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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热线 汇聚力量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一支 30 余人
的心理咨询师团队正通过跨洋抗疫微信
群，向海外输送“安心”力量。

“2 月 5 日起，青田县侨联、侨办、
妇联、公安局、康宁医院等不同机构开
始陆续向当地民众提供抗疫心理咨询服
务。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3月中旬，青
田县统筹县内心理服务资源，组织 30 余
名心理咨询师，与海外侨团微信群对
接，成为驻群心理咨询师。”浙江省丽水
市青田县干部关心关爱中心负责人虞志
洪告诉本报记者，有心理咨询需求的侨
胞可以在群里提问，或私信驻群咨询师
进行单独心理咨询。

像这样为海外侨胞提供心理服务支援
的组织还有很多。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等
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线上心理疏导公益讲
座，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通过线上直播，
提供科学心理疏导服务。广东省深圳市精
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通过 24小时
安心热线、线上服务平台、直播等方式为海
外侨胞提供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危机干预
等心理服务。阿里健康、百度健康等互联网
医疗平台也纷纷组织医疗专家，向海外同
胞提供免费心理健康咨询。

国内高校组建的心理咨询团队是跨洋
心理服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介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
的专业团队，已开设4条专线，60个接线

席位，汇集 600余名心理咨询专家为侨胞
服务。

在远隔重洋的海外，也有一批力量在
为跨洋心理服务默默助力。

在意大利，当地侨团通过建立海外侨
胞基本全覆盖的抗疫微信群，将海外侨胞
与国内侨务机构、医生、心理咨询师间的
沟通渠道打通。在美国、英国、奥地利、
澳大利亚等地，部分华人社团成立了“应
急防疫救助小组”“义工团”“居民留守
群”等组织，为海外侨胞提供心理服务。
在韩国，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中国驻
韩国大使馆领事部与韩国华侨华人联合总
会共同组织开设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
这些跨越重洋的力量，汇聚成越洋心理服
务的坚强支撑。

专业支持 科学应对

“双手交叉轻拍对侧肩膀或上臂，两
只手臂像蝴蝶翅膀一样，轻轻地拍打自
己。一边拍打，一边深呼吸……”虞志洪
在电话中语气和缓，耐心讲解着蝴蝶拍技
术的动作要领。

虞志洪最近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青田
县干部关心关爱中心的20余名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参与面向海外侨胞的心理咨询服
务。

“恐惧、焦虑、抑郁，是海外侨胞表现最
为突出的心理问题。”虞志洪告诉本报记
者，海外疫情蔓延趋势不确定性大，海外侨
胞回国风险高，侨胞日常防疫、生活资源储
备不足，与亲友分隔内心孤独，是海外侨胞
产生此类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为纾解海外侨胞的心理困扰，虞志洪

和同事们一方面向侨胞分析海外疫情的客
观形势，开展科学防控新冠肺炎科普宣
传，让侨胞意识到自身情绪，从认知上进
行自我调节；另一方面通过专业心理疏导
技巧，指导侨胞进行心理疏导训练，腹式
呼吸技术、蝴蝶拍技术就是其中一部分。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抗疫心理服
务团队也在进行类似的工作。

“自 1 月 27 日起，北师大心理学部开
启面向全国受疫情影响人群的心理支持
热线及网络辅导服务。热线开通之后，
我们不断收到海外留学生的求助。为了
更好地帮助身处海外的同胞们渡过这段
艰难时期，我们开通了面向海外侨胞和
留学生的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
务。”北师大心理学部硕士生导师、防疫
科普团队负责人林钗华告诉本报记者，
提供心理支持的大部分咨询师是北师大
心理学部有过系统心理咨询训练的校
友，平均咨询小时数超过 300小时，所有
咨询师在开展本次心理辅导前均接受咨
询伦理培训。

“前来咨询的海外侨胞经历的心理困
扰各不相同，在海外独自隔离的孤独，因
疫情在当地遭遇的歧视，对海外感染风险
的担忧，疫情打乱原有计划后对学习工作
生活的迷茫……”林钗华说，心理咨询师
主要通过倾听共情，帮助海外侨胞调整期
待，适应生活计划的改变，增加可控感，
增加放松和锻炼的时间，同时提供一些放
松技能和心理支持资源。

