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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战疫故事

李逢梧：

走在菲华抗疫最前沿
□关向东

90 岁的菲律宾中华总商会永

远名誉会长、菲律宾华侨善举总

会行政总裁李逢梧，与他担任董

事长兼行政总裁的 130 岁菲律宾

中华崇仁总医院，五个多月来始

终走在菲华抗疫最前沿。

当下，马尼拉正处于二度“强

化社区隔离”阶段，新冠诊疗水平

是全民关注焦点。崇仁应对疫情

有条不紊，诊疗效果不负众望。

入院治愈率 80%高于全菲。

对新冠患者分类进行检测和治

疗，对住院患者临床侧重于对并

发症的支持性护理。截至 8月 10

日，该院共收治 532 例新冠患者，

有 424 名已治愈出院，总治愈率

80%，高于全菲医疗机构入院治愈

率水平。

检测能力居菲华医院前茅。

自 4 月 21 日通过菲卫生部新冠

肺炎检测实验室标准以来，该院

检测中心每天为 1500 名患者进

行测试，至今累计测试 7 万人次。

8月 15 日，菲华抗疫委启动新一

轮救助机制，菲律宾中华总商会，

以及中华崇仁医院，被列入“核酸

检测组”和“住院治疗组”。

大量投入医护人员，免费救

治感染者。截至 8 月 12 日，该院

已在新冠诊疗一线投入 100 多名

医护人员，向全院 603 名一线医

务人员支付危险津贴。截至 8 月

12 日，有 26 名感染职员，其中包

括 5名住院医师接受了免费住院

治疗。

能够屡屡担当菲华抗疫重任

的崇仁医院创办于 1891 年，坐落

于菲律宾最古老的中国城内，由

成立于 1877 年的“菲律宾华侨善

举总会”举办，是菲华创办的第一

所现代医院。崇仁医院目前是一

个综合全科医院，有 1500 多名医

生，700 张病床，有数台先进的

CT扫描仪、全套血液检测仪器，

其设备在菲律宾医院中名列前

茅。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之

后，李逢梧博士即安排崇仁医院

数度向湖北捐赠防护物资。3月 9

日全菲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

态”。随后菲律宾的防控随疫情不

断调整，全菲医院投入抗疫之中。

90 岁的李逢梧第一时间向中

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表示，崇

仁医院有一支专业的、懂得中英

菲三语的医生队伍，可以为华侨

华人、在菲中国公民提供没有语

言障碍的专业医疗服务；愿意配

合赴菲中国医疗专家组；必要时

可将停车场改造为“方舱医院”服

务菲华同胞。

4月初，赴菲中国医疗专家到

访崇仁医院时，该院已将一幢二

层小楼单独辟为发热门诊；在住

院部辟出两个楼层共 42 张病床，

接纳疑似和确诊病患，已有数位

患者治愈出院。中国专家组考察

后认为，崇仁医院拥有较好的基

础设施和较高水准的医疗团队，

针对新冠疫情所做努力和实际效

果值得肯定。

五个多月的抗疫，崇仁医院

与中国抗疫专家远程连线研究治

疗方案，与中国赴菲医疗专家组

密切配合推广“中国经验”，数度

增加新冠肺炎治疗病房，推出符

合菲卫生部新冠肺炎检测标准的

检测中心。

在疫情尚不明朗的菲律宾，

崇仁医院已成为菲华同胞“定心

丸”。 （《中国新闻网》）

□吴侃

“我确诊新冠肺炎以后，阿根

廷的医护人员从没因为我是外国

人而区别对待，是他们的悉心照

顾给了我战胜病毒的信心。”旅居

阿根廷的侨胞林育近日接受中新

社记者连线采访时如是说。

林育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

斯一家超市的老板，7 年前他从

中国福建来到阿根廷，如今已在

异国他乡娶妻生子，今年的疫情

扰乱了一家人平静的生活。

“记得 5 月 25 日左右，我开

始出现了一些症状，主要是喉咙

痛和头痛，后来全身酸痛，就像得

了重感冒。”林育说，那时候阿根

廷还没有华侨华人感染新冠肺

炎，自己也一直没有发烧，就没多

想，只是吃了一些感冒药。

几天后，林育超市里的 6 名

外籍员工确诊患了新冠肺炎。“听

到这个消息，我立马想到自己可

能是中招了，赶紧去医院做了一

系列检查，接下来被安排在一家

酒店隔离，等待检查的结果。”

“6 月 8 日，我接到医院打来

的电话，我确诊了。”林育表示，那

一刻自己并不害怕，“员工确诊的

时候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只是

特别担心妻子和女儿，好在经过

检测她们没事。”

“我没敢将患病的事告诉妈

妈，因为怕身在国内的她为我担

心，那时候就希望自己能快点康

复，到时候再告诉她可能会更

好。”林育说。

确诊后，林育立马联系了中

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和媒体，他们

第一时间通报了林育确诊的消

息，并警示同胞们做好防疫措施。

按照阿根廷的诊疗方案，林育这

样的轻症患者要留在隔离酒店接

受治疗，每天会有护士来量体温，

医生也会开一些药物。

“跟医生护士交流病情的时

候，有一些医学方面专业词语我

听不明白，他们就特别贴心地请

来了翻译，向我详细解释。”林育

表示，每当自己有需求或者有困

难，只要医护人员能办到的，他们

都会尽力帮忙。

林育说，大使馆和华人社团

也高度关注，在他们的帮助下，林

育在线上接受了国内医学专家的

视频诊疗，并开始服用连花清瘟

胶囊。“开饭店的同胞每天给我送

营养餐，鸡汤、排骨、蔬菜，还有各

式糕点和小零食，几乎天天都不

带重样的……”

