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大事 “侨”有行动

2019 年 11 月， 中国侨商联
合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
京召开，秉着向国际社会展现中
国冬奥会良好风貌、弘扬奥林匹
克精神、播撒冬奥历史和新知的
愿景，中国侨联向海内外侨胞发
出援建“华侨冰雪博物馆”倡议
书，号召“共襄助力冬奥，集结爱
心”，聚齐更多公益慈善力量。

正大集团、世茂集团、金光
集团、益海嘉里集团、金鹰集团、
玖龙纸业、融侨集团等七家侨企
率先表态， 以实际行动支持倡
议， 每家侨企捐赠 2000 万元助
力华侨冰雪博物馆建设。

同年 12 月， 福建省侨联举
办捐建“华侨冰雪博物馆”活动
座谈会，10 余位海外侨领代表齐
聚福州三坊七巷福建华侨主题
馆，座谈交流，助力冬奥。

国有大事，“侨”有行动。
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正大

集团资深董事长、 北京市正大
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长谢国
民，正大集团董事长、北京市正
大慈善基金会荣誉副理事长谢
吉人第一时间响应倡议， 决定
通过北京市正大慈善基金会捐
赠 2000 万元。

世茂集团创始人许荣茂通
过上海荣茂慈善基金会捐赠
2000 万元，参与援建。

金光集团通过黄奕聪慈善

基金会第一时间响应中国侨联
倡议，与海内外侨胞一同，举侨
资、侨智、侨爱，参与、服务并宣
传冬奥，心系祖国、发扬爱国情，
共同援建“华侨冰雪博物馆”，捐
赠 2000 万元。 除此次捐赠外，早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场馆“水立
方”建设时，金光集团就率先捐
资 1 亿元人民币，成为当时海内
外首批大额捐赠的侨企之一。

益海嘉里集团通过金龙鱼
公益基金会捐赠 2000 万元，支持
华侨冰雪博物馆建设。

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
金鹰集团创始人陈江和积极响
应倡议，通过北京陈江和公益基
金会捐助 2000 万元。 早在 2008
年，他就率先捐赠 500 万美元支
持奥运场馆“水立方”建设，成为
华侨捐赠奥运第一人。

玖龙纸业积极响应中国侨
联号召，捐赠 2000 万元，支持华
侨冰雪博物馆建设，支持党和国
家办好北京冬奥会这件大事。

融侨集团通过福建省林文
镜慈善基金会为建馆给予大力
支持，捐赠 2000 万元。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 15
天之际，2022年 1月 20日，由中国
侨联主办，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中国侨联公益事业管理服务中心
承办的华侨冰雪博物馆落成典礼
暨“共筑梦想 同赴未来———华侨
华人与冬奥主题展”开幕式在北京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

中国侨联发布的《致华侨冰

雪博物馆全体捐赠人的感谢函》
提到：“这是海内外华夏儿女的
又一次爱心集结，从垂髫稚童到
耄耋老者，从普通学生到社会精
英，一张张汇款单背后是一颗颗
炙热的赤子之心，浓烈的情愫跨
越山海，温暖人心。 ”

作为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留下的一项丰厚文化遗产，同时
又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的
地标性建筑，华侨冰雪博物馆将
在冬奥会结束后，秉承可持续利
用理念，举办各种与冰雪运动相
关的展示展览类活动，成为世界
冰雪运动推广传播和冰雪文化
研究的重要基地，并成为市民文
化休闲生活的活动中心。

建筑风格 “两馆合一”

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
华侨冰雪博物馆位于崇礼

主城区， 主体建筑总面积 24035
平方米，是国内规模最大、展品
最丰富的冰雪和冬奥主题博物
馆。 该馆采用博物馆、图书馆“两
馆合一”的建筑方式，周边配套
设施建设面积达 38606 平方米
的崇礼区庆典广场，并将设立索
道与周边滑雪场相连通。

博物馆由序厅、 世界冰雪运
动厅、 中国冰雪运动厅、 冬奥会
厅、北京冬奥会厅、冰雪运动体验
区六个功能厅和一个临时展厅组
成，分别以捐资的侨资企业冠名。
图书馆由“正大厅”和“世茂厅”组
成， 由北京市正大慈善基金会和
上海荣茂慈善基金会出资捐赠设
立，总面积 5414平方米。

图书馆位于华侨冰雪博物馆
的二层。根据规划，这里将珍藏来
自世界各地与冰雪运动和冰雪文
化相关的各类书籍、画册等，前来
参观的人们在此可以尽情浏览、
阅读，充分感受冰雪文化、冬奥文
化带来的欣喜和愉悦。

正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中
国区副董事长、北京市正大慈善
基金会秘书长薛增一表示，希望
通过正大厅图书馆这种形式，一

