洋、太平洋，平日里，这

已是一段令人疲惫的飞行旅

程。而在新冠病毒肺炎爆发，

多国多家航空公司取消往来

中国的航班的特殊时期里，

如果是旅客，需要中转 2次，

飞行时间最短也要超过 24

个小时。 但在 2月 17日，一

批紧缺的防抗疫情物资乘坐

包机，开启前往中国的旅程，

穿云追日，终抵上海，并将转

运厦门。

采购到这批物资已是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 更繁琐的

是办妥各种证件。 而难上加

难的是如何将它们送到迫切

等待的亲人手中。 做到这一

切的是位福建侨领———南部

非洲中华福建同乡总会创会

会长、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名誉会长、 南非警民

合作中心主任李新铸。

1月 25日，获知福建家

乡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行动中紧缺口罩、防

护服、应急服、护目镜、消毒

液等医用防护物资后， 李新

铸及时通报： 南非可以提供

口罩等货源。李新铸协助福建

省商务厅采购了 20万个医生

专用口罩，他自己还购买 600

多套防护服送回福建。

疫情日渐严峻， 物资告

急，厦门市决定请人脉广、有

实力、 热心肠的海外侨领在

全球代为采购。 李新铸接到

电话，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

并马上行动。几经周折，他找

到了 2200 套可重复使用的

防护服。

2月 4日，微信“南非李

会长采购群”建立，厦门市委

统战部、第一医院、商务局、

卫健委等有关人员第一时间

与李新铸进行沟通。 经过紧

急确认，厦门

市当即决定

委托李新铸

买下这 2200

套防护服。

2 月 5

日，李新铸又

报告找到 1.2

万套一次性

防护服。 此时已是北京时间

深夜 11点多。他同时还报告

找到了一批口罩货源。

2月 6日，经确认，这批

口罩是民用的。 李新铸转头

又继续寻找医用口罩。

2月 7日， 由于忙着前

几批物资的发货运货， 没有

时间去付款，李新铸得知，其

中有 4000 套防护服已被别

人加价抢购了。“这样可不

行！ ”他当机立断，自己垫资

把剩下的 8350套先买下。而

此时， 市委统战部也已找到

热心人士愿意认捐这批一次

性防护服。

货物是买到了， 但运输

又成了大问题。 国航班机排

不上队， 其它航班从香港转

厦门，运费昂贵。人脉广的李

新铸打听到福建可能有包

机，等了几天未能等到，又打

听到浙江省有专机运送物资

至杭州，他马上联系。遗憾的

是，最后还是没能实现。

2200 套可重复使用的

防护服、8350套一次性防护

服早早就打包好， 堆在仓库

里。李新铸望着它们，想着国

内的疫情，心急如焚。他连续

几天泡在中国驻南非大使馆

里，与有关方面交涉协调。当

时运输问题有三个解决方

案，一是包机，但需等货物筹

满； 二是卡塔尓飞机帮助运

载但需经过多哈， 中途岀货

再续飞； 三是雇人携货走国

泰航空经香港直飞厦门。 李

新铸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可

是票买好了却被国泰航空拒

载……

怎么办？不能再等了。以

当前各国对防疫物资的严格

控制政策来看， 再拖下去可

能会运不岀来。 无法安睡的

李新铸在南非时间早上 6点

多发回了信息：“运费不够我

也可以出一些， 一定要把货

运到厦门！ ”

