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读者桥
责编：张燕萍 邮箱：hwbdzyd@yeah.net

2020年2月29日 星期六2020年2月29日 星期六

外国人在中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名乌兹别克斯
坦籍留学生，两次从自己的国家采购口罩
和药物，并亲自运到中国，被人们誉为

“口罩神”。尽管疫情严峻，需要安抚好父
母；尽管前往中国需克服重重困难，中转
数次航班，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因为在他
心里，始终觉得自己也是中国的一分子。

这名留学生的中文名字叫郭沫若。武
汉发生疫情不久，他就忙着联系货源，2月
1 日，将买到的 1.2 万个口罩亲自带回中
国，赠予母校广外。前不久，他再次来到中
国，为战“疫”出力。这一次，他带来了

1.5万个口罩和其他医用物资。在广州机场
一着陆，他就马不停蹄地办理各种手续，为
的是尽快将自己带来的物资通过母校分发到
医生和学校教职员工手上。

郭沫若说：“我在中国 6 年了，我的太
太是中国人，我自己也是半个中国人，中
国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家有了困难，我怎
么能不帮忙？我在学校时，奖学金是中国
政府给的，现在到了我报答的时候了，我
只是将这些还给了中国。”这位乌兹别克
斯坦学生朴实的话语中，明显带着几分激
动和恳切。

疫情来袭，你的安好是我的牵挂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在
国外确诊、疑似病例也不断出现。离春节假期还有 2
天，会议室里，大家严阵以待，“部分国家有可能加大
对入境中国旅客的检疫措施，节日期间值班的同志务必
高度关注海外同胞求助情况，及时作出处理”。

果不其然，1月 23日武汉“封城”，24日除夕当天
从国外飞武汉的航班大面积取消，大批湖北同胞滞留海
外。泰国来电！在曼谷机场滞留的湖北老人打电话，签
证到期，酒店已退，无法回家，急得团团转。马来西亚
来电！沙巴停航武汉，焦急的武汉小姑娘在电话那头哭
喊着“叔叔，我想回家！”日本来电！越南来电！……
外交部12308热线来电量猛增！“接线员和后台处理人手
不足！”“备援人员全上，保障接线！确保求助渠道畅
通！”对外通告同时发布：外交部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
热线12308热线全天候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海外中
国旅客提供协助。

国外的同胞，有些因航班停飞滞留海外，有些因语
言不通无法向当地医疗机构求助，有些因籍贯等问题在
当地遭受歧视。国内的同胞，有些因与海外亲友失联追

寻下落，有些因提前预定了国外行程、询问还能否成
行。一通通电话，或焦急万分，或惊慌无助，我一边处
理着求助电话，一边与驻外使领馆、各部门联络，争分
夺秒。

不知不觉间夜幕降临，我口干舌燥、饥肠辘辘，
掏出一天没来得及吃的“早饭”，狼吞虎咽。“形势可
能进一步严峻，今晚咱们加油干，明天通知在京的同
志都来，一场硬仗还在后面！”同事说。“没问题！”我
脱口而出。夜已沉寂，心却澎湃。外交为民，我们一
直都在。

由于航班停飞，导致更多中国公民滞留海外，领
保中心 24 小时应急状态持续延长。1 月 30 日，疫情形
势日趋严峻，滞留海外的湖北籍同胞越来越多，必须
尽快安排接返。协助撤离海外中国公民，领保中心是
行家，但这次却与以往不同，滞留人员分散在全球，
飞行方案如何实施？人员在哪里、如何统计、如何集
结？棘手难题一个个扑面而来。我们当即兵分 4 路，
一路紧急协调驻外使领馆摸清滞留人员情况；一路请
民航部门协调航空公司派出商业包机；一路请卫健部
门安排专业的医护人员全程跟随；一路指导驻外使领
馆与外方有关部门配合，做好人员安检、登机等各项
准备。

各项手续快速办妥后，1月31日中午，飞往泰国曼
谷、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的两架商业包机起飞。当天
深夜，看到电视画面里航班抵达武汉，看到同胞们噙着
泪水走出机舱，办公室内大家不禁鼓掌庆祝。我忽然鼻
子一酸，热泪盈眶。不眠不休、奔波劳累，所有付出在
这一刻都变成了值得。

