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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群英谱

王起鹍，致公党厦门市委原专职副主委，曾任厦门市侨联副主席，现兼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致公党中央理论与学习委员会顾问、华侨

大学华文学院名誉教授、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发展顾问委员会委员、集美校友总会顾问、香港集美校友会名誉会长、集美侨校香港校友会永远名誉

会长。

王起鹍出生于缅甸，青年时代他在嘉庚先生报国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回国求学参加祖国建设，特殊的经历让他与侨结下了不解之缘。

胞波情谊
今年 3 月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也对我们的

邻国缅甸造成威胁。3月 31 日上

午九点多，王起鹍突然接到一通

来自缅甸曼德勒市的求助电话。

曼德勒市是缅甸第二大城市、曼

德勒省的省会，位于缅甸中部伊

洛瓦底江东岸，人口约 75 万，其

中华侨华人约 7万，同时也是缅

甸中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电话那头的李继训先生是缅

甸著名侨领、曼德勒金多堰慈善

总会会长李祖才的儿子，同时也

是曼德勒两大医院的总院长，他

焦急地告诉王起鹍，根据当地政

府卫生部的要求，医院急需购买

一批中国的口罩和防护服支援政

府防疫，并确保在泼水节之前（4

月 11-19 日为当地“泼水节”）运

达缅甸。然而作为疫情防控的紧

缺产品，短期之内筹措到相当数

量的防护用品成了“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心急如焚的他想到了缅

甸华侨的老朋友王起鹍。

在电话里了解到缅甸防疫物

资短缺的困境后，王起鹍立即通

过各种渠道寻求帮助。一番打听

下来才知道，虽然厦门各厂家都

在加班加点生产，但目前防护服

等仍然是供不应求的紧缺产品，

大部分远销到疫情严重的欧美国

家，许多出口厂家的订单已经排

到 5-6 月份，缅甸方面需要的防

护用品一时难以筹集。得知厦门

大宗防护品脱销的情况后，身在

曼德勒的李继训非常心焦，他觉

得自己作为海外华侨，被当地政

府寄予厚望委以重任，却无法完

成托付，原本燃起的一丝希望也

破灭了。

看到李继训的失落，王起鹍

也感同身受———在推进“一带一

路”倡议时，缅甸的华侨华人积极

参与，国内“疫情”爆发之初，他们

也毅然伸手援助。数十年的海外

联络工作经历，让王起鹍产生了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海外华侨

华人真正需要时，我们致公党人

不能袖手旁观……

众志成城
常规渠道的购买不行，王起

鹍开始寻求侨界组织的帮助，在

求助于致公党厦门市委和市侨

联的同时，他又辗转通过同安区

侨联主席林一亭联系，最终得到

了厦门宸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林义芳的帮助。林义芳

了解到事情原委后，很乐意地接

受了这一特殊“任务”，她当即与

李继训取得联系，双方很快达成

协议，林义芳找到了缅甸政府许

可 的 医 药 防 护 用 品 进 口 企

业———弓立（厦门）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弓立”抽掉其原有的

一部分订单份额，大力支持缅甸

华侨的防疫工作。

此后，饱含着厦门人民关心

支持的防疫物资陆空并进，踏上

了西去缅甸的征途：4 月 1 日，

“弓立”与李继训签订了第一批共

5 万个 N95 口罩的合同，4 月 3

日这批爱心口罩从厦门空运发

货，4 月 4 日到达云南瑞丽出口，

顺利抵达缅方；4 月 4 日，“弓立”