又是一番千辛万苦的协

调，终于确定于当地时间 2月

17 日凌晨 2:30 包机从约翰

内斯堡出发， 北京时间 2月

18日下午 2点多抵达上海。

采购和运输这些物资，

需要提供数量、型号、检测报

告、产品注册证书、样品、报

关函件、 捐赠书等各种证明

材料，手续非常繁琐。从抢购

到运送， 这过程的艰辛、困

难、焦虑、委屈，难以言表、令

人动容！ 不仅仅是增加的包

机运费， 还有货物运至机场

却没法出发又拉回来的运费

等， 李新铸都没有向厦门市

提出，而是默默承担。

如果不是桑梓情深，如

果不是报国心切， 谁愿意放

下自己的生意，劳心劳力，捐

款捐物？ 而像李新铸这样的

侨胞， 还有千千万万……来

自海外乡亲的爱心暖意，必

将加快寒冰的消融， 加快春

天的脚步！

澳洲陈壬：3.2万件防护服第一时间送往武汉

“新年吉祥！ 厦门的情况

怎样？ 好令人担心啊！ ”1月

26日，正月初二，厦门市委统

战部海外处处长陈建明收到

了来自澳大利亚厦门大学校

友会会长陈壬的越洋微信，新

年的祝福里夹杂着浓浓的担

忧与关切。更令人感动和欣喜

的是， 陈壬说经过努力有 3.2

万套防护服已经通过南方航

空公司运回了武汉。这可算得

上是最早一批的捐助物资了，

真是及时雨啊。但是这次捐助

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海外侨胞的心与祖（籍）

国一起跳动， 他们密切关注

国内动向， 澳大利亚的厦门

乡亲首先想到，防抗疫情，医

用物资最需要。 他们立即行

动起来，寻找货源。好消息传

来了， 厦大校友蒋静安是做

医用防护服进口澳洲业务

的， 她正好有 3个货柜的防

护服在中国，可以捐出。遗憾

的是，经过沟通，发现防护服

标准不符合国内的规定，无

法使用。蒋静安再次查找，惊

喜地发现已运到澳洲的另一

批防护服符合要求， 但只有

10个托盘、3.2万件的库存。

他们又得知澳洲中医协会已

经要走了其中的 4 个托盘。

因为货源是厦大校友提供

的， 他们决定就以澳大利亚

厦门商会暨联谊会和澳大利

亚厦门大学校友会的名义捐

出剩余 6个托盘的防护服。

此时， 陈壬接到了武汉

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会长的

电话， 说大家都捐了钱筹了

款，可就是找不到货源，非常

着急。 还有武汉大学校友企

业家联谊会澳新分会、 武汉

大学新西兰校友会、 武汉大

学英国校友会也是如此。

同时， 还存在另一个困

难：如何进入中国？群策群力

之下， 武汉大学澳大利亚校

友会找到了途径： 南航表示

愿意支持。“只要能进武汉，

谁捐都一样， 能够第一时间

进入武汉，最好不过”。 陈壬

和校友们决定， 这批防护服

就由几所校友会共同捐赠，

第一时间进入中国， 直接送

往武汉的医院。

“校友们都说不需要留

名， 惟愿我们的祖国早日度

过这个难关。 ”陈壬还告诉记

者， 现在整个澳大利亚都很

难寻觅到所需货源。 她找到

了一些隔离服， 已用澳大利

亚厦门商会暨联谊会的名义

捐 1 万件给厦门， 个人捐

5000件给家乡漳州。

陈壬说：“在这场疫情

中， 不管海外华侨华人还是

在国内的每一个中国人，都

在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只是

尽自己所能而已。 ”

KYC M KY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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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希

共抗疫情

侨界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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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牵动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他们虽然旅居世界各地，但心系祖国，情牵家乡，誓与祖（籍）国共渡难关；他们主动捐款捐物，采购紧缺医

疗物资，并排除万难，千里驰援，运送回国，形成支援祖（籍）国、家乡抗击疫情的第二条战线。

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牵挂家国、慷慨解囊，充分体现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无私情怀，他们的大爱善举，令人感佩动容！

