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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主动加强安全防范”

“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居家隔离期间需要哪些生活
必需品？”“新冠肺炎有哪些临床症状？”在德国湖南同乡
会的500人微信群里，不时有人分享各种抗疫信息。德国
湖南同乡会会长李先秋发现，如今在德国基本买不到口
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因此每当他看到相关用品的购买
信息，就会在微信群分享，提醒大家尽快抢购。

“意大利疫情暴发至今，极少有居住在当地的华人感
染，这说明当地华人安全防范意识比较强。我们出门带口
罩、勤消毒，提前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意大利山东
商会会长张长晓说。

在西班牙马德里，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陈建新在
接受采访时，已经在家中的小阁楼上自行隔离了一个星
期。“上周，我曾前往当地多家医院捐赠物资。由于担心
在医院时被传染，我决定回家隔离！”陈建新说，“昨天得
到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不过为了家人和朋友的安全，
我决定再继续隔离一周！”

“疫情期间，大家都想回国，觉得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途中被感染的风险较大。”李先秋说，“前些天，有人在海
外感染后跑回中国，我们的微信群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们
都认为，在中国输入性病例成为主要风险的形势下，留在家
里不出门，留在住在国不回国，是对祖国的支持！”

“尽可能帮助更多人”

“喂，你好，可以请你们帮我翻译吗？”这样的求助电
话，意大利华人徐晓微每天都会接到。自疫情在意大利暴
发以来，徐晓微和她的朋友林洁便发动当地精通中意双语
的华侨华人，成立志愿服务队，为不懂意大利语的侨胞免
费当“私人翻译官”，帮助他们拨打求医电话，并协助他
们去医院检查。

最初徐晓微与林洁只想在雷焦艾米利亚成立一个小团
队，然而当他们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发到朋友圈和微信群
时，没想到侨胞的响应那么热烈。

帕尔马、那不勒斯、维罗纳、米兰、罗马……如今，
这个团队已有来自 24 个地区的上百名志愿者，而且每天
还有新的志愿者加入。

“曾有一名患者，很多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疑似症
状，但由于语言不通未能联系上当地医疗机构。在我们的
帮助下，不光协调到救护车入院治疗，还为这名患者争取
到做病毒测试的机会。”徐晓微说。

“像米兰、贝尔格蒙这样的疫区城市的志愿者工作量
很大，每天大概能接到三四个求助电话，但每次与医院、
医生沟通协调平均要用两个多小时，求助者才能被收治入
院。”徐晓微说。

“我们只想通过这一点点努力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这
么多志愿者加入这个团队，我特别开心，因为这说明中国
人的心是连着的！”徐晓微说，“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电话不
要再响了，因为这意味着大家都身体健康，我们期待听到
更多的好消息！”

“侨胞需求激发了我们”

海外疫情加速蔓延，各国侨团纷纷相机而动。
在阿联酋，疫情感染人数虽然仅有不到300例，但当地

侨团早就做好了“防控预案”。“商会自备了 1 万只口罩，还
有专门的抗疫备用金 4 万迪拉姆（约合 7.7 万元人民币）。”
阿联酋广东商会最新一期“防疫简报”写道。

“目前我们已经通过微信联系到会员及会员家属约
1200 人，还组织了一支 32 人的防疫志愿者队伍，分散在
阿联酋不同城市，随时可以为当地侨胞提供协助！”阿联
酋广东商会会长张钦伟说。

“巴西确诊人数已经突破 2000，但我们的侨胞无一人
感染！”巴西华人协会会长张伟说，“目前，巴西华人协会
筹集的善款仍然结余 45 万雷亚尔 （约合 63.5 万元人民
币），我们决定用这笔钱在中国采购防疫物资，分发给当
地华侨华人，同时支援巴西医疗机构以及相关政府部门！”

在美国，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特意为在美国、加拿
大的约40个校友分会编撰了“防疫宝典”，从病毒生物学
知识到防护建议，一切都介绍得简明扼要。“在这种时
刻，疫情是我们大家共同面对的事情，能做什么我们要尽

量去做！”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会长仰文奎说。
“疫情还没有在意大利蔓延时，我们就成立了抗疫志

愿小组，在米兰大区设置 13个物资发放点，建立了 30多
个 500 人的微信大群，基本覆盖了米兰的丽水籍侨胞。”
意大利青田总商会会长吴光海说，“很多人都自发地互相
帮助，因为侨胞朋友的需求激发了他们的热情！”

“这次疫情是近几十年来华侨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
很多侨团在这个关键时刻都挺身而出、高效运转，承担起
应有的责任，我为每一个侨团感到自豪！”意大利青田总
商会荣誉会长周勇说。

