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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回国的学子航一

日记写了厚厚一沓

“我穿着防护服，带着护目镜和手套，‘全副武装’地回来了。”日本
城西大学的学生航一 （化名） 在大四课程结束后，踏上了回国之路。

3月 23日，航一从东京回到大连，入境当天便做了核酸检测。检测
结果出来前，大连市政府贴心地为他们提供了免费住宿。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的情况，航一仍感触颇多。“有的留学生行李特别多，工作人员便立
马上前，帮着拎行李、联系车辆，我们特别感动，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
辛苦付出。”

下了飞机，航一发现机场的工作人员忙到饭点也没法吃东西，他便
将自己带的巧克力送给他们。在去酒店的路上，看到司机师傅的口罩该
换了，他就把身上带着的几个N95口罩递了过去。

“我马上就要去隔离了，没什么风险，而司机师傅每天要接送不同的
人，风险较大，他比我更需要。”航一说。

在入住酒店48小时后和离开酒店48小时前，航一分别接受了核酸检
测，在两次核酸检测之间还进行了一次血清检测。航一注意到，前来做
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防护措施极其到位，甚至防护服袖口与手套之间都
用胶带缠紧。“这样的防护措施，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对我们的安全负
责。”航一感叹道。

隔离期间，读书、练字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王阳明的 《传
习录》 与黄仁宇的 《万历十五年》 成了每天的陪伴。他还坚持以练字的
方式写日记，写完一遍后再修改一遍，用心记录生活。他的日记里写有
这样一段：“幸赖国有无双国士，率数万白衣军士前赴后继，同心竭
力，保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他说，虽然自己无法去一线战疫，但认
真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为抗疫出力，在隔离期间，能做的就是好好隔离、
不添麻烦。

4月7日晚上7时半，航一顺利结束隔离。此时他的日记，已写了厚
厚一沓。

如今，郭平安每天的生活充实
有序：早上 8 点钟的网课上到中午，
吃过午饭继续下午的网课，直到傍
晚结束。她笑称，自从网课开始，
老师的作业量随之增加，对学生阅
读量的要求也成倍增长，仿佛潜意
识里，认为学生不出门就有了更多
时间学习。

忙碌的生活，让她无暇担心其
它，也顾不上想家了。

郭平安是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
学院的交换生，就读于南大河州联
邦大学。该学校位于巴西南部大西
洋岸的阿雷格里港，仿若一座欧洲
小城，这里有发达的工商业，还有
曼妙的沙滩，人们的生活闲适惬
意。不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这座城市已不复往日喧闹。

“那时我有点感冒，跟妈妈视频
的时候她就哭了，她一哭我心里面
更难受。她说：‘你回来，赶快回来，

一个人留在巴西谁能照顾你。’”
母亲的眼泪让正犹豫着要不要

回国的郭平安拿定了主意，当天晚
上就订好了机票。她清楚地记得那
天是 3 月 20 日，按照原计划，9 天
后，她就要回家了。

“票订完了反而更紧张。我频繁
地做噩梦，梦到航班被取消、梦到
因为发热被困在机场、梦到回国途
中被感染，经常半夜三四点钟就被
这样的梦惊醒了。一旦醒了我就索
性不睡了，那种内心的焦灼其实很
难真正排解。”

两周前，郭平安辗转从阿雷格里
港飞至圣保罗，如果一切顺利，她会
在那里与同学汇合，一同启程回国。

那天是 3月 29日，中国的国际航
班正是从当天开始大幅调整，国内每
家航司至任一国家航线只能保留 1
条，同时每航线每周班次不超1班。在
圣保罗，郭平安收到了航班取消的信
息，几天后，她又回到了原点。

“‘希望在眼前破灭了’，这就
是那一刻的心情。”

没想到，这出乎意料的结局反
而卸掉了她心头的压力。“我想通
了，反正也回不去，倒不如好好待
着。该吃吃、该喝喝，认真上课完
成学业。这样想着，从4月开始我倒
反而开心不少。”

未成行的回国计划在她心中拥
有了一份特殊的价值。“很多像我这
样的年轻人，20 多年的人生顺风顺
水，没遇到过真正的坎坷。这次疫
情中的经历，教会了我面对突如其
来的情况时怎样稳住心态、怎样解

决问题。人生总得发生点什么，这
些经验是顺境中无法带来的。”

她又拾起了一直想读完但始终
没机会读到结局的 《啼笑因缘》；她
报名了初级会计证考试的在线课
程，想要在葡语之外多掌握一门技
能；她在学校每天的网课中认真做
着笔记；她还在准备英语专八，打
算以后回国参加考试。

