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下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 

 85 

 

DOI：10.13946/j.cnki.jcqis.2020.06.010 

作者简介：吴俊青，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潮龙起，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引用格式：吴俊青，潮龙起．新冠肺炎疫情下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J］．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6）：85-93．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新冠肺炎疫情下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 

 

吴俊青  潮龙起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下，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屡见不鲜，部分人士将疫情政治

化、阴谋化，华侨华人面临艰难处境。基于自身与中国、澳大利亚三方共同命运的考虑，澳大利

亚华侨华人主动开展公共外交：反对种族歧视，消弭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国及华侨华人的负面印象；

开展慈善捐赠、分享防疫抗疫经验，塑造中国及华侨华人的正面形象。但由于澳大利亚社会的“恐

华”心理、中澳文化差异以及华侨华人参与公共外交的意识不足、媒体资源单一等主客观因素，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效果存在局限性。澳大利亚华侨华人要提高公共外交意识，克服主

客观因素的制约，因时制宜地开展公共外交，突破地理疆界的有形边界与族裔-文化的无形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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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防疫抗疫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诉求。然而，部分人士将疫情政治化、

阴谋化，试图在病毒源头问题上抹黑中国。此举对华侨华人群体造成负面影响，扰乱全球共同防疫

抗疫的步伐。鉴于此，澳大利亚华侨华人通过反对种族歧视、开展慈善捐赠和分享中国防疫抗疫经

验等方式开展公共外交，助力澳大利亚防疫抗疫，增进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国及在澳华侨华人的好感，

努力消除隔阂。目前学界有关华侨华人参与公共外交的研究，一方面从宏观视角探讨华侨华人参与

公共外交的可行性、参与方式和作用等；另一方面探析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华侨华人参与公共外交的

具体实践，多强调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就中国侨务工作研究而言，学界主要

强调侨务工作与公共外交的结合，既指出华侨华人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受众，又突出华侨华人在中国

公共外交中的主体作用。就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与公共外交的研究而言，既有研究从多角度探讨华人

社团、华人媒体、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在中国对澳公共外交以及中澳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总体而言，

近年来关于华侨华人公共外交的研究多以中国本位为出发点，较少以共同命运理念考察华侨华人在

居住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本文梳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华文报纸以及华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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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刊载的相关内容，从华侨华人与中国及澳大利亚三方共同命运的维度出发，研究澳大利亚华侨

华人为何开展公共外交、如何开展公共外交以及影响公共外交效果的因素。 

一、新冠肺炎疫情下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公共外交的缘起 

截至 2020 年 10 月 4 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累计超 3 480 万，死亡人数累计达 103 万
［1］

。

除了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国际社会加剧国际合作机制失衡、政治争

端、贸易摩擦、经济下滑以及种族冲突等问题。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积极开展

公共外交活动，促进华人群体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间的理解与包容、交流与合作。 

（一）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国的污名化 

随着疫情蔓延，澳大利亚部分反华政客、新闻媒体及种族歧视者借机丑化、污蔑中国及华侨华

人群体。 

第一，丑化中国，污蔑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2020 年 1 月下旬，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多次在

新闻标题中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字样。澳大利亚天空新闻频道（Sky News）和《先

驱太阳报》（Herald Sun）分别发布题为《布里斯班男子被检测出致命的“中国病毒”》和《冠状

病毒：致命的“中国病毒”继续传播》的荒谬新闻。 

第二，散布阴谋论，在新冠病毒源头问题上抹黑中国。2020 年 3 月 31 日，在天空新闻节目中，

嘉宾 Scott Emerson 污蔑中国掩盖新冠病毒起源的真相，3AW 播音员 Tony Moclair 妄称“中国应对

病毒负责”。 

第三，造谣中国企业及华侨华人抢空澳大利亚医疗物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澳大利亚部分主

流媒体借机炒作中国企业“偷买”“抢空”澳大利亚医疗物资，导致澳大利亚防疫物资供应不足。

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4月 2 日，《悉尼晨驱报》连续刊登《中国背景公司的使命：获取澳大利亚医疗