方面将冰雪、冬奥的发展历程得
以记录、保存，为研究冰雪文化、
冬奥文化提供丰富的资料；另一
方面希望通过普及和传播冰雪
知识、冬奥知识，进一步加深人
们对冬奥的了解，提高人们对冰
雪运动的兴趣，为实现“三亿人
上冰雪”的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冬奥期间，博物馆还举办了
丰富多彩的展示活动。

由金光集团、黄奕聪慈善基
金会捐赠冠名的世界冰雪运动
厅（金光厅） 开展“五洲共晶
莹———世界雪上运动展”。 金光
集团为有幸投身华侨冰雪博物
馆建设感到自豪，这既是金光的
至高荣誉，也是金光履行社会责
任、 凝聚爱国情怀的一份心意。
“为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 是我
们的责任。 ”金光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黄志源先生坚信，祖国的强
大， 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强大后
盾，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不遗余
力地支持祖国更是每一位华商
的责任和义务。

由益海嘉里集团、金龙鱼慈
善公益基金会捐赠冠名的中国
冰雪运动厅（益海厅）举办“华夏
踏玉行———中国冰雪运动展”。

益海嘉里方面表示，捐赠博
物馆拉近了海外华侨华人与祖
国的距离，让我们对北京冬奥会
的热情有了实体寄托，这也是我
们与祖国携手“一起向未来”的
最佳见证，意义非凡。

由金鹰集团、北京陈江和公
益基金会捐赠冠名的冬奥会厅
（金鹰厅）举办“冰雪耀五环———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展”金鹰集团
表示，举办冬奥会，是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在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一件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是全中国
和全世界的大事，海外华侨华人
不能缺席。

由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
司捐赠冠名的北京冬奥会厅（玖
龙厅）举办“纯洁的冰雪激情的
约会———北京冬奥展”。 玖龙纸
业表示，“听党话、跟党走、爱国

爱家爱企业”是玖龙的红色企业
文化， 支持华侨冰雪博物馆建
设，是玖龙强烈家国情怀的应有
之义。 希望华侨冰雪博物馆成为
助力祖国实现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建设目标的重要基地和窗口，
成为世界冰雪运动推广传播和
冰雪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成为
展示中国华侨心系桑梓、爱国爱
乡深厚情怀的重要标志。

由融侨集团、福建省林文镜
慈善基金会捐赠冠名的冰雪运
动体验区（融侨厅）举办“冰雪运
动体验区”。 这是科技部、国家体
育总局指定设立的国家冰雪运
动科普示范基地，设置 VR 设备
等体验装置，融文化、体育、科普
为一体，是向世界展示冬奥科技
成就的重要窗口。

融侨集团表示，华侨冰雪博
物馆是冬奥会的重要文化配套
及文化遗产之一，参与援建华侨
冰雪博物馆希望凝聚侨界力量，
成为海内外国际沟通的新桥梁，
让海内外侨界群众了解冬奥、关
注冬奥、参与冬奥，也为冰雪运
动推广传播和冰雪文化研究做
出贡献。

慈善版图 早已开启

家国思亲切，万里念故乡。
作为华侨冰雪博物馆的捐

方，七家侨企的企业社会责任版
图早已铺开， 多年来在教育、助
困、环境保护等领域频频发力。

弘扬“爱是正大无私的奉
献”的主旋律，正大集团广泛而
持续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2015
年 8 月，正大集团发起设立北京
市正大慈善基金会，重点开展了
支持三农、扶贫济困、助教助学、
助老助残等公益活动，2020 年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正大集团捐
资捐物 6332 万元、减租让利 1 亿
多元，助力 28 个省 900 余家单位
抗疫。 据不完全统计，正大集团
在中国参与公益慈善和捐助捐
赠总额超 18 亿元人民币。

（下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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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大额捐方为冬奥筑梦

国内首个华侨冰雪博物馆捐建的背后
“精彩绝伦的开幕式演出、美轮美奂的奥运场馆、激情迸发的赛场健儿、自信满满的志愿服务……2022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令世界惊艳。

一个月后，奥运圣火缓缓熄灭，冰墩墩、雪容融淡出视野，留给人们对冬奥赛事永久的回忆。
奥运背后，一群筑梦者为之努力，留住精彩、留住回忆、留住美好。 他们用捐赠的方式，助力建设国内最大的冰雪博物馆，为冬奥筑梦。 这是海内外侨胞继

2008 年捐建北京奥运会“水立方”后的又一次爱心集结。
自中国侨联向广大海内外侨胞发出援建华侨冰雪博物馆的倡议后，先后有来自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三万名侨胞和侨企、250 多个华侨社团广泛参与。
这之中，七家大额捐方尤为引人注目。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