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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法

国蔓延。截至法国当地时间 3月

10 日下午 3 点，法国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数已经攀升至 1784

人，其中新增 372 人，死亡 33

人。面对日趋严重的疫情形势，

法国华侨华人从容应对。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于 2 月

2 日和 3 月 4 日，先后在大使馆

网站上发布了“中国驻法国大使

馆关于务必警惕新型冠状病毒

扩散的提醒”和“驻法国使馆提

醒在法中国公民加强疫情防范”

两则消息，敦促法国华侨华人做

好疫情防范工作。

法国华侨华人各个社团纷

纷取消了春节庆祝活动，三八妇

女节庆祝活动等，更有多个社团

将换届就职会庆祝活动延后。

各个社团侨领加强了与会

员之间的“微互动”，通过微信群

不断敦促协会成员加强防范意

识，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法国中法友谊互助协会会

长姜学峰介绍说：“新冠肺炎

疫情已经席卷欧洲，我们法国

中法友谊互助协会在宣传防疫

要点的同时，也将国内和旅居

国当地的相关政策及时告知协

会成员和其他侨胞。而且，我

们也提醒从中国内地返回法国

的侨胞，主动自我隔离 14 天，

及时了解协会成员的信息，加

强自我防范意识，并通过视频

与隔离期间的成员进行沟通，

了解大家的需求。抗击疫情，

从自身做起。”

随着中国有效控制了新冠

肺炎疫情的发展，法国华侨华人

对佩戴口罩，勤洗手等日常措施

更加重视。法国华侨华人社团更

是想方设法为协会成员发放口

罩，洗手液等防护用品。

法国青田同乡会会长叶旭

群介绍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法国青田同乡会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加强法国和欧洲青田侨胞

之间的联系，帮助大家及时了解

疫情动态，做好防疫知识宣传。

我们在同乡微信群中，反复敦促

大家注意防疫事项，勤洗手，出

门尽量佩戴口罩，少去人多地

方，减少聚餐活动等等。希望早

日战胜疫情，春回大地。

法国华人进出口商会会长

黄晓杰告诉记者：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法国华人进出口

商会就积极组织捐赠支持中国

抗击疫情。同时，商会也为每

一个协会成员发放了口罩，手

套，消毒液等。希望大家在这

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取得胜

利。

（据《欧洲时报》报道）

齐心战疫意大利华社

向当地民众和医疗
机构捐物资

自意大利暴发新冠肺炎疫情

以来，医疗防护用品价格明显上

升。近期，旅意华社纷纷行动起来，

向当地社会捐资捐物。

近日，意大利中文学校联合总

会，将意大利各中文学校共同筹集

的防疫物资捐给Niguarda 医院。

3 月 8 日早，意大利巴勒莫

(Palermo) 侨团在地处林肯大道的

商会办公室，向当地民众免费发放

5000 个口罩。

意大利曼托瓦省 (Mantova)一

家华人超市也向当地医疗机构捐

赠了口罩和手套。

一位意大利侨胞特地致电询

问，如何把家里的暖风机捐给在帐

篷内 24 小时值守的医护人员。

华社的温暖和热忱赢得了意

大利民众的赞赏。不仅如此，华人

自觉隔离、关店等防疫措施也逐渐

被意大利人所理解，普拉托市长对

当地华社所表现出来的公民意识

予以极高的肯定，赞扬华人面对疫

情时的谨慎和自律。

（据中新网报道）

西班牙马拉加华商为

当地民众免费提供

口罩和消毒液
近日，西班牙出现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当地民众对口罩和消毒液

的需求增加，马拉加 Nerja 和

Estepona 的很多华商决定为需要口

罩的当地民众免费赠送口罩和消

毒液。

西班牙马拉加一位华商表示，

当地口罩脱销，部分华商正好有一

些存货，于是他们决定将一部分口

罩赠送给当地市民。

在一家口罩领取点的入口，摆

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英语和西班

牙语写着：“为有需要的客户提供

免费口罩”。此外，一些华商也提供

消毒液。

据悉，当有顾客要口罩时，店

内的员工会先让对方完成一份问

卷调查，以确保他们确实需要这些

物资。 （据西班牙欧华网报道）

罗马尼亚实行旅行限制

中使馆提醒侨胞

关注疫情信息
3 月 9 日，罗马尼亚内务部发

布公报，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实

行旅行限制。

公报表示，自 3 月 9 日 12 时

起，航空公司有义务不允许从意大

利、中国、伊朗、韩国(包括在上述

四国转机) 来罗的外国乘客登机；

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从意大利、中

国、伊朗、韩国来罗的外国公民将

个案处理，只有在满足进行医学隔

离或居家隔离的条件下方可被允

许入境。详细内容请查看罗内务部

网站。

鉴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请广

大旅罗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中方人

员、留学生等务必密切关注疫情，

增强风险意识，加强自我防护，尽

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和旅行。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3月 6日，美东

