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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赵映翔 （化名） 收到了来自就读
大学——伊朗德黑兰大学的邮件，邮件告知，外
国留学生可以直接离境。此前，按照规定，外国
留学生出境需申请离境许可。而就在前一天，学
校刚刚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课一周。

收到消息，赵映翔马上收拾东西，并将不需
要带的东西打包送给当地朋友。“因 3 月中旬到 4
月 3 日是假期，之前就计划先回国，过了假期再
返回学校。正好房子合同就要到期，就提前支付
了房租，打点好了房屋事宜。”为了保险，2月25
日，他定了两条回国航线的机票，一条是 2 月 26
日一早从德黑兰到迪拜再到国内，另一条是 2 月
26日晚从德黑兰到曼谷再到国内。

但在 2 月 25 日晚，德黑兰飞往迪拜的航班被
取消。赵映翔最终选择26晚从德黑兰出发，中转
曼谷回国。“26日起，有两条线可以回国，除了我
选择的从曼谷中转，还有一条航线是从德黑兰到
莫斯科再到国内，机票紧张，有朋友买了商务舱
回国。”赵映翔说。

他对本报记者回忆说，从德黑兰第13区相关
官员 2月 21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消息传来，大
家就紧张起来，口罩开始难买，到23号学校停课

时，几乎买不到口罩了，酒精也开始难买到了。
没有口罩就不敢出门买食物，加上有时还会

遇到一些当地人对中国人的误解，赵映翔说那时
候的中国学生“压力挺大的”。面对要不要回国这
个选择，对有些学生来说，也很是纠结，最大的
顾虑是怕耽误课程。“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大多
数人还是决定回国。”按照预定计划，赵映翔今年
将完成硕士论文，受疫情影响，现在还没开题。

“下一步看看如何和老师们联系，现在还没头绪。”
从疫情暴发到回国飞机落地申报从伊朗入境

隔离，赵映翔经历了从未感受过的“紧绷状态”。
在他离开伊朗后的几天，中国留学生可以申请乘
包机返回国内。

同在德黑兰大学就读的刘伟便是乘包机返回
国内。3 月 4 晚，他到达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
际机场，次日凌晨搭乘包机返回甘肃兰州。

在抵达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前，刘
伟穿上了之前准备好的防护服、带上了护目镜、口
罩等。“我是武汉人，对疫情比较敏感一些。在伊朗
新冠肺炎疫情初发之时，去学校和超市等地我都带
口罩，也早早买了口罩、手套、消毒液、防护服等，以
备不时之需，还真的用上了。”刘伟说。

到达兰州当天，刘伟便和机上其他乘客一起
开始集中隔离，大家均测量了体温并接受了 CT
检查、咽拭子检测和抽血。“隔离期间，每天都有
兰州的医护人员给我们送餐，饭菜挺可口的，如
果吃不饱还可以加餐。同时还有心理专家给我们
隔离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真的是谢谢大家的照
顾。”刘伟说。

从疫情在伊朗扩散以来，为了保护和刘伟
一样的在伊朗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安全，中国驻
伊朗大使馆不仅提醒中国留学生加强自我防
护，同时为了安抚中国留学生的情绪，还和德
黑兰大学的相关负责人为在德黑兰大学就读的
中国留学生举行了一次慰问座谈会。“为了包机
顺利，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非常辛
苦，真的是没日没夜，反复沟通和协调，有时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这让我们中国留学生十
分感动。作为在伊朗的中国学生会主席，我能
做的就是积极配合使馆工作，统计在伊朗的中
国留学生信息。”刘伟说。

针对中国留学生关注的课程问题，刘伟了解
到，虽然大学停了课，但有些学校开了网络授
课，学生可以在学校官网上跟授课老师同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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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中国除夕夜，韩国启明大学的博
士研究生白珠兰和几名中国留学生一边关注武
汉疫情，一边商量着要囤些防疫物资。1 月 25
日，大家出门购买了口罩和消毒喷雾。也是从
那天开始，白珠兰出门都戴口罩，因为潜意识
中认为应该防范。“幸亏那时候买好了口罩，现
在用的还是那时候买的。”白珠兰说。

启明大学所在城市大邱是此次韩国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地区。白珠兰记得，2 月 18 日是重
要时间节点，此后，大邱的疫情迅速升级，“大
家一下都慌了”。

白珠兰的情绪也很波动，但因在韩留学多
年，希望能为刚赴韩留学的学弟学妹们做个榜
样，必须让自己先“稳下来”。疫情暴发后，她
用手机镜头记录下大邱这座城市的面貌和自己
的日常生活并上传至微博。

