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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语言喊出“武汉加油”

“等这个城市重新按下播放键”
“等地铁里的人多到挤不上这一班”
“等去武大看樱花的人比樱花还多”
“等过早抢不到最爱的那一碗热干面”
视频里的这几句话，让留法海归瞿柯感

动又揪心。他把视频迅速转发到了欧美同学
会第三期全国青年骨干培训班的微信群里，
并建议可以给这部短片配一版法语字幕，他
自己翻译，希望能有更多外国人看到这部
短片。

没想到，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微信群里
“炸了锅”。“我来做英语的……”“我翻译德语
……”“日文版的我来做，我还能找到合适人
选来为日语配音，有了配音效果会更好……”

当天晚上，一个名为“莫慌”的海归工
作组正式成立了，要把 《武汉莫慌，我们等
你》这部短片翻译成10国语言版本，并利用
海归们的自身资源，扩大视频的传播渠道，
向海外发出武汉更清楚、更温暖、更有力量
的声音。

与视频拍摄方湖北电视台接洽，以获得

视频语种翻译的授权；分头出翻译脚本，联
系国内外专家对翻译准确度进行把关；安排
视频制作事宜，提高短片呈现效果……大家
全部是志愿服务。

疫情发生后，不少海归带头捐款捐防护
物资，而此刻，能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再为
武汉出把力，这责无旁贷。

视频海外上线持续推进

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云南、四川、
陕西、山东等地的欧美同学会青委会会员自
发成立多语种翻译工作组，形成翻译、制
作、外宣、综合等小组。视频已相继制作完
成，对应版本已在德国、墨西哥等地成功上
传至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更多语种视频
的海外上线也在持续推进之中。

在参与其中的海归看来，积极传播正
能量，汇集国际专业知识并总结经验，努
力做好包含防灾、防疫、减灾等在内的国
际专业渠道的沟通协调工作，是留学人员
在抗击新冠肺炎阻击战中能够发挥作用的
重 要 方 向 。 但 与 此 同 时 ， 海 归 的 语 言 优
势、专业特色和国际渠道背景，也能在今

后抗击疫情及疫后国际合作减灾工作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

法语视频制作完成后不久，瞿柯就将视
频分享给了几位自己的法国好友。作为视频
的“首批观众”之一，好友们看完后非常感
动，也对武汉有了更多理解。“‘从中能感受
到深切的希望，还有鼓励，这很打动人。’一
位意大利朋友在看完视频后这样对我说。”

少数民族语言版本传递力量

当记者向他询问具体参与翻译工作的海

归有谁时，云南省留学人员联谊会常务理事
杨晓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海归学长们觉得
自己只是做了力所能及、应该做的事情。是
谁做的并不重要。”

在欧美同学会青委会几位委员的启发和
帮助下，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杨晓冬
还带头组织团队，制作了 《武汉莫慌，我们
等你》 少数民族语言字幕的版本，其中包括
苗语、彝语、满语、蒙古语、壮语、景颇
语、纳西语、白语等11种少数民族语言。

“不吵”
“不堵车”
“晚上七点像凌晨三点”
“武汉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这是杨晓冬负责翻译成藏语的几句，病
毒笼罩下的阴霾令人心痛，短短几行，他在
翻译时却认真揣摩了很久。他相信，按下的
暂停键不会延续很长时间，阴霾过后，阳光
的温暖定会重新融化这九省通衢的每一个
角落。

正如他用苗语所翻译的那句：“别怕，再
等一等。”

这些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出来的视频版
本，传播出了一份坚定的力量和浓浓的爱意。

冬天总会过去。再相约赏樱，一起吃
面，叹一桥飞架南北，登楼远观，烟波江上
浩渺无穷。待到春暖花开。

武汉莫慌，我们等你。

这组视频说出了海归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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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期间，出门买菜对困在家里的
人来说成了一件难事。活动半径大大缩小，
也让生鲜配送成为不少人网上食品采购的重
要方式，这也忙坏了在生鲜配送领域创业的
邹天文和施诗。

“食为天”激发创业灵感

“我曾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留学，大学所
学专业为管理与营销。海外生活无疑锻炼了
我的独立能力，既有生活上的独立，也包括
思想上的独立。”邹天文说。