全面应急，外交官在行动

随着海外确诊和疑似病例不断增多，一些国家采
取了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甚至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
建议，对中国公民采取“一刀切”政策，部分航空公
司停飞了往返中国的航班，中国同胞入境受阻、权益
受损等求助集中爆发。必须尽快减少滞留旅客“存
量”！对于仍有直飞航班的国家，我们指导有关驻外使
领馆做驻在国工作，要求外方保留或部分恢复已有的
商业航班，开设临时航班让已经购票的中国旅客顺利
回国。对于已经断航的部分国家，我们指导驻当地使
领馆帮助他们改签机票，取道第三国回国。在各部门
内外联动、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在海外滞留
旅客“存量”稳步下降，工作“水位”从警戒线逐步
恢复正常。

在继续开展接返湖北籍同胞相关工作的同时，我们
积极指导驻外使领馆对在海外遇到困难的同胞施以援
手，要求驻在国有关方面充分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
益。对于身在海外已经确诊或疑似的中国公民，敦促
当地有关部门全力做好救治、隔离和筛查工作。

小黄是我在驻胡志明市总领馆的同事，他一天接听

领保值班电话超过200个。有的咨询回国方法，有的报

名搭乘包机，个别人情绪激动发泄怨气，也有人因滞

留多时委屈伤心。小黄默默“消化”着所有来电人的

情绪，应答咨询、登记信息、多方协调。他忙得顾不

上吃饭休息，阳光大男孩儿也会突然情绪压抑——因

求助人的焦急而焦急，因有限的“手和脚”而无力。

但接起电话，他依旧专业、积极。“我是外交官，更是

人民公仆”。

同事小潘到驻柬埔寨使馆从事领保工作刚满 1 个

月，遇上这次疫情，工作量激增。她绷紧的神经不敢松

懈，每天和确诊的中国公民家属联系，终于盼到治愈出

院的好消息。那一家人回国的当晚，小潘因飞机延误着

急，家属知道她忙了一天，劝她时间太晚先休息，但她

守到凌晨1点，飞机起飞才放心。

其实，这样的“海外守护者”遍布世界各地，面对
疫情，我们一直在行动。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领保中心同事们并肩战
斗，夙夜在公，在这场抗疫战争的“海外战场”上坚守
着外交为民的初心。抬眼望见外交部12308热线那句熟
悉的话语：“无论走到哪里，祖国在你身后”，这句话温
暖了老百姓，也鼓舞了我们领保人。

（据外交部领事直通车）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那位老哥，我看你后槽牙都

笑出来了，你说，政策好不好嘛？’‘好！’台下的一

声回应，300 多位男女老少笑得前仰后合。”请问其

中“好不好嘛？”的写法是否妥当？谢谢！

江西读者 万弘旻

万弘旻读者：

这句话里的“你说，政策好不好嘛？”是问话，

后面回答的话是“好！”。而语气词“嘛”是不用于表

示疑问的句子的。《现代汉语词典》 在“嘛”字的解

释中特别提醒读者：“表示疑问语气用‘吗’，不用

‘嘛’。”因此，这里不宜用“嘛”，应改为：“你说，

政策好不好吗？”同样的用例如：

（1） 你去北京开会吗？

（2） 这是今天新买的口罩吗？

（3） 你能吃辣椒吗？

这 3 个例子中的“吗”都不宜写成“嘛”。语气

词“嘛”主要有下面3种用法：

1.用于陈述句末，表示道理显而易见、理所当

然。例如：

（4） 我当然要上一线了，我是室主任嘛。

（5） 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嘛。

2.用于祈使句末，表示期望或阻止。例如；

（6） 你快点儿嘛！孩子都饿了。

（7） 别绑这么紧嘛！一会儿不好解开。

3.用于句中停顿处，点出问题，引起对方注意。

例如：

（8） 这个问题嘛，我考虑一下，明天答复你。

（9） 你说的这几个难题嘛，我们已经研究出解决

的办法了。

关于“吗”和“嘛”的用法，一方面要注意，不

宜把“嘛”用作表疑问的语气词；另一方面要注意，

在该用“嘛”的地方用“吗”也是不妥当的。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海外侨胞捐助抗疫

春节前夕，由我和英国苏格兰地区政
府部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到北京石景山区
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就在此时，武汉疫
情暴发，当地急需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用物
资。于是，我迅速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英
国医疗供货商订购，帮助中国地方政府采
购相应物资抗击疫情。