有刚来韩国留学的学妹留言给她：“姐姐，
我真的好害怕，不知道怎么面对？”白珠兰安抚
学妹情绪的同时，多传一些自己拍摄的小视
频，希望通过视频传达“平稳的心态”。让她欣
慰的是，学妹看到她上传的视频反馈说：“我感

觉自己不是一个人，没有那么慌了。”
3月 3日，白珠兰将镜头对准了启明大学校

门口的大学路，在微博上写道：“平时熙熙攘攘
的校门口大学路，如今冷冷清清寥寥几人，总
能听见疾呼而过的救护车声音，静待大邱恢复往
日安适的样子。”她提到近段时间被问到最多的
问题“大邱是座怎样的城市”并回应道：“大邱是
充满人情味、宜居又温暖的城市。”

疫情期间，白珠兰的日常生活变化不大，多
数时间还是看书看文献。她的专业是国际地域学
中国学科，已经修完了博士学分，准备开始写论
文。也是因为这个计划，之前没回国，因为“想乘
假期读文献，整理计划书”。如今因为疫情，学校
延迟至 3 月 16 日开学，开学之后先上两周网课，
之后的情况会根据疫情的走向来定。

启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逾千人，白珠兰前
几天了解到约有 600人选择休学。“现在休学的
只会更多。”白珠兰说，“中国学生纠结是否要
休学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签证，因为一旦休
学就需要重新办理签证；一是如果租住房屋，
不返回韩国就需要支付违约金。”

让白珠兰觉得不适应的是网络配送变慢
了。“我在 2 月 26 日在网上超市下单购买的食
物，原本是隔天配送的速度，直到 3 月 1 号才
收到。”

除继续完成论文外，白珠兰还参加了学校
的疫情防控。2 月 21 日到 24 日，她在启明大学
的临时检疫站帮忙做翻译志愿者。“因为很多中
国新生刚来韩国还不到1年，无法跟医生熟练对
话，需要辅助一下。”完成筛查后，中国留学生
会隔离两周，隔离期间的食物、生活用品均由
学校提供。

和白珠兰一样，留韩学子王振也为服务中
国留学生尽己之力。2月19日，王振返回韩国，
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隔离期。在 14 天的隔离期
内，他利用在国内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
和东国大学同学合作，在相关网络平台开通
《“战疫”直播间》，为中国留学生、华侨华人
等提供服务，及时播报国内外疫情消息，传递
韩国教育部和一些大学面向中国留学生推出的
新政策，分享医学专家提供的预防和心理疏导
知识。

3月 8日上午 11时，李健宇透过所住房屋的
窗户，可以看见对面公园篮球场上跳跃的身影。
他在犹豫“晚上人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去打会儿
球”。同一天，意大利总理府宣布，将从当天起
至4月3日止对北部伦巴第大区和另外14个省采
取封闭措施，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李健宇
正在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是米兰大学视觉传播
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3月8日时，李健宇告诉本报记者：“回不回
国看看情况再说。”1 天后，意大利总理孔特宣
布，人员流动紧急管控措施将扩大至意大利全
境。从 10 日开始，如非工作或健康需要，禁止
人员跨区域流动。意大利全国学校继续停课至4
月 3 日，同时暂停体育赛事等聚集性活动。“回
不了国了。”李健宇说。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新冠病毒应
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 10 日说，截至当地时间 10
日 18 时，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增至
10149例。

李健宇还记得，早在1月30日，意大利出现
两例确诊病例，随后的增长势头迅猛。确诊病例
达到几百个时，中国留学生的反应是“有些危
险”，有学生选择回国。确诊病例逾千例时，选
择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也存在互相
影响，看到别人回国，也会动摇。”李健宇选择
留在意大利，“当时基于两个理由，一是觉得回
国也是隔离，在这边也是隔离，区别不大。二是
觉得回国需要转机，又要长时间在密闭空间中，
风险更大。”

疫情暴发以来，李健宇用视频记录下了疫情
下米兰民众的生活状态以及自己的一些思考。顺
着他的镜头可以看到，意大利疫情第二天、第三
天以及之后民众的状态，也会了解到民众对戴口
罩的看法。截至记者发稿，他拍摄的最新一条视
频是米兰“封城”下的民众反应。在视频中，李
健宇说：“现状真的不太乐观。”

自米兰市的学校开始停课起，李健宇减少了
出门次数，多是通过网购食物。“如果食物供应
正常，可以在家处理一些视频，日常生活应该没
有大的变化。”李健宇说。

3 月 5 日，他出门领取当地中国企业免费发
放的5只口罩并用视频拍下了领取过程。在视频
末尾他对着镜头说：“这个时候才知道，身在国
外，所有中国人都是团结的一家人。”他存的口
罩不多，在家人寄的口罩未拿到之前，戴的是可
以反复使用的口罩。“用过后把贴近嘴部的那一
面放置时尽量减少和空气的接触。”

