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读者桥
责编：张燕萍 邮箱：hwbdzyd@yeah.net

2020年5月9日 星期六

杜老师：
我 近 来 时 常 在 媒 体 上 看 到

“暌违”一词，但不清楚“暌违”
的含义，请您解释一下。谢谢！

北京读者 高小平

高小平读者：
“暌 （kuí） ”字最初的意思

是“日落”，后来引申表示“违
背”“分离”。例如：

（1） 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
而辞驳。（南北朝·刘勰 《文心雕
龙·杂文》）

（2） 其缘短的，合而终暌；
倘缘长的，疏而转密。（《警世通

言·况太守断死孩儿》）

（3） 重 （chóng） 泉 虽 隔 ，

方寸无暌。（清·顾炎武 《答原一

公肃两甥书》）

“暌违”一词表示“离别”

“分离”。例如：

（4） 新知虽已乐，旧爱尽暌

违。（南北朝·何逊《赠诸游旧》）

（5） 暌违逾十年，一会豁素

诚。（唐·姚合 《寄陕府内兄郭冏

端公》）

（6） 我远客他乡，把这些都

暌违了……这且不必管他！（冰心

《寄小读者》二十三）

下面是当下媒体上的用例：

（7） 华美顾问集团首席知识

官表示，今年“五一”是暌违多

年的5天小长假……

（8） 暌违月余，东栅的生活

依旧平静，滴答的雨、静默的屋

檐、沉寂的石桥……一切都呈现
着生活本来的样子。

（9） 暌违专业舞台 15 年，毅
然回归演艺道路的起点，这一刻

佟丽娅已经酝酿了两年。

（10） 天鹅、白鹳、黑嘴鹳、

灰雁等近百种野生鸟类又陆续回

到暌违已久的滇池水岸。

（11） 自南昌起义后在香港分

手至今，两人已暌违十载。

例 （7） 至例 （11） 中的“暌

违”均表“离别”“分离”一类

的意思。

“暌违多年”是说“离别了许

多年”，“暌违专业舞台”是说

“离开了专业舞台”，“暌违已久”

是说“已经分别了很长时间”。

另外，“睽 （kuí） 违”也可

以表示“离别”的意思，历史上

曾有用例。不过，现在的语文词

典如《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

大词典》 等都收“暌违”而未收

“睽违”（“睽”现在常用于“众

目睽睽”）。

在人民网等主流网站观察，

“暌违”的用例远多于“睽违”。

可见，不论从工具书的推荐还是

从社会的主流用法来看，都宜采

用“暌违”的写法。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持续
扩散蔓延，海外留学人员的安全
与 健 康 时 时 牵 动 着 祖 国 人 民 的
心。在海外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和
心理调试？日前，外交部和国家
卫健委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与在美国、俄罗斯、韩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阿尔及利亚的
中国留学生代表视频连线，讲授
防疫抗疫知识。该视频通过央视新
闻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在微博、快
手、抖音、今日头条等全网平台的
官方账号同步直播。

“四早”是关键，可避
免绝大多数感染

钟南山介绍，新冠肺炎病毒的
传染性是始料未及的，从传染性的
指数来讲，一般流感是 1，SARS 是
接近 2，中东呼吸综合征是 1.5，新
冠肺炎是3。

钟南山表示，中国抗疫的特点
是做到“四早”。即早防护、早发
现、早诊断、早隔离。“早防护”，
最关键的是自我防护，包括与他人

保持距离，戴口罩等；早发现，有

不舒服就去看病；早诊断、早隔

离，中国有社区的联防联控，从各

方面督促，互相提醒帮助。

新冠肺炎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

触感染，只要避免了这些，就能避

免绝大多数的感染。

钟南山表示，据观察，新冠肺

炎病人康复出院后恢复得不错。没

有基础性疾病的，恢复得很快，就

算有些基础性疾病的，也比SARS那

时要好一些。17 年前的 SARS 患者，

半年到一年后还有肺部纤维化，而

新冠肺炎患者肺部纤维化不是很严
重，看起来是可逆的，所以后遗症
并不大。

出现不适症状怎么办

钟南山表示，新冠肺炎跟流感
出现的症状很相似，像全身不舒
服、发热、鼻塞、轻咳嗽等，特别
是疲劳。新冠肺炎患者不是每个人
都发烧，流感患者也是这个情况，
所以单纯靠症状、不进行检测很难
确诊。咳嗽是很多疾病的共同症
状，干咳一般是急性支气管炎的症

