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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王俊霖正在清

点一批口罩，将免费发给在

韩留学生。韩国疫情“红色

预警”期间，他和同事们搭

起一条特殊的防疫物资运

输线。

今年 33 岁的王俊霖是韩

国奋韩网联合创始人，该平台

拥有 260 万注册会员。2月中

旬，韩国疫情暴发，单日峰值

增长近千例，多地陷入“口罩

荒”。官方规定，以出生年份尾

号为准实行口罩“限购”，加入

国民健康保险者每周可买两

只平价口罩。

但王俊霖和同事发现问

题———诸多中国留学生未加

入韩国医保、无法购买平价口

罩。在韩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近 7万人，疫情期间近一半人

在韩国。

如何解决留学生口罩

难？奋韩网于 3 月初发布倡

议，呼吁中国企业在有余力

前提下，向海外留学生捐助

口罩。

倡议很快得到一批爱心

企业响应。王俊霖记得第一个

联系自己的是韵达韩国公司，

不仅免费运送物资，还捐赠 1.

2 万只口罩。

3 月中旬，中国政府向韩

方捐赠的防疫物资陆续抵

达，一份份“健康包”向海外

学子发出。据王俊霖介绍，截

至 6 月初，累计向超过 3 万

人、发放逾 80 万只口罩，其

中自筹近 13 万只、其余均为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健康

包”。

信息采集最耗费精力。

“很多人的电话、地址会填

错。”核对信息、联系国际通关

……忙到深夜是王俊霖的常

态。自 2月起，团队从未休假，

按他所言：“全部精力投入了

抗疫”。

很快，“感谢祖国健康包”

的留言刷屏网络，诸多在韩留

学生、侨胞晒出“健康包”。王

俊霖觉得这些感谢背后是祖

国作后盾，有种踏实的自豪

感。

6 月，韩国疫情态势趋

缓，但聚集性感染频发。“疫情

不结束，免费发口罩就会继

续。”王俊霖说。

“疫情正体现了国际合作

的重要性。”王俊霖认为，中韩

合力抗疫增进了友谊，相信在

很多领域会有新突破。“更加

看好未来中韩经济合作。”他

说。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 6月 5 日，为帮助美

国纽约各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纽约闽籍华侨华人向纽约皇后区

医院捐赠了 2 万个 N95 口罩和

100 支测温枪。

募捐活动总召集人郭良棋表

示，为帮助当地各界抗击疫情，纽

约闽籍侨领特地发动侨、商界代

表捐款捐物，采购各类防疫物资，

捐赠给美国纽约市政府、消防局、

医院等各部门，共同抗击疫情。

美国国会众议员孟昭雯、美国

福建同乡会负责人郑思棋、美国

福建公所主席郑德良、美国英屿

同乡会主席郭增镪、美国福州长

安联谊会主席林晋佑、旅美亭江

中学校友总会主席林开汶、美国

福建同乡会秘书长王孟新、美国

国际艺术联合会主席郑泉财等出

席了捐赠仪式。（据东南网报道）

近日，菲律宾福建总商会联合

菲律宾福建青年联合会向菲律宾

国家调查局（NBI）捐献了 200 包大

米。

据悉，此次捐赠活动是在菲律宾

福建总商会会长、青年联合会创会会

长许扁，菲律宾青年联合会会长、福

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吴永坚的带领

下进行。福建总商会执行常务副会长

吴清泉，妇女组副主任王丽容、委员

刘英英，青年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福

建总商会常务理事蔡连烽，以及常务

理事张志洋、吴肇新、刘少强等也参

加了活动。

两社团负责人均表示，自菲律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两社团成员

就踊跃参与各项抗疫活动，积极协助

菲律宾当地政府做好抗疫工作，与菲

律宾民众携手抗击疫情。他们相信大

家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定能早日战

胜疫情。

（据东南网报道）

6 月 2 日，法国开启解封

第二阶段。根据政府规定，绿

区在遵守卫生规定的前提下，

开放餐馆和酒吧。而巴黎大区

属于唯一的橙色地区，只能开

放餐馆或酒吧的露台。虽然总

统马克龙发推文称，酒吧和餐

馆的重新开放标志着“美好时

光”的回归，但对于大多数亚

洲餐的华人经营者来说，这个

“美好时光”还在路上。因为在

大巴黎地区，很多华人经营自助

餐形式的“wok”餐厅，现在还不

能重开；而在市内的小餐厅，大

多数没有露台，或者是露台位置

很少，也难以营业。尽管如此，华

人餐饮业者还是积极行动起来，

并不坐以待毙，他们通过外卖等

形式开展自救。

疫情阻断了人们外出的脚

步，但是为了保证人们的生

活，政府鼓励外卖继续为公众

服务，之前一些不太受华侨华

人重视的外卖平台开始“火”