和李健宇一样，就读于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
研究生张聪也选择少出门。从2月23日开始，她
只去过一次超市“屯粮”，之后多是网购。“在微
信群里和其他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分享疫情情况，
看着确诊病例的快速上升，很是担忧。”2 月 27
日，张聪搬到了人烟稀少的山区。

张聪告诉本报记者，之所以不出门，一方面是
怕增加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另一方面是怕遇到
不友好的当地民众。“2月底的时候，我碰到两次不
愉快的事件。一次是在回家路上，有当地青少年对
我喊‘中国病毒’，后来大人过来跟我说‘对不

起’。还有一次是我乘地铁，一个年龄较长的妇
女从我身旁走过时说‘你怎么还没从这里消
失’。不想碰到类似事件，不出门更安全些。”

2月29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科教处发布针
对旅意学子的提醒，其中包括：“当你感到心理
恐慌或有发烧、咳嗽等症状时，可与坎帕尼亚大
区政府卫生健康总局授权成立的中国志愿者医生
小组进行专业咨询，他们可提供免费服务。联系

电话是：328 813 3777，800 90 96 99转中国志
愿者医生咨询小组。”

据参与该志愿者医生小组工作的龙沙国际交
流协会会长肖健介绍说，该小组的工作时间是从
早8时到晚8时，但通常到晚上10时都有志愿者
在接听。“志愿者包括在意大利进修访学的中国
医生，目前有9位在从事志愿服务，他们有丰富
的从医经验。”肖健说。

受疫情影响，留日学子也分为两类，一类
是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留在日本的，另一
类是在中国疫情暴发前回国的。就读于日本法
政大学的许黛如是前者，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
学部的陈翀是后者。

许黛如还记得日本刚发现新冠肺炎疫情
时，地铁、商业街等公共场所的民众并未戴口
罩。但她和中国同学还是重视起来，戴口罩、
远离人群、勤洗手。“直到后来随着确诊人数
越来越多，疫情警示随处可见，便利店、学校
的老师也都戴上了口罩。”

对疫情的应对，中国留学生反应迅速。

许黛如身边的中国学生都提早采购了口罩与
消毒用品。“我还在家中囤了几大瓶饮用水和
方便食品，总之尽可能减少外出。若学校有事
或需要打工不得已外出时，就做好防护。”许
黛如说。

1月底时，法政大学负责留学生事务的老
师多次发邮件给中国留学生，最初是关于疫情
知识及防护手段的介绍，后来要求假期回中国
的留学生需提交《暂时回国申请书》。

随着疫情的蔓延和学校相关措施的变化，
许黛如认为中国留学生最需要的是心理方面的
疏导。“孤身在异乡，本就容易心生孤单。过

去还能和同学、朋友聚会，跟教授谈谈心。疫
情的出现导致绝大部分留学生只能待在家中，
独自排解对疫情的恐惧和担忧，这个过程是很
煎熬的。”

陈翀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如期返回学校，
“要看日本的入境政策以及疫情的发展”。本来
他订的是3月16日从深圳至东京的机票，但因
为 16 日的该次航班取消，只好改签到 17 日，
如今，他被告知17日的航班也被取消了。

如陈翀一样假期回国正在观望是否要返回
日本的中国学生并不少。在他看来，如果决
定返回日本，需要做好一旦疫情大规模暴发

被困日本无法回国也认了的心理预期。反
之，如果决定不回日本，也需做好日本疫情
有惊无险不会后悔的心理建设。“无论怎么
选，都别后悔。”

“目前大家集中的焦虑在于是否要按照原
计划返回日本以及对于日本政策变化的困扰。
我了解到，留在日本的学生虽然对日本疫情发
展有焦虑情绪，但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大的影
响。”陈翀说。

陈翀所就读的学校目前还未发布关于网课
的信息，但他和同学私下聊天认为，如果要调
整授课，还是希望延期开学。

留学意大利学子：“封城”之下的生活

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蔓
延，意大利、
伊朗、韩国的
疫 情 增 势 迅
猛。处于其中
的中国学生，
他们是如何应
对的？

留日学子：要不要返校？
本报记者 赵晓霞

留学伊朗学子：经历从未感受过的“紧绷状态”

留学韩国学子：做志愿者 开通“战疫”直播间

刘伟的隔离餐。

白珠兰 （左一） 在启明大学的临时检疫站
帮忙做翻译志愿者。

3月10日，在意大利米兰，米兰大教堂附近的店铺因疫情提前结束营业。 新华社发

3 月 6 日，在日本东京银座，行人
戴口罩出行。

杜潇逸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