林龙安、许健康等港澳知名人士积极助力抗击疫情

港澳地区当前也是处于防控

疫情的关键时期， 在港澳的厦籍

社团领袖积极投入抗疫的同时，

仍然心系内地同胞， 多渠道捐资

筹物驰援内地， 充分体现出港澳

同胞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

“越是在非常时期，越要体现

自身价值”，香港厦门联谊总会永

远荣誉会长林龙安表示， 他率领

企业旗下公益基金会专门设立

1500 万元的抗击疫情专项基金，

陆续捐助湖北省以及福建省、厦

门市， 首批 500 万拨给武汉红十

字会后， 又捐赠厦门红十字会

2240 个美国产医用 N95 口罩和

医用防护衣 1000 套， 林龙安亲

自部署企业工作人员对接报关

与运输，至 2 月 4 日物资从美国

运抵福州海关，并连夜清关运回

厦门。 林龙安全程关注物资物流

进展情况，确保第一时间移交给

厦门市红十字会。 他还协调动用

一切可能的资源，在国际市场打

听急需防护物资采购渠道，随时

准备再次采买物资支援内地抗

疫。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理事长杨

毅融率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及时研

究部署，迅速行动，于 2 月 2 日连

夜拟定《捐赠物资支持厦门防控疫

情倡议书》，2 月 3 日一早盖章发

出，在会员中进行广泛发动。 杨毅

融理事长和该会多位老会长沟通，

群策群力，共同找寻货源，为厦门

打赢疫情防控战尽一份心力。 他联

络协助澳洲友人昌鸿采购捐赠医

用口罩， 支援武汉和厦门防控工

作。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创会会长

许健康捐款 2000 万港币，通过澳

门中联办转拨支持湖北省抗击疫

情工作。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会长

苏建华、 理事长高美燕积极号召

会员捐款捐物， 捐赠上万外科口

罩给湖北武汉、福建闽侯等地，还

亲手将一批应急防控物资送到珠

海横琴新区管委会。

王泉成：排除万难也要把紧缺物资送回祖国

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成在

2 月 3 日新加坡停飞中国航班之

前就筹集大批物资运抵厦门。 厦

门发出吁请书后, 他是第一个提

供有价值货源信息的海外侨

领。 他主动发挥人脉资源广的

优势 ，分别联系越南、俄罗斯、

迪拜、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

货源。 2 月 5 日在迪拜找到货源

型号价格均符合医用采购标准，

但是国内付款较迟缓的情况下，

他动员身边的新加坡企业家出

资 30 多万元买下紧缺的 2600

套防护服捐赠给厦门，并克服货

运、手续办理等各种困难 ，发动

迪拜当地侨领协助， 确保物资

送上飞往北京再转厦门的飞

机。

王泉成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

数百条微信， 两个手机轮流用，从

早上忙到半夜，有时连吃饭都顾不

上。 他说，有时为了动员企业家购

买捐赠，他陪着喝酒到深夜。 此次

疫情发生以来， 新加坡华侨华人

非常关注， 针对国内医用物资紧

缺情况， 整个华源会几百人都动

员起来，筹措防护服、医用口罩、

护目镜等各种急需物资。 正逢过

年期间， 平时可以用支票支付的

现在需要现金购买， 于是有人到

银行取现金，有人到仓库取物资，

“整整忙了一个多星期，像打仗一

样。 ”

