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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捐”出来的警民中心

南非因民族和种族众多被誉为“彩虹之
国”。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南非社会治
安环境不断恶化。旅南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
学生及中国游客遭遇的恶性案件不断增加，人身
安全和财产受到严重侵害。直到今天，我身边的
侨胞几乎没有人没被抢劫或胁迫过。

2003年，成立一个侨胞自我保护的组织，已
是所有旅南侨胞共同的心声。当年年底，我和一批
热心侨领共同召开“警民中心筹备会”。在此次筹
备会上，我们达成共识，要团结各侨团力量，加
强与当地警方联系，成立保护侨胞权益的非营
利性民间组织。

最初，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场地、
启动经费、专职工作人员、处理事件经验等，一
大堆事情需要逐个落实。因为条件有限，我们只
能亲力亲为，自己出钱租办公室、自己刷墙、从
家里搬桌椅等。那时候，警民中心虽然一无所
有，但侨领们心气很高、行动很快。南非洲粤港
澳总商会以及福建同乡会、顺德联谊会、上海工
商联谊总会等商会和侨团踊跃出资，向警民中心
捐款100余万兰特。正因为一大批侨界热心人士
积极参与、捐物捐款，襁褓中的警民合作中心才
有了茁壮成长的条件。

2004年1月，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正式投
入运行，逐渐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在南华侨华人的
广泛信任和支持。如今，警民合作中心已募资买
下了独立的办公场所。从2013年起，通过与当地
警方协调配合，警民合作中心先后在南非全国成
立12家省级中心。

搭建执法部门与华社的“桥梁”

警民合作中心运作起来后，在华人社区中名
气越来越大，逐渐得到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和一些
当地政府部门的关注和认可。但一开始因为没有
官方背景，警民合作中心得不到当地警方的认同
与配合。

直到2006年，事情才出现转机。当年，南非
一家商业中心遭遇抢劫，4名南非警察遇害。当
时，警民合作中心人员不仅去现场参加了追悼
会，还募集16万兰特慰问遇害警察家属。这件事
让南非警察感受到了华侨华人的善意，也让他们
对警民合作中心的态度有了很大改观。

我们也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奖励机制。从
2006年开始，警民合作中心每年都会通过颁发奖
状、给予奖品等方式，奖励那些为保护华人社区
做出贡献的优秀警察。

这些年，警民合作中心的创始人几乎走访了
南非所有省市区的警局，并参与处理棘手的案
件。经过不懈努力，警民合作中心搭建起在南非
执法部门和华人社区之间沟通的“桥梁”。此
外，警民合作中心还举办了多期警察培训班。雇
佣的警察不仅学会了简单的中文，还了解了中国
文化，在执勤时与侨胞沟通更加顺畅。

2020年3月27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南
非政府宣布封城。警民合作中心立即动员全体理
监事，捐款近300万兰特，在中国采购口罩等防
疫物资，通过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和南非外交部沟
通，免费运到南非，捐给移民总局、国防军和警
察局等146个机构。患难见真情，警民合作中心
在抗疫中的表现，得到南非警方的高度肯定。

服务侨胞的安全网越织越结实

同南非警方逐渐建立了良好关系，警民合作
中心守护侨胞安全的力量更大了。警民合作中心
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一旦接到侨胞求助，会立
即派人前往解决；如遇紧急情况，会给当地警局
打电话，请他们给予支持。

从2004年成立至今，警民合作中心共受理涉
及华侨华人的各类案件5000余起，多次配合中南
两国警方开展专项行动，打击针对侨胞的违法犯
罪活动，成功打掉多个犯罪团伙。从 2013 年开
始，通过创办网络、开设微信公众号平台、与当
地中文媒体合作等方式，警民合作中心及时向侨
胞发布各类安全预警信息，构建起覆盖全南非的
安全网络。

2014年，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被评为首批

“华社之光”社团，成为非洲地区平安侨社建设
的典范。

如今，警民合作中心平均每天接到五六通各
类求助电话，多的时候一天要接 10 余通求助电
话。除了抢劫等违法犯罪案件，警民中心受理更
多的是侨胞求助和投诉，很多时候要帮忙调解侨
胞之间和家庭内部的纠纷。我们毫无怨言，因为
想法很简单——大家都是在南非打拼的中国人。
侨胞和侨企内部的纠纷，如果能通过警民合作中
心的调解得到化解，就可以避免走上法庭或者用
更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

2020 年 3 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南非发生后，
警民合作中心更忙碌了。除了加强24小时全天候
的安保力量和增加在华人社区的巡逻次数，我们
还自愿承担起组织侨胞抗疫的诸多事务。