物资》《第二家地产公司空运 82 吨医疗物资到中国》《澳大利亚山火期间数十亿口罩被运往中国》

三篇文章，污蔑中国企业抢购澳大利亚防疫物资。4 月 1 日，《悉尼晨驱报》刊文诽谤华人集团董事

局主席邝远平利用防疫物资牟取高额利润。 

（二）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艰难处境 

新冠肺炎疫情下，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处境艰难。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威胁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截至 2020 年 10 月 7 日，澳大利亚新冠病毒确诊人

数累计达 27 182 人，死亡人数累计达 897 人，且主要集中于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

这三个州恰好是华侨华人 为集中的区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学习工作以及日常生活

等均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反华势力与种族主义者将疫情政治化和阴谋化，误导澳大利亚

社会对中国及华侨华人群体的认知。 

第一，华侨华人遭遇无端辱骂、恐吓及攻击。新冠肺炎疫情下，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势力抬头，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成为种族主义者泄愤对象。2020 年 2 月，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根据《种族歧视法》

记录的投诉比过去 12 个月中任何时候都多，且自 2 月初以来的种族主义投诉中有三分之一与新冠病

毒有关
［2］

。2020 年 4 月，亚裔澳大利亚人联盟调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案例发现，

8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遭受的种族歧视由新冠肺炎疫情引起，超过 6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受到种族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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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或辱骂
［3］

。3 月 19 日，两名塔斯马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街头遭遇辱骂，其中一人被打
［4］

。类

似遭遇说明澳大利亚社会种族歧视严重，在澳华侨华人面临艰难处境。 

第二，华侨华人经济活动受到重创。餐馆业面临生存危机。悉尼一家知名华人餐厅老板表示：

自疫情发生以来，“生意起码下降了 80％到 90％”
［5］

。悉尼天同餐饮集团董事长 Jennifer Du 表示：

“有些客人可能一看到中国人都戴着口罩，就害怕不敢来了。”
［6］

华侨华人经济活动遭遇疫情与社

会误解双重打击，面临诸多风险。 

第三，华侨华人学习工作受到干扰。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及学校采取系列过激举措，干扰

华人学生及留学生的正常学习。2020 年 1 月底，悉尼 150 多所天主教学校“要求 近去过中国的学

生在未经医生允许之前不得返校”
［7］

。2 月 1 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禁止任何从中国来，

或过境中国的非澳洲人来澳洲。”这意味着，10 万多名中国留学生不能按时返澳学习
［8］

。另外，华

侨华人也在工作中遭受澳大利亚社会的误解与偏见。在一家墨尔本儿童医院，部分家长拒绝“亚裔

长相”的医生或护士给孩子看病
［9］

。澳大利亚社会的过度反应，折射出疫情下华侨华人群体所遭受

的误解与偏见。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公共外交的具体方式 

华侨华人主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以消除种族歧视，帮助当地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增进中澳

两国及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一方面，他们反对种族歧视，消弭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国及华侨

华人的负面印象；另一方面，开展慈善捐赠、分享防疫抗疫经验，塑造中国及华侨华人的正面形象。 

（一）反对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撕裂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阻碍防疫抗疫工作开展，给中澳关系发展蒙上阴影。对

此，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理性发声，以发表请愿书或公开信、接受主流媒体采访以及参政议政等方式

开展公共外交，谴责种族歧视行为，捍卫中国及华人群体的尊严。 

互联网是华侨华人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针对不断发生的种族歧视事件，澳大利亚华侨华

人通过互联网发表请愿书或公开信，向澳大利亚社会传达华人群体的呼声。2020 年 1 月 29 日，澳大

利亚《每日电讯报》《先驱太阳报》分别刊载《中国孩子待在家》和《中国病毒，一片混乱》两条

新闻，引起华人群体的不满和抗议。澳大利亚华人网友 Wendy Wong 在请愿网站发起请愿书，强烈要

求两家报刊公开道歉。请愿书指出：“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新闻标题，违反了种族歧视法，给

