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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联合海外华校

1 月 26 日，中国华文教育

基金会联合中华医学会向海

外华文学校和华侨华人社团

发出倡议，呼吁海外侨胞弘扬

大爱精神，紧急行动起来，通

过捐赠疫区急需的防护物资

或捐款，支持中国打赢这场防

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攻

坚战。

倡议发出后，全球华文学

校、华侨华人社团纷纷行动起

来，各个学校及侨胞相继通过

网站、微信和短信等方式号召

学校师生、家长、志愿者和留

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祖

(籍)国共同抗击疫情，活动受

到了侨界的高度关注和大力

支持。

从发出募捐公告到第一

批物资装箱只用了短短 6 天

时间。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协

调海外华文学校和侨胞为武

汉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武汉

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中医

院、当阳市卫健委和孝感市中

心医院募集了 46 万件三证齐

全的防护用品，其中医用 N95

口罩 37 万个、防护服 3.1 万

件、护目镜 738 个、医用手套 4.

13 万双、医用帽 1.29 万个和防

护靴 100 双，在国家卫健委的

帮助下运回国内。第二批防护

用品也将在 2 月 10 日前募集

到位。

除了捐赠物资，海外华校

还纷纷动员学生捐款，许多华

裔学生把自己的压岁钱都捐

了出来。海外华文学校的捐赠

数额虽然有限，但每一个口罩

每一双手套每一分钱都是老

师和孩子们一点点捐出来的，

连搬箱子都有许多孩子参与

其中，这些涓涓细流的物资和

捐款凝聚着海外华文教师和

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无限

热爱！

意大利留学生武汉求学：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有力

措施抗击疫情。我要告诉在意

大利的亲友们，我在这里很安

全。”正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就读的意大利留学生佩特拉·

维达利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维达利去年 9 月开始在

中国留学，是一名国际贸易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今年在中国

度过春节。她表示，自发生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后，中国政府、媒体第一时间

向公众详细介绍了自我防护

措施，每个人都自觉遵守，减

少外出。社区为居民提供帮

助，保证居民得到及时的照

顾。“居住在武汉的人们并没

有恐慌，大家都自觉进行自我

防护”。

维达利表示：“武汉防控

疫情采取的措施非常正确和

有效。为防止疫情扩散，中国

政府果断采取行动，展现了

中国防控疫情的决心和大国

担当。”她认为，中国政府为

人民的安全着想，采取有力

措施阻断疫情传播，这是非

常正确且有效的决定。

维达利在接受意大利《晚

邮报》连线采访时，强调了上

述观点。她表示，中国政府采

取的疫情防控措施透明、公

开、迅速。能在短时间内就完

成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测序

工作，充分证明中国的科研水

平值得信赖。“中国政府正尽

一切努力控制疫情蔓延。人民

众志成城，共同迎战病毒疫

情，对此我非常感动”，维达利

说。

流行病毒是全世界共同

面对的挑战，各国高度重视

和关注。维达利表示：“中国

为各国防控疫情作出积极贡

献。”

