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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不
仅牵动着国人的心，也牵动着来华留学生的心。
疫情发生期间，有不少来华留学生选择留在中
国，为中国加油，与中国人民共克时艰；也有来
华留学生心系中国，不仅时刻关注着疫情变化，
为中国人民送来祝福，而且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为战胜新冠疫情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与你们同行”

最近，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唐曦兰常被问一
个问题：“你是不是要回国？留在中国会不会危
险？”她答：“我选择留下来。”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等级
的升级，就读于浙江理工大学的唐曦兰也窝在了
宿舍里，喜欢写诗的她用一首首新创作的中文诗
歌为中国祈福，并表达对疫情中一线医护人员的
崇敬。

她在《武汉人民，我与你们同在》这首诗中
写道：“我曾去过美丽的武汉，登上黄鹤楼眺望
前世的风景。我想告诉所有的武汉人，我异国的
心与你们同行！”

她最新的诗歌作品主题是赞美中国的女性医
护人员，在《中国最美丽的女人》中写道：“中国最
美丽的女人，正奋战在危险的一线挽救生命……
她们减掉了头发，唤起了所有人对更幸福未来的
期望。”

正如唐曦兰作品中所传递出的情感和态度，
已在中国生活7年的她透过各种关于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消息看到的是“中国人民的
勇敢和坚韧不拔、中国人民面对困难时的团
结”。“尽管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我
已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故乡。中国的疫情应对让
我感觉到中国是一个有力量的国家，也让我对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钦佩。”唐曦兰说。

买口罩送师友

2020年1月，巴基斯坦留学生比拉尔通过新
闻报道了解到中国湖北等地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同时，他也了解到，防止疫情
扩散，戴口罩是非常有效的方式，但他发现在中
国不少电商平台、药店等销售的口罩很快脱销。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 4 年多的巴基斯坦
人，我在读书期间接触到许多中国人，也交了很
多中国朋友，他们非常友好，尊重文化差异。疫
情当前，我希望自己能为我的第二故乡中国尽一
点微薄之力。” 比拉尔说。

正好最近，比拉尔的朋友从巴基斯坦到北
京，他便让朋友顺路带一些口罩过来。比拉尔
最初的计划是将口罩捐给湖北的医院，后来了
解到医院需要的口罩有一定的标准，怕托朋友
带来的口罩不合格，就将其送给了身边有需要
的人。“比如我的同学、老师、朋友以及我所认

识的缺口罩的中国朋友。虽然只买到 600 个口
罩，数量不多，但这是我的心意，很荣幸自己
能尽一份力。希望疫情早些过去，希望中国的
热闹场景早日恢复。”

对中国战胜疫情有信心

和唐曦兰、比拉尔一样，不少来华留学生纷
纷为中国加油并送上祝福。

来自埃及的高山将武汉视作除北京外与他渊
源最深的城市。他说：“我相信在中国政府的领
导下，在全国各行各业人民同心协力下，在一线
医护工作者的奋战下，武汉一定能战胜疫情！天
佑武汉！天佑中华！”

来自阿富汗的李娜和马龙说：“最近，我们的
第二故乡中国遇到了大的困难，我们唯一的希望
是疫情早日得到控制。无论如何，我们都与中国
同在，也完全相信中国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战。”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佘郑轩是第四代华裔，他
常听祖辈讲，中华儿女非常坚强。“我相信，这
次中国也一定能很快找到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的办
法，也能够很快战胜疫情。”

来自韩国的任俊杰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
力，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渡过难关。“因为只要
团结一致，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任俊杰说。

（题图来源：网络）

2020年的春节不寻常。当我们在太平洋西北海岸积极
筹备春节活动，准备在学校、社区举行表演时，从中国传
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相关消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看到了中
国采取的防控措施，看到了中国人民守护健康的努力，看
到了华侨华人募捐医疗物资的真诚……作为一个中国人，
同时也是一位中文老师的我，在这样不寻常的日子，也希
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中国农历大年三十下午，是我们彩虹桥中文学校的孩
子们在美国波特兰的第一场春节演出，孩子们的演出不仅
收获了来自观众的热烈掌声，也收到来自他们的捐赠。