2014 年，邹天文从澳大利亚留学归国，
在家乡江苏宿迁附近的市场遛弯儿时他发
现，当地许多餐厅和水果店的采购员，为了
寻求满意的货源，常常要往返于多个生鲜摊
位进行挑选，这引发了他的思考——“把货
源集中起来让商户挑选，能不能更好提高效
率呢？”在经过多方调研后，邹天文意识到，
生鲜配送在宿迁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瞄准生鲜配送领域创业的还有施诗。在
清华大学读书时，她因成绩优异获得了澳大
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交换留学的机会。回国
后，施诗回到江西创业，在贵溪创建了集种
植、销售、配送于一体的江西诗语农业有限
公司。创业过程中，施诗也有了更长远的目
标，她想要带动当地的城市失业人员和农户
一起致富。“我们一直在做面向城市失业人
员、农民和精准扶贫户的就业培训及农业技
能培训，希望能带动更多人依靠自己的双手
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生鲜配送上做出特色

“我之前在宿迁曾做过社区生鲜店的项
目，但经营情况并不理想。之后，我一直在
摸索生鲜方面的创业模式，直到发现生鲜配
送这个领域。”2018年，邹天文组建团队开始
项目研发，先后开通了手机 App 和微信小程
序等多种电商经营模式。而在过去的一年
里，邹天文在宿迁已经建立了多个配送点，
团队工作人员已超几百人，并实现了年销售
额近2000万元的营业成绩。

很早之前，施诗也意识到了生鲜配送行
业的商机，她决定在生鲜配送的基础上做出
自己的特色。

创业伊始，施诗打造的是面向个人的配
送平台，需求弹性大，会产生亏损。为了提
高公司收益，她改变了经营思路——从最初
的个人配送转变为以企业机关食堂为主要客
户的配送模式。与此同时，在订单采购中，
公司引进了智能分拣系统以降低人工统计订
单时难以避免的出错概率。为了进一步提高
蔬果质量，扩大营业范围，施诗还带领团队
创建了包含蔬菜、花卉、中医药种植在内的
生态基地。“我们从开始的亏损状态到现在实
现了很好的业绩，最重要的还是要创新思
路，一步一步解决问题。”她说。

用质量与安全支援抗“疫”

“我们要最大程度保证蔬菜的新鲜度，大
家信任我们，我们也要承担起责任。”为了提
高生鲜货源的新鲜度，邹天文仓库里的货物
基本都会在当天清理完毕，而在生鲜原产地
的选择上，他也花了不少心血。从朋友推荐
到实地调研，邹天文最终选在了山东省临沂
市附近，哪怕每周工作再忙，为了把控质

量，他也坚持抽空去临沂亲自参与采购。
为了保证食物安全，施诗与她的团队在

源头把关、农药检测、分拣配送环节上同样
做了很多努力。过去 3 年，她的公司从没出
现过一次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是我们的
生命线，对质量严格要求是对客户负责，更
是对我们自己负责。”施诗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订单数量激
增，施诗团队和邹天文团队常常要加班加点甚
至24小时无休。为了防止交叉传染，两家公
司均要求每名员工都要戴口罩和手套工作，
每天定时测量体温，坚持不见面配送和工作
地点每日消毒。市民下单后，配送员将蔬菜
放到指定地点，以减少人际间的接触频率。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援
战“疫”。施诗与团队以成本价为江西鹰潭的
医护人员送去了 450 个爱心菜篮，邹天文组
织工作人员连夜修改程序，“网上南菜市”小
程序从原来仅配送企业机关食堂转变为普通
市民也可下单的模式，同时，一线医护人
员、军人、警察等在网上进行身份认证后即
可获得无偿配送服务。

海归生鲜配送援战“疫”
王淑晨

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仍然严峻，为防止人员聚集、
交叉感染，诸多用人单位选择线
上面试。对于海归们来说，这其
实是一次能与国内毕业生同台竞
争的机会。因为以往用人单位面
试时，很多留学生还在国外，只
能通过线上面试与招聘官交流，
却无法获得国内毕业生可以面对
面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的机会。
而这次，大家来到了线上面试共
同的起跑线。