阿雷格里港还有另一个动人的
名字，叫“愉港”。这里初秋刚过，
郭平安喜欢在上网课时面向窗边。
微风徐徐吹来，这样美好的日子让
人不舍得浪费时间，何况，她早已
将自己的计划安排得满满当当。

最近，郭平安收到了中国驻圣保
罗总领馆发给留学生的“健康包”，她
给其中每一个口罩都认真计划好了
用途。她说，口罩在手，心中不慌。

“有太多亲人、朋友一直在关心
我，祖国一直在身边。我非常感
动，有太多真心需要我去珍惜、值
得我去珍惜。”

她说，成长这件事，有时要花
很久，有时似乎又瞬间发生了。年
初，郭平安刚过完 21 岁生日，她在
朋友圈中用一句“我的心中无所畏
惧”记录了这一天。而现在的她，
既要安排好日常生活，还要细心安
慰家人的情绪。再一次回到愉港，
她已经懂得了在父母面前更好地掩
饰无奈；她学会了以更快速度让生
活重回正轨。郭平安和此时在外的
许许多多留学生一样，特殊时期的
特别经历，成为他们人生中成长的
加速剂。

隔隔 离离：：

14天里的别样记忆
郎玉茁祖国的牵挂跨越山海

德国当地时间4月2日，萨尔州中国学生学者
联合会收到了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发放的300份

“健康包”，这些物资带着祖国的牵挂，在前一日
刚刚运抵德国。

在统计完申领信息、给每一个包裹都贴上了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的暖心纸条后，4月4
日，“健康包”被分发给了萨尔州 4所学校内的中
国留学生，每份“健康包”包含两个 KN95口罩、
20 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一本新冠肺炎防疫手
册和少量消毒湿巾。

“准备‘健康包’的过程中，花费了不少学生
的心血。我们开车去法兰克福领回物资，学联成
员再连夜统计领取信息，最短时间内完成物资配
送发放。”萨尔学联负责人刘杨对本报记者说。

“疫情期间出门的确要冒一定风险，但大家仍旧非
常乐意来帮忙，为的就是让这份来自祖国的‘健
康包’尽快送到每名中国学生手上。”

与此同时，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哈
勒市的不少中国学子骄傲地“晒”出了收到的

“健康包”，只见在每一份包裹封面上，都印着
“祖国永远在你身边”的话语，这简简单单的 8个
字，温暖了学子心窝。

“来领取‘健康包’的路上，我没找到其它词
汇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唯有‘感谢’二字。我真
的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正在德国哈勒留学的
郭杰洋说。

在英国伦敦，发放给学子的“健康包”同样
在外包装上写着“祖国永远在你身边”的话语。

就读于帝国理工大学的任敏 （化名） 在从使领馆
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健康包”时，一个多月来惴
惴不安的心像是一下子落了地。“突然觉得，慌什
么呢？你看，祖国就在背后。”任敏说。

更多“健康包”正在路上

在 4 月 13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二级巡视员靳
军号介绍，第一批 500 余吨、约 50 万份“健康
包”物资将于 4 月 15 日前全部运送至意大利、韩
国、日本、法国、德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
20个国家的 59个我驻外使领馆，之后再由使领馆
分发给当地留学生。目前，民航局与外交部密切
配合，正在抓紧制定第二批“健康包”物资的运
输方案，拟于近期启动。

发放“健康包”的过程，刘杨与学联其他成
员也花了不少心思。“德国目前不允许大众聚集，
我们在市内一共设置了10个领取点，安排10名志
愿者全部分散开，学生可以选择自己临近的地点
领取。时间上是按照 10分钟内只能有一名学生领
取来安排，这样可以避免人员聚集，学生能够安
全有序地领取到物资。”

在澳大利亚，墨大学联正在协助中国驻墨尔
本总领馆统计申领“健康包”的学生。据墨大学
联负责人谭懿介绍，截至目前，初步统计的申领
学生已有近 5000 人，与此同时，学联成功地与墨
尔本当地的一个志愿团队取得联系，对方愿意免
费为中国留学生配送“健康包”。

“学联成员非常团结。不少成员承担了统计信
息、联系配送的工作，这一周基本是通宵达旦的

状态。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想为战疫出一
份力。”谭懿对本报记者说。

学子间相助传递温暖

物资发放过程中，学子有一个细节让人感动
不已。哈勒学联负责人唐彬告诉记者，有的同学
在登记领取物资之后，收到了家人从国内寄来的
口罩，便主动表示要让出“健康包”名额，留给
更需要的同学。

