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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人社团侨领伸援手

助留学生解决生活就医等困难
在 2019-2020 学年，约有 40 万中国留学

生在美国学习。新冠肺炎疫情今年 3 月在美

国多处暴发后，远在中国的留学生家长更是

夜不能寐，心急如焚。许多美国华人社团和侨

领纷纷伸出援手，帮助留学生解决生活、看病

和办理身份等问题，让家长们放下心来。

美东安徽文教交流协会会长陈梅律师说，

许多家长非常关心美国的疫情新闻，主要是担

心孩子在美国遭受歧视，被殴打、被感染，导致

生命危险。因此，她主要是向家长们介绍美国疫

情情况，提供信息，安定他们的情绪，给孩子提

供咨询，帮助他们找人。新泽西华商虞中仁动员

20多位朋友成立一个“志愿援助群”，敞开家门，

为40多位留学生提供免费吃住；美东辽宁同乡

会则先是为留学生提供网络电商信息，让他们

能买到蔬菜，后是为他们寻找律师与义工，帮助

转换签证。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巴西华人协会
向侨胞发放抗疫物资
近期，巴西卫生部公布的每日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人数都较多，巴西政府也开始着手

恢复经济，很多华侨华人开始复工。

为了做好特殊时期的防疫抗疫工作，巴

西华人协会分别于 7 月 9 日、10 日和 13 日，

在巴西中国商会会馆向侨胞们发放了抗疫物

资，包括 400 份甘草茶饮和 1000 份口罩。

据了解，发放甘草茶饮和口罩的通知发

出后，侨胞们十分欢迎。大家通过工作人员进

行联系，登记名额很快就报满了。

此外，本次发放活动中，巴西华人协会还

通过相关侨团或人士，向确诊的侨胞发放了

“连花清瘟颗粒”。 （据南美侨报网报道）

驻多哥使馆

向旅多华侨华人发放“健康包”
近日，驻多哥大使巢卫东向旅多华侨华

人代表发放健康包，助力旅多华侨华人更好

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巢卫东大使表示，驻多哥使馆时刻牵挂我

在多侨胞的健康安全，充分理解侨胞们在工作

生活中面临的具体困难，使馆将全力以赴协助

我在多侨胞共同渡过疫情危机。巢大使充分肯

定了旅多华侨华人联合会在疫情期间为帮助侨

胞解决实际困难所做的工作，并叮嘱大家切勿

放松警惕，务必继续做好防护抗击疫情。

旅多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蒋宏卫感谢祖国

和使馆对华侨华人的关怀和帮助，表示自疫情发生

以来，使馆高度关心在多华侨华人的疫情防护情况

和生产生活状况，是在多侨胞们的坚强后盾，华联会

将尽快把健康包送至侨胞手中。（据中国侨网报道）

哥斯达黎加华侨华人

与当地社会携手抗疫
新冠疫情在哥斯达黎加爆发以来，当地华

侨华人以及侨团积极行动，助力当地抗击疫情。

前不久，哥斯达黎加华侨华人华裔协会（哥华协

会）向当地的墨西哥医院交付一批广东省中山市

捐赠的抗疫物资，包括外科口罩、防护服、红外额温

计等，含运费在内这批物资价值约50万美元。

墨西哥医院是哥社保体系内规模最大、医

疗水平最高的公立医院之一，也是新冠肺炎患

者定点收治医院。忙碌在抗疫前线的墨西哥医

院副院长胡安·乌加尔德说，哥华协会捐赠的这

批防护物资对医院来说是雪中送炭，“对医院和

我们整个国家继续抗击疫情都意义重大”。

据哥中友好协会会长邓煦平介绍，最近数

月来，他们联合哥华协会，先后将四川省眉山

市、川促会捐赠给这两个协会的两批共 6万多

件口罩、防护衣和体温计等防疫用品悉数转捐

给最急需防护品的圣卡洛斯市政府和墨西哥医

院，并将中山市捐赠给两个协会的两批 20多万

件抗疫用品及时转捐给墨西哥医院、机场以及

哥公安部和司法部等。 （据新华社报道）

当地时间 7 月 9 日，中国

国家能源集团向希腊能源监

管局、希腊配电网络运营有

限公司、阿提卡天然气分配

有限公司、纳克索斯综合医

院、约阿尼那大学附属医

院、亚里山德鲁波利斯市医

院、塔斯洛丽亚医院以及吉

尔吉斯小学捐赠口罩、医用

手套和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以及电脑等电子设备，以支

持希腊继续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

中国驻希腊使馆政务参

赞王强、希腊能源监管局副

局长戈齐亚斯、希腊能监局

公共关系司司长帕帕克里斯

托、阿提卡天然气分配公司

总裁皮埃罗斯·查齐亚尼、希

腊配电网络运营公司代表史

达迪斯、科佩鲁佐斯集团新

能源业务总监卡蒂亚斯、国

家能源集团欧洲新能源公司

总经理李早及有关人员出席

捐赠仪式。

中国驻希腊使馆政务参

赞王强表示，中国和希腊是

真挚的朋友，在 2020 年初中

国发生疫情时，不少希腊朋

友支持中国抗击疫情，而希

腊出现疫情后，中国政府、

中资企业、华侨华人也纷

纷向希腊捐赠大量防疫物

资。他说，在目前希腊输入

新冠病例增多的情况下，国

家能源集团克服采购、物流

等种种障碍，不远万里地把

大量防疫物资运送到希腊，

为希腊防疫工作带来实际

帮助。

王强说，在中希关系蓬

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希

中资企业致力于深化两国各

领域合作，不仅丰富了中希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也

为推动希腊社会经济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日前，马来西亚武吉波浪合作花园夜市恢复