华人社区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媒体应该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做到公正客观报道。”
［10］

4 月 8

日，记者罗旭能、澳华论坛主席李逸仙等 16 人联名发表《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民族团结的公开

信》，提出种族歧视破坏了澳大利亚社会团结，号召全澳人民在疫情期间要团结起来，杜绝种族歧

视
［11］

。4 月 9 日，澳华论坛发起“团结起来，对抗恐惧”请愿书，支持罗旭能等人发起的公开信活

动，并将请愿书呈送政府部门及政要
［12］

。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是华侨华人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通过主流电视新闻节目，澳大利亚华侨华

人更为生动、即时、广泛地向主流社会传达华人群体的声音与诉求，谴责种族歧视行为。2020 年 4

月，李逸仙在接受 SBS News 节目采访中强调：“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担忧加剧了澳大利亚社会对亚裔

群体的种族歧视”，“当下，澳大利亚社会的和谐与民族团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13］

。李



2020 年第 6 期 

 88

逸仙的发言获得澳大利亚部分民众认可，促使主流社会与华人群体在反对种族歧视问题上同频共振。 

参政议政是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途径。疫情期间，华侨华人积极参与

澳大利亚政要组织的活动，反映种族歧视现象并建言献策。2020 年 2 月 12 日，西澳侨领应邀出席西

澳州咨询会，就种族歧视、华人生意等议题发表意见。会上，西澳州州长麦高文肯定华人社区的贡

献，赞赏华人自我隔离的做法，表达对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敬意，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14］

。

2 月 18 日晚，麦高文、帕帕利亚等四位政要与陈挺、贺洋、张野等侨领赴珀斯华人餐馆就餐，以此

支持华人生意，并录制一段“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视频
［15］

。西澳侨领此次参政议政议题丰富，

不仅表达反对种族歧视的政治诉求，而且关心华人生意、留学生求学、中国游客入境以及中国抗疫

情况等多项议题。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还通过网络会议、致函等方式向政要发表意见、表达诉求。2020 年 4 月，悉

尼华人社区代表参加高嘉华地区议员柯民思（Chris Minns）召开的网络会议，对种族歧视事件表达

忧虑。会后，柯民思发表声明：“呼吁终止在疫情期间针对华人的种族攻击行为。”
［16］

4 月 9 日，

维州澳华社区委员会（CCCAV）发表声明《CCCAV 谴责 Covid-19 相关的种族主义袭击》，并将此声明

邮寄给澳大利亚政要和主流媒体。维州工党议员 Bruce Atkinson 回信表示：“这次的疫情大流行应

该使我们有理由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作为澳大利亚人和全球公民的共同命运。”
［17］

通过网络会议与致

函等方式，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及时向当地政要反映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事件，并从华人群体对澳大

利亚的贡献、澳大利亚社会的价值观等方面寻找支点，拉近澳大利亚政要与华人群体的距离。 

（二）开展慈善捐赠 

华侨华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参与者与贡献者。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在援助中国抗击疫情后，

紧接着投入支援澳大利亚的防疫抗疫行动中，热心开展慈善捐赠活动（表 1）。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

主体多元，既有华人社团及慈善机构，又有学校、企业及商界人士。捐赠物资也较丰富，既包括口

罩、防护服、防护镜等防疫物资，又有捐款。 

 

表 1  2020 年 3—6 月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医疗机构的捐赠情况（部分） 

时间 捐赠单位 受赠单位 捐赠内容 

3 月 维州华联会 Eastern Health（医疗机构） KN95 口罩 1 000 只 

4 月 

澳中慈善协会、 

澳中商业峰会及部分华商 

悉尼韦斯特米德医院等6家

医院 
隔离服1 600件、防护帽10 000个 

澳大利亚内蒙古同乡会（悉尼）、澳

大利亚蒙商联合会、澳大利亚内蒙古

民族文化艺术学校和有关企业 

圣乔治医院、康科德医院 口罩 15 000 只 

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珀斯分会 St John of God（医院） 安全防护服 220 套 