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唐人街设立隔离点，为
确诊侨胞提供连花清瘟颗粒等防疫物品和一日三
餐；在南非各省份的华人警民合作中心，我们放
置了口罩、洗手液和清肺排毒汤颗粒等防疫物
品，供有需要的侨胞使用；在约翰内斯堡的唐人
街和九大中国商城里，我们统一采取测温、戴口
罩和酒精消毒等严格的防疫措施；为定点配送蔬
菜和水果等生活日用品的农场侨胞办理通行证，
并为生活困难的侨胞上门配送生活日用品；积极
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和国内各级侨务部门沟通，
争取抗疫援助。

2021年7月初，南非发生严重骚乱。警民合
作中心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召开紧急工作会议，
及时联系各商城业主，提前部署防御预案，集中
保安人员待命，加强商城区域巡逻。此外，我们
的常务班子积极联系南非警方高层、区域警察局
及防暴警察，与国防军指挥官保持密切沟通，轮
班制关注骚乱动态。最终，我们的联防联保工作
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安保效果。7月16日，中国驻
南非大使陈晓东分别致电我和夸纳省警民合作中
心常务副主任刘小庭以及新堡市警民合作中心主
任庄松林，代表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向警民合作中
心表示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

未来，南非警民合作中心会一直扎实地走下
去，为建设南非平安侨社尽心尽力。

上图：李新铸（右二）向南非首家华人开办
的体育运动学院捐赠运动服。 （受访者供图）

在江苏海门，有一个“林英”
村。这是全国唯一以华侨烈士名字
命名的村子。

华侨烈士林英，原名邱搏云。
1906年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的一个
小商人家庭。1929年，林英离开家乡
前往泰国曼谷任教。在旅泰共产党
员马大宁的引导下，他参加当地共
产党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学习
苏联教育，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3 年，林英来到上海大夏大
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因组织开展纱厂工人运动，被
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关押于上海
龙华监狱。在狱中，他坚持斗争，
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7年，上
海抗战爆发。林英受党组织派遣，
参加由我党控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
会第三战区第 19 集团军战地服务
团，在武汉周围开展抗日宣传活
动。1939年，林英参加国民党第二
战区政治工作队，与副队长、江苏
海门人季强成一起，先后辗战桂
林、贵阳、重庆，进行抗日宣传工
作。经党组织批准，随季强成从重
庆赴江苏海门开展革命活动。季强
成被委任为国民党海门县县长，林
英协助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
海门期间，他把当地中学的进步青
年组织起来，建立暑期服务团，举
办集训班，亲自讲授 《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宣传毛泽东思
想；率领服务团深入村镇，出黑板
报、演活报剧，开群众会，广泛开
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抗日力
量。他为人温文儒雅，人们也不知
道他来自哪里，但以忘我工作的精
神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赢得当
地群众的爱戴。虽然遭到了国民党
县党部的百般刁难和阻扰，但由于
林英掌握斗争艺术，有效发展了进
步力量，为新四军盐城“抗大”输
送了一大批革命力量。1940年，由
共产党领导的海门警卫团成立，林

英任警卫团政治处主任 。通过对国民党警察中队收编成员的艰苦
改造，拥有了一支团结抗日的武装力量。

1941年5月，国民党部队向海门警卫团驻地实行围剿，企图
一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林英率部紧急撤退。由于时间
仓促，警卫团一包文件遗忘驻地。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敌手，他在单
独潜回驻地时被敌哨发现而遭逮捕。敌人软硬兼施，逼其自首，林英
大义凛然，慷慨道：“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自首的共产党员”。
林英最终被杀害于当地江家镇市梢的麦田里，时年35岁。当地村民
出资将林英烈士收敛入棺，秘密安置于“救火会”内，一对守庙
父女为他默默守棺12年，直至1953年将英烈遗骨入土。

1986年，旅居澳大利亚的林英遗孀林赛英，获知丈夫离家半
个世纪后的最终下落，不禁潸然落泪。老人再次阅读丈夫来信中

“事不成功，誓不回家”的誓言，明白丈夫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年，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海门县党
史办联络协调下，远在澳大利亚、泰国的林英亲属一行，专程回
国赴海门“林英村”祭拜先辈。已近六旬的女儿邱瑞君了解先父
的生前事后，与为父守棺十年的那对父女中的女儿见面时，顿时泪
流满面。为感恩“林英村”父老乡亲对先父遗体的保护，感谢当地政
府建起林英烈士陵墓，邱瑞君女士返澳后立刻给“林英村”汇来 1
万元人民币，支持村里修建公路。这段海内外同胞在抗日斗争中沉
积的血肉感情故事，至今仍为人们传颂的佳话。

