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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厦门大学校团委组织厦大青年

主动出列、接受考验，组建 8

支、312 人组成的“疫情防控青

年突击队”和 48 支、994 人组成

的“疫情防控青年突击预备

队”，以多种形式投身疫情防控

阻击战，当好疫情防控的战斗

员、宣传员和保障员。

疫情发生后，厦门大学校

团委网格化对接联系全体湖北

籍团员青年，第一时间送去团

组织的关心和问候，并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同时，厦门大学

校团委组织各基层团组织、学

生社团开展 160 余场次线上主

题活动，让团员青年的“宅家”

生活更充实、更富有品质。春季

学期“在线”课堂开课后，厦门

大学校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

围绕网络教学，面向 5000 余名

青年学生开展线上教学体验调

研并反馈给教学管理部门，为

线上教学提供参考和建议，为

同学线上学习提供帮助和保

障。

结合专业所长，厦门大学

学子通过参与科研、捐款捐物、

宣传防疫等方式贡献力量。该

校团委组建“手拉手”志愿服务

平台，义务为学校附属医院的

医护人员子女开展云辅导，为

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学业辅导、

心理陪伴、防疫科普等线上“多

对一”志愿服务。据了解，共有

200 名青年志愿者投身志愿服

务工作，完成志愿者与“小学员”

配对 196 对，累计服务 956 人

次，服务总时长超过1500小时。

据悉，团中央发布“返乡大

学生团员们，请到社区（村）报

到”动员后，厦门大学团委便快

速向学校返乡青年学生吹响集

结号。截至目前，已有近 4000

名厦大团员青年向所在社区

（村）报到，参与到村口巡逻、人

员排查、应急值守、消毒清洁、

物资发放等工作。

2月 6日，首批海外华侨捐

赠的防控医疗物资———5000

个医用 KF94 口罩运抵集美区。

这是厦门理工学院海归博士崔

建峰负责联系在韩国采购和运

输，由海外华侨和香港集美校

友会共同出资捐赠的防疫医疗

物资。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

以来，全校师生上下一心、全力

以赴防控疫情，校侨联认真落

实校党委的防控部署，迅速行

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组

织侨联、留联会成员通过各种

形式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

献力量。针对防控医疗物资紧

缺的情况，作为集美区政协委

员的海归博士崔建峰通过韩国

友人，主动联系韩国口罩厂商，

协助集美区侨联争分夺秒联系

香港和加拿大集美校友会，从

韩国成功购买了 5000 个医用

口罩捐赠给集美区，第一时间

助力厦门疫情防控工作。

厦门理工学院侨联、留联

会的其他老师也纷纷通过各自

渠道，分头多方联系海内外的

医疗供应厂商。经管学院留日

博士熊境鸿老师设法联系并提

供了体温计、测温门相关生产

企业讯息。身处日本的孙胜强

老师积极联系并提供了可反复

使用、病毒拦截率高达 99.77%

的日本 FSC F-99 型号口罩的

购买渠道。校侨联秘书长姚晓

斌老师积极协助市侨联购买海

外口罩、体温计等防护用品，已

经连续奔忙了多日。目前，学校

侨联正在积极协助有关部门采

购一批日本口罩，争取能早日

落实运回国内。

此外，校侨联副主席、环工

学院朱木兰老师在疫情爆发初

期第一时间所撰写的关于建议

疫情严重城市统一征用空置宾

馆的建言，经《福建省侨联侨情

专报》报送，获《中国侨联侨情

专报》采用；校侨联还积极组织

成员向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厦门红十字会、新型冠状病毒

防控专项基金等捐款。大家表

示，防控疫情，人人有责，作为

厦门理工学院的一员，能够为

厦门疫情防控出一份力，是应

尽的义务，更是义不容辞的责

任。

集美大学外国专家和

学生作词的抗疫歌曲

“Stand Strong Wuhan”

首发
3 月 3 日，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会邀请，集美大学新加坡籍教师

David Dexter Kong Tat Wai（中文名：

龚达伟）携同海外教育学院学生刘

海若共同作词的抗疫歌曲“Stand

Strong Wuhan”正式首发。

Stand Strong Wuhan （武汉加

油），这是来自世界青年的共同心

声，是各国青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集体演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情况，牵动着世界各国友人的

心。作为曾经中国—东盟青年干部

培训班学员优秀青年代表，David 此

次接受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邀请为

该歌曲填词，向抗疫一线的医护人

员致敬，表达与中国人民团结在一

起、携手同行、共克时艰的决心。

疫情当下，集美大学外籍教师

选择与中国这个“第二故乡”站在

一起，通过信息、图片、视频、标语

等形式支持中国抗击疫情；通过线

上直播的教学形式坚守教学岗位，

并在直播过程中为学生普及防疫

知识；部分在境外的外籍教师还通

过各种途径向学生寄送防疫物资。

“道路或许艰难，我们会很快克服

难关”，正如“Stand Strong Wuhan”

歌中所唱，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同

行，众志成城，以实际行动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一定能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停课不停学”直播

