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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合作院校伸出援手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丹
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的学生写信问候故乡的亲朋好友，也写
信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中国医护人员表达敬意。这些华裔子
弟生长在海外，虽然中文水平有限，但信写得情真意切，字
字句句都透露出对故乡的牵挂。

世界各国孔院
同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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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华裔子弟来信了
给外婆的一封信

余安雅近照

中国医护人员令人敬佩

大奥近照

亲爱的叔叔阿姨：
你们好！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时，你们挺身而出。看到你们奋斗在一线
的身影，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很勇敢！谢谢你们！
疫情暴发时适逢中国农历春节前，为了战胜疫情，抢救病人，你们
没有时间和家人一起过年。
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你们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抢救病人上。为
了治好病人，为了让他们安心地回家，你们放弃了和家人团圆过节的机
会，也放弃了休息时间，你们是了不起的，令人敬佩的。
我还记得中国农历新年期间，丹麦的很多聚会也取消了，但丹麦现
在也有了新冠肺炎的病例。如今，我们也开始居家隔离，希望为早日战
胜疫情做出自己的贡献。
谢谢你们的艰辛努力和不懈付出，你们一定要多多保重，保护好
自己。
祝一切平安！
余安雅 （11 岁）

亲爱的外婆：
您好！
您身体怎么样？每天睡得好、吃得好吗？
我听说，有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很厉害，因为目前还没有特效
药，如果有人不幸被感染，会很难受，严重者会导致生命危险。
我在新闻里看到，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中国民众都在居家隔离。
那你们每天都在家干什么？怎么买菜？
我想到一些防护的方法，分享给您。要记得用肥皂洗手，经
常洗被套和毛巾，每天要做一些适当的运动，也可以唱唱歌、跳
跳舞。疫情期间，您最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安排表。如果在家里
闷，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聊天，但不要花太长时间，比如早上半小
时，晚上半小时。我希望您也可以像年轻人一样玩玩电脑，可是
不要太长时间盯着电脑。
祝福中国能早日战胜病毒，同时也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开
心心！
大 奥 （13 岁）

写给白衣天使的信

写给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尊敬的奋斗在一线的医生和护士们：
你们好！
你们辛苦了！自从疫情暴发以来，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地在与病毒斗争，肯
定很累了吧。你们为了他人，付出了很多。你们为抗击这个危险的病毒，牺牲了很多
跟自己的孩子、爸爸妈妈以及其他亲人在一起的时间。为了大家，你们牺牲了自己的
小家。
在新闻中，我看到你们付出了所有努力，也看到你们奔赴武汉的身影。你们为遏
制病毒在世界的蔓延做出了贡献，谢谢你们！我希望疫情早日过去，也祝福你们能早
日与家人团聚。
蔡汉鸣 （13 岁）

亲爱的白衣天使：
你们好！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的医生和护士从全国各地赶往
武汉，赶往湖北，赶到疫情严重的地区参加救护，勇敢的你们令
人敬佩。
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有些护士为了方便，把美丽的长发剪掉
了，看到医生和护士脱下防护服、口罩和手套时，手和脸都留下
了一条条勒痕，你们的脸虽然“变丑”了，但我觉得你们是世界
上最美丽的人，我爱你们！
为了救治病人，你们离开了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奔赴疫情一
线，我被你们的精神感动了，我希望自己能向你们学习。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让所有人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祝你们平安健康！
李 俪 （11 岁）

叔叔阿姨辛苦了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此
前中国疫情严重时，世界各国孔院师生及合作院校不断以
各种方式伸出援手，送上支持和鼓励。投我以木桃，报之
以琼瑶。作为孔子学院的中方伙伴，中国各高校校长纷纷
向海外合作院校致信慰问，中国高校师生也积极募集捐助
物资，以各种形式与世界各国合作院校一起同心抗疫。

捐赠防疫物资
北京时间 3 月 9 日，当获悉美国俄勒冈州进入紧急状态
时，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合作高校——苏
州大学副校长张晓宏第一时间向波特兰州立大学教务长兼
学术事务副校长 Susan Jeffords 转达了苏州大学的真诚问候，
并询问是否有防疫物资的需求。
3 月 12 日，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向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
学院所有师生表达问候，并决定紧急调配资源，捐赠 1500
只口罩以备急需。
3 月 13 日，在听闻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消息后，江南大
学副校长徐岩当即致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教务长、国
际事务副校长 Joanna Regulska 教授，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
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江南大学愿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一道携手抗击疫情，并代表学校捐赠 2000 个医用口罩等
防疫物资。
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的蔓延同样牵动着浙江师范大学
师生的心。近日，浙江师范大学校长郑孟状致信喀麦隆雅
温得第二大学、美国天普大学等孔子学院合作院校，向这
些学校的校长及在上述国家工作学习的孔子学院师生表达
关心。
与此同时，浙江师范大学快速响应，筹措了一批防疫
口罩，于 3 月 18 日、20 日分批寄往海外各合作院校孔子学
院。防疫物资箱上所贴的“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表达了
海内外携手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欧洲地区形势日益严峻。
得知匈牙利进入紧急状态后，华北理工大学积极行动起来，
向匈牙利佩奇大学中医孔子学院紧急捐赠一批防疫物资。
作为西班牙莱昂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合作院校，湘潭
大学一直关注着西班牙疫情状况，第一时间组织购买医疗
防护口罩以及体温计寄往莱昂大学。
3 月 13 日，得知美国疫情后，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孔子
学院中方合作院校成都大学迅速筹集药品和口罩。3 天后，
12 个饱含着成都大学及附属医院关爱的防疫物资包裹从成
都出发，寄往新罕布什尔大学孔子学院。
病毒无国界，友情更无国界。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孔
子学院和成都大学虽远隔万里，但彼此之间心手相连，风
雨同担。