随时关怀 情谊暖心

对于许多海外侨胞而言，祖 （籍） 国

的心理支持不仅突破地点的局限，更催生
暖心互动和真挚情谊。

“昨晚睡得怎么样？”“早饭吃过了
吗？”“有不舒服的地方吗？”在青田第九
医学观察点，从西班牙回国的侨胞程先生
每天都能接到驻点医生陈兆毅的问候。

程先生患有轻度焦虑性恐慌症，在隔
离期间一度出现焦虑、心慌、全身发抖、
失眠等症状，精神状态很不稳定。陈兆毅
在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与程先生主动
沟通，进行心理疏导，并就近联系康宁
医院精神卫生科，为他提供药物治疗。
在程先生隔离期间，陈兆毅每天通过电
话和微信询问程先生的身心状态，监督
他按时服药。在这个过程中，两人逐渐
成为朋友。

隔离结束后，程先生特意向青田县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送去感谢信，信中写道：

“经过 10多天的心理慰藉和药物治疗，我
恐慌症的阴霾已烟消云散，身心都进入非
常健康的阶段。非常感谢陈医生对我亲如
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我由衷感
叹：中国真好！家乡真好！”

一直参与跨洋心理服务的虞志洪也对
回国侨胞的心理咨询印象深刻。

“有个从意大利回国的华侨姑娘，在
青田隔离时，一开始一直失眠、情绪低
落。在接受三四次电话心理咨询之后，
她的情绪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隔离
点开始有规律地健身、每天化点淡妆，
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虞志洪说，世界读
书日那天，他还看到她在朋友圈分享自
己买的新书和读书计划。

“心理咨询讲的是‘助人自助’，看到
曾经接受咨询的侨胞恢复积极状态，对我
们来说，就是最开心的事。”虞志洪说。

越洋心理服务给侨胞送“安心”
本报记者 高 乔

越洋心理服务给侨胞送“安心”
本报记者 高 乔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身处不同国度的海外侨胞正经
历着各自的抗疫故事。恐慌、焦
虑、心情低落……海外侨胞面临的
心理困境往往比物质困难更加隐
秘，却一样具有杀伤力。面对海外侨
胞的心理抗疫需求，海内外逐渐建
立起一条跨洋心理服务抗疫战线。

热线电话、网络直播、视频会
议……通过各类线上服务平台，国
内的心理服务资源便捷输送到海
外。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各地侨务
部门、海外侨团、高校、医院，来
自海内外的心理服务汇聚“安心”
力量，跨越重洋，驱散海外侨胞疫
情期间的心理阴霾。

侨 界 关 注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图为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干部关心关爱中心的心理咨询师正在通过热线电话向海外侨胞提供心理咨询。
受访者供图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 （上海市政府侨办）、上海市人
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和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市科委

（市外专局） 近日在上海联合举行“进一步发挥华侨华人
作用，共同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工作备忘录”签约式暨上
海华侨华人科创服务基地揭牌仪式。

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将进一步聚焦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着力发挥统一战线的人才和资源优势，强化跨部门
合作与资源统筹，以新机制推动人才工作新发展，为华
侨华人在沪创新创业提供精准服务和平台支撑，汇聚起
加快推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强大力量。

（据中国新闻网）

上海华侨华人科创基地揭牌

广东省深圳市侨办、市侨联举办的“同心战疫——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播出”活动近日迎来首播，深圳
首批援鄂医疗队队长、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孟新科在线上为海外侨胞、留学生作“关于新冠
肺炎你应该知道的——武汉前线抗疫医生告诉你”讲
座，吸引5.7万多名海外侨胞、留学生实时在线观看。

深圳市侨办、市侨联还将聚焦心理疏导、政策法
规、经济发展等主题，邀请专家、学者作专题讲座，线
上向海内外侨界提供相关指引。

深圳同心战疫直播获欢迎深圳同心战疫直播获欢迎

德国有近2万名福建籍侨胞。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德
国蔓延，德国福建同乡联合总会（下文简称“联合总会”）
一方面组织旅德闽籍侨胞抱团取暖、守望相助，另一方
面与江浙等兄弟省市的侨团联合组建侨胞防疫工作委员
会，致力于帮助在德华侨华人及德国民众共同抗疫。

侨胞团结 雪中送炭

居家隔离的日子里，来自福建长乐的联合总会志愿
者李英成为许多闽籍侨胞的“送炭”人。

“现在是德国各种过敏的高发季节，过敏体质人群该
注 意 什 么 ？”“ 在 公 园 里 散 步 ， 会 不 会 感 染 新 冠 肺
炎？”……自从福建省卫健委、省侨联等部门组建旅德闽
籍侨胞医疗咨询微信群以来，李英便成为盯着手机的