（南通华侨博物馆供稿）

亲切、热情、认真，这是美籍侨领
顾履冰在采访中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出生于江苏省启东市，顾履冰于1988年
被公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1999 年晋升
为教授，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
2002 年起至今担任亚特兰大学生学者总
联谊会会长。在她的生动讲述中，一个处
处为侨胞着想的“老大姐”形象，逐渐展
现在我们眼前。

不眠不休 学习新技术

1988年7月，顾履冰受美国埃默蕾大
学的邀请，被国家公派到美国做访问学
者。初到美国，语言成了顾履冰最大的难
关。为了早日通过语言关，她几乎把工作
之余的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英语和研读医
学著作，不断在实践中提升英语水平。

未接触过的医学新领域也给顾履冰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到美国的第二天，
导师便发布任务：使用超薄冰冻切片机
对标本进行切片。面对新技术，她当时
就傻眼了。在导师示范了一遍操作方法
之后，顾履冰开始废寝忘食地练习。手
被超高速的机器划了许多伤口，但她选
择坚持下来：“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困难都
克服不了的话，之后要怎么工作呢？”就
这样，三天三夜后，她熟练掌握了切片

技术。
“我代表中国人，到美国一定要学到

最新的技术。”抱着这样的信念，顾履冰
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其他学者做实验，并
向他们请教专业问题。“感情是需要存进
银行的，真诚待人就能收获回报”，她认
真地说，“因为我经常帮助别人，所以他
们也很乐意教我新技术。”只要有新实
验，她永远冲在学习第一线。

为侨服务 创立新制度

担任亚特兰大学生学者总联谊会会
长后，为了方便当地华侨华人办理事
务，顾履冰协助休斯敦总领事馆到亚特
兰大进行现场办公。“因为过来办事的人
很多，我们经常需要加班到晚上12点。吃
饭的时候有人来了，也要马上回岗位，确
保当天来的每一个人都能办完事情。”

16 次负责服务接待工作，顾履冰协
助领事馆创立了一套现场服务制度：“首
先，为了减少排队过程中的冲突，我们
采取叫号的方法，还为老人和小孩开辟
了绿色通道。其次，针对不同的问题设
立咨询组、议审组等专门小组。”

“这种现场办公制度有很多优势，最
突出的是使领馆工作人员上门办公，能够
免除繁杂的申请程序和长途奔波的麻烦，

为华侨华人提供了便利。这种服务方式后
来在美国其他地区广泛推广，得到了许多
侨胞认可。”顾履冰说。

心系祖国 策划新活动

1999 年，顾履冰联合当地 31 个侨
团，在亚特兰大市“奥运100周年广场”举
行了国庆游行活动。谈起举办这次活动的
初衷，她表示：“亚特兰大市从来没有举办
过大型的中国活动，我希望借此宣传中华
文化，能够让美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由于反华势力的干扰，这次活动筹办并
不顺利。借不到旗杆、批不下场地、临时更
改集合时间，但这些困难都没有阻挡她把活
动举办下去的决心。通过求助大使馆和广泛号
召侨胞，最终活动顺利举办。海外侨胞一呼百
应，游行人数达到了600多。连不少美国民众
都主动加入进来，当地警车还插上五星红
旗，为游行保驾护航。

当天，风和日丽，一面面国旗久久
飘扬在奥运广场的上空，现场欢声雷
动，所有中国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成
为顾履冰一生难忘的场面。

最近，北京冬奥会召开在即，顾履冰
又忙碌起来，张罗着收集海外2008年北京
奥运会申奥文物，并计划送至中国华侨历
史博物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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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找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
这是如今所有旅南侨胞的共识。2004年1
月，为应对南非的治安环境，维护在南侨胞
的生命财产安全，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正
式成立。18年来，该中心“摸着石头过河”，
逐步发展为拥有12个省级分中心的非营利
性服务机构，是在南侨胞危难时刻首先想到
的“呼救机”和“避风港”。

作为该中心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李新
铸为守护侨胞安全殚精竭虑，协助中国驻
南非使领馆，处理了无数涉侨犯罪案件和侨
胞内部纠纷。谈及初衷，他真诚地说：“日
益强大的中国，是警民合作中心开办下去
的最大底气和持续动力。只有把服务侨胞
的安全网织得更结实，才能让侨胞的国内
亲属放心，让祖国放心。”以下是他的自述。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主任李新铸——

打造守护侨胞安全“避风港”
本报记者 贾平凡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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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春节临近，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
自治县苗族群众纷纷购买红灯笼、中
国结和春联等新年饰品，到处是红红
火火的喜庆景象。图为1月19日，在

融水县一家年货门店，来自红水乡黄
奈苗寨的苗族姑娘韦诗漫 （右）、韦
世婷在选购红灯笼。

龙涛摄（人民视觉）

红红火火迎新年
侨 乡

新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