大年初二，孩子们在波特兰市中心的一座大教堂里为
这里的孩子们、家人和朋友表演，和他们一起欢度中国的
传统节日。演出非常成功，大家对孩子们的表演非常赞
赏，并为助力新冠状病毒传染肺炎疫情防控进行捐赠。

大年初一是彩虹桥中文学校举办的演出。孩子们通过
歌唱、舞蹈、朗诵、快板、相声、小品、皮影戏、钢琴独
奏等节目展现其中文水平。在团拜聚餐上，老师提议：将
我们收到的所有捐款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比如买一些医用口罩，以传递中文学校师生及家长
的心意。

当老师将该建议用英文讲给在场的美国家长及孩子
们时，大家一致表示同意。瞬间，无论是有孩子在学校
就学的家长，还是孩子早已毕业的家长都纷纷开始捐
款，甚至通过远程学习中文的学生还提出用自己的红包
压岁钱捐款……

大年初四，在一位家长的帮助下，我们将捐款以最快
的速度送到了武汉。

2020 年的春节很不寻常。时间就是生命！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寄自美国）

“对于你们正在经历的伤痛，同学们从新
闻中也了解到了，我们感同身受。”

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校长雷亚莱发给中国驻
意大利大使馆的信中写道：“纸短情长。谨代表罗马
国立住读学校全体师生，向目前正面临艰难时刻的中
国人民，表达我们诚挚的问候。对于你们正在经历的
伤痛，同学们从新闻中也了解到了，我们感同身受。
同时也非常遗憾，罗马国立住读学校10年来一直举办
的学生赴北京和上海的学习之旅不得不取消。我在精
神上与你们同在，特别希望将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和
兄弟般的情谊表达出来。在这段日子里，这种情感将
我们与一个深爱的国家，紧密相连。我相信，中国人
民的意志坚定、坚韧不拔和众志成城会让你们尽快恢
复正常生活，迎接一个全新的、充满活力和幸福快乐
的未来。”

南非西开普大学校长也表示：“坚定支持，共克
时艰。西开普大学及校长办公室坚定支持贵国和贵国
人民……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节，所思所想皆心系中
国。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伙伴和朋友，我们坚定的支
持将一如既往。”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勤劳、
聪慧、勇敢。因此，我相信你们会渡过一切
难关。”

这场疫情也牵动着身在海外的孔子学院中外方院
长的心。

罗马尼亚翻译家、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外方
院长白罗米一直关注着疫情发展，她动情地说：“亲
爱的中国人民，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之后，中国经历困难考验。对此，我们这些热爱中
国的罗马尼亚人感同身受。中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所以我希望一切能尽快恢复正常。中国是伟大的国
家，中国人民勤劳、聪慧、勇敢。因此，我相信你们
会渡过一切难关。无数罗马尼亚人和你们在一起，希

望你们能感受到我们的爱和支持。”
在法国，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侯琦斌说：“我们孔院地处南太平洋，虽与祖国远隔
重洋，但每一位中方教师和志愿者的心都同祖国人民
紧紧地连在一起。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我们无
法像医务工作者一样在一线救死扶伤，身在异国他
乡，我们能做的唯有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守护好绽放在世界上的每一朵汉语之花。同时，我们
也时刻关注着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进展，为所在国民
众能够第一时间了解中国政府和人民众志成城、全力
以赴抗击疫情做好沟通工作。”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彭奕说：
“我的老家在湖北荆州，离武汉有 1小时的火车车程。
我在武汉读书10年，很多亲朋好友都在武汉。疫情发
生以来，我和孔院的老师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消息。约
翰内斯堡大学的校领导等也多次向武汉和中国表达关
切。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南非的学生、朋友们制作了
两国国旗图并告诉我们，南非和中国站在一起，南非
人支持中国。正如我的南非学生所说，中国一定会战
胜这场疫情。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泰国海上丝路孔子学院的师生也为中国送上祝
福：“春节本应是家家团圆、美满幸福的节日，在海
外听闻疫情发生，我们心痛万分。但是看到中国人民
都团结起来，众志成城为武汉送去物资，看到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们都在全力以赴，我们深深地为
之感动。没有翻不过去的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加
油武汉！加油中国！我们一定能赢！作为孔子学院的
成员，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海上丝路孔子学院
一定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理性面对疫情，传递正能
量，让泰国人民相信中国能渡过难关，战胜疫情。”

