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为香港送去最贴心支援

据介绍，香港第五波疫情发
生后， 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发出
《抗疫倡议书》，呼吁大家积极配
合特区政府的防疫、 抗疫措施。
该会还成立紧急抗疫支援小组，
全面支持和配合特区政府的抗
疫工作，深入社区、帮扶基层，积
极为在疫情中遇到各种困难的
乡亲会员提供协助。

该会联合深圳海外联谊会
同时在深港两地发起“深港携
手，齐心抗疫”行动，倡议大家踊
跃捐款。 目前募集善款已经超过
700 万元港币， 主要用于采购抗
疫药包及快速检测试剂等抗疫
物资，并对染疫的乡亲会员予以
资助， 重症入院每人资助 5000
元港币，居家治疗每人资助 1000
元港币。

为扩大受惠面，该会还额外
捐出 500 万元港币，为全港新冠
重症感染者每人提供 1000 元港
币资助，帮助他们战胜疫情。

连日来，香港各深圳社团组织
也纷纷行动起来，支持香港抗疫。

“本人及蛇口同乡会因香港
目前疫情， 需要采购一批新冠病
毒测试包！ 最好是现货在港或什
么时候能在港收到货！请求支持！
（作公益用途）”。 2月 17日，香港
蛇口同乡会会长张志聪发了一个
朋友圈。朋友圈发布后，同乡会成
员快速响应认捐， 次日上午认捐
量就达到了 10万份，并在第一时
间捐赠给了香港警队、惩教署，及
前线医务人员等团体。

“深圳和香港一脉相连，我
们尽自己的能力协作香港社会
抗疫， 不仅是关心居港乡亲，也
是我们作为公益社团的责任和
义务。 ”张志聪介绍，全部快检包
于 2 月 23 日前就送到了受捐团
体手中。

“有需要的士服务的医护人
员和其他防疫人员可以致电的
士专线 5121-1919 或使用香港
爱心的士 APP 预约叫车，我们有
100 部爱心的士和社会车辆随时
待命！ ”市政协委员、福田区工商
联主席林晓辉兼任香港的士司
机从业员总会会长，香港疫情发
生后，他就在想怎么能发挥好自
己以及行业的作用。

“后来，我们考虑到医务人
员和其他防疫工作人员的出行
问题，所以我们香港的士司机从
业员总会爱心青年等社会各界
青年发起了‘同心同行·一路有
我’爱心车队青年行动。 ”林晓辉
告诉记者，每到重大时刻，的总
都会冲在一线，这次同样也要迎

难而上。 爱心车队青年行动的参
与者既包括的总爱心青年，也包
括许多爱国爱港青年领袖，他们
自发组织社会车辆，积极参与到
爱心活动当中，并将持续为医管
局医务人员及志愿者提供服务，
还将参与运输抗疫物资和其他
防疫相关工作。

而在宝安区政协委员、 香港
广东社团总会副秘书长王文统筹
安排下， 一批义工则进入撤封的
香港葵乐大厦，为大厦进行消杀。

王文告诉记者，他们一个个
大厦打电话去联系，愿不愿意让
他们去帮忙，取得同意后就会组
织青年义工去对整座大厦进行
全方位的消杀。“我们计划对 20-
50 座撤封大厦进行消杀，让住户
更有安全感。 ”王文表示，做这件
事并没有考虑太多，就是希望自
己能带个头，让更多的青年加入
共同抗疫的行动。“我们国家有
守望相助的传统， 内地有需要，
我们香港人来支援， 香港有需
要，祖国也不遗余力地支援。 但
是我们自己也要行动起来，现在
我们带头做，慢慢也会接受外面
的义工申请。 全港大规模的消
杀，光靠我们肯定做不完。 希望
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利用业
余时间出来一起为香港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 ”王文说。

捐款、捐物，发动义工前往
各社区开展检测试剂盒包装、维
持秩序……深圳各区各香港同
乡会都在用不同方式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助力香港抗疫，传递出
深港同根的脉脉温情。

深圳侨界助战疫献爱心

2 月 22 日上午，西班牙深圳
总商会向香港侨媛会、香港侨界
社团联会、港澳深圳市侨联联谊
会和香港深圳龙华同乡会捐赠
了 6 万个欧盟标准的快速检测
试剂盒，价值 20 万美元。

“我们虽然身处海外，但是
一直关注着祖国。 2020 年 1 月，

祖国发生疫情，我们很快组织捐
了 5 万个口罩，后续也一直为疫
情的物资筹集做了很多工作。 近
期香港第五波疫情暴发，血浓于
水，我们希望能尽己所能支持香
港抗击疫情，希望能送给香港有
需要的同胞。 ”西班牙深圳总商
会会长戚丽玲说， 大家齐心协
力、众志成城，香港的疫情一定
能控制好。

“深圳市委统战部、市侨办、
市侨联十分惦念在香港的侨界
同胞们的安危，紧急动员各方面
人力物力，奉献爱心、伸出援手，
在此关键时刻，向香港侨界捐赠
了一批快速检测试剂盒，真是雪
中送炭、同胞情深。 ”香港侨界社
团联会会长黄楚基表示，这批海
外深圳侨胞爱心捐赠物资到达
香港后，该会将通过义工，尽快
把物资送到会员、 侨友的手中，
向侨界同胞转达深圳同胞对香
港侨界的关心和鼓励。“山海虽
隔、侨心相连。 我们相信有祖国
作为坚强后盾，香港一定能万众
一心，战胜第五波疫情，共同渡
过难关！ ”黄楚基说。