5 月 

维州华联会 Sunshine Hospital 防护服 300 套、防护镜 100 副 

维州华联会 Austin Health（医疗机构） 口罩 6 500 只、防护服 150 套 

澳大利亚太平洋华人狮子会 
One Door Mental Health 

（康复机构） 
捐款$15 500 

6 月 堪培拉华联社 堪培拉医院 医用口罩 10 000 只 

华人社团是开展医疗捐赠活动的主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华人社团为澳大利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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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医疗物资。2020 年 3 月 12 日，昆士兰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协会、全澳华人专家学者联合会筹集

273 套防护服，捐给布里斯班的 3 家医院
［18］

。4 月，澳大利亚紧急援助协会主席刘辉峰向维州公共

卫生服务机构捐赠价值 10 万美元的医用物资
［19］

。华人社团还与其他族裔社群合作，以提高慈善捐

赠的效果，增强社会影响力。2020 年 5 月，澳中商业峰会、悉尼上海商会和悉尼韩国协会（Korean 

Society of Sydney）等中韩社区组织向好市围（Hurstville）私立医院捐赠 10 箱洗手液、3 箱防护

服和 1 500 只医用口罩。乔治河市（Georges River）议员 Christina Wu 表示：“现在比过去任何

时候都更需团结一致，我为多元文化社区齐心支援当地医务工作者感到自豪。”
［20］

中韩社区相互团

结，打破族群边界壁垒，共同助力当地社会防疫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生活更加艰难。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向他们捐赠必要

的医疗防护物资。2020 年 4 月，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珀斯分会向西澳 大的残疾人服务组织——西

澳残疾人服务中心（Ability Centre WA）捐赠 4 000 只医用口罩
［21］

。澳大利亚今日传媒集团等华

人团体和西澳警察总署联合发起向老年人赠送口罩活动
［22］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扶弱助残、尊老敬老

的实际行动，不仅为澳大利亚社会的防疫抗疫工作添砖加瓦，而且彰显了华人群体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和高尚的品德。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关心与帮助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及国际学生。2020 年 3 月 31 日，

苏俊希代表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向塞尔维亚社区捐赠 1 000 只医用口罩
［23-24］

。4 月 29 日，针对国际

学生面临的经济困难，澳大利亚华人公益基金会（ACCF）启动“ACCF COVID-19 国际学生紧急援助”

计划。截至 5月 22 日，超过 100 名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受到基金会帮助
［25］

。 

（三）分享防疫抗疫经验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多渠道地向澳大利亚社会介绍与分享中国防疫抗疫经验，帮助抗击疫情： 

医学界的华侨华人及时预警、提出建议。2020 年 1 月 23 日，昆士兰大学免疫学教授余迪向澳大

利亚卫生部表达担忧，并建议早做准备。他还与华人同仁共同整理并发布《回澳人员（学生）的防

护及诊疗建议书》
［26］

。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3 月，澳大利亚

中医药学会（CMASA）向莫里森发出请愿书，希望澳大利亚将中医药纳入治疗计划，并将请愿书抄送

各州州长、北领地首脑等政要
［27］

。 

华人社团及侨领广泛宣传、建言献策。2020 年 3 月 16 日，杨东东邀请澳大利亚医生参与“共筑

地球村，齐心共抗疫”爱心连线活动，听取中国的防疫抗疫经验
［28］

。3 月 20 日，杨东东与邝远平联

名致函澳大利亚总理和新州州长，提出 6 点防疫抗疫建议：停止超过 20 人的聚会、停止宣传不用戴

口罩、允许私校关闭、中小企业缓交税款、预备扩充方舱医院和紧急采购医疗物资。 

华人社区高度自律、分享经验。2020 年 4 月 3 日，华人社区开展以“保护我们社区安全——如

何应对当前的新冠病毒”为主题的在线直播论坛，分享 新防控信息，新州卫生部高级顾问 Michelle 

Cretikos 博士参加论坛。乔治河市议员 Nancy Liu 表示：“华人社区理应受到赞扬和承认，因为他

们认真对待早期行动，遵守当前的社交限制规定。”澳大利亚中国医师联合会副会长 Zhang Li 博士

对一些医护人员不戴口罩的现象表示担忧
［29］

。 

华文媒体传播真实、突显担当。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华文媒体向华侨华人介绍中国真实的防疫

