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河南多地近期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洪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突如其来的灾情牵
动着香港同胞的心，香港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不断向河南灾区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

全力支援河南同胞抗洪救灾。一笔笔善款、一件件物资、一声声祝福，承载的不只是关心与支持，更体
现出香港与内地同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血脉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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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涌香江 血脉系深情
香港社会各界踊跃支援河南抗洪救灾

同胞有难，
香港各界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从 7 月 20 日河南省郑州市
遭遇特大暴雨至 8 月初，香港社
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为远在千
里之外的“河南乡亲”加油打气，
纷纷慷慨解囊，前往香港中联办
大楼递交捐赠支票的团体和市
民更是络绎不绝。

“您这么大年纪，还亲自来
啊？ ”香港中联办工作人员上前
迎接一位年过九旬的白发老人。
他是远大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欢。 这位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
就开始参加广交会的爱国商人
告诉记者，在得知河南遭遇暴雨
洪灾后，自己夜不能寐，牵挂灾
区同胞，第一时间设法筹集救灾
款项。

8 月 2 日，他不顾年老体弱，
坚持要把支票亲自送到香港中
联办。“几天时间筹了 30 万（港
元）。 今天先拿来， 多少是个心
意，后面再继续筹，到时再送过
来。 ”在孙子搀扶下的老人声音
洪亮，简单的话语饱含真情。

“河南加油！ ”“河南挺住！ ”
的讯息，在暴雨洪灾发生后不断
出现在港区省级政协委员的各
个线上联络群里。“大家无不关
心河南灾情，我们随即展开募捐
工作，将大家的善心化为善款。 ”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
郑翔玲介绍， 截至 8 月 6 日，联
谊会已收到近 1400 万港元捐
款，其中首笔 600 万港元 7 月 23
日已送至香港中联办。

郑翔玲还宣布，她担任副主
席的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通
过香港中联办捐款 500万元人民
币， 同时捐赠价值 500 万元人民
币的应急救援物资。“相关捐款和
应急药物目前都已抵达河南，成
为香港首批到位的救援资金和物
资之一， 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筹集
灾区所需物资送往河南。 ”

8 月 2 日， 香港民建联主席
李慧琼带领几位同事，一起来到
香港中联办，送来 500 万港元的
募款支票。“从媒体上看到河南
水灾损失很大，我们非常着急和
心疼，很多市民都在问可以做点
什么。 很短时间内我们就推出了
一段加油短片，同时发起募捐活
动。 ”李慧琼告诉记者，捐出善款
的很多市民其实并不富裕，他们
就是以此方式向河南同胞转达，
香港市民与他们站在一起。

“看到河南水灾新闻画面时
我还躺在病床上，十分忧心。 ”今
年 66 岁、 身患重病须定期到医
院治疗的香港工联会基层工友

黄汉超， 自己的收入并不高，仍
然积极联系亲友一起向河南灾
区捐款。

曾作为义工参与华东水灾、
汶川大地震等募捐活动的黄汉
超动情地告诉记者：“灾情很突
然，全国人民团结救灾，互相扶
持，身为中国人，理应尽自己一
点绵薄之力。 ”

河南水灾发生后，香港工联
会紧急发起“河南挺住”筹款活
动。 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正
是像黄汉超一样千千万万普通
工友的无私善举，让筹款数额到
8 月 5 日已有约 200 万港元。

“在河南同胞遭遇危难之际，我
们率先从‘工联会救灾慈善基
金’ 紧急拨出 30 万港元支援赈
灾，同时将首批应急物资用专车
从广州直运河南。 ”香港工联会
会长吴秋北说，“我们的会员多
是基层打工仔女，但大家捐款的
热情很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
出力。 ”

血浓于水，
展现守望相助的同胞深情

河南灾情传来，香港各界及
市民感同身受。 或多或少捐赠的
背后， 凝聚的是千千万万颗爱
心，生动展现出香港与内地同胞
间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

九龙社团联会理事长徐莉
祖籍河南，在获知家乡灾情非常
严重后，她第一时间致电家乡亲
朋好友了解情况。“当我从电视
上看到郑州市区变成一片汪洋
时，真的很心痛，很担心。 ”

灾情发生后，徐莉所在的九
龙社团联会为河南赈灾捐款 120
万港元。“很多有心人是真的很
关心和支持祖国同胞，这是无法
割断的同胞感情。 ”

“我们商会与河南有着一份
特殊情感。 ”来到香港中联办送
上 280 万港元善款的香港潮州
商会会长黄书锐说，潮州商会曾
到河南考察投资环境，河南省到
香港招商时也曾到潮州商会来
洽谈，彼此交往密切。“这次河南
暴雨成灾， 商会同仁都非常关
心，大家托我一定要转达对河南
同胞的慰问，表达我们血浓于水
的感情。 ”

“这次郑州水灾来得突然，
令当地百姓遭受重大损失。 灾难
之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奋不顾
身、互相救助的义举，实在让人
感动。 ”最早一批选择到内地清
华大学攻读 EMBA 的香港企业
家叶金华告诉记者，很多在港校
友都很关心河南灾情，想为救灾
尽绵薄之力。清华大学 EMBA 香