状，不是流感最早出现的症状。因
此，不要把干咳作为唯一的考虑，
应该多分析。

如果需要做核酸检测的话，钟
南山建议海外留学生到医院门诊去
做，因为核酸检测的要求比较高，
自己不可能在家中做。检测结果是
阳性也不必恐慌，好好配合治疗。

钟南山提醒海外留学生，一旦
出现轻微发烧，就要重视起来，多
多喝水，也可以吃点从中国带过来
的药物，比如日夜百服宁、布洛
芬、连花清瘟胶囊等。

他特别提到，刚刚做完一个实
验，有充足证据证实连花清瘟胶囊
对病毒有一些抑制作用，其好处是
对病毒引起的细胞损伤、炎症有很
好的修复作用。80%以上的患者都属
于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连花清瘟
胶囊比较适合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
服用。

无症状感染者有四种情况

钟南山表示，所谓无症状感染
者，其实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患病的前驱期，或
者潜伏期，一般是 3到 7天，这个时
间内没有症状，但是他已经感染

了，过了 3到 7天，会出现发烧、咳
嗽、乏力等症状。

第二种，实际上他自己有一些
不舒服，比如觉得疲劳、很累、想
睡觉、肌肉酸痛，鼻子咽喉也不太
舒服。做核酸检测呈阳性，实际上
他属于症状非常轻的感染者，这种
情况的人也占了相当一部分。

第三种，是核酸检测呈阳性，
但没有症状，经过一段时间他还是
没症状。中国大陆一般对这种情况
的人再做核酸检测，并做血清抗体
的检测。如果第二次核酸检测变成
阴性了，抗体也是阴性，他根本就
不是新冠肺炎患者。如果第二次还
是阳性，他就是无症状感染者。

第四种，非常个别的、少数的
人，核酸检测出来是阳性，做了多
次核酸检测都是阳性，没有产生
抗 体，我们称这些人为“病毒携
带者”。

如何做好防护、缓解
心理压力

钟 南 山 建 议 ： 第 一 ， 戴 好 口
罩，做好防护。我们知道，病毒要
附着在一些东西上才能传播，最突
出的就是通过飞沫传播。戴好口罩
很关键，不要人云亦云。以前，很

多外国人对中国人戴口罩投以异样
的眼光，现在，一些曾经反对我们
戴口罩的人也开始戴口罩了，正是
我们的正确做法带动了他们。

第二，如果多人共同居住，在
共用的厕所、厨房等公共空间，要
注意消毒和洗手。

钟南山表示，一般来说，病毒
在高温环境下存活率、活动率比较
差，夏季气温高，对病毒活动不
利，但是自然中的紫外线没有强到
消毒的程度，不能靠高温来隔断病
毒的传播。他提到，蚊子叮咬可以
传染很多疾病，比如疟疾、登革热

等，这在非洲比较多见。但是到目

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
能够通过蚊虫传播。

有留学生问到，疫情之下留学
生的心理压力普遍很大，如何缓解
心理压力？钟南山回忆起他在 41 年
前赴英国留学的经历，当时也感到
孤独、压抑，学科工作又很重，压
力非常大。如今在疫情形势下，他
特别理解留学生们的感受，勉励他
们把这次疫情当成是对自己心理的
一次测试，不仅要做好身体上的防
护，更要做好心理上的防护。要坚
持学业，锤炼意志力。

（据外交部领事直通车）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我
所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实行居家令已
经数周了。虽然每天留在家中进行自
我隔离，显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
大了，但这些天我们却觉得与祖国的
距离越来越近了。那是因为，疫情之
下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来自大洋彼岸
的祖国所传递的温暖。

疫情在美国暴发后，中国驻洛杉
矶总领事馆及时在网上邀请中国工程
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
礼，向广大华侨华人、留学生介绍中
医药抗击新冠病毒知识，传授中医药
抗疫的良药妙方，让我们受益匪浅。
中国外交部还专为中国留学生发送

“健康包”，让留学生们犹如吃了定心
丸，更增强了抗击疫情的决心。北京
市、江苏省、湖南省等省市侨联纷纷
给美国洛杉矶侨社寄来了医用口罩、
防疫衣等抗疫物资，并不断给我们在
美华侨华人打气鼓劲。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洛杉矶的
华人社团在第一时间向大家传播防疫
信息，传递防疫物资，发挥了积极的
引领作用。华侨华人们守望相助，通
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积极自救和互救，
并为当地抗击疫情做贡献。

连日来，洛杉矶华侨华人向当地
捐赠医疗物资的事例层出不穷。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西科汶纳市华人协会会
长苏彦韬、副会长林淑婷、秘书长朱
敬慈等向西科汶纳市政府捐赠了1万个
医用口罩和消毒液等医疗物资。美国
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闻、理事
长熊文胜、监事长于泽伟等人向亚凯
迪亚市政府及警察局捐赠了 5000 个口
罩。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理事
长容跃、秘书长陈峥等冒着大雨前往
圣盖博市政府、医院、市警察局捐赠 1 万个医用口罩、酒
精、洗手液等防疫物品……在美华侨华人携手支援当地，
共筑抗疫长城。