隔离治疗了十几天后，林育

的病情逐渐康复，医生允许他回

到家中继续隔离，一周后就能出

门了。

“现在我已经完全康复了，只

是偶尔会有轻微的咳嗽。”在和记

者连线聊天的过程中，听得出他

语速快时仍有些气喘，但他很愿

意分享自己的经历。“最近又有华

人超市经营者感染了，我想用我

的故事鼓励大家积极、正面地去

应对病情。”

近来，林育正忙着把自己的

超市迁到新址。他说，疫情对阿根

廷的华人超市行业冲击很大，许

多中小型的超市都倒闭了，他的

超市虽然坚持下来，但也面临着

客流减少、人手短缺、物流受阻、

商品缺货等难题，希望搬店后能

有所改善。

“现在我每天都很忙，回家吃

了饭就累得倒头睡觉，第二天一

睁眼又开始忙活，盼望着眼前的

困难可以尽快解决，以前的生活

能快点回来。”林育说。

（据《中新社》报道）

不久前，一部时长 82 分钟的电影纪录片《侨领单声》在

央视 9套纪录频道《纪录影院》栏目首次公映。该片真实记

录了侨领单声的传奇一生与家国情怀。

单声是谁？在欧洲侨界，提起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时，他作为英国的 12 位侨界代

表之一，应邀见证历史性时刻；他还是最早提出“反分裂法”

的海外侨胞；法学博士、成功商人、慈善家、文物藏家......众

多标签集于一身。

侨领单声：

旅居海外六十余年，
不变中国心

不变“中国心”

单声祖籍江苏泰州，

1929 年出生在上海。其父单

毓华，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政

法大学，是“上海十大名律

师”之一。

单声是在上海长大的。

1947 年中学毕业前，他本想

到北平闯荡一番，但在南京

外婆家小住时，不小心摔断

了腿，没能赶上会考。无奈，

单声接受父亲的建议，报考

上海的震旦大学，单毓华希

望儿子将来也能在法律界成

就一番事业。

1951 年，单声毕业于上

海震旦大学法律系，随后到

香港，并在港结婚。单声的岳

父过去在上海做生意，后来

将生意转到香港，希望单声

能在香港帮他打理生意。

不过，单声并没有听从

岳父的建议留在香港，而是

转道前往法国留学。1951 年

的 6 月，22 岁的单声离开上

海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写一

个条子给他。父亲叫他“八

儿”，家中十个兄弟，单声是

第八个，这封信又叫《八儿远

行书》。远行书仅仅 23 个字：

“勤学卫生，早起早卧，不作

无益，闲写书法，爱国爱家爱

故乡。”

不久前，单声接受采访时

曾说过，他六十多年在海外生

活就是根据这 23 个字在走，

没有走出它这个范围。

1951 年，单声刚到欧洲

时，“新中国很贫困、很弱，中

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非常低，

华人在海外受尽了歧视”。单

声回忆称，他当时就读的大

学附近很多公寓门上都挂着

牌子“WHITES ONLY”，只

租给白人，根本不理你中国

人。“中国强大了以后，这种

情况没有了。”单声说。

在巴黎大学求学三年，

单声拿下了国际法学博士学

位。但由于经济困难，他转赴

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深造的

计划夭折了，从此弃学经商，

先后在西班牙、英国从事进

出口贸易和房地产投资，成

为了一名颇为成功的商人。

定居英国后，单声积极

参与当地华侨活动，于 1986

年担任英国华侨协会会长。

单声先后应邀回国参加了国

庆四十、五十周年大庆，并出

席了香港回归庆典和北京奥

运会闭幕式。

1997 年，单声受邀，作为

华侨华人代表参加中英关于

香港政权的交接仪式。“那是

我这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单声感慨。

让流失在外的文物回归祖国

在海外，当看到很多祖国

的文物被展示在他国的博物

馆内，单声感到很不愉快，便

产生让流失在外的文物回归

祖国的心愿。

2010 年单声决定把自己

毕生收藏的古董、文物 300

余件，全部无偿捐给家乡泰

州。“我全部捐给中国，让孩

子们知道我们的根不是在英

国，而是在中国，在泰州。”单

声说。

单声捐献的古董、文物

其中很多估价过亿。包括宋

代绘画、牙雕八仙摆件、翡翠

屏风、金丝九龙地毯等。这些

珍品如今在泰州“单声珍藏

文物馆”中展出。

单声称，这些文物放在

他家中，只能供他个人及亲

友极少数的人观瞻，而捐出

来可以供泰州家乡人欣赏，

这样做更有意义。

“在我有生之年，能看

到、能买到，我有能力买到，

我一定把它买回来捐给中

国。”2019 年单声在接受《欧

洲时报》采访时说，金钱固然

重要，但是一个国家的文物、

一个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更

重要。

“我们还是中国人，还是

中国心，我们还有个爱国的

心。”单声直言。

单声博士的慈善公益

事业行动惠及的范围之广，

持续时间之长，在海外华商

中是罕见的。近几十年来，

在中国抗洪救灾、抗击非

典、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事

件发生时，单声在最短的时

间内行动起来，带头组织海

外侨胞捐款捐物，为急需帮

助的国内同胞献上一份难

能可贵的爱心。

（《欧洲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