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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太平洋的记忆（32）

面对救助信息，留学生坐不住了

当捐赠物资历经1周的波折终于运至国内、送达
捐赠的定点医院时，德国哈勒学联募捐团队的成员们
终于能够松一口气。

2月初，哈勒学联负责人唐彬在微信群中看到了
自己的师妹汪晶发布的一条求助信息——武汉许多医
院医疗防护物资紧缺，接受社会捐赠。汪晶是武汉
人，曾于唐彬所在的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大学做
交换生。汪晶连发几条求助，面对武汉防护物资告急
的情况，唐彬和他的学联同伴们坐不住了。

寻找众多德国经销商联系存货、确认物资具体
细节，2 月 8 日，哈勒学联终于在一家经销商找到
了医用防护服。在确认物资符合国内目前抗击疫情
的医用标准后，立即对接可接受定向捐赠的医院名
单，“院方告诉我们，这批物资的出现可解燃眉之

急。”唐彬告诉记者，过程中最难的便是找到物
资，在此之前，他们已联系过几十家经销商，单
是已垫付全款仍被对方爽约、退回款项的经历就
有三次。

此时，在南半球，为了联合中国留学生的力量、
共同支援国内的抗击疫情战役，澳洲中国留学生俱乐
部、悉尼大学中国学联和新南威尔士中国总学联也共
同发起线上募捐，邀请了澳大利亚总共 14 个中国学
生会及社团共同参与。

澳洲中国留学生俱乐部会长李垲成告诉记者，他
们专门组建了“应对武汉疫情工作小组”，在第一时
间收集、汇总、发布募捐信息，并及时予以公示。

“通过14个学生组织的线上平台，此次募捐活动的线
上浏览量超过20000，仅不到30个小时，我们就筹得
了人民币逾 2.3万元，知道这项活动的中国留学生迅
速响应、参与积极性都非常高。”

过程历经波折，联系物资通宵达旦

于李垲成而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同样是物资购
买渠道的确定与联系。“我们发起募捐的时候正是春
节期间，国内医疗防护物资紧缺、武汉各大医院接受
社会捐助。起初还以为能够通过网络或国内渠道联系
购买物资，后来发现是我们想简单了。”李垲成说。

募捐团队旋即将寻找物资的方向转向了澳大利亚
国内，通过多方联系，募捐团队与澳大利亚当地一家
华人牙科医院取得了联系，通过医院向澳大利亚口罩
生产商直接订购了 8.5万个符合澳医用防护标准的口
罩，并以最快速度由 EWE 物流的绿色通道直接寄往
武汉，送达汉南区人民医院。

久经曲折终于寻到了物资，哈勒学联立即在本地
微信群中发出紧急募捐倡议，不到2小时，就收到了
50多人的捐款凭证。

如何最快将物资运回国内也是一个问题。因疫情
影响，中德国际航班大面积取消，与此同时，飓风

“Sabine”也持续影响着德国西南部的交通运输。在使
馆帮助下，哈勒学联与国航、东航、海航等多家航空
公司取得联系，最终确定国航与海航有适合航班。然

而，国航在当时已出现爆仓情况，物资最快只能下周
配送。时间不等人，团队最终选择了2月12日从柏林
飞往北京的海航航班，此时，留给哈勒学联准备全部
所需材料的时间只有一天。那段时间，募捐团队的成
员们早已习惯了通宵达旦地工作。

越在特殊时期，越是“劲往一处使”

2月12日，来自哈勒学联捐赠的含2700多件防护
服在内的 50 多箱物资、两箱来自锡根学联的物资终
于被送上了机场的行李传送带。它们将被运往中国，
送到医护人员手上。

“我想向献出自己力量的每个人都说一句‘谢
谢’！这其中的困难和辛苦我很难想象，但大家最终
克服了困难，将物资运送至武汉救援一线。有幸能
见证各位的善举，谢谢！还是谢谢！”定点医院顺利
收到来自德国的捐赠物资后，汪晶在哈勒学联微信
群中发了一封长长的致谢信。唐彬说，疫情无情人
有情，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为国内的家人们多提
供一份保护。

对于李垲成而言，募捐过程中在澳中国学生的团
结也深深感动了他。“坦白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
结十几个高校中国学生会的力量是比较困难的，而且
大家都做到了规范、高效，越是在特殊时期越是‘劲
往一处使’！”他说。

除了在校学生之外，参与线上募捐的很多人其实
已非学生身份。李垲成说，他们有的是已参加工作的
学姐、有的是闻讯而来的募捐者、有的甚至是已毕业
很久在国内工作的学长。

“我们会同参与募捐的每个人都说一声‘真的很
感谢，谢谢你’。很多人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武
汉加油，中国加油！’这真的很令我感动。这是一份
力量，是对我们的信任，更是一份来自澳大利亚中国
留学生的期盼和祝福。”李垲成动情地说。