“该我们支援海外侨胞了”

与病毒搏击，海外侨胞并不孤单，因为祖 （籍） 国从
未缺位。跟着网络、随着物流，源自中国各地的同胞之
爱，不断传到世界各地。

日前，浙江省侨办、省侨联、省卫健委联合开通了
“浙江省互联网医院侨胞健康关爱咨询平台”，设有“浙里
办”、支付宝、微信等 3个入口，组织浙江省近 70家医院
为求助者线上诊疗。

“在国内疫情严重时，海外侨胞鼎力支援，如今海外
疫情开始暴发，该我们来支援海外侨胞了！”浙江省卫健
委规划处副处长黄凤说。

“我们的队伍以呼吸科和感染科为主，参与线上诊疗
的都是医院的精兵强将，他们都参加过国内的新冠肺炎诊
疗。”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陈
春雷向本报介绍，“大部分侨胞对本地疫情忧心忡忡，希
望获得具体预防措施以及发热治疗建议，也有部分患者询
问是否需要服用药物。”

日前，山西省侨联多方筹集的第一批援助海外侨胞防
疫物资，印着“同气连枝、守望相助”的暖心标语，满载
着祖 （籍） 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启程运往海外。这批疫情防
护物资包括N95防护口罩近3万只、防疫中药制剂1.32万
服，发往意大利、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巴西、日
本、新加坡、泰国、香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团。

河南爱心侨资企业筹集的10万只医用口罩和50台纳米
光波治疗仪，也已紧急运往加拿大，捐给当地的豫籍侨胞。

海外侨胞抱团防疫 中国支持及时有力

危难时刻 中华儿女心连心
孙少锋 段兴汉

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
大海外侨胞纷纷慷慨解囊，四处奔
走，为国内捐赠钱款和物资。如今，
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海外疫情却
扩散蔓延。刚刚驰援国内的海外侨
胞、侨团，开始与病毒进行又一轮的
全力“厮杀”！他们众志成城，守望相
助，报团取暖。与此同时，祖 （籍）
国伸出援手，支持有力。危难时刻，
中华儿女的心连在一起！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近日，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呈加速蔓延之
势，意大利、美国、西
班牙等国成为疫情重灾
区 。 在 疫 情 严 重 的 地
区，店铺歇业，工厂停
工，学校停课，口罩售
罄，医疗资源紧缺，无
数人的正常生活被疫情
打乱。华侨华人正经历
严酷的考验。

这样的考验，中国刚
刚经历过，情况好转，海
外侨胞功不可没。

如今，面对住在国
的严峻形势，千千万万
的海外侨胞，冷静沉着
坚毅。他们或是暂停手
头的工作，全心守护家
人的健康安全；或是与
住在国民众一道，奔赴
与病毒正面搏杀的战场。

海外侨胞相互扶助、
随时交流，让疫情期间的
生活多了份镇静安心，少
了些慌乱无助。

因为相互扶助，海外
侨胞的心贴得更近、捂得
更暖。身体不适，有侨胞
朋友四处寻医，驱车多
地，只为及时送到医院接
受治疗。口罩急缺，有侨
胞邻居分享自家的口罩
库存，送来应急食物，雪
中送炭。内心恐惧，有当
地侨团可随时联络，哪怕
一两句“陪聊”，也令人心
生暖意。疫情来袭，海外
侨胞是彼此的近邻，更是
共同的亲人。

因为随时交流，海外侨胞应对疫情更
加科学，抗疫防线更加牢固。海外各地侨
团组建的微信群，为侨胞提供实时疫情信
息，宣传防疫知识；侨胞朋友间的日常问
候，让侨胞即便家人不在身旁，遇到困难
也能有人一块想办法、出主意。当地侨团
的兄弟姐妹，时常打来电话询问近况，提
供防疫科学指导。因为抱团取暖，海外侨
胞构筑起独特的抗疫防线。

即便远隔万里，海外侨胞从不孤单。
当侨胞面临物资紧缺时，祖 （籍） 国送来
防疫生活物资；当侨胞感到恐慌无措时，
祖 （籍） 国给予心灵抚慰。

身后的支持，是一批批的医疗防护物
资，送达侨胞手中。侨乡包机千里驰援，送
去口罩、中药等急需物资；海外侨团与国内
各相关机构内外联动，通过“以物换物”灵活
调度防疫物资，及时送达疫情严重地区，解
决侨胞防疫燃眉之急。急人所急，想人所
想，海外侨胞缺什么，祖（籍）国家乡送什么。