起来了。华人外卖平台“方圆

食里”的合伙人李英峰表示，

仅在疫情禁足期间，平台的业

务量就达 2019 年全年营业量

43%。现在一跃成为巴黎最大

的美食外卖平台，上线餐厅已

达到 300 多家。

目前，法国的疫情向好，但

仍然存在很大风险。因此，如何

在后疫情时代逐步重启中餐业，

有很多新的工作要做。希望华侨

华人秉持开放的态度，找到适合

自己的发展方式，重启这一受灾

最严重、却又是华人经营的最重

要的行业。

（据中国侨网报道）

纽约闽籍华侨华人向皇后区中心医院捐赠医疗物资

菲律宾福建社团向菲律宾国家调查局捐赠抗疫生活物资

6 月 5 日，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下简称“联会”）在香港北角的联

会总部与分布在全港各处的 20 个

分会和乡会联动，举行“百万闽籍

乡亲撑涉港国安立法宣誓大会”，

动员全港 120 万闽籍乡亲全力支

持涉港国安立法。联会主要负责

人，各分会、乡会、妇女、青年代

表在会上就推动在港百万乡亲坚

决支持涉港国安立法作出积极表

态。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换

炎，荣誉主席吴良好、林广兆、林

树哲，荣誉顾问周安达源、施子清、

卢文端、林铭森、陈金烈等出席宣

誓大会。全国人大代表王庭聪、陈

亨利、洪为民、颜宝铃、吴秋北、陈

勇、蔡毅及全国政协委员施清流、

蔡黄玲玲、刘与量等到现场支持。

在宣誓大会上，联会各位负责

人联同全场人士共同宣读撑涉港

国安立法宣言，众人振臂高呼，齐

心坚定，气氛高涨。大家坚信涉港

国安立法的实施，必定能为香港的

长治久安注入信心和动力，香港将

保持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据东南网报道）

阿根廷侨界抗疫委员会

向布市捐防疫物资
6 月 5 日，阿根廷侨界抗疫委

员会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

(以下简称“布市”)防疫物资捐赠

仪式在市政厅举行。阿根廷侨界

抗疫委员会成员，阿根廷洪门协

会尤震会长代表阿根廷侨界抗疫

委员会向布市政府捐赠了 FFP2

口罩 1000 个 、三层医用口罩

30000 个、凝胶酒精 50 箱及防护

面罩等总计 220 多万阿币的各类

防疫物资。

布市公共发展部长 Gustavo

Gesualdo 先生在捐赠仪式上表示，

布市政府十分感谢华人社团、华商

和华人社会在此次抗疫工作中给

予的无私奉献和支持。布市将会把

华社的爱心物资发放给急需的家

庭和单位，在隔离期间会更好维护

华人社区及企业的安全，与华人社

会共同携手抗疫。

（据阿根廷华人网报道）

西班牙加那利华人工商

联合总会向西班牙各界

捐赠防疫物资
据西班牙加那利华人工商联

合总会（下简称“华商总会”）消

息，近日，为助力西班牙民众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在该会主席李乾

东的倡议下，华商总会核心骨干

人员共同向西班牙兰萨罗特岛多

地市政府，以及西班牙国家警察

局、卫生局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

该批物资含一次性医用口罩 3000

个、kn95 口罩 1000 个、1 升装消毒

洗手液 276 瓶、500 毫升装消毒洗

手液 372 瓶、200 毫升装消毒洗手

液 48 瓶。

李乾东表示，华商总会成员秉

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

念，希望能以自身微薄之力与西班

牙民众同舟共济、共同抗疫，争取

早日取得抗疫胜利。华商总会还将

继续向西班牙各级政府和医院、警

察局等部门捐赠防疫物资与医疗

设备，为西班牙抗疫持续奉献力

量。 （据东南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