也有家乡是湖北武汉的在澳留学生，他们告诉
李垲成：“看到你们在为武汉加油、在帮助武汉，作
为一个武汉人，我很感动，请你们一定要加油！感
谢你们！”

在韩国：

校内隔离，学校提供的服务很周到

“刚回韩国的时候，这里的疫情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
重。这几天，我在校内自我隔离，每天通过各种渠道都能了
解到外面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现在看来，自我隔离是安全
的办法。”唐茜茜说。她目前就读于韩国全北大学，学习朝
鲜语。

2月 22日从国内返回韩国后，唐茜茜便按照学校要求，
开始了为期 14 天的自我隔离。随着韩国新增病例迅速增
长，疫情预警已上调至最高级别，她也在密切关注着当地的
疫情情况。

因为疫情，唐茜茜所在的全北大学已将开学时间延期至
3月16日。校内生活馆等公共区域都在固定时间进行清扫与
消毒。同时，学校为已来韩的中国留学生提供自我隔离的场
所，一人一间分别管理，并为留学生开设了生活馆临时诊所
等医疗场地。

“隔离期间，这里提供免费住宿和三餐，房间安有地
暖、24 小时提供热水，还是挺方便的。同时，学校会统计
并购买发放生活用品，还免费发放口罩等防护物资。”唐茜
茜说。

让她觉得感动的是，除了物质方面尽量满足学生的日常
需求，学校还关注到了隔离期中学生们的心理健康。“前几
天，校长还在学校广播中安慰、鼓励我们每一位隔离的中国
学生，我们听了，心里面会觉得温暖。”唐茜茜说。

在日本：

辞去便利店的工作，安心在家复习

“1月 8日，我从国内回到日本，到现在也有两个月了。
这段时间里，内心波动比较大。”目前就读于日本千叶大学
的若曦 （化名） 这样说。

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后，若曦在出门时便开始有意识地
戴口罩，做好防护。“但在当时，日本人好像并没有对这件
事给予太多的重视，在路上也仅有一小部分人戴口罩。”她
说，直到2月中旬，她打工的便利店才开始要求店员们戴口
罩上岗。

庆幸的是，若曦所在的大学目前正在放春假。“学校 2
月初发邮件给我们，提醒大家尽量减少面对面活动、减少聚
集；如果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要自觉在家休养，等等。”
此外，千叶大学还告知学生：若是有其它身体不适，可随时
同校方综合安全卫生管理机构联系。这让若曦心里稍稍觉得
踏实。

截至 3 月 3 日上午，日本已确诊 980 例新冠肺炎。若曦
注意到，日常生活中戴口罩的人有所增加，但依然有一部分
人没有戴口罩。而在此之前，她仍在便利店打工。“那时候
我就已经比较敏感了，会关注进店不戴口罩的人。坦白说，
当有顾客不戴口罩在店内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我就会特别
害怕。”

而现在，若曦已经辞去了便利店的工作。尚处于假期中
的她，除了定期采购食物之外基本不出门。“在家里接触的
人也比较少，心里也更踏实。4月份我有考试，正好可以利
用现在的时间在家中认真备考。希望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大
家也都能尽快恢复‘自由身’。”若曦说。

在意大利：

重视防护，也希望更多人重视起来

“在罗马，戴口罩的人确实很少，民众也算‘佛系’
了。”正在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读博二的台凌宇，语气中多
少有些调侃。

事实上，截至3月2日，意大利已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
例2036例，形势堪称严峻。“我们的校园里一切正常，还没
有采取任何措施。学校文件中建议学生勤洗手、注意个人卫
生等等。”台凌宇说。“与国内要求大家都要戴口罩不同的
是，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当感觉身体不适、有感冒发烧等症
状或要接触病人时，才需戴口罩。”台凌宇语气中难掩无奈。

他坦言，自己现在出门也不会常戴口罩。“这里本地人
觉得生病的人才需要戴，若是戴上口罩出门，多少会显得有
些‘另类’。”台凌宇说，而到学校后，同学们上课同样不
戴口罩。

虽无奈，但台凌宇却在尽己所能、做好防护工作——坐
地铁有意错开高峰时段、与人同行时尽量保持距离、出门能
步行尽量步行……除此之外，他在家中“屯粮”，储备了一
些生活必需品，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研究方向是废弃物能源化利用的他，实验室里必备的便
是一次性手套、消毒液等防护用品，这些平常放在眼皮底下
都不会让台凌宇注意到的物品，现在却派上了用场。

台凌宇说，他还是希望能有更多人对疫情防控引起重视。
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同心抗“疫”，才能守护大家的安全。

