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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互助与人道情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的中日守望相助

日本各界援手中国

在此次疫情防疫过程中，中
日两国官方、民间机构、企业、个
人等纷纷发挥慈善力量，守望相
助，相互支持抗击疫情。

早在武汉封城危难关头，日
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向中国
捐赠援助物资。 1.5 万个口罩，5
万副手套以及 8000 个防护镜随
着第一批撤侨班机于 1 月 28 日
到达武汉。 随后第二、第三、第四
批撤侨航班都满载各类防疫物
资，直到最后一次撤侨航班 2 月
17 号到达武汉， 还搭载了 5220
副护目镜和 5000 件防护服。

中国疫情形势严峻之时，日
本执政党自民党还向中国提供支
援资金。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从其
所属的国会议员 3月的经费中每
人统一先行扣除 5000 日元（约合
人民币 318元）向中国捐款。

自民党干事二阶俊博不仅
在日本中央政府层面推进了对
中国的慈善援助，而且推动东京
都小池百合子知事再次向武汉
支援 10 万套防护服。 这批捐赠
的防护物资是东京都根据《东
京都地区防灾基本规划》、《东
京都国民保护规划》 等而储备
的，主要是用于东京应对感染症
和夏季奥运会的医疗物资中的
一部分。

此前，东京都已向湖北省捐
赠医疗专用防护服 2 万件。 东京
都小池知事认为，为了共同应对

疫情， 尽快解决全球性卫生危
机，东京都将竭尽所能与日本中
央政府一起采取援助行动。

日本其他城市也纷纷向其
友好城市捐助中国急需的医护
物资。 这些日本地方城市提供的
各类医疗物资大部分来自他们
储备的防灾物资。

如水户市得知重庆紧缺口
罩时，当即从本市防灾储备物资
中拿出了 5 万个口罩捐助；大分
市向武汉市捐赠了 3 万个口罩、
600 套防护服、400 个护目镜；神
奈川县川崎市向沈阳、北海道苫
小牧市向秦皇岛、秋田县由利本
庄市和兵库县明石市向无锡市、
鹿儿岛市向长沙市、萨摩川内市
向常熟市捐赠了各类防疫物资。

在此次疫情防疫中，日本企
业界也纷纷向中国捐赠各类医
疗物资。 日本大型医疗临床检查
企业 Miraca 控股于 2 月 4 日向
武汉市和当地的医疗机构提供
医用口罩 9 万个、一次性防护服
3800 个、护目镜 3000 个。 随后，
日本理化学仪器制造商岛津制
作所于 2 月 12 日向中国武汉市
红十字会捐赠 100 万元人民币
善款，同时捐赠一台用于诊断肺
炎的移动式 X 光机。日本长崎著
名陶瓷“波佐见烧”厂举办了主
题为“山川在下，异域相隔，风月
在上，同天相望”的义卖活动，义
卖 10 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武
汉。“波佐见烧”的厂家工匠在社
交媒体上写道“同舟渡海、中流
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也”。

在日海外华侨踊跃捐赠

在武汉疫情暴发初期，国内
各种防疫物资严重匮乏的紧要
时刻，广大在日侨胞第一时间自
发组织起来，吹响了助国抗疫的
“集结号”。

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向会
员发起倡议，为武汉为中国的新
冠肺炎的灾害捐款。 从 1 月 24
日到 2 月 3 日一周内有近 50 位
会员积极捐赠， 总计捐款 36 万
日元， 最后协会补齐到 46 万日
元，分两次汇至全华联（1 月 28
日汇 20 万日元，2 月 5 日汇 26
万日元）。 同时，协会分别协助无
锡江阴市政府购买医用口罩
24000 个， 陕西省政府购买医用
口罩 18000 个，杭州余杭区政府
购买医用口罩 187200 个。

中国各界向日本捐赠

2 月底中国疫情总体渐趋平
稳，而日本国内感染人数日趋增
多，我国也及时伸出援手。

广东省猛犸公益基金会、华
大基因和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
基金会于 2 月 20 日向日本国立
传染病研究所捐赠一批新型冠
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在北海道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危机时刻，中
国企业界纷纷援手相助，中国复
星集团 3 月 4 日向北海道捐赠
3.6 万件医用口罩及手套等防疫
物资，阿里巴巴 3 月 9 日向北海
道捐赠 1 万个口罩。

东京的感染人数一直居于
日本各都道府县之首，是日本疫
情防控的重中之重，也是日本国
内医疗防疫物资最为紧缺的地
方。 3 月中下旬，东京疫情日趋严
重，交叉性感染和老人院感染不
断增多，国内的慈善援助主要向
东京倾斜。