面对线上求职，海归怎样才
能凸显自身优势？如何才能突出
重围、顺利找到工作呢？我们听
听“过来人”怎么说。

梳理流程
细微之处见真章

线上招聘，有哪些细节值得
关注？

曾就读于英国哈德斯菲尔德
大学的李子林，在谈到线上面试
求职时说：“我会反复阅读面试官
发给我的邮件，反复确认相关信
息，准备好可能用到的材料。此
外，对于面试的时间切不可大
意。我朋友就曾因记错面试时间
而错过面试，与当时心怡的公司
失之交臂。”李子林提醒，应聘者
还需留意面试平台，提前熟悉流
程，将用户名改为自己的真实姓名，并上传
正规照片。这些细微之处都可能成为面试官
考察应聘者的角度。最重要的一点是，线上
面试要确保自己所在地方的网络流畅，准备
面试前提前测试视频聊天是否会存在卡顿，
确保面试能够顺利进行。

职业面试咨询人员建议，求职面试虽然
在线上进行，但对于众多细节仍需要好好准
备，不可大意。留学生在面试前，应该将整
个流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先梳理一遍，并结
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攻略。

熟记快、准、狠
掌握更多主动权

自我介绍是面试的开端，但不仅仅是求
职者介绍自己。有时，面试内容会围绕求职
者的自述内容而展开。因此，一个全面、定
位准确的自我介绍，不仅能让面试官在短时
间内更好了解自己，也能够让求职者在面试
过程中掌握更多主动权。

“自我介绍在线上面试中的
作用不可小觑。”曾在美国密歇
根州立大学读书的宋梦龙说，

“远程线上面试的时间较为紧
张，因此，需要在自我介绍中
突出与应聘职位契合的技能。”

在李子林看来，线上面试
中自我介绍要掌握三个要点：

“快，用最简短的句子展现最棒
的自己；准，突出自身亮点；
狠，要敢于自我表扬。职场上
不乏谦虚有礼的求职者，但面
试官通常不会拒绝一个能够清
晰表述自己的候选人。对于自己
确实有过的经验、取得的优秀成
绩要敢于自我肯定，给面试官一
个坚定、自信的印象。”

“虽然是线上面试，但也要
非常注重自身形象。女生可适
当画淡妆，男生也要梳理好自
己的头发；穿着更是要整洁大
方，必要时也可以穿职业装。”
李子林说。

实力硬碰硬
回答也需有技巧

《2019主持人大赛》新闻类
金奖得主邹韵是一名海归，她
曾 前 往 英 国 剑 桥 大 学 读 书 深
造。邹韵谈到，自己在主持人
大赛舞台上有一种底气，使得

她能够一步步顺利晋级。而这种底气，正是
源于 9 年记者生涯中的每一条新闻稿写作、
每一场直播、每一次报道。

面试与比赛有相仿之处，都是评委根据选
手的表现打分。扎实的行业基础、明确的职业
目标，这些都让有准备的人大放光彩。面试不
管在线上还是线下，有一点是不变的——实力
硬碰硬，底蕴深厚才不怕被问倒。

除此之外，回答问题的方式也需要技
巧。徐经纬曾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现就职于美国道富银行浙江子公司。他说：

“线上面试时间更紧凑，这就要求面试者回
答问题要有‘轻重’。不仅要联系自身实
际，而且要结合面试公司的具体情况作答。
一味地谈自己，会让面试官觉得你对公司了
解不多；而只谈公司，又会让人觉得这是空
谈，而非实干。”

“想要在线上面试中获得更大赢面，要
注重这些技巧，控制好时间。隔着屏幕，要
让面试官看到你的好，更要让他看到拥有你
之后，会给公司带来哪些‘好’。”徐经
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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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武汉市武昌区高层建筑外墙打出“武汉加油”字样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1月31日，武汉市武昌区高层建筑外墙打出“武汉加油”字样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不久前，一部名为《武汉莫慌，我们等你》的武汉
城市短片，让不少人看得热泪盈眶。这些日子，武汉牵
动着无数人的心，许许多多海归纷纷站出来，发挥个人
优势，想要为武汉多做些事情。有一份力便出一份力，
有一份热便传递一份热。

最近，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青委会
的三十几位海归，自发组织起来，将《武汉莫慌，我们
等你》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日
语、韩语、芬兰语、意大利语、马来语等10种语言，
面向世界传播。

“我们想让国外更多的人看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繁花似锦的
春天。”谈及制作视频的初衷时，他们中有的人这样说。

图为施诗和公司工作人员为医护人员送去爱心菜篮。 （受访者供图）图为施诗和公司工作人员为医护人员送去爱心菜篮。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