营业，约 80 档小贩重回生意轨道。

合作花园夜市有逾 30 年历史，是武吉波浪

最大的华人夜市，日前获得汉都亚再也市议会批

准，交由武吉波浪乡委会(JPKK)管理，疫情时期

需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SOP 经营。

开业首日，该乡委会主席黄允禄、行动党爱

极乐州议员郭子毅及前乡理会成员，到场关心夜

市运作情况，并与小贩交流，市议会也安排执法

官员到场巡视，确保 SOP 流程的进行。

（据马来西亚星洲网报道）

原本在多伦多中区华埠

看似不太受欢迎的露天就餐

区，在一间餐厅开设露天就

餐区出现客似云来的情况

下，现今鼓励了华埠内其他

餐馆纷纷向市政府提出申请

许可证。

自从多伦多市政府在 6

月初宣布推出 CafeTO 计划

以来，由7月 1日开始，让餐馆

可以在人行道、慢线和停车场

开露天就餐区，已有 700 间餐

馆申请开设露天就餐区。目前

有550间已获得批准。

7 月 12 日起，城市内多

处街道的慢线 (curb lanes)将

被关闭，装置工作会在未来

几周持续。城市工作人员会

继续与当地商业促进区合

作，加快餐馆注册的安装工

作。到目前为止，市内已经有

47 条慢线会被关闭，支持 73

家餐馆的露天就餐区空间。

（据加拿大《明报》报道）

获多位侨领支持
2016 年当选的佛利蒙市

长高叙加(Lily Mei)，四年的市

长任期即将届满，2020 年底

面临重选。高叙加 7月 13 日

举行竞选起跑，因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关系，转为

网络线上举行；许多小区领

袖都上线支持，并捐款支

持。

高叙加是中国移民的第

二代，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她

从学区委员开启小区服务之

路，后来顺利进军市议会，曾

任佛利蒙副市长；2016 年高

叙加参加市长选举当选，击

败当时的市长哈里森 (Bill

Harrison)。佛利蒙是北加州的

第四大城市，而高叙加也是

佛利蒙建市数十年以来的首

位女性市长，同时是佛利蒙

首位华裔市长。

佛利蒙市议员邵阳，赵

炽强 (Herbert Chiu)、刘海云

(Charles Liu)等多位侨领都上

线支持高叙加，肯定高叙加

多年来的小区参与，以及为

市民发声的努力。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飂堂仙境垂，威德献忠

孝”，马来西亚雪隆廖氏公会

在仙境古城内的祠堂街，成

立马来西亚廖氏宗祠，让廖

氏宗亲文化世代传承。“飂”

是古廖字，有传播之意，这里

表示继承；“垂”是指流传、记

载的意思，这里表示奠定；

“威”和“德”，等同于声势显

赫和品行道德；“忠孝”更表

示忠于祖训，孝顺父母。

仙境集团董事经理许国

栋指出，为了让马来西亚国

内各籍贯的华团组织，传承

和发扬孝亲敬老的中华文化

精神，仙境集团在其 53 英亩

的仙境古城计划内，打造了

宗祠街，让华裔后代能齐聚

追思和缅怀先人。

许国栋说，“我们的祖先

都是从中国南下到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

祖先当初来到大马，就很积

极保存我们的中华文化和母

语教育。”

“我们能用母语来交谈，

不是必然的，是靠祖先努力

和争取，我们才会有今天的

母语教育。”他说。至于会馆

当初成立，主要是因为担心

同乡到马来西亚无依无靠，

因此，会馆成为将他们凝聚

在一起的平台。

许国栋表示，会馆的成立

是为了替他们谋福利，帮助

会员等；“到第三代和第四

代，年轻一辈对会馆越来越

不重视，恐怕导致会馆被‘边

缘化’，到不久的未来，可能

被淘汰。”他指出，现在的年

轻人对会馆的不重视，会馆

应该感到担忧，甚至应该想

办法，改变他们对会馆的看

法。他希望马来西亚廖氏宗

祠成立后，能让廖氏宗亲文

化世代传承，留住华人的根，

并让年轻人发扬传承精神。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

日前，随着沙巴州政府允

许中国技术专才和人员入境

沙巴，首批逾百名持有工作

准证的中国员工，最快能在 7

月 20 日返回沙巴工作。

他们之前都拥有有效的

工作许可，但因在农历新年

返回中国后，受到疫情影响，

迟迟未能返回沙巴工作。

此外，还有 3 间中国公

司于去年 4月至 6月间，向沙

巴州首长署提交 510 名中国

技工额度的申请，但经过 1

年仍未获得批准。

日前，首长署助理部长

黄仕平接见受影响公司，并

把由沙巴中国总商会会长刘

顺泰代表 9 家公司提呈的备

忘录转交首长，此事在当天

已获圆满解决。

刘顺泰表示，州政府在

数小时内解决困扰受影响公

司已久的中国员工入境问

题，有极高的办事效率。他相

信，在这些技术人员返回沙

巴并投入工作后，将能协助

加快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到

影响的建筑及基建工程的进

度，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沙巴

的经济发展。

黄仕平说，新冠肺炎疫

情已影响了沙巴州的经济发

展，也打乱了州政府进一步

推动经济发展的计划。他表

示，若能协助吸引更多投资

者在沙巴投资，以及让建筑

业等行业加快复工和完工

的速度，沙巴州将能更快走

出经济复苏的道路。他也希

望州政府能关注其他同样

受到疫情影响的行业，特别

是现在已陷入严冬的旅游

业。

（据马来西亚星洲网报道）

马来西亚武吉波浪

最大华人夜市重开

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

鼓励商家申请开露天就餐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