抗疫情况，并由华侨华人在日常生活中转达给澳大利亚人民。《澳华时报》报道中外机构合作的研

究论文，指出：“武汉市的旅行隔离将中国大陆的总体流行病进展推迟了 3 到 5天。”《东方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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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介绍澳大利亚流行病学专家简乐对中国抗疫经验的肯定。简乐认为：“在国内疫情还很严重时，

中国就开始组织专家把中国的抗疫经验翻译成英文，提供给有关国家，减少走弯路的时间。”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公共外交的制约因素 

由于澳大利亚社会的“恐华”心理、中澳文化差异以及华侨华人参与公共外交的意识不足、媒

体资源单一等原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在开展公共外交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一）澳大利亚社会的“恐华”心理 

“恐华”心理是制约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开展公共外交的根本因素。澳大利亚社会对华侨华人的

政治忠诚存在疑虑，并经由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而扩大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澳大利亚社会的“恐

华”心理与对华人群体政治忠诚度的怀疑杂糅，阻碍华侨华人开展公共外交活动。2020 年 3 月 31 日，

《悉尼晨驱报》刊文将邝远平帮助澳大利亚抗疫的行动阴谋化与政治化。“恐华”心理的外在原因

是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关系的过度依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政府不顾事实根据与中澳两

国及人民的利益基础，加紧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借疫情妖魔化中国，使得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公

共外交招致无端质疑。 

（二）中澳文化差异 

华侨华人与澳大利亚人之间存在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

西方文化在“要不要戴口罩”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
［30］

。澳大利亚卫生部也忽视了戴口罩的重要性，并

在其发布的《外科口罩使用须知》中称：“目前几乎没有证据支持在健康人群中广泛使用口罩能够防

止病毒在公共场合传播。”是否需要戴口罩问题折射出华侨华人与澳大利亚人之间存在的族裔-文化差

异。这种差异也是澳大利亚社会对华人群体戴口罩现象产生误解、恐慌以及歧视的诱导因素。 

（三）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参与公共外交的意识不足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面临公共外交意识不足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为开

展公共外交付出很多，但仍有少数人士缺乏公共外交意识与觉悟，如在受到种族歧视时选择沉默。

亚裔澳大利亚人联盟创始人 Erin Chew 调查分析种族歧视案件发现：“大约有 88％的人没有向警方

报告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不会向人权委员会投诉或警方报告，因为他们对可能要走的程序感到

紧张或害怕”
［3］

。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导致自身合法权益被主流社会忽视。 

（四）媒体资源单一 

媒体资源单一限制了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公共外交的社会影响力。虽然华文媒体是华侨华人的一

个发声渠道，但毕竟影响力有限。华文媒体的主要受众是华人群体，很难受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关

注。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活动需通过主流媒体的报道增强在主流社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然而，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在主流媒体领域的影响力较小，他们开展的很多有意义的公共外交活动没

有机会得到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2020 年 1—5月，《悉尼晨驱报》《先驱太阳报》《澳大利亚人报》

《每日电讯报》等主流报纸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中鲜有华侨华人的声音。 

四、结  语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衍生出国际政治环境紧张、经济衰退、种族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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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等问题。澳大利亚一些政客、媒体及种族歧视者趁机将疫情政治化、阴谋化，对中国及华侨华人

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把疫情政治化与阴谋化的本质是澳大利亚“站队”美国，对中国持意识形态

偏见，并趁机将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进而转移澳大利亚社会的内部矛盾。这在各

国人民共同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今天，有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疫情期间，澳大利亚

华侨华人的处境难上加难，既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又遭遇澳大利亚社会的种族歧视及偏见。

作为跨国民族，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命运与中澳人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澳大利亚华侨华人