“低头族”。
由于时差原因，医疗咨询微信群里旅德侨胞们的留

言，在医生上线解答前常已堆积如山。为了不遗漏每一
个侨胞的问题，方便专家们阅读，李英负责每天梳理所
有的提问和解答，并发到群里。群友们说，她的每一份

“答卷”就像“百科全书”，非常方便侨胞查询。
对于这项繁琐的工作，李英毫无怨言。她说，福建

的专家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每天 3个小时在线问诊，
给予许多不知所措的侨胞心灵慰藉，她只是做了一点力
所能及的事。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团结互助的传统，面对疫情，各
大海外侨团及时提供防疫信息，解决侨胞实际困难，密
切协作，互学互鉴，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总会副会长
廖之沛说，3月中旬开始，联合总会与江浙等兄弟省市侨
团联手组建侨胞防疫工作委员会，并设置应急组、国内联
系组、医疗专家组、志愿者组等15个职能组，援助的范围也
从侨胞扩展至了德国民众，受到当地民众好评。

截至目前，侨胞防疫工作委员会共接收到中国各省
市捐赠的中药冲剂3800份、口罩226800只、核酸测试盒

2000 套等，源源不断的援助物资既满足了旅德侨胞自身
需求，也一定程度帮助了德国当地民众抗疫。

支援当地 友谊加深

4月15日，德国时间上午9时，联合总会会长董安带
领几名侨胞，从黑森州驱车 80公里赶往福建友好省州莱
法州，将 10 万只医用外科口罩捐赠给当地一线医务人
员。当看到一箱箱用中德文字书写着“中德守望，共待
春暖花开”的箱子时，莱法州国务秘书激动地说：“这次
援助，见证了我们与福建的关系非常密切。”

同一天，廖之沛与其他兄弟省市侨团负责人到达德
国科隆大学医院，代表侨胞防疫工作委员会捐赠3万只口
罩，这是该院首次收到大规模社会捐赠。

4 月 16 日，廖之沛和志愿者王位又将 3000 只口罩捐
赠给北威州波恩的两家养老院。“莱茵河畔的波恩居住着
许多德国老人，他们是易感人群。”作为一名资深在德医
学博士，王位对德国社区防疫情况颇为了解。廖之沛经
常向他咨询“德国社区哪里急需口罩”，时间久了，王位
也加入到抗疫志愿者的行列。他感慨地说：“患难见真
情，看到旅德侨胞团结互助，风雨同舟，还协助住在国
积极抗疫，德国民众也被深深感动。”

“面对疫情，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大家只有团结起
来才能战胜疫魔。自侨胞防疫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我
们就开始收集整理德国相对缺乏的物资清单，尽我们所
能，提供一些医疗物资。”廖之沛说，在物资相对紧缺的
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有余力援助德国民众，是因为有
来自中国家乡的支持。

“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在中国发给侨胞
防疫工作委员会的一批捐助物资上，以中德双语写着这
句德国谚语。“中德两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只要大家齐心
协力，就一定能渡过难关。”廖之沛说。

（来源：中国侨网）

旅德侨胞与当地民众携手战疫
吴 洪 唐 宜

华人医生纳娜是法国巴黎皮提耶-萨勒佩特
里医院的急诊科医生，也是助华医疗门诊负责
人。为了应对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她3月
被调到巴黎急救中心。在纳娜的建议下，巴黎
急救中心开通“华人紧急救助热线”。

随着患者增多，巴黎各大医院内防护物资
短缺情况日渐严重，作为法中医学协会会长，
纳娜一直在争取各界对医院的物资捐赠。

图为纳娜 （右三） 近日向法国医院捐赠医
疗物资时的合影。 新华社发

法国抗疫前线的华人医生

距首次捐赠不到1个月，云南省侨商会近日再向海外
侨胞捐赠第二批1万只口罩。至此，云南省侨商会累计向
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团侨社、华商企业捐赠医用口罩5
万只。

云南省侨商会会长尹元江介绍，面对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云南省侨商会倡议广大侨商企业家爱心接力，守
望相助，会员们捐款赠物、让利减租、有序复工，以实
际行动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发挥积极作用。

（以上据中国侨网）

云南侨商会再捐抗疫物资云南侨商会再捐抗疫物资

图为云南省侨商会捐赠口罩现场。 陈 静摄

图为科创基地工作人员为侨胞作政策解读。许 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