在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李芳军也讲述了孔院师生以及阿根廷人民的关心与支
持。他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一
个人的心。大家时刻关注着国内疫情的最新变化，急
切盼望着病毒能得到有效控制。孔院外方院长表示

‘我的心与中国人民在一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秘书
长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果断而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表
示理解和支持。”

在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金志
刚说：“我们孔院中方教师虽然身在海外，可我们的
心一刻也没有与祖国分开！我们时刻关注着国内疫情
的变化，更被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舍身忘我的崇高
精神所感动。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定会团结一心，最
终战胜困难。”

“我们坚信，八方支援，同舟共济，一定
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湖北加油！中国加
油！”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韩国湖南大学孔子学院的承办
方之一——韩国湖南大学为帮助中国人民渡过难关，向
中国捐赠了1万只防护口罩。1月29日，韩国湖南大学校
长将防疫口罩交给湖南大学孔子学院韩方院长李政林和
中方院长左权文，并委托二位将口罩转交给中国孔子学
院总部、湖北省武汉市及中国湖南大学。

左权文表示，由于货源紧张，这批口罩只能从各
处零散订购，货到了后就会马上寄出。“我们坚信，
八方支援，同舟共济，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阻击
战。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与此同时，1月29日，汉语水平考试HSK日本事
务局还紧急动员事务局员工等多方力量，通过各种渠
道连夜在日本购置了口罩、红外体温枪等，寄往中国
湖北省各汉语水平考试 （HSK） 考点高校和单位，用
于支援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该批物
资已陆续寄往中国。

HSK日本事物局局长本田惠三表示，日本遇到困
难时，中国一直提供支援。现在中国面临困难，我们
也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助中国。“让我们一起渡过
难关，加油！”本田惠三说、

“作为一名武汉的女儿，我想向每一位奋
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说一声谢谢。”

在孔子学院教师及志愿者中，有老师及志愿者的
家乡就在武汉。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孔子学院教师李

芮便是其中一员。“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笼罩着我的家
乡。在疫情刚刚公布时，孔院的同事和学生都跑来问
我：‘李老师，你在武汉的家人、朋友们还好吗？’我告诉
他们，疫情还在发展，但家人都还平安。”李芮说。

李芮还记得上个学年的最后一节课给学生们介绍
了自己的家乡，既介绍了美丽的三镇，也介绍了热情
的武汉市民。“可是如今，我的城市生病了，母亲工
作过的医院成为了收治病人的定点医院。看着疫情报
告中每一个数字的变化，我的心都为之一颤，既有为
确诊人数的增加而感到揪心，也有为治愈人数的上升
感到欣慰。作为一名武汉的女儿，我想向每一位奋战在
一线的医护人员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为守护我的家
乡和亲人们所做的每一份努力，愿你们都平安归来！”

（综合本报及孔子学院总部供稿）
（本文配图均由孔子学院总部提供）

来华留学生来华留学生：：
中国，我们与您在一起！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来自孔院及合作院校师生的爱与支持：

“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孔 媛

面对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来自孔子学院的中外方院长、老师，孔子学院合作
院校的相关负责人等纷纷给中国有关机构发来信函，为中国抗击疫情加油，并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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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山海的情意
——美国彩虹桥中文学校支援武汉抗疫

刘亚非

近日，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购置了口罩
等，寄往中国湖北省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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