我当时不在英国，这些购买任务都落
到了我们英国苏格兰华人青年会的副会
长、秘书长和会员身上。他们白天通过电
话一单一单地购买付款，晚上还要加班加
点统计购买数据。我们先后为北京、江
西、江苏、福建等省市提供了货源信息，
还帮助购买了不计其数的医用口罩、手
套、鞋套、防护服、额温枪等医疗物资。
大家克服两地时差和人手短缺等困难，日
夜兼程打包托运，将一批批载着我们爱心
的医疗物资寄往中国各地。当得知福建省
急需口罩进行防疫时，我们社团发起了集
体募捐，我带头捐出 5000 英镑，其他社团
成员，还有“侨二代”“侨三代”们竞相出
钱出力，共同为祖 （籍） 国早日战胜疫情
贡献一己之力。

在购买医疗物资的过程中，我们得到
了中国驻爱丁堡总领事馆和中国海南航空
公司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

英国人为抗疫给予便利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和民
众都非常赞赏和支持中国人为疫情防控所
做的努力和付出。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对中国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出的速度和效率
表示钦佩。我所居住的苏格兰地区政府官
员给我发短信和邮件，表达支持和关心。
他们还帮助联系和介绍正规医疗制品公
司，让我们优先购买疫情防控所需医疗物
资。同时，我们还得到英国皇家邮政的支
持，在邮寄医疗物资上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和便利。

疫情发生后，英国内政部出台了一项
签证措施，以帮助因签证到期而想要继续

停留在英国的中国公民：在英国境内的中
国公民，其签证在 1 月 24 日到 3 月 30 日之
间到期，且没有违反有关签证规定的，自
动免费延期到3月31日。

在厦门亲历复工复产

当前，中国各地的复工复产方兴未
艾，我在厦门亲身体验到当地政府对这一
工作的重视。厦门市专门成立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推进建设项目开复工领导小组、
推进工业企业有序复产工作领导小组、推
进服务业企业有序复工领导小组，加强组
织领导，强化全盘统筹，确保防控疫情与
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真正用心用情
帮扶企业恢复生产，全力为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支持和保障。

厦门市委办公厅专门出台“针对新冠
肺炎疫情加快推动建设项目有序开复工若
干措施”，这一措施针对各行各业提供帮
助，包括帮助解决企业用工需求、外来务
工人员包车返厦、各领域防疫措施费补

助、 建材供应保障等十几项措施。这些措

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中急需问题，为企业

正常、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广大市民响应

号召，科学防疫，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共

同保护着城市安全复工人员和人民群众的

安全健康，充分体现了厦门的文明底色和

大爱精神。

在我所经历的抗疫过程中，我深深体

会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府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同时，我也看到

了中国精神和中国速度，一切都是以人民

安危为中心。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从来都是
与祖 （籍） 国的命运紧密相联，我深信，
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
打赢这场阻击战。让我们团结抗疫，再一
次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作者为英国苏格兰华人青年会会长）

外交为民，我们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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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故事
薛瑞勇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 赵培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 赵培健

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 （右一） 在某机场为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 （右一） 在某机场为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日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共派出 278 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与

医疗队一同出发的还有一批特殊的医疗物

资——来自马来西亚的 1100 件防护服。原

来，这批物资是一对马来西亚兄弟筹集

的，哥哥黄昭伟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整形外科专业 2019 届研究生，毕业后在广

州工作；弟弟黄昭纶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整形外科专业在读研究生。

兄弟俩农历大年三十从中国回到马

来西亚过年，随后就传来新冠肺炎疫情

的消息。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要为抗

疫出点力。筹集目标锁定在武汉急需的

防护服。亲朋好友纷纷助阵，1100 件防

护服于 1 月 30 日筹齐。兄弟俩垫钱全部

买下后，在朋友圈发布募捐信息，并各

自带头认捐 100 套。信息一发出，中大校

友、医院教授等纷纷响应，出资认捐。在报

关、运输过程中，简直是和时间赛跑。他们

深知，早运抵一天，前线的医护人员就会早

一天得到保障。

2 月 2 日，这批物资通过民航客机运

抵广州，定向捐赠给兄弟二人就读的医

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

哥哥黄昭伟这样表述自己的心情：感

谢中山大学及附属医院对我的培养，让我

明白身为医生的责任所在。作为外籍华

人，作为中大的学生，我们只是做了力所

能及的小事。

弟弟黄昭纶表示：能在这一时期为医

院和前线医护人员出一份力，是我的荣幸。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供稿）

原来，这对兄弟是中大的

华侨的孩子参与运送抗疫物资。

乌籍留学生，人称“口罩神”

——一位领保工作者的抗疫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