继续提供服务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微信公众

号消息，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携手

合作伙伴开展的《温暖五洲 -庚子

二月“停课不停学”直播课程》已进

行一个月，为海外华校部分解决了

受疫情影响停课带来的教学难题。

由锦灵中文承担的动漫中文

已完成首轮公益课程直播，内容以

成语故事和寓言故事为主。自 2 月

19 日开课以来，每周 8 节直播课，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

70 多所华校近 6500 名学生在线学

习。

直播课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华校

的反馈，大家在服务群里分享学生

作品，互相交流经验。韩国八达小学

的肖松风老师说：“基金会提供的

‘停课不停学’课程内容非常好，学

生们都非常喜欢，天天盼着上课，这

已成了漫长隔离生活中的精神支

柱！”

根据当前疫情蔓延情况，为满

足更多华校学生学习需求，成语故

事和寓言公益直播由原定的 3 月 5

日结课延长至 3 月 15 日，其他内容

直播课程也将继续提供服务。

（据中国侨网报道）

美波士顿牛顿中文学校
办活动为武汉加油
七百人参与

由美国波士顿牛顿中文学校主办

的“为武汉行走”(Walk For Wuhan)活

动近日在牛顿市成功举办，该活动吸

引了该校及其他社区近 700 位热心人

士参加。他们以买票及捐赠的方式慷

慨解囊，奉献爱心。这是牛顿中文学校

继全校教职工捐款后，组织的又一次

公益大行动。

大家的热情超乎想象，除了提前

报名的，还有不少人临时赶来，排起长

队。“我看网上报名人数有差不多 440

人，早已订购并带来 500 件 T 恤衫，

没想到都发光了还不够。”校长胡凤

飞说。

据介绍，2 月 8 日牛顿中文学校

董事会开会后决定启动本次公益活

动，由 6人小组负责筹划和准备，当天

有董事会，校行政和家长会配合，以及

在牛顿市政府和警察局的支援下，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就已经在牛顿市政

厅前广场就位，搭建签名背板、调试音

响、分类注册等有序展开。

下午两点整，“为武汉行走”活动

开幕。由小合唱很快被身穿“武汉加

油”(Be Strong Wuhan) 参加者变成全

场的大合唱。

牛顿市长福乐女士发表讲话，表

达了对中国疫情的关心和对中文社

区的支援。在全场共同喊出“武汉加

油”、“中国加油”后，浩浩荡荡的人流

顺序出发，沿着著名的波士顿马拉松

赛道行走 2英里。

据赛后统计，本次活动共收到购

票及捐赠款总计 7000 余美元。

（据中国侨网报道）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
开设“防疫抗疫小课堂”

由苏伊士运河大学

孔子学院开设的“防疫抗

疫小课堂”3 月 1 日首次

开讲，该校语言学院三年

级和文学院四年级两个

中文班约 80 名师生参

加。

在课堂上，孔院教师

为学生讲解了新冠病毒

传播途径、七项个人防护

措施、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等内容，并从武汉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当

地小区居民管理和物资

调配情况等多个方面介

绍了中国对于抗击疫情

做出的积极努力。在座的

同学认真记录笔记，随后

针对防疫措施与老师进

行交流。课程结束后，同

学们聚在一起，喊出了

“中国加油！”的口号，以

表达对中国的关心和支

持。 （周輖）

柬埔寨留学生制作紫陶艺术作品为中国加油
近日，来自柬埔寨金

边的留学生梁正义在建

水县设计制作题为“抗击

疫情中国必胜”的紫陶艺

术作品，为中国抗击疫情

表达真诚的祝愿。

2016 年起，梁正义开

始就读于云南大学，曾多

次到建水县进行建水紫

陶制作工艺的实践学习。

2020 年 1月，梁正义与导

师和同学们来到建水，利

用假期制作以“一带一

路：中柬文化交流”为主

题的毕业设计。

在此期间，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对疫情发

展十分关心的梁正义开

始萌生了创作“抗击疫

情中国必胜”紫陶器皿

的想法。“我很感谢有这

个机会可以来到中国留

学，中国发生了新冠肺

炎疫情，我就以柬埔寨

留学生的身份表达对中

国早日战胜疫情的衷心

祝福。”

疫情发生后，梁正

义的导师加强了对学生

们的出行管理，梁正义

与同学们便一直在建水

紫陶学习基地里生活和

学习。梁正义制作的《抗

击疫情》紫陶器皿，把柬

埔寨传统装饰纹样应用

到了蕴含中国传统文化

的建水紫陶的设计制作

中。

（据中国侨网报道）

近日，中国华文教育

基金会将蒙古旅蒙华侨

友谊学校、英国杜伦中文

学校、达灵顿中文学校以

及斐济劳托卡中华学校、

哥斯达黎加中哥文化教

育中心和匈牙利金桥汉

语 学 校 的 捐 款 合 计

80354.51 元拨付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

旅蒙华侨友谊学校

和教职工捐款折合人民

币 43130 元，杜伦中文学

校 捐 款 折 合 人 民 币

10249.61 元，达灵顿中文

学校捐款折合人民币

2074 元，劳托卡中华学校

捐款折合人民币 3500

元，中哥文化教育中心的

校董、师生捐款 13783

元，金桥汉语学校捐款折

合人民币 7617.9 元。

按照规定，中国华文

教育基金会通过慈善信

息平台、新闻、公告等形

式，及时向社会发布捐赠

信息，依法依规做到信息

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并委托湖北省侨办

跟踪资金使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