与李继训又签订了第二批一万件

防护服的合同，防护服以专车连

夜赶路，历经 40 多个小时于 4 月

6 日抵达云南瑞丽

口岸。

收到防 护 品

后，李继训如释重

负，他高兴地表示，

感谢王起鹍的热心

帮助，感谢厦门人

民的热情支持，希

望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加深合作，在

缅甸共同创建医疗

用品（口罩）厂。

看到防疫物资

如约输往缅甸，年

逾七旬的王起鹍也

倍感欣慰，他说中

国和缅甸山水相

连，比邻而居，长达

2100 公里的边界，

见证着中缅世代的

胞波情谊。如今在疫情肆虐的特

殊时期，帮助缅甸，协助当地华侨

抗击疫情，既是我们致公党员与

海外侨胞心手相牵、共克时艰的

责任担当，也是促进各国同舟共

济、携手抗疫的具体体现。

（来源：厦门致公）

血脉相连，大爱无疆

海外侨援
疫情发生以来，海外侨界积

极捐款捐物支持家乡战“疫”。缅

甸福建总商会、日本福建总商会、

马来西亚华夏文化促进会、印尼

苏北省华侨总会、马来西亚槟城

济阳堂辛柯蔡宗祠、马来西亚瑞

鹊堂柯公司、菲律宾漳厦龙同海

总会、柬埔寨胡氏宗亲等 30 多个

侨团以及数名爱国侨领捐资捐

物，累计超 60 万元人民币，筑牢

了防控疫情后勤保障的统一战

线。

侨务战疫

面对国内疫情稳定向好，国

外疫情日益严峻的形势，海沧侨

联多管齐下，一方面及时关爱入

境集中医学观察点侨胞、帮扶海

沧侨界贫困重病归侨侨眷、助力

侨企复工复产；另一方面积极慰

问海外侨团侨胞，开展疫情防控

宣传，凝聚侨心侨力。

关爱入境集中医学观察点侨

胞。海沧侨联对海外侨胞在集中

医学观察期间开展“五个一”送温

暖活动，凝聚侨心，共话乡情，凸

显与侨胞同根同心的理念；抽调

人员参加海沧区工作专班，对集

中医学观察点的入境人员实施专

项服务；开展专项检查，对海沧定

点集中医学观察点温德姆和日月

谷酒店的卫生条件、安全状况、合

法资质、餐饮、收费、管理、服务

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走访和检

查，排查安全隐患，落实防控措

施，敦促做好服务保障。

帮扶海沧侨界贫困重病归

侨侨眷。海沧辖区有接近三千名

归侨侨眷，其中不乏贫困归侨侨

眷。针对贫困重病归侨侨眷，海

沧侨联抓细抓实，送去温暖慰

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海沧侨

联格外关怀亟需帮助的贫困重

病归侨侨眷，了解侨眷困难，疏

导情绪，共话海沧发展。

助力侨企复工复产。海沧区

侨联通过走访相关企业，了解企

业复工复产情况和困难，通过数

据和云服务等技术协调沟通引

导企业情绪，宣传复工复产优惠

政策，创新服务企业理念和方

式，为侨企保障民心齐社会稳。

慰问海外侨团侨胞，开展

疫情防控宣传。海沧侨联向第

四届委员会的海外委员、海外

顾问、名誉主席发送慰问信 40

封，海沧区侨联首届青年委员

会 6 位共同会长向其所属 40

名海外委员和 5 名名誉主席送

去慰问信，同时借助 13 个基层

侨团向海外 43 个侨团送去《致

海外侨团的一封信》，支持海外

侨团协同一心，共克时艰。海外

侨团侨胞收到慰问后，积极通

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发送感谢

信，表达对家乡问候的感恩，并

表示会积极向侨胞和在地朋友

们宣传国内防控疫情的政策和

对防控境外疫情入境政策的理

解。据统计共收到感谢信和回

复近 140 封。

驰援华社
作为拥有海外侨亲超过 16

万人的著名侨乡，海沧区侨联提

前开展需求摸底、通过多种渠道

广泛募集抗疫物资，提供海外侨

胞抗击疫情的各类支持与援助，

凸显家乡关切。

摸底了解海外侨团需求。海

沧侨联未雨绸缪，深入各街道侨

联、辖区各华侨（宗亲）社团，积

极配合基层侨团参与各村居防

范疫情公益活动的同时，统计评

估各侨团目前掌握的海外侨团

需求、往来物资现状、邮寄物资

困难等现实，鼓励侨团间相互协

助，共同筹措物资善款，向海外

侨胞提供及时、温暖和实际的援

助和支持。

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募集抗

疫物资。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

新增确诊病例呈指数级增长的

严峻形势，海沧侨联情系海外

侨胞，与 13 个基层侨团密切合

作，统计海外侨团防疫物资需

求，想方设法筹集急需物资驰

援侨团，截至 3 月 30 日已陆续

向境外海沧籍侨胞捐赠一次性

防护口罩接近 2 万只；随后，动

员基层侨团合力募集资金 20.3

万元人民币，会同厦门春水基

金会，共采购 30 万只一次性防

护口罩；4 月 10 日举行了大批

量 30 万只口罩的捐赠活动和

寄送，覆盖范围涉及 13 个国

家、18 个地区、43 个海外侨团，

旨在解决海外侨团侨胞们的燃

眉之急。

此外，海沧侨联还积极协

调为侨胞提供疫情在线医疗咨

询服务，并为海外侨团采购防

疫物资牵线搭桥。海沧侨联主

席黄秋霞亲自前往海沧生物医

药产业园区，走访厦门为正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艾

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为前来采购新冠肺炎检

测试剂的意大利华侨提供暖心

帮助。

党有号召，侨有行动。为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海沧

区侨联将继续团结海内外侨界，

奉献侨界爱心和力量。

（海沧区侨联供稿）海沧侨联关爱贫困侨眷

年，王起鹍（左）访问缅甸时在李祖才

和女儿李菊芳的陪同下参观缅甸大金塔

年 月 日，

李祖才捐建缅甸学校的教学礼堂，

李继训（左）代父主持落成典礼

□蔡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