在平淡的记忆中，总有一颗颗闪亮的
珍珠，在岁月的积淀下熠熠生辉。

美国南方的这个小城宁静、平和，
人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栀子花一般芬芳
的笑容。每到春天，这里繁英满树——
白的樱花、粉的合欢、红的蔷薇，一路
欢笑迎接着南来北往的匆匆过客。我在
这个小城工作、生活了两年，素不相识
的路人友好的问候、善良热情的美国同
事真诚的分享……这些生活中的美好片
段让我感受着人间的真挚和温暖。那些
珍 贵 的 人 和 事 就 像 风 中 翩 翩 起 舞 的 落
叶，在满眼金黄的秋季悄悄融入大地的
怀抱，润泽着澄澈的心灵。

劳拉，一名美国中学的历史老师，大
约60岁光景。她总是拄着一根拐杖，中午
时分热情地在食堂门口组织学生有序用
餐。学生们常常过来拥抱她，亲切的称呼
她劳拉女士，她也总是热情地回应着每一
位学生。劳拉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眼睛
里总是流露出慈爱的目光，像一汪清澈的
泉水，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

在威廉斯中学教学的第一天，因为不
熟悉美国的中文教学，我内心非常忐忑。
在课堂上面对着手舞足蹈的美国中学生，
我束手无策。中午吃饭时，我一个人坐在
食堂的角落静静思考，就在这时，劳拉悄
悄地在我对面坐下，很友好地自我介绍
说：“我叫劳拉，很高兴认识您，您有什
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惊讶地望着
她，赶紧回应道：“您好，我是中文老
师，很高兴认识您。”随后，我们打开了
话匣子。她向我介绍了学校学生的情况，
并鼓励我不要害怕，勇敢迈出第一步。就
这样，我心里的忐忑在一点点融化。

过了一个星期，我去听她的课。一走
进她的教室，我顿时惊呆了。墙上挂着一
张张精美的历史照片，讲台边有一盏放着
学生和她合影照片的台灯，投影幻灯片把
我们带进了悠远的历史。温馨怀旧的氛
围，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安静认真地思考、
感受厚重的历史。一节课下来，劳拉做出
了很好的展示，我也慢慢领悟到美国中学
教学动静结合、开放有序的特点。课后，
劳拉还告诉我美国中学生常用的课堂学习
软件。我充满感激地看着她，感受她在愉
快分享中散发出的真诚喜悦，我意识到，
她不求回报地希望我能够成长。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在课堂上准备教

学生学习中文歌曲 《茉莉花》，邀请劳拉
来我的课堂指导课堂管理，她二话没说就
答应了。课上，她静静地坐在教室后面听
着，渐渐地也合着节拍忘情唱起来，她还
用美国唱法演绎了这首经典的中国民歌。
我又一次被震撼了，这是一名多么优秀的
教师，多才多艺、乐观开朗，对生活充满
了热情。课后，劳拉告诉我，她非常喜欢
中国文化。

日子一天天过去，劳拉常常来传经送
宝，我也常常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给她。我
的教学水平一天天进步，我们的友谊也一
天天在增进。直到有一天，劳拉送给我一本
介绍美国感恩节的英文书，我才知道她要
退休了。她嘱咐我要勇敢乐观地面对生活，
我得知她的丈夫患癌症已经很久了，但他
们一直开心地度过每一天。那一刻，我才了
解到劳拉是带着怎样的精神压力负重前
行，怎样在紧张的工作中照顾生病的丈夫，
还常常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宽厚的鼓励。

在退休告别的那一刻，学生把最受欢
迎教师的奖杯送给她，她用美国式特有的
欢呼声高举着奖杯。没有长篇的演讲，全
场起立，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着学生对她
无限的感谢和留恋。

我的眼眶悄悄湿润了。在异国的岁月
中，美丽劳拉带给我的润物无声的感动，
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真挚感情、是一段历久
弥新的长青友谊。

如今，当我回望这些感动的人和事
时，就多了一份前行的力量。人生最曼妙
的风景就在这旅程途中，那时、那地、那
事、那人……小城的花依然在盛放。

（作者系阿拉巴马农工大学孔子学院
汉语教师）

面对疫情，很多中国留学生用实际行动支援国内，寻找
物资与运输渠道、捐款捐物。在一个个口罩、一套套防护服
背后，是中国留学生的一颗颗赤子心。

在德在德、、在在澳学子支援国内抗击疫情澳学子支援国内抗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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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到 70 多个国家，中国之外
的确诊病例数已突破 1 万，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形势
尤其严峻。疫情之下，海外学子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
也在努力保持心态稳定和正常的生活，尽量减少疫情带来
的影响。

钟丽萍在美期间与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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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
中国留学生在行动（四）

久经波折，哈勒学联募捐团队的成员们最终成功
将50多箱医疗防护物资寄往国内。

3月3日，人们在韩国首尔街头排队购买口罩。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