连日来，阿联酋深圳经贸文
化促进会会长张钦伟不断寻找
货源、联系运输发货各方，最终
把 20 套总价值 32 万美元的消
毒通道设备送往香港。

“我们虽然身在迪拜，但是
近几天看到新闻里、微信朋友圈
和各微信群里每天发布的关于
香港疫情的报道，看到香港疫情
这么严重，心情非常沉重。 ”张钦
伟告诉记者，2 月 20 日， 阿联酋
深圳经贸文化促进会组织商会
代表举办爱心捐款活动，大家都
踊跃参加，一起出钱出力。 在与
国内相关部门了解后，香港目前
急需消毒相关设备，经理事会讨
论后，决定在迪拜购买一批消毒
通道防疫设备，运往香港。

“回想起 2020 年在海外侨胞
最困难的时刻，祖国的亲人及时
给我们寄来了防疫物资，为我们
提供防疫指引，体现祖国人民与

海外侨胞血浓
于水的骨肉亲
情。 此次香港疫
情严重，牵动着
我们每一位海
外侨胞的心，我
们希望通过微
薄的捐赠为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
支持， 为抗击疫情尽绵薄之力，
表达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赤
子情怀。 ”张钦伟说。

各界人士勇担当有作为

连日来，深圳市新联会副会
长、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房
涛电话、微信不断。 不少企业、基
金会通过她所在的深圳市慈善
会向香港捐款捐物，助力香港抗
击第五波疫情。

“自 2 月 16 日开始，深圳市
慈善会积极发动旗下冠名基金
和各界对香港疫情关注和抗疫
支持，现在我们正在积极劝募相
关企业捐赠一批防护服和儿童
口罩，助力香港抗疫。 ”房涛说，
“我们一起撑香港， 香港定能战
胜疫情！ ”

2 月 18 日，内地援助香港的
第二套、第三套“火眼”实验室设
备都已抵港。 随第二套和第三套
实验室设备抵港的还有 200 多
名华大员工。 从第一套“火眼”实
验室在香港搭建开始，多名深圳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其中。

接到援建香港“火眼”实验
室任务后，深圳市盐田区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理事、深圳市
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立见迅速带领团队研究部署，
第一时间启动在港战略储备，并
从深圳总部紧急调配设备和人
员力量驰援香港。“党有号召，我
们就应该有新担当、新作为。 ”赵
立见说，“火眼” 实验室建到哪
里，华大人就支援到哪里。 他也
一定会与华大人一起，继续为香
港乃至全球新冠疫情防控贡献
科技力量。

在此轮香港疫情中， 除了
“火眼”实验室的投入使用，华大
基因还承接了香港医管局、卫生
署、国际机场到港旅客、社区检
测中心、流动采样点和围封区域
应急检测等多个政府项目。

“支援香港抗疫的，不仅是
华大基因的实干， 也是深圳人
民、祖国人民对香港一家人的不
舍和关爱。 ”深圳市知联会理事、
华大集团科技管理办公室主任
刘芳说，自己家就住在沙头角中
英街附近，亲眼目睹一墙之隔的
香港疫情形势日益严重，心情十

分沉重。
“践行爱国奋斗精神，最重

要的是立足本职作贡献。 ”刘芳
说，越是疫情防控最前线、最危
险的地方， 越是广大知联会、新
联会成员大显身手、为国建功立
业的好地方。 希望深圳的科技力
量能够帮助香港人民快速击退
病毒， 恢复往日的繁荣和稳定。
同时，她也向奋战在香港疫情防
控一线的同事们表示由衷敬佩，
为他们感到骄傲自豪，希望同事
们早日健康凯旋。

同气连枝，守望相助

“腾讯总计 5000 万元港币捐
款支援香港抗疫，主要面向基层
市民和医护人员的防护与生活
急需。 ”记者从腾讯获悉，为响应
各界反馈的迫切需求，腾讯在宣
布捐出首期 1000 万元港币用于
幼童和长者防疫需要后，2 月 18
日，腾讯决定通过旗下腾讯基金
会追加 4000 万元港币， 总计向
香港抗疫支援 5000 万元港币。

据了解，腾讯正与多方慈善
组织积极探讨捐款的有效用途，
务求更广泛照顾到受疫情影响
的市民，特别优先考虑基层工作
人士和前线医护人员的防护和
生活需要。 有关追加捐款的发放
模式和用途，腾讯将会适时作出
公布。

“腾讯将会秉持‘科技向善’
的精神，与各界齐心携手战胜疫
情。 ”腾讯有关负责人说。

多日来，深圳企业、个人的
捐赠不断刷新纪录。 除了捐款捐
物，深圳各界也以各种方式为香
港加油打气。

连日来，深圳市龙岗区台港
澳事务局、深圳市大美青少年成
长发展指导中心组织上百名青
少年儿童参与支援香港抗疫主
题绘画创作， 并将甄选出 15 优
秀作品绘制在防护服上，用画作
支持正在抗击疫情的香港同胞，
致敬逆行出征的内地援港抗疫
专家。

孩子们用手中画笔，表达出
深圳各界的心声：有强大的祖国
作为后盾，有全国人民上下齐心
的鼎力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早日
迎来抗疫的胜利！

（据《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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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香港抗疫
深圳统一战线在行动
香港第五波疫情牵动着全世界华人的心，同心抗击香港疫情，深圳统一战线在行动。 据最新数据，深圳市统一

战线各领域合计捐款 1175.66 万元人民币、6594.885 万元港币，捐赠快速检测试剂约 105.4 万份，口罩 711.9
万个，莲花清瘟胶囊、抗感颗粒等药品 12.4 万盒，防疫中药包 14.2 万份，防疫福袋 2.3 万份，防护面罩 1.1 万个，防护
服 860 套，气膜方仓 3 个，驰援一线义工 2051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