港校友会会长麦国梁介绍，短短
数天时间，在港校友的捐款就达
111 万港元， 通过香港中联办转
交河南相关机构，专项用于灾区
教育项目。

河南灾情也牵动着新界乡
民们的心。“知道河南灾情严重
后，我们紧急拨款 50 万港元，协
助河南受灾同胞渡过难关。 ”新
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介绍，乡议
局同时向 27 个乡事委员会发
信，动员乡事会及各乡乡民积极
募捐。“乡民们反应热烈，一呼百
应，目前已筹得捐款约 200 万港
元。 大家齐心协力挺河南，希望
河南同胞能感受到新界人的温
暖和爱。 ”

香港青年团体对河南灾情
也十分关心。“河南特大暴雨发
生后，我们迅速动员青年会员以
各种形式向河南受灾民众表达
关爱之情。 不到一天时间，就有
两百多位青年代表捐款支持，传
递出大家心系祖国的正能量。 ”
香港主流青年团体之一的香港
华菁会主席李中表示，通过香港
中联办已向河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捐款 100 万港元，希望豫
港两地青年心连心、 齐携手，共
同为灾后重建凝聚青春力量。

支援河南，香港普通市民义
不容辞。 退休人士戚振华得知河
南严重水灾后，通过河南省红十
字会的捐助网站献出一份爱心。

“看到河南部分地区停水停电
时，内心很着急、很揪心，同时又
被河南同胞危难时刻的高素质
和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救灾的巨
大力量深深感动。 ”他说，身边已
有逾百位朋友不断用不同方式
为河南加油打气，力所能及地捐
款支持。

中学英文老师吴智汇在新
闻中看到河南发生严重水灾后，
立即通过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的
赈灾专户向灾区献出一份祝福。

“记得汶川大地震时， 我还是一
个中学生，当时除了心痛和为同
胞加油，能做的却很少。 现在我
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收入，能为
河南受灾同胞作点实际贡献，感
到很欣慰。 ”这位“90 后”老师自
豪地说。

风雨同舟，
对国家战胜艰难险阻有信心

香港与国家从来都是命运
共同体，风雨同舟，共克时艰。 香
港与内地同胞天然血脉相连，有
福同享，有难同当。

在经济景气不佳、财政赤字
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香港特区政
府近日从赈灾基金批出两笔共

851.9 万港元的款项予国际培幼
会（香港）和爱德基金会（香港），
赈济河南省水灾灾民。 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媒体
上，代表特区政府向河南省人民
表示深切慰问。 她相信在中央和
省市政府全力救援下，受灾居民
可以获得妥善照顾。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时拨捐
10 亿港元，2010 年青海玉树地震
及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时分别
拨捐 200 万港元和 500 万港元，
2013 年四川芦山地震时拨捐
1000 万港元……作为香港最大
慈善公益资助机构，香港赛马会
一直都在积极践行同胞守望相
助的理念。

在得知河南遭遇极端强降
雨后，香港赛马会迅速决定捐款
帮助河南郑州抗击水灾，通过香
港中联办向郑州市政府捐出
2000 万港元。“赛马会上下员工
向受灾同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向前线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
祝愿河南早日战胜灾情，民众恢
复正常生活。 ”香港赛马会主席
陈南禄说。

“无论回归前还是回归后，
每当香港同胞遇到困难，祖国都
会热情相助。 香港近年遭遇动乱
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多亏国家
及时出手推动香港由乱到治和
无私驰援香港抗疫，港人才得以
重新过上安稳日子。 ”香港资深
传媒人员联谊会理事长杨祖坤
告诉记者， 尽管会员为退休长
者，但他们仍然尽力为灾区募得
约 21 万港元善款。“正因为国家
恩重如山，当内地人民遇上天灾
之时，港人岂能不伸出援手。 ”

国家有力量， 人民有信仰，

香港社会对国家战胜各种艰难
险阻有信心。 香港已故著名爱国
人士霍英东的次子霍震寰曾多
次到内地参与救灾，他至今仍记
得 1991 年华东水灾时到安徽灾
区看到的情景：“从大堤上望去，
遍地汪洋，灾民们只能在堤坝后
生活。 但在政府的组织下，安置、
救灾井井有条。 ”

“中国人民了不起，共产党
了不起。 特别是应对肆虐的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我们
的行动是最有效的。 ”这一次河
南水灾，霍震寰担任主席的澳门
霍英东基金会经香港中联办捐
资 1000 万元人民币。“得到灾情
消息后，所有基金会的董事一致
同意尽快拨款，表达对骨肉同胞
的关怀。 ”

“香港与内地同胞是一家
人，家人有事，怎么能不帮手。 ”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换炎
说。 作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同乡社
团之一，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一直
都是促进香港与内地民间交流
交往的重要力量。 在知悉灾情
后， 联会迅速动员在港福建乡
亲，已为灾区筹得逾千万港元善
款。“大家相信，有同胞的大力支
援，有国家的全面支持，河南一
定会尽快战胜灾害。 ”他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据香
港中联办介绍， 截至 8 月 3 日，
香港中联办赈灾专户已累计接
收香港社会各界近 80 个团体、
70 多名人士捐款 2.0099 亿港元
及 2933.4 万元人民币。 香港中联
办正分批将善款和相关物资转
交河南方面，把香港同胞的爱心
传递给灾区人民。

（据新华社）

香港工联会总部工作人员正在点算各工会会员及会友捐赠的善款

香港资深传媒人员联谊会向香港中联办递交捐款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