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集中体现，符合中国、澳大利亚以及华侨华人群体

三方的共同利益。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开展公共外交能够取得实质效果与社会影响力的保证。 

疫情期间，中澳关系的曲折变化显示出开展公共外交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华侨华人需要面对的

挑战与困难也随之加大。未来，澳大利亚华侨华人要提高公共外交意识，克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一方面，华侨华人要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制度与社会规范，塑造华侨华人群体良好的社会形象，消弭

当地社会对中国及华侨华人的负面印象。另一方面，华侨华人要积极融入主流社会，提高公共外交

觉悟，运用各类媒体资源理性发声，在中澳两国及人民之间发挥润滑剂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澳大

利亚华侨华人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是在遭遇歧视、误解以及抹黑等外部刺激下的应激反应，具有较

强的被动防御性。而与中国关系友好国家的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活动则具有更强的主动性。21 世纪，

全人类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华侨华人群体更需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因时制宜地开展公共

外交，突破地理疆界的有形边界与族裔-文化的无形边界，消除偏见与隔阂，改善族群关系，促进国

家间关系良性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global epidemiological situation

［R/OL］．（2020-10-05）［2020-10-06］．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 

situation-reports/20201005-weekly-epi-update-8.pdf． 

［2］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Where’s all the data on COVID-19［EB/OL］．（2020-05-09）

［2020-05-27］．https://humanrights.gov.au/about/news/opinions/wheres-all-data-covid-19-racism． 

［3］  Lin Evlin．“回中国去”：疫情中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激增［EB/OL］．（2020-04-20）［2020-06-03］．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victims-of-coronavirus-fuelled-racism-in-aust

ralia-are-speaking-out-about-its-impact． 

［4］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高度关注留学生遭袭事件［EB/OL］．（2020-03-21）［2020-06-03］．http://melbourne. 

china-consulate.org/chn/lsbh/t1759067.htm． 

［5］  Cindy Xie．新冠疫情重创悉尼华人餐饮：“生意下滑 80％～90％”［EB/OL］．（2020-01-29）

［2020-06-06］．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audio/coronavirus-hits-sydney

-restaurant-industry． 

［6］  “我们都看不到头”：疫情突袭下，在澳洲的华人商户关店还是死撑？［EB/OL］．（2020-02-05）［2020-06-05］． 

https://afndaily.com/67899． 

［7］  Richard Ferguson．悉尼 150 所天主教会学校要求近期访华学生未经医准不得返校［EB/OL］．（2020-01-28）



2020 年第 6 期 

 92

［2020-06-06］．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20/01/28/33845/． 

［8］  10 万中国学生被阻  澳各大学很受伤［N］．澳华时报，2020-02-07． 

［9］  Zhuo Yang．新冠疫情：墨尔本医院“亚裔长相”员工遇种族歧视［EB/OL］．（2020-02-28）［2020-06-07］．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coronavirus-melbourne-health-workers-of-asian

-appearance-report-racial-abuse． 

［10］  Wendy Wong．Strongly require the apologies from Herald Sun and Daily Telegraph［EB/OL］．（2020-01-29）

［2020-05-30］.https://www.change.org/p/herald-sun-strongly-require-the-apologies-from-sydney

-herald-sun-and-telegraph． 

［11］  Chinese Australian Forum．Chinese-Australians pen open letter about “escalation in racial abuse” 

during Coronavirus Pandemic［EB/OL］．（2020-04-08）［2020-05-27］．https://www.caf.org.au/ 

single-post/2020/04/08/Chinese-Australians-pen-open-letter-about-escalation-in-racial-abuse-d

uring-Coronavirus-Pandemic． 

［12］  Chinese Australian Forum．Australians choose #UnityOverFear during Covid-19-12，000 signatures 

on anti-racism petition［EB/OL］．（2020-04-15）［2020-05-27］．https://www.caf.org.au/single-post/ 

2020/04/15/Australians-choose-UnityOverFear-during-COVID-19---12000-signatures-on-anti-racism