马云 3 月 10 日向日本东京
都捐赠了 10 万个口罩，同日，中
国建设银行也向东京都捐赠了 5
万个口罩。 3 月 17 日北京“兆泰
集团”向东京都和北海道两地的

医院及老年福利设施捐赠 80 万
个口罩。 3 月 18 日“CCTV 大富”
频道和北京易科路通铁道设备
有限公司等联合向日本神奈川
县捐赠 1500 套国际标准的医用
防护服。 江苏省爱德益心华泰公
共卫生基金 3 月 25 日向日本东
京涩谷区捐赠 1 万只医用口罩
和 5 万只民用口罩，主要用于医
护人员的防护和当地高龄者及
残疾人个人防护。

除了向东京、北海道捐赠之
外，国内各界也向日本其他城市
捐赠防疫物资及资金。

3 月 11 日马云向日本静冈
县捐赠了 2 万个口罩，此次捐赠
的是“KF94”级别的高功能口罩，
通过县医师会和县病院协会发
放给县内的医疗机构。 辽宁对外
经贸学院 3 月 19 日向日本友好
学校中村英数学园和折尾爱真
学园捐赠外科医用口罩 3000
个、N95 口罩 240 个及体温枪 10
个。 同日，广东华为向日本爱知
县丰明市藤田医科大学医院与
该县长久手市的爱知医科大学
医院捐赠 50 万只医用口罩。 3 月
23 日上海博击长空足球俱乐部
向日本福井县以及宫城县两座
友好城市捐赠口罩等防疫物资。
5 月 2 日， 福建省湄洲妈祖慈善
基金会向日本社团法人日中一
带一路促进协会捐赠了 10 万个
一次性口罩。

除了企业、社会组织捐赠之
外，国内民众个人也通过各种方
式捐赠表达了守望相助的情谊。
3 月 5 日在日华人王宇龙等向日
本民众捐赠 3000 只口罩。4 月 15
日北京市一位首汽约车员工通
过亚洲通讯社向日本捐赠 5 万
副透明橡胶手套和 2 万个一次
性口罩。

最值得一提的是，学生也参
与到日本防疫之中。 中国一位高
三女生通过社交账号发起了以
“保护老年人不受新冠肺炎伤害”
为主题的募捐活动， 在朋友们的
帮助下发布了中文、英文、日文三
个版本的募捐海报。 4 月 29 日她
将自己筹集来的 2 万个口罩捐

赠给了东京市政府，希望能用于
老龄服务机构、保育设施等。

慈善互助与人道情怀推动
中日友谊

中日交流有着 1500 的历史。
早在公元七世纪，日本长屋王送
给唐朝僧人鉴真和尚的袈裟上
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此
次日本向武汉捐赠的医疗物资
包装箱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
同天’， 这正是长达上千年之久
的中日友好交流的印证。

东京晴空塔专门点亮了红
蓝二色为中国武汉抗击疫情祈
愿加油。 日本的一些药妆店、街
道等公共场所可以看到“中国加
油”“武汉加油”的标语，日本国
民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同舟渡
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
也”，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

为了感谢名古屋东部医疗
中心治愈“钻石公主号”游轮的
一名感染新冠病毒的中国男性
乘客， 中国驻日本名古屋领事 3
月 17 日向该医疗中心捐赠 3 万
个中国生产的口罩。 在口罩箱子
上贴的赠送语是“花の陰 赤の
他人は なかりけり”和“雾尽风
暖 樱花将灿”。 这是日本著名俳
句文学家小林一茶的作品，意思
是“花荫底下无他人，花香人欢
皆心悦”。

在 20 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
冠肺炎特别峰会上， 习近平总书
记深情地指出：“在中方最困难的
时候， 国际社会许多成员给予中
方真诚帮助和支持， 我们会始终
铭记并珍视这份友谊。 ”中华民族
是懂得感恩的民族，日本“旗袍女
孩” 在寒风中为中国武汉募捐的
鞠躬身影，以及日本民众“岂曰无
衣，与子同裳”的诗意表达，中国
人民不会忘记。 疫情防控期间两
国人民的相互支援抗疫， 促进了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向好发展，
书写了人道主义的真实情感。

（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
社会政策与社会舆情协同创新
研究中心）

� � 迄今为止，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累计确诊逼近 450 万例，死亡
人数已超 30 万例。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新冠疫情日渐稳定，但非洲、中南美洲等国
情况不容乐观，新冠肺炎仍然处于全球大爆发的早期阶段，成为二
战以来全人类面临的最大公共卫生危机。

习总书记强调：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
的命运共同体，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唯有团结
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

重大传染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 在后经济全球化时代，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 国际社会与各国人民
应一道守望相助，携手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共同建立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的全球合作与治理机制。

中国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向名古屋东部医疗中心捐赠 3 万口罩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