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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

2 月 27 日晚，厦门外籍人士

微信群“We love Xiamen”热闹起

来，一则音乐视频《远方的加油》

让观者纷纷点赞。

视频中一群老外在富有拉美

风格的音乐伴奏下，用中文唱出

“中国加油，泱泱大国五千年，团

结一心，共克时艰，春天已经到

来”。视频中站 C位的，是正在哥

伦比亚老家度假的郝克特·帕拉

西奥斯。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四年的

他，最近十六年一直在厦门从事

商贸，还是一位厦门女婿。因此，

中国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郝克特说，自从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他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

进展。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在疫情

中的遭遇，他十分同情，也感同身

受。“我想通过视频，向中国人民

传达万里之外，哥伦比亚人民的

友好祝愿，坚信中国一定能够克

服困难，战胜疫情!”

虽然不是音乐专业出身，但是

郝克特来自能歌善舞的哥伦比亚，

具有相当的音乐素养，义不容辞地

包揽了作词作曲编导等工作。还因

为他的善良热情有人缘，迅速召集

了一大批帮手一起“出镜”。

“视频中的群演都来自我的

家乡，一个叫做 Rosaflorida 的美

丽小村镇”，郝克特说。他很早以

前在镇上中学教书，认识所有的

当地人。“大家都是好朋友，当我

提出要拍一部支持中国‘抗疫’的

视频时，所有人都很高兴，说这是

个好主意，非常有意义。大家一起

参加，互相配合，仅仅排练 30 分

钟就完成了场景拍摄。”

而视频中出现的那个城市叫

Pasto，郝克特曾在那里上大学。

这次录制视频，他得到了 Pasto 一

个乐队的鼎力协助。“我们的摄制

从 Pasto 开 始 ，在 我 的 家 乡

Rosaflorida 结束，沿路还在几个

景色优美的地点取景。”郝克特

说，在摄制过程中，他们几乎没有

遇到任何麻烦，一切都进行得非

常顺利。

其实这不是郝克特第一次录

制音乐视频作为礼物送给中国。

2018年，他创作了一首名为《中国

好》的中文歌曲，讲述自己从初来

时的不习惯，后来在中国朋友帮助

鼓励下适应环境，最后爱上中国的

心路历程，并制作成视频发布到社

交网络，获得三万多次点击。

郝克特说：“上次拍视频是在

厦门，和我的中国朋友一起，而这

次是在我的家乡，为中国加油。”

地点虽然不同，但两次拍摄视频

都出自郝克特对中国人民朴素真

挚的感情，以及他愿意尽己所能，

让“第二故乡”变得更加美好的愿

望。就像他在《远方的加油》中所

唱的：“众力和，人心齐，这场战

役，一定会胜利！”

（选载自《厦门日报》）

“您好，因意大利疫情严重，

我们决定先将这批物资发往意大

利米兰。”2月 27 日，罗马华侨华

人联合总会会长胡海峰与浙江侨

联沟通，决定将原先准备捐赠给

侨联的一批物资，优先捐赠意大

利重点疫区的公共卫生部门。

连日来，韩国、日本、意大利

等国家新冠肺炎病例持续增多，

海外华侨华人再次行动起来，向

住在国捐款捐物，紧密配合当地

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意大利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们的家庭和事业都在这里，在

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倡议每位侨

胞捐款，支持米兰当地医院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近日，这则《华侨

华人支援当地医院倡议书》出现

在米兰各大华人社团的微信群

中，引发了一阵捐款热潮，一个个

来自侨胞的爱心红包在群里接

龙。

为协助当地政府做好华人社

区的防疫工作，罗马的 21 家华人

社团成立了“抗疫应急援助中

心”，为华人提供卫生部防疫建议

翻译、医疗机构信息整合、归国侨

胞信息登记、为隔离侨胞送生活

物资等服务。

日本各地的口罩等防疫物资

告急，不少在日华侨华人自发走

上街头，为日本民众免费发放口

罩，呼吁大家提高防范意识。2月

29 日，一群由在日华人组成的

“熊猫口罩”公益行动团体，在东

京池袋东口免费给路人送口罩，

一个小时内发出了 4000 枚，其中

一名志愿者说，“我们愿意分出自

己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口罩，去帮

助急需口罩的日本民众。”

韩国大邱市的疫情较为严重，

庆北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肖娟说，

自 1月中旬以来，旅韩侨胞积极向

武汉等地捐资捐物，如今正向大邱

转赠部分物资。肖娟个人也已向大

邱两家医院、民间机构等捐赠口罩

和防护服。她表示，既做好自我防

护，也尽量帮助大邱。

从“援助武汉亲人群”到“雅

典防疫互助群”，随着希腊疫情的

变化，希腊侨胞也积极参与到当

地的防疫工作中。希腊华侨华人

总会会长邹勇说，总会募集的第

一批防护服已经准备就绪，很快

能送到希腊战“疫”一线医生手

中；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也

从中国采购了一批试剂盒，捐赠

给希腊国家卫生组织。

新加坡华人卢文龙助力抗

“疫”的方式有些与众不同，他关

闭了自己苦心经营的虾面档口，

计划重新回到护士岗位。卢文龙

曾是新加坡国大医院的护士，三

年前因对美食强烈的兴趣开了一

间虾面店，很受食客欢迎。“现在

医疗战线的朋友都在为对抗疫情

付出全力，我也想出一份力。”