华侨华人的捐赠活动得到当地民众的赞许，也折射出
人间充满温暖与友爱。我每天把那些发生在我身边的华侨
华人抗击疫情的讯息和故事整理成文，并传到网上和微信
朋友圈里与朋友们分享，引起热烈回响，点赞连连。

目前，洛杉矶华侨华人成立了抗击新冠病毒自救中
心，为居家隔离的同胞提供各种便利。我们将进一步团结
起来，振奋精神防疫抗疫。

（作者为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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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华人企业家向美国圣盖博市消防局捐赠口罩、

医用头罩、护目镜等防疫医用品。 卢 威摄

钟南山院士与海外留学生视频连线——

钟南山院士 （右） 与中国留学生代表视频连线现场

卢

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法国急缺口

罩，巴黎大区政府决定从中国进口1000

万只口罩，但与中国的供货方因“货到付

款”还是“款到发货”产生分歧。紧急时

刻，法方找到中国工商银行巴黎分行，该

行随即免费为这些口罩开立了付款保函，

解决了双方在付款方式上的分歧。

中国工商银行巴黎分行还采取多种

措施为受疫情影响的当地企业提供支

持：通过延长客户还款期限，为部分客

户提供利息和本金的延期支付，缓解了

企业资金压力；积极落实政府担保贷款

方案，为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和企业

制定专项政策；加快研究疫情期间的信

贷策略，为相关企业稳定经营保驾护

航，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此外，巴黎分

行还向法国两家医疗机构捐赠 4 万只
N95医用口罩，向法国相关机构、中国
留学生和华侨华人捐赠口罩、手套、防
护服和护目镜等各类医疗物资121万件。

中国各航空公司也积极为法国抗疫
物资的运输提供保障。中国南方航空公
司除全货机向法国运输防疫物资外，还
加紧布局“客转货”航班，并推出客机
货运专用航班业务。在广州至巴黎航线
每周一班客运航班基础上，增加了 3班
货运专用航班。截至4月26日，已承运
近230吨防疫物资。

法国实施“禁足令”以来，在家远

程办公成为防控疫情和维持当地企业运

行的重要措施。中国电信 （欧洲） 有限

公司积极为受疫情影响的当地企业提供

远程或在家办公服务，且免费试用 2个

月，提供的产品包括云会议、移动 VPN

和云数据集成等。公司还为法国企业安

装电信体温检测系统，这些系统能进行
快速、准确的体温测量。

自 2月底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以
来，巴基斯坦疫情持续蔓延。4月26日
晚，一架从北京飞来的货运包机平稳降
落，机上装载着中国三峡集团向巴基斯
坦捐赠的防疫医疗物资。

三峡国际南亚公司副总经理张军表

示，“在中国抗疫最吃劲的时候，巴基斯

坦尽力支持我们。今天，巴基斯坦面临

疫情严峻挑战，我们对‘巴铁’兄弟投

桃报李。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实践，也体现了中国企业的责任担当。”

三峡集团在巴基斯坦投入运营、在

建和启动实质性工作的投资项目共有 6

个，其中 4个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为

减轻疫情对在巴项目生产和建设的影
响，三峡集团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积极借鉴国内防疫经验，实施严格的防
疫消毒和体温检测，并编制英语和乌尔
都语版防疫手册。

“疫情期间，在巴项目坚持生产和
建设，采取只出不进、封闭施工等严格

防控措施。对于运送物料进入项目现场

的车辆和人员，我们制定分区管理、严

格消毒制度，目前还未发现任何确诊或

疑似病例。”张军介绍。

在阿根廷南部的圣克鲁斯省，中阿

员工在孔多克里夫与拉巴朗科萨水电站

（简称孔拉水电站） 施工现场忙碌着。

这一世界最南端的水电站由中国能建葛

洲坝集团承建。距离该项目 130公里的

城市卡拉法特已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因而防疫形势较为严峻。项目现场
在岗的中国籍员工 128 人，外籍员工
955 人。中国企业一边抓疫情防控，一
边抓生产进度，尽量减少疫情对工期的
影响。

在阿根廷还未出现疫情时，项目部

就已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员工佩戴口

罩、人员保持距离、每天测量体温……目

前，项目现场实行封闭管理，并配备20

多位医护人员为员工提供医疗服务。

项目阿方负责人塞尔吉奥·维斯特
弗里德表示，由于文化差异，一开始有
些阿根廷员工对测量体温等做法并不理
解，随着项目部以多种形式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阿方员工从抵触、被动接受转
变为主动配合防疫工作。

疫情之下，孔拉水电站是阿根廷为
数不多能够正常施工的项目。

（综合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