-petition． 

［13］  Claudia Farhart．Sixteen prominent Asian-Australians have put their names to a campaign aimed at 

stopping coronavirus-fuelled racism［EB/OL］．（2020-04-10）［2020-05-29］．https://www.sbs.com.au/ 

news/unityoverfear-high-profile-asian-australians-start-petition-to-fight-coronavirus-fuelled

-racism． 

［14］  西澳多元（文）化部与华人社区座谈［N］．东方邮报，2020-02-20． 

［15］  潜之（张野）．春风化雨会有时——记西澳州长中餐馆用餐［N］．澳大利亚时报，2020-02-27． 

［16］  柯民思州议员为华人发声要求停止种族主义言行［EB/OL］．（2020-04-29）［2020-05-28］．https:// 

www.xkb.com.au/index.php/news/huaren/2020/0429/257348． 

［17］  李晓晨，唐鼎超．维州澳华社区委员会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攻击［EB/OL］．（2020-04-20）［2020-05-31］． 

https://www.sohu.com/a/389429258_120052200． 

［18］  澳洲华人科学家、学者和工程师们向昆士兰州捐赠医护物资，携手抗“疫”［N］．澳华时报，2020-03-20． 

［19］  Michelle Slater．Melbourne businessman donated $100，000 worth of disinfectant to Latrobe Regional 

Hospital［EB/OL］．（2020-04-09）［2020-06-02］．https://www.latrobevalleyexpress.com.au/story/ 

6717971/hospital-cleans-up-with-donation/． 

［20］  Chinese and Korean communities donate medical supplies to Hurstville Private Hospital ［EB/OL］． 

（2020-05-19）［2020-06-01］．https://www.theleader.com.au/story/6761736/chinese-and-korean- 

communities-donate-medical-supplies-to-hurstville-private-hospital/． 

［21］  澳大利亚总商会珀斯分会秘书处．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珀斯分会向西澳残疾人服务中心捐赠医用口罩［N］．东

方邮报，2020-05-07． 

［22］  关爱老人  免费赠送公益口罩：永不放弃  爱心接力［N］．澳大利亚时报，2020-04-16． 



新冠肺炎疫情下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 

 93 

［23］  Branko Cvetojevic ，Sofija Petrovic．“We are one”：Chinese community donates face masks to Australian 

Serbs［EB/OL］．（2020-04-04）［2020-05-30］．https://www.sbs.com.au/language/english/audio/we-are- 

one-chinese-community-donates-face-masks-to-australian-serbs． 

［24］  维州华联会．民族团结  同舟共济：维州华联会向塞尔维亚社团和本地医疗机构捐赠爱心口罩［EB/OL］． 

（2020-04-02）［2020-05-25］．http://au123.com/news/australia/community/20200402/ 524191.html． 

［25］  澳洲华人公益金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国际学生紧急援助报告［EB/OL］．（2020-05-25）［2020-05-26］． 

https://accfnsw.org/zh-hans/2020/05/25/． 

［26］  Juncheng Guo．来自武汉的澳洲华人学者：做好力所能及的事，就是 大的支持［EB/OL］．（2020-05-02）

［2020-06-07］．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audio/chinese-academic-from-

wuhan-use-his-expertise-helping-communities-fight-against-coronavirus． 

［27］  萧霑．澳大利亚中医药学会（CMASA）向莫里森总理递交参战请愿书［EB/OL］．（2020-03-30）［2020-05-27］． 

https://www.1688.com.au/huaren/sydney-entertainment-and-activities-events-channel/2020/03/30/

778948． 

［28］  李嘉宝．海外侨胞积极支援住在国民众抗击疫情  “向海外传递咱中华儿女的善意！”［N］．人民日报海

外版，2020-03-25（6）． 

［29］  Jim Gainsford．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online forum updates 30，000 on COVID-19［EB/OL］． 

（2020-04-09）［2020-06-19］．https://www.theleader.com.au/story/6717269/chinese-community- 

leaders-online-forum-updates-30000-on-covid-19/． 

［30］  在外国的我们要不要戴口罩？［N］．澳大利亚时报，2020-03-12． 

 

责任编辑：龚静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