西班牙的侨胞则通过当地媒

体发声，提醒民众重视新冠肺炎

疫情。3月 2 日，马德里华助中心

负责人毛峰等 7位侨胞接受了西

班牙电视台 Antena3 的采访，毛

峰表示，“中国的防疫举措值得借

鉴，希望西班牙采取措施，尽早遏

制疫情的发展。”（据中新社报道）

海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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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克特与妻子吴璟玲于 2012 年在鼓浪屿拍摄中式婚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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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到 70 多个国家，中国之外的确

诊病例数已突破 1 万，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形势尤其严峻。

疫情之下，海外学子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也在努力保持心

态稳定和正常的生活，尽量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

在韩国：校内隔离，学校提供的服务很周到
“刚回韩国的时候，这里的

疫情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

这几天，我在校内自我隔离，每

天通过各种渠道都能了解到外

面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现在

看来，自我隔离是安全的办

法。”唐茜茜说。她目前就读于

韩国全北大学，学习朝鲜语。

2 月 22 日从国内返回韩

国后，唐茜茜便按照学校要

求，开始了为期 14 天的自我

隔离。随着韩国新增病例迅速

增长，疫情预警已上调至最高

级别，她也在密切关注着当地

的疫情情况。

因为疫情，唐茜茜所在的

全北大学已将开学时间延期

至 3 月 16 日。校内生活馆等

公共区域都在固定时间进行

清扫与消毒。同时，学校为已

来韩的中国留学生提供自我

隔离的场所，一人一间分别管

理，并为留学生开设了生活馆

临时诊所等医疗场地。

“隔离期间，这里提供免费

住宿和三餐，房间安有地暖、24

小时提供热水，还是挺方便的。

同时，学校会统计并购买发放

生活用品，还免费发放口罩等

防护物资。”唐茜茜说。

让她觉得感动的是，除了

物质方面尽量满足学生的日

常需求，学校还关注到了隔离

期中学生们的心理健康。“前

几天，校长还在学校广播中安

慰、鼓励我们每一位隔离的中

国学生，我们听了，心里面会

觉得温暖。”唐茜茜说。

在日本：辞去便利店的工作，安心在家复习

“1 月 8 日，我从国内回到

日本，到现在也有两个月了。

这段时间里，内心波动比较

大。”目前就读于日本千叶大

学的若曦(化名)这样说。

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后，若

曦在出门时便开始有意识地戴口

罩，做好防护。“但在当时，日本

人好像并没有对这件事给予

太多的重视，在路上也仅有一

小部分人戴口罩。”她说，直到2

月中旬，她打工的便利店才开始

要求店员们戴口罩上岗。

庆幸的是，若曦所在的大

学目前正在放春假。“学校 2月

初发邮件给我们，提醒大家尽

量减少面对面活动、减少聚集；

如果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要自

觉在家休养，等等。”此外，千叶

大学还告知学生：若是有其它

身体不适，可随时同校方综合

安全卫生管理机构联系。这让

若曦心里稍稍觉得踏实。

截至 3月 3日上午，日本

已确诊 980 例新冠肺炎。若曦

注意到，日常生活中戴口罩的

人有所增加，但依然有一部分

人没有戴口罩。而在此之前，

她仍在便利店打工。“那时候

我就已经比较敏感了，会关注

进店不戴口罩的人。坦白说，

当有顾客不戴口罩在店内打

喷嚏或咳嗽的时候，我就会特

别害怕。”

而现在，若曦已经辞去了

便利店的工作。尚处于假期中

的她，除了定期采购食物之外

基本不出门。“在家里接触的

人也比较少，心里也更踏实。4

月份我有考试，正好可以利用

现在的时间在家中认真备考。

希望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大家

也都能尽快恢复‘自由身’。”

若曦说。

在意大利：重视防护，也希望更多人重视起来

“在罗马，戴口罩的人确

实很少，民众也算‘佛系’了。”

正在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读

博二的台凌宇，语气中多少有

些调侃。

事实上，截至 3月 2日，意

大利已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

例 2036 例，形势堪称严峻。

“我们的校园里一切正常，还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学校文件

中建议学生勤洗手、注意个人

卫生等等。”台凌宇说。“与国

内要求大家都要戴口罩不同

的是，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当

感觉身体不适、有感冒发烧等

症状或要接触病人时，才需戴

口罩。”台凌宇语气中难掩无

奈。

他坦言，自己现在出门也

不会常戴口罩。“这里本地人

觉得生病的人才需要戴，若是

戴上口罩出门，多少会显得有

些‘另类’。”台凌宇说，而到学

校后，同学们上课同样不戴口

罩。

虽无奈，但台凌宇却在尽

己所能、做好防护工作———坐

地铁有意错开高峰时段、与人

同行时尽量保持距离、出门能

步行尽量步行……除此之外，

他在家中“屯粮”，储备了一些

生活必需品，尽可能减少不必

要的出行。

研究方向是废弃物能源

化利用的他，实验室里必备的

便是一次性手套、消毒液等防

护用品，这些平常放在眼皮底

下都不会让台凌宇注意到的

物品，现在却派上了用场。

台凌宇说，他还是希望能

有更多人对疫情防控引起重

视。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同

心抗“疫”，才能守护大家的安

全。（《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