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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抗“疫”的时刻，厦

门大学分布在五大洲的共建孔

子学院师生们近期纷纷以各种

方式，为中国的战“疫”工作送

上慰问和祝福。

在疫情爆发之初，2019 年

刚毕业于尼日利亚纳姆迪·阿

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 HSK 五

级班的学生贺永振（Ndifreke）

心系中国，当得知所在超市老

板采购口罩遇到困难时，他便

主动请缨，协助采购物资，支援

国内。经过连日奔波、多方联

系和两州辗转，他共购得 40

箱共 80000 张口罩，价值累计

8 万余元。这批口罩已于 2 月

11 日空运至中国疫区。“我的

想法很简单，希望这些口罩能

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孔子学院

的老师上课时教会我，不管什

么时候心里都要装着爱。我是

尼日利亚人，但是我喜欢中国

人的那句话：赠人玫瑰，手留

余香。我爱中国！中国必胜！”

贺永振说。

美国圣地亚哥孔子学院、

德国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菲

律宾大学孔子学院、南非斯坦

陵布什大学孔子学院等厦大共

建孔子学院及下设孔子课堂、

教学点用录视频的方式向中国

人民传递问候与祝福。在视频

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厦大孔院

师生或是用质朴、真挚的语言

为中国助威，或是以歌舞表达

情感，传递了他们真心切意的

美好祝愿。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

学孔子学院教学点斯科特中学

的学生跳起了新西兰传统的哈

卡战舞，用粗狂豪迈的舞蹈为

中国人民提振士气，祝福中国

战胜疫情。不仅如此，在各类社

交媒体上，都可以看到来自惠

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的

师生们发表的祝福。

疫情防控期间，厦大共建

孔子学院的合作高校也相继来

信表示关切和慰问。泰国皇太

后大学校长猜也鹏（Chayaporn

Wattanasiri）在给孔子学院总部

的信中，向因新型冠状病毒而

失去生命的人们表达最真切的

哀悼，对所有中国人民及受疫

情影响的每一个人表示同情和

支持，并表示希望疫情可以尽

快得到控制。

菲律宾国立大学迪利曼校

区校长陈万杰（Michael L. Tan）

在给厦门大学校长张荣的信中

表示，菲中情谊源远流长，作为

厦门大学的友好合作伙伴，菲

律宾国立大学深刻感受疫情

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痛与挑

战，他谨代表菲律宾国立大学

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最深切的

同情和最真挚的问候。他承诺

校方将会照顾好在菲律宾国

立大学孔子学院工作的中方

人员及其家人，并祝愿中国快

速战胜疫情。

（陈庚）

外国留学生“云中复课”：

四川大学中文专业菲律宾

留学生陆家乐准时回到卧室，

开始一系列课前准备：打开电

脑，登陆 QQ，检索群文件，找

到二维码，扫描，登陆……一套

娴熟操作后，他坐在屏幕前静

静等待今天第一节课。他眼前

的屏幕，还连接着身处世界各

地三十几名同班同学。

“第一节课是古代汉语，课

上我们学习了宋词。”下课后，

陆家乐马不停蹄地参加下一节

“阅读理解”课，这门课用于提

升中文专业留学生的阅读技巧

和深度理解。

为响应“停课不停学”，最

大程度降低疫情对教育的影

响，中国多所高校相继开设线

上课堂，这成为众多留学生新

学期的“新打开方式”。

2月 24 日，成都中医药大

学网络课准时上线，一周以来，

成都中医药大学 400 余名本硕

博留学生通过网络开启了本学

期的第一堂课。

为确保上课质量，成都中

医药大学在正式开学前多次测

试连线效果，这既能测试平台

稳定程度，也能帮助师生尽早

熟悉软件操作流程和新上课环

境。“老师上课很注重互动，线

上依然可以开展小组讨论。”

成都中医药大学外事处副处长

陈媛说，“总体来说，‘云课堂’

收到了留学生积极的反馈”。

来华留学生分布在世界各

地，这意味着留学生所在国的

硬件设备、网络环境、时区分布

存在巨大差异。不过客观因素

并没有完全影响学生的学习热

情。

为应对时差问题，西南石

油大学建立了以专业和国家为

区分的紧急联系机制，在孟加

拉国、斯里兰卡等学生分布较

多的国家，还设置了本国紧急

联系人，负责帮助其所在国家

的同学按时进入“课堂”上课。

“我讲授的 VB 程序设计

课有 42 名国际学生，分布在全

球 12 个国家，考虑到各国时

差，我与学生们进行了两次试

课后，把原来上课时间由北京

时间 8 时调整到了 14 时 30

分。”西南石油大学老师方宇介

绍，第一次上课同学们“玩得”