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下简称“总

会”)主席梁冠军捐赠 100 万元

人民币，作为抗击新冠病毒疫

情专项基金，并委托中国驻纽

约总领事馆转交国内相关部

门。此前，梁冠军与总会荣誉

总顾问邵连武、朱三东三人已

捐赠了 10 万个 N95 口罩支援

祖国抗击疫情。

“虽然我们身在海外，但

我们的根在中国，心在中国。

当祖国遭受灾难的时候，救

灾纾难我们海外侨胞从不会

缺席。”他说，总会曾在 1 月

22 日就发起“抗击疫情 支援

祖国”募捐活动，并向下属各

侨团发出倡议：全部行动起

来！得到了各侨团的积极响

应，各侨团纷纷捐款捐物，以

实际行动支援祖国家乡抗击

疫情。

他表示，当前祖国的疫情

有所缓解，但防控任务还很艰

巨，包括应对国内防控漏洞和

境外疫情输入等，要做持久战

的准备，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共渡难

关，取得抗疫的最后胜利。

（据东南网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纽约蔓

延，当地时间 3 月 9 日，纽约布

鲁克林华裔社区多个组织召

开会议，决定成立社区防疫义

工互助自卫中心，与布鲁克林

亚裔民安队合作加强社区巡

逻、宣传防疫知识以及保护易

感染高危人群。

数十个社区组织代表日前

研商如何因应新冠肺炎疫情，最

后决定成立社区防疫义工互助

自卫中心，进一步确保民众安

全；虽然布鲁克林华社至今未出

现疫情引发的仇恨暴力案件，但

是该自卫中心将与民安队合作，

加强社区巡逻以免暴力事件发

生。

此外，会议上代表还达成五

点共识，各组织团结一致做好防

疫卫生宣传工作、引导侨胞做好

自我保护、呼吁民众准备需要的

生活用品与急救药物、防疫医疗

用品、勤洗手、尽量避免接触人

群等。

代表们还呼吁民众在非常

时期不造谣、不传言，传递正

能量信息、消除恐慌，减少因

文化差异造成的种族冲突，以

及通过社区平台为侨胞提供

帮助。

参加会议的组织包括布鲁

克林区长办公室、州众议员寇

顿(William Colton)办公室、布

鲁克林 8 大道社区联合会、布

鲁克林亚裔民安队、纽约台山

乡亲会、美国冲蒌同乡总会、

美东广海同乡总会、美国都斛

同乡会、美国斗山同乡会、台

山白沙同乡会、台山总商会、

纽约台山联谊会、纽约成务校

友会等。

民安队队长柳宝枝表示，成

立防疫义工互助自卫中心是很

好的未雨绸缪，尤其是现在无法

预测疫情的发展，必要时可以和

民安队一起展开行动；台山乡亲

会负责人陈志良指出，各个社区

组织代表将来定期举行会议，商

讨社区防疫问题，希望有更多民

众加入义工队，为维护社区安全

作出贡献。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

界蔓延，部分国家疫情加剧。随

着海外确诊人数急速上升，非洲

大陆的形势也变得十分严峻。

赞比亚公共卫生基础较为

薄弱，面临的输入性风险也越来

越大。在中国国内疫情暴发之初

期，中国第 21 批援赞医疗队在

驻赞使馆领导下，配合制定了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可疑病例和疑

似病例报告、评估和处理方案》、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国内回赞

/来赞人员居家医学观察方案》

等疫情防控方案，向华人同胞发

放了《中国援赞第 21 批医疗队

医疗建议书》，指导华人同胞科

学防控，配合使馆承担中国返赞

人员排查、可疑病人医学筛查、

评估和医学指导工作。

赞比亚华侨华人总会执行

会长吴明呼吁在赞华侨华人遵

守驻赞使馆的防疫工作要求，理

解、支持、配合驻赞使馆和医疗

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返赞华人

在到赞 14 日内自觉做好自我隔

离观察，努力把疫情挡在赞比亚

之外。在赞华侨华人应密切关注

世卫组织和驻赞比亚使馆发布

的相关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广

泛转发疫情防控科学知识，科学

理性地防控疫情，如有任何疑问

和健康问题，应第一时间跟使馆

和医疗队沟通，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据中国侨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