维达利即将返回意大利。

她希望疫情早日结束，自己也

能重返中国校园。维达利说，

“这里就像我的家。我的心和

中国连在一起”。

(孔歌）

泰国曼松德孔子学院签署

第 30 个汉语考试分考点
日前，泰国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

大学孔子学院与泰国佛统府干乍那批色

中学签署了汉语考试分考点协议。至此，

曼松德孔子学院已经下设 30 个汉语考

试分考点。此次分考点签约仪式在干乍

那披色中学举行。

干乍那披色中学为方便学校以及周

围考生参加 HSK 考试，于 2019 年年初

向曼松德孔子学院提出建立汉语考试分

考点意向。此后，该学校 HSK 考务负责

人始终与曼松德孔子学院考务负责人保

持密切联系，汉语组全体教师积极主动

学习考务管理工作，并通过了汉语考试

管理证书(B 级)的考试。

曼松德孔子学员中方院长吴艳茹

表示，分考点建设前期的试考工作至关

重要，将直接影响到今后考务工作的进

一步开展。曼松德孔子学院希望分考点

在建立之初，就能形成严谨细致的作

风，为今后考务工作的发展奠定良好基

础。

在签约仪式现场，干乍那披色中学

校长苏利亚·勤那蓬表示，会严格按照考

务工作管理规定开展工作，欢迎曼松德

孔子学院各位教师的指导和监督，相信

在双方的努力下，干乍那披色中学会成

为优秀分考点之一。

疫情面前同舟共济

海外华教人士

为湖北仙桃市捐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暴发后，

作为武汉城市圈的湖北仙桃市也进入

“战疫”状态。仙桃市最大的医院仙桃市

第一人民医院人满为患，广大医护人员

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夜以继日地连

续奋战在救治工作第一线，展现出高尚

的医德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新冠肺炎疫

情来势汹汹，医用防护用具消耗量太大，

医院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防护物资

出现紧缺情况。为了节省防护用品，一些

医护人员尽量减少喝水的次数，甚至穿

着尿不湿工作。

得知这一情况，远在迪拜的湖北姑

娘叶奇深深地忧虑了。叶奇在迪拜开办

中文学校，已从事华文教育工作长达 11

年。她开办的你好语言学校在 2016 年被

国务院侨办授予“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

校”的称号。她立即组织老师学生捐款，

大家都非常支持她为疫区做贡献的想

法，同学和老师们共捐助了人民币 68470

元。叶奇第一时间将捐款转给了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

山东外派教师用实际行动

支援国内战“疫”
国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发生后，山东 76 位在泰国、菲律

宾、美国、意大利等 8 个国家的华文

学校任教的外派教师配合当地政府

和学校做好身体状况监测等有关防

疫工作，不信谣、不传谣，认真做好教

学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击疫

情。

疫情时刻牵动着广大外派教师的

心，他们在海外连夜赶制声援横幅、录

制华校师生为中国为武汉加油视频等，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祖国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外派教师纷

纷表示，大家在外会做好自身防护，更

加努力地完成好教学任务，希望祖国人

民能够感受到外派教师的牵挂和祝福，

大家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相信伟大的

祖国会很快战胜疫情。

1 月 23 日，腊月二

十九，罗马尼亚布加勒

斯特国际学校小礼堂

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年

味儿。“金猪辞岁，瑞鼠

迎春”新春联欢会正在

这里举行。

联欢会在国际学

校各国小学生演唱的

《新年好》中开始。主持

人向大家介绍这一传

统节日：“春节对于中

国人来说，寓意着新的

一年就要开始了，春节

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一

家人要聚在一起吃年

夜饭……年夜饭吃饺

子、鱼和年糕，寓意团

团圆圆、年年有余、年

年进步……”

舞台剧《春节》《年

兽的传说》《十二生

肖》、舞蹈《茉莉花》、歌

曲《烟雨行舟》《蝴蝶泉

边》……精彩节目逐一

登场，礼堂内洋溢着喜

庆的节日气氛。

这台新春联欢会

由国际学校中文教师

和布加勒斯特孔子学

院教师共同策划。这些

中国教师，把对家人和

故乡的思念化作舞台

上一个个熟悉温暖的

节目。

当天，孔子学院教

师还在国际学校里开

设了中国文化体验区，

国际学校的各国学生

们可以在这里体验茶

艺、书法、剪纸、踢毽，

表现出色的学生还可

以获得中国驻罗马尼

亚大使馆提供的熊猫

毛绒玩具。丰富的活动

让校园里充满了欢声

笑语。

罗马尼亚在布加

勒斯特、布拉索夫、克

卢日和锡比乌共有 4

所孔子学院、1 个独立

孔子课堂和 11 个孔子

课堂。今年春节，孔子

学院中国教师都不回

家，除了正常上课，教

师们还筹划各种联欢

活动，向当地学生介绍

中国传统文化。

春节我们不回家:罗马尼亚孔子
学院中国教师的春节故事

华侨大学推迟 2020 年春季开学
吁境内外学生勿提前返校

华侨大学日前宣布推迟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并呼吁全

体学生在学校通知正式开学之

前，不要提前返校。

华侨大学指出，学校隔离资

源十分有限。因此，该校提醒境内

外学生勿提前返校，具体开学时

间和后续工作安排另行通知。

针对寒假留校学生，华侨大

学采取假期防控措施，开展基本

信息摸排、每日报送留校学生信

息、加强防控宣传教育；做好留校

学生的人文关怀工作，对留校学

生给予更多关心，并组织教师、班

主任、辅导员看望慰问学生，及时

了解留校学生的生活状况，帮助

学生解决实际困难。

作为中国拥有境外学生最多

的大学之一，华侨大学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港

澳台和外国学生近 5000 人。今年

寒假，在华侨大学泉州校区和厦

门校区的留校学生共有 708 人，

其中，境外学生 538 人，来自缅

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美国孩子学中文：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

轻的来……”，字正腔圆的朗诵，

娴熟古筝演奏，中国歌曲《我和我

的祖国》合唱。这是一群美国孩

子，他们学习汉语，走访中国，对

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当地时

间 1 月 20 日晚，在中国驻旧金山

总领事王东华官邸，一批孩子学

习汉语的美国家庭和王东华总领

事伉俪一起过了一个中国新年。

他们中有从小学习汉语，已

经上中学的江明晰、王鹏、久美枝

等美国当地孩子。拿过 4届“汉语

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冠军的

秋玫瑰 (Christine Herbs) 告诉记

者，她特别喜欢上海，希望到中国

上大学。“汉语虽然有点难，但却

为我打开了另外一扇文化的窗

户。”江明晰告诉记者。

1 月 20 日的“年夜饭”之后，

所有孩子和他们的家庭与中国驻

旧金山总领事王东华、刘斌伉俪

拍摄了全家福。 （邓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