助力当地抗疫

李俪近照

亲爱的叔叔阿姨：
得知中国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很牵挂故乡。让我没想到的是，疫情目前
已在全球蔓延。
我还记得，2 月 27 日早上起来，看到挂在天空的太阳，心情很好。可当我把手
机拿出来浏览新闻时，看到丹麦已有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感觉到有一点心慌。虽
然之前也想过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但还是觉得紧张。
因为有像你们这样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在一线奋不顾身地抢救病人，所以中国
现在的疫情防控有了很好的成效，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疫情却越来越严重。我希望
大家都能向叔叔阿姨们学习，也希望我们能早日战胜疫情，大家一起加油！
祝一切平安！
余岳钧 （14 岁）

国际中文教育搭建国际理解新桥梁
李宝贵
全球命运与共，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世界人心。人
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
球性风险挑战。多年来，国际中文教育积极拓展中文
教育渠道，海外孔子学院和国内高校培养的中文人
才，成为全球抗疫背景下增进海内外民众相互理解的
新兴力量，搭建起国际理解新桥梁。
在疫情期间，孔子学院一方面积极筹措医疗物
资，支援中国抗疫；另一方面着力介绍中国疫情防控
的真实情况，成为当地民众了解中国抗疫、获取相关
资讯的重要窗口。
面对疫情，海外多国大学校长、汉学家和孔院师
生通过孔子学院平台表达对中国抗疫的关心和支持，
并积极投入到筹措防疫物资的工作中。
疫情之下，孔子学院培养的中文人才，主动发挥
语言优势，为增进中外民众相互理解贡献力量。赴意
大利旅游的中国夫妇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引起意大
利社会的广泛关注。12 名来自罗马大学孔子学院的志
愿者自发帮助医生、患者及其中国国内家属实现无障

江南大学向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捐赠防疫物资。

碍交流，为中意医患搭起沟通的桥梁。
面对突发疫情，中国各高校积极采取措施，加大
语言服务力度，多渠道确保来华留学生及时准确地获
取疫情动态，同时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首先，在日常生活管理方面，各高校多渠道提供
疫情防控知识，保证留学生身心健康。其次，在语言
教育服务方面，多平台协同合作，满足特殊时期留学
生的语言学习需求。
面对疫情，不少来华留学生选择留在中国，主动
参与到支援抗疫的活动中，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一
名非洲留学生在佛山一派出所留下一封信和 500 元人
民币，表达对中国的热爱和对抗疫工作的支持；24 岁
的尼日利亚籍留学生欧莱德加入南京抗疫志愿者队
伍，为进入小区的居民测量体温；就读于北京语言大
学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嘉娜尔加入中国防疫翻译群，
希望可以通过所学语言文化知识帮助中国。
与此同时，在华国际友人积极为中国发声，成为
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抗疫真实动态和有效防控措施的渠

道。也门籍医生阿马尔对疫情耐心、专业的解答成了
在华外籍朋友们的定心丸；在华生活多年的意大利裔
美国人马意骏通过网络平台积极评价中国应对疫情措
施……国际友人一方面以国际视角为中国民众获取相
关防疫知识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以客观理性的视角为
海外民众展示中国抗击疫情的真实面貌，成为促进海
内外民众相互理解和知识共享的有效路径。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
临。疫情是一时的，而友情是长久的。孔子学院师
生、来华留学生和友好人士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
足以证明语言文化交流是增进友谊和深化理解中深
厚、宽广、持久的力量。相信经此一“疫”，世界各国
人民的友谊将在互帮互助中得以升华，全球语言文化
的交流融通也将更加积极活跃，为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打下夯实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为世界和平发展
积蓄坚实的力量。
（作 者 系 辽 宁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国 际 教 育 学 院 教
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疫情在世界的蔓延，当地医疗机构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世界各国孔子学院为助力当地抗疫尽己之力。
当地时间 3 月 11 日，英国伦敦孔子学院收到中建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首批捐赠的 500 只医用外科口罩。中建科工相
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疫情暴发之时，海外孔子学院及合作
院校纷纷组织援助，将一批批防护物资寄往中国。现在中
国的疫情防控逐渐向好，秉持“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
精神，中建科工正积极开展境外援助。
伦敦孔子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愿意成为中建科工与
英国及欧洲其他相关企业、单位及院校的搭桥人，共同应
对全球疫情。
在保加利亚，当地时间 3 月 20 日，索非亚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高春丽、行政秘书贝蒂雅作为学院代表，将两箱医
用防护服送到索非亚乔安娜皇后大学医院，以表达学院全
体教职员工对该院医护人员抗击新冠肺炎的慰问之情。
高春丽将孔子学院慰问信交给该医院的科诺夫博士。
科诺夫博士对孔子学院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来
自中国朋友的雪中送炭让他们感到无比温暖”。
在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的学生伊莲准备参加
今年的“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当她看到中国派
遣医疗队援助意大利时说：“感谢中国的援助，感谢来自中
国的白衣天使。意大利和中国的友谊向我们证明，无论文
化上的差异有多大，在有困难时都会互相扶持。”
（孔子学院总部供图供稿）

浙江师范大学捐赠给海外孔院的防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