身后的力量，化作云端的讯息，传抵
侨胞内心。国内多地医院借助远程网络医
疗平台，为侨胞提供便利安全“云门诊”；
侨乡、侨联、侨团借助微信公众号、24 小
时服务热线，组建抗疫微信群，解疑释
惑，安抚情绪，周到服务。

海外侨胞驰援家乡的赤子之心有多炽
烈，祖 （籍） 国亲人支援侨胞的关爱之情
就有多迫切。

疫情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
和考验。在中国战“疫”的关键时刻，海
外侨胞与中国同在；在海外抗疫的艰难时
期，中国与海外中华儿女同在！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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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正在线上解答防疫问题。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供图）图为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正在线上解答防疫问题。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供图）

晚上11点半，“张医生专家问诊室”微信群依然活跃。这个由
浙江省温州市侨联组织的线上问诊群，“灵魂人物”是张知远医
生，加入微信群的是远在西班牙的侨胞和志愿者。

为海外侨胞远程问诊

“张医生，我女儿发烧了，38.1度。”
“伴有发冷吗？最近一次外出是什么时候？有防护措施吗？乘

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这样的线上问诊已持续半月有余，张知远
数不清自己接诊了多少病人，但每一名问诊者的情况他都了然于
心。因为他“每天都会抽空回访”。

而回访的对象中，有一家人是在他的诊断后成功入院，并逐
渐好转的。

“他们是一家三口一起来问诊的。”张知远说，“母亲和儿子都
发烧了。”询问病史后，张知远远程指导三人在家分别隔离，每天
监测体温、给房间消毒通风等。几天后，这家的儿子退烧，并在
当地买了试剂给家人检测，两次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一家人才稍
稍松了口气。但张知远注意到，母亲的体温仍居高不下，且一直
有味觉消退等症状。医生的直觉告诉他，这位母亲很可能是新冠
肺炎患者，此时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在他的建议下，这位母亲于
次日去当地医院就诊，发现有低氧血症，并被医院急诊收入治
疗。3月24日回访时，该母亲已经好转。

在张知远的远程诊治、回访观察下，已有四五名轻症患者逐
渐痊愈。“我们今天的状态不错。”张知远心里暖暖的，“听到侨胞
好起来的消息，我也很高兴”。

竭尽所能让侨胞安心

在张知远看来，现在这个小小的微信问诊室里有几个疑似病
例，他们大多出现了发烧的情况。但相比发烧，张知远更关注病

人是否伴有呼吸困难。
“欧洲的诊断标准与国内不同，病人需连续发烧5天且伴有呼

吸困难的症状才给检测。”张知远说，“呼吸困难可能是轻重症之
间的分水岭，病人一旦出现该症状却不及时干预治疗，就很有可
能发展成重症。”而单纯的发烧、胸闷也可能是普通感冒或哮喘引
起的。

但在全球疫情不容乐观的形势下，侨胞独在异乡，能够享受
的医疗资源和服务有限，即使是普通感冒也让人慌张不安。“要是
他们人在国内，我恨不得马上将他们隔离起来观察14天。”张知远
说。为了让侨胞安心，他总是尽力为每一名侨胞送去医者的关
怀。他为海外问诊者建立了专属表格，方便他们随时记录健康状
态；两种类似的药服用哪一种，服药期间有何禁忌，怎么应对副
作用等，都通过微信详细告知患者。甚至，他还跟着侨胞过上了
欧洲时间。“这大半月以来我几乎没有在晚上12点前休息过。”张
知远说，“微信群也不敢开静音，生怕漏了谁的消息。”

帮人获得健康最重要

作为温州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室的医生，疫情发生以
来，张知远除了不分昼夜地在微信群、浙里医生 APP上为海外侨胞
远程问诊，还曾主动申请支援定点医院——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张知远所在的病区共有31名轻症病人，每天他需要为轻症患
者查房。除了例行的医学观察、治疗，他还会和每一名病人拉家
常。有一次，因上厕所漏了一名病人，查房结束后，那名病人还
专门打电话给张知远，和他补聊了十几分钟才舒心。“病人们都希
望被关怀。”张知远说。

从浙江大学本硕毕业到现在，张知远已经做了11年医生。这
期间最让他感到喜悦的瞬间就是病人的病情好转时。“我感觉到，
比起金钱、名誉，能帮助别人获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张知远
说，“很高兴能做一名医生。”

跨越重洋的“专属医生”
尹 琛

用无人机一次性播种水稻，改变了
广东潮汕地区传统水稻育秧、插秧模
式。据了解，用无人机播种水稻，一机
1小时可播种50亩，效率高、费用少。

图为开始播种前，广东省汕头市农
科所和潮阳农机专业合作社人员检查种
子情况。

林跃生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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