“不少同学在第一批登记的时候选择不登记，
目的是希望让没有口罩的同学先领。但通过私聊
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些同学自己的口罩也并没有
太多富裕，只不过是勉强维持，但他们还是希望
能先让一个口罩都没有的同学领到物资。”唐彬
说。几个口罩，成为了海外学子之间守望相助朴
素却深刻的生动诠释。

有的学生防疫物资非常缺乏，但之前却因故
错过了“健康包”的登记，哈勒学联成员在得
知情况后，立刻把自己的防疫物资匀了一份出
去，而获知消息的其他同学也踊跃相助。像这
样的例子，在海外“健康包”的发放过程中比
比皆是。

“在他乡的学子之间的感情就像亲人一般，遇
到困难彼此拉一把义不容辞。离家万里，同胞之
间的这种互帮互助，也让留学生涯增添了不少温
暖。”一名不愿具名的在德学子对记者说，他正是
唐彬所说没有第一批登记领取“健康包”的学生
之一。“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祖国这么远寄来的
防疫物资很珍贵，口罩我还有几个，就先让更需
要的同学领吧。”

疫情下的 学子人生疫情下的 学子人生 （4）

漂洋过海的“健康包”，
暖了游子的心

本报记者 孙亚慧

“就像家人给自家孩子发
糖，而别人家的孩子没有一样
自豪。”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
留 学 生 笛 箫 骄 傲 地 说 。 几 天
前，当她在街头收到向中国学
子派发的“健康包”时，引来
了不少英国本地民众的好奇围
观，她将这一幕记录下来并在
社交网站上分享，很快便成为
了热门话题。

连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
学子收到了来自祖国的“健康
包”。防疫物资逐步到位不仅解
了学子的燃眉之急，更给了学
子在海外战疫的底气——无论
走到哪里，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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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郭平安收到了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发放的“健康包”。

①①①

②②

③③

图1：德国萨尔学联成员在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领取“健康包”。
图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联成员正在统计申领“健康包”的学生名单。
图3：留学德国的郭杰洋兴奋地展示自己领到的“健康包”。

康博涵被送至隔离点时所乘的救护车。

从英国回国的学子康博涵

很幸运回到了祖国怀抱

“3月 21日，我从利物浦包车去伦敦，从伦敦飞往比利时布鲁塞尔，
再由布鲁塞尔回京，最后从北京回到西安。”陕西小伙康博涵在最终到达
酒店进行隔离之前，已在路上奔波了44个小时。

康博涵在利物浦大学学习建筑学专业。在酒店隔离期间，他的学
业照常推进。每周，他要与导师视频连线，讨论课业内容。回国前，
康博涵的母亲正在国外出差，顺道去看望儿子。然后母子俩一起回国、
一起被隔离。现在，母亲开电话会议、儿子开视频连线变成了母子二
人的常态。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康博涵说。
一些细节让康博涵难以忘怀。他和母亲到达酒店的那天已是深夜，

也已过了订外卖的时间，司机师傅便主动把自己的职工餐送给了他们。
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奔波，这份善意让康博涵母子俩深深感动，甚至消
除了归程的疲惫。

从美国回国的学子曹馨元

有限空间内努力充实生活

“一下飞机，就看到上海机场挂着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回家。刹
那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曹馨元说。

美国-阿联酋-日本，最后飞回上海，这是曹馨元的曲折回国路。在
阿联酋下飞机后，她原订的航班临时取消，“我在那里等了 4个多小时，
最后搭乘从阿联酋飞日本的航班辗转回到上海。”

行程虽突生波折，但她却并未觉得心慌。“我在阿联酋给中国驻阿联
酋大使馆打电话，使馆工作人员对我说：‘航班取消的事情已处理好了，
再等等就会有航班，能回国，没问题。’”曹馨元说，这通打给中国大使
馆的电话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我们虽然人在国外，但祖国的支持
和帮助给了我们底气。”

隔离期间，曹馨元每天有两节网课，教授理解时差所带来的不便，
同意她改上录播课。在学习之余，同在隔离之中的朋友们也会分享隔离
趣事。曹馨元的同学中，有的学会了做手工艺品；有的画了漂亮的画，
还有的终于读完了一套大部头。而曹馨元则每天在屋子里借助健身软件
运动“打卡”，也练得津津有味。总之，小伙伴们在有限的活动空间内，
努力充实着自己的生活。

曹馨元所在的隔离酒店只允许晚上订外卖。每晚，她可以透过窗户
看到堆满外卖的架子以及两个忙碌的身影。“整栋酒店的外卖，只有两名
工作人员负责分发，他们真的很辛苦。”她说。这也让曹馨元对协助隔离
工作人员的理解又多了几分，“认真配合隔离是我们的义务，责无旁贷，
这也是对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最大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