很愉快，不允许老师关闭摄像

头，在课堂上带着问题与老师

互动，原本 90 分钟的课被延长

到 120 分钟。 （单鹏贺劭清）

华侨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安哥拉留学生比特坐在宿舍

书桌前，对着电脑，准备开始

新一天的“线上学习”。

“待在学校很安全，很放

心。”受疫情影响，今年寒假就

留在学校的比特说，虽然生活

没往常那么便利，但是问题不

大，现在主要集中精力忙学习

了。

疫情刚发生时，比特可

没这么淡定。“我们一开始都

很紧张，父母听说疫情很严

重，都特别担心。”那时，比特

和留校的很多留学生一样很

焦虑，希望能赶紧离开学校

回家。

不过很快，学校老师就主

动联系他们了：“回家需要很

多费用，而且路上可能更不安

全。”老师们耐心开导留学

生，并将官方疫情信息和学

校疫情防控措施等翻译成十

余种语言发送给留学生，让

他们了解更多的战“疫”信

息，缓解焦虑，并叮嘱其做好

自我防护，学校还专门开通

了心理支持热线。对于坚持

要回家的留学生，老师们则

与家长、航空公司等反复沟

通，帮助他们顺利回国。种种

有力的举措，让留学生们的

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学校免费为留校学生提

供口罩。比特很快收到一封暖

心“快递”：“华大学子：口罩天

天见，病毒无相见。请你‘罩’

单全收。”内有 5只口罩。口罩

用完后，留校学生若要出宿

舍，还可以继续到楼栋管理处

登记领取。

居留许可证快到期了，怎

么办？学校统一帮忙收集准备

申请材料，提前与出入境服务

大厅预约，并专门派车接送留

学生们前往办理，最大程度地

降低学生路上感染的风险。

各学院还专门开设了留

校学生微信群，建立留学生一

对一联系机制，每日暖心问

候，及时关心思想动态、身体

健康情况，解决学生遇到的困

难。学生处及各学院辅导员不

定期地走访宿舍，慰问疏导学

生情绪。

这一切，让比特和其他留

学生们觉得待在学校“温暖”

“踏实”。他也及时将在学校的

情况告知父母，请他们放心。

“截至目前，学校共有 250

余位学生留校，包括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150 余名境外

生。”华侨大学相关负责人说，

学校将毫不松懈做好各项疫

情防控工作，照顾好留校学

生，让同学们在校安心、健康

地学习和生活。

（陈旻 吴江辉）

疫情中的外国留学生：

在中国，我们很安心
“进入公寓前请戴口罩、量体温、做

登记。”在重庆大学留学生公寓门前，

奥丽娅·韦尔季戴着口罩，手拿电子测

温器不停提醒着。

来自乌克兰的韦尔季是重庆大学

国际贸易专业的留学生，同时也是重

庆大学留学生学生会的副主席，今年

是她研究生的最后一学期，也是她口

中最特别的一学期。

“我们每天都很关注疫情情况，学

校也很快有了应对措施，为我们提供

了完善周到的保障。”韦尔季说。

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重庆大学

实施了封闭管理，严格限制人员出入，

对在出入口往来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韦尔季说，这个假期不少留学生选择

留校，虽然疫情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

来不便，但大家都对中国的防控工作

充满信心。

因为能说流利的汉语、英语和俄

语，又是学校留学生会副主席，韦尔季

每天都会和同学、老师对接，了解大家

的需求，同时帮助汉语水平有限的同

学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为了满足同学们的日常所需，我

将一些中文版的网购和外卖软件进行

了翻译，做成了这个‘软件使用指南’。”

韦尔季指着电脑上自己制作的文档说，

还好中国有着全球最便利的网购、物流

和外卖配送，让他们在这个特殊时期依

然能够便捷地购买日常生活用品。

“学校还会帮我们订购水果，我们

可以从宿舍对面的食堂直接领取。”韦

尔季说。

据了解，目前重庆多所高校留校

的留学生有 200 人左右，在校方发出

疫情通告后，更多的留学生选择留校，

不少人还成了学校疫情防控志愿者队

伍中的一员。 （刘恩黎 黄河 柯高阳）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给广大海外侨胞的

一封感谢信
据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微信公众

号消息，为感谢此次抗击疫情工作中，

广大海外侨胞给予的爱心资助和积极

支持，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特发表感

谢信，全文如下：

新年伊始，疫情突发，中国人民万

众一心，奋起抗击。1月 26 日，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联合中华医学会倡议海

外侨胞捐款捐物支持中国抗击新冠病

毒肺炎疫情，得到华校师生、华人社团

和华商企业的积极响应。侨胞们迅速

行动起来，或组织捐款，或分头找寻货

源采购物资。当前，中国的疫情防控取

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疫情蔓延扩散

势头得到基本遏制，防控形势逐步向

好。这是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团结奋

斗的结果，其中也有海外侨胞鼎力相

助的一份功劳。

疫情防控仍然是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将按照管

理规定，继续把凝聚着侨胞情意的每

笔捐款、每份物资都落实到抗疫最需

要的地方，并通过相关媒体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请大家放心！

病毒无情，同胞有爱。一桩桩一幕

幕，感人泪下，催人奋进。募捐活动虽

已截止，侨胞们在此期间展现出的赤

子之心和家国情怀，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全体同仁将永远铭记。

在此，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向提

供捐助的海外侨胞、华文学校、华人社

团和华商企业表示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