而且， 运送这些物资还存在

通关和航班等问题， 王泉成再三

表示“排除万难也要把紧缺物资

送回祖国”。 厦门海关、外代、口岸

办、厦航等单位特事特办，简化通

关手续， 使他捐赠厦门、 南安各

500 套防护服及各 2000 个 N95

口罩得以运抵厦门并顺利通关。

还有这 2600 套饱含王泉成的热

血与汗水的防护服，历经曲折，也

从迪拜经北京再运抵厦门， 为厦

门的防疫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的支

持。

南非李新铸积极寻找抗疫货源并包机运送

从南非到厦门， 要跨越

印度洋、太平洋，平日里，这

已是一段令人疲惫的飞行旅

程。而在新冠病毒肺炎爆发，

多国多家航空公司取消往来

中国的航班的特殊时期里，

如果是旅客，需要中转 2次，

飞行时间最短也要超过 24

个小时。 但在 2月 17日，一

批紧缺的防抗疫情物资乘坐

包机，开启前往中国的旅程，

穿云追日，终抵上海，并将转

运厦门。

采购到这批物资已是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 更繁琐的

是办妥各种证件。 而难上加

难的是如何将它们送到迫切

等待的亲人手中。 做到这一

切的是位福建侨领———南部

非洲中华福建同乡总会创会

会长、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名誉会长、 南非警民

合作中心主任李新铸。

1月 25日，获知福建家

乡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行动中紧缺口罩、防

护服、应急服、护目镜、消毒

液等医用防护物资后， 李新

铸及时通报： 南非可以提供

口罩等货源。李新铸协助福建

省商务厅采购了 20万个医生

专用口罩，他自己还购买 600

多套防护服送回福建。

疫情日渐严峻， 物资告

急，厦门市决定请人脉广、有

实力、 热心肠的海外侨领在

全球代为采购。 李新铸接到

电话，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

并马上行动。几经周折，他找

到了 2200 套可重复使用的

防护服。

2月 4日，微信“南非李

会长采购群”建立，厦门市委

统战部、第一医院、商务局、

卫健委等有关人员第一时间

与李新铸进行沟通。 经过紧

急确认，厦门

市当即决定

委托李新铸

买下这 2200

套防护服。

2 月 5

日，李新铸又

报告找到 1.2

万套一次性

防护服。 此时已是北京时间

深夜 11点多。他同时还报告

找到了一批口罩货源。

2月 6日，经确认，这批

口罩是民用的。 李新铸转头

又继续寻找医用口罩。

2月 7日， 由于忙着前

几批物资的发货运货， 没有

时间去付款，李新铸得知，其

中有 4000 套防护服已被别

人加价抢购了。“这样可不

行！ ”他当机立断，自己垫资

把剩下的 8350套先买下。而

此时， 市委统战部也已找到

热心人士愿意认捐这批一次

性防护服。

货物是买到了， 但运输

又成了大问题。 国航班机排

不上队， 其它航班从香港转

厦门，运费昂贵。人脉广的李

新铸打听到福建可能有包

机，等了几天未能等到，又打

听到浙江省有专机运送物资

至杭州，他马上联系。遗憾的

是，最后还是没能实现。

2200 套可重复使用的

防护服、8350套一次性防护

服早早就打包好， 堆在仓库

里。李新铸望着它们，想着国

内的疫情，心急如焚。他连续

几天泡在中国驻南非大使馆

里，与有关方面交涉协调。当

时运输问题有三个解决方

案，一是包机，但需等货物筹

满； 二是卡塔尓飞机帮助运

载但需经过多哈， 中途岀货

再续飞； 三是雇人携货走国

泰航空经香港直飞厦门。 李

新铸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可

是票买好了却被国泰航空拒

载……

怎么办？不能再等了。以

当前各国对防疫物资的严格

控制政策来看， 再拖下去可

能会运不岀来。 无法安睡的

李新铸在南非时间早上 6点

多发回了信息：“运费不够我

也可以出一些， 一定要把货

运到厦门！ ”

又是一番千辛万苦的协

调，终于确定于当地时间 2月

17 日凌晨 2:30 包机从约翰

内斯堡出发， 北京时间 2月

18日下午 2点多抵达上海。

采购和运输这些物资，

需要提供数量、型号、检测报

告、产品注册证书、样品、报

关函件、 捐赠书等各种证明

材料，手续非常繁琐。从抢购

到运送， 这过程的艰辛、困

难、焦虑、委屈，难以言表、令

人动容！ 不仅仅是增加的包

机运费， 还有货物运至机场

却没法出发又拉回来的运费

等， 李新铸都没有向厦门市

提出，而是默默承担。

如果不是桑梓情深，如

果不是报国心切， 谁愿意放

下自己的生意，劳心劳力，捐

款捐物？ 而像李新铸这样的

侨胞， 还有千千万万……来

自海外乡亲的爱心暖意，必

将加快寒冰的消融， 加快春

天的脚步！

澳洲陈壬：3.2万件防护服第一时间送往武汉

“新年吉祥！ 厦门的情况

怎样？ 好令人担心啊！ ”1月

26日，正月初二，厦门市委统

战部海外处处长陈建明收到

了来自澳大利亚厦门大学校

友会会长陈壬的越洋微信，新

年的祝福里夹杂着浓浓的担

忧与关切。更令人感动和欣喜

的是， 陈壬说经过努力有 3.2

万套防护服已经通过南方航

空公司运回了武汉。这可算得

上是最早一批的捐助物资了，

真是及时雨啊。但是这次捐助

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海外侨胞的心与祖（籍）

国一起跳动， 他们密切关注

国内动向， 澳大利亚的厦门

乡亲首先想到，防抗疫情，医

用物资最需要。 他们立即行

动起来，寻找货源。好消息传

来了， 厦大校友蒋静安是做

医用防护服进口澳洲业务

的， 她正好有 3个货柜的防

护服在中国，可以捐出。遗憾

的是，经过沟通，发现防护服

标准不符合国内的规定，无

法使用。蒋静安再次查找，惊

喜地发现已运到澳洲的另一

批防护服符合要求， 但只有

10个托盘、3.2万件的库存。

他们又得知澳洲中医协会已

经要走了其中的 4 个托盘。

因为货源是厦大校友提供

的， 他们决定就以澳大利亚

厦门商会暨联谊会和澳大利

亚厦门大学校友会的名义捐

出剩余 6个托盘的防护服。

此时， 陈壬接到了武汉

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会长的

电话， 说大家都捐了钱筹了

款，可就是找不到货源，非常

着急。 还有武汉大学校友企

业家联谊会澳新分会、 武汉

大学新西兰校友会、 武汉大

学英国校友会也是如此。

同时， 还存在另一个困

难：如何进入中国？群策群力

之下， 武汉大学澳大利亚校

友会找到了途径： 南航表示

愿意支持。“只要能进武汉，

谁捐都一样， 能够第一时间

进入武汉，最好不过”。 陈壬

和校友们决定， 这批防护服

就由几所校友会共同捐赠，

第一时间进入中国， 直接送

往武汉的医院。

“校友们都说不需要留

名， 惟愿我们的祖国早日度

过这个难关。 ”陈壬还告诉记

者， 现在整个澳大利亚都很

难寻觅到所需货源。 她找到

了一些隔离服， 已用澳大利

亚厦门商会暨联谊会的名义

捐 1 万件给厦门， 个人捐

5000件给家乡漳州。

陈壬说：“在这场疫情

中， 不管海外华侨华人还是

在国内的每一个中国人，都

在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只是

尽自己所能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