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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无论是“海归”

留学生还是海外华人，在舆

论场上似乎没有了往日的

“光环”，有人甚至被“千夫所

指”。

事情起源于，在全球疫

情爆发后回国的个别留学生

或个别华人，声称遭遇了“强

制隔离”，甚至回国的隔离政

策有些抱怨。

比如，澳籍返京华人

女性不按规定隔离外出跑

步，面对社区防疫人员的

劝说，还大喊“救命、骚

扰”。还有一名在集中隔

离点，坚持要喝矿泉水的

从意大利返回的留学生。

她在上海浦东被隔离期

间，对提供的白开水不

满，坚持要喝矿泉水。

而这些行为和事件引发

大众的不满，有网友抗议，

“要是不满，就滚回去”。

平心而论，面对疫情

防控，确实有个别人的表

现令人失望和愤怒。但是

这些人是少数的，他们对

隔离措施挑三拣四，或干

脆通过瞒报漏报等方式躲

避监管。

对于这种行为，我们绝

对不赞成，这种行为扰乱了

国内的防疫抗疫秩序。但是，

像以上的这些同胞的人只占

很小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表

现极端，更容易被网络发现、

传播。

事实上，大部分华侨华

人，在国内疫情大爆发的时

候，不遗余力地在海外为国

内筹措物资、倾力奔走。

美国华侨华人在国内疫

情爆发的时候，在物资最稀

缺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开展

了许多场规模巨大的捐助行

动。在民间，也有无数普通华

人展开了一波捐助行动。这

些捐助行动没有动员，没有

组织，更没有统计，完全是自

发的，参加者遍及各阶层各

行业。

1 月 31 日，2.5 吨的医

疗物资直接从旧金山送抵武

汉协和医院，这是武汉宣布

封城 9天之后第一批大批量

的民间捐献物资。武汉爱心

同盟（Wuhan United）的志愿

者亲手将物资交付给奋战在

一线的医务人员。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员

工齐心协力，从 1 月 23 日

下午开始，克服当地市面

N95 口罩脱销等多种困难，

采购到 12000 个防护口罩，

8000个防护口罩。2月 3日 ，

将包括防护衣、N95 口罩、

护目镜、手套等 36428 件医

用物资从美国纽约发往四

川成都。

俄罗斯华商及爱心人士

在当地采购的 2 吨医疗物

资，共计 244 箱医用口罩、防

护服和护目镜，随着旅游团

队快速到达杭州。

意大利华侨华人青年会

已向温州地区发送了两批总

计 1.4 万件防疫物资。

希望大家多给海外华人

更多的理解，一方面，他们在

海外戴口罩遭其他族裔歧

视，而回国又遭人唾骂。另一

方面，还有大部分的华人和

留学生选择不回国，不给祖

国增加压力，在家好好地自

我隔离。

我们面对归国华侨华

人，既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

也要有分级防控的方法。针

对海外入境人员，大家应该

要如实申报，不能隐瞒，遵守

规章制度。

面对入境人士中的绝大

多数，我们还是要抱以一颗

平常心、包容心、同理心，不

能随意给他们贴标签，也不

能动辄扬言要对其“关门”

“封禁”。

面对疫情，今天的全世

界形成了一个防控疫情的

“命运共同体”。所有的人，也

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希望我们共同战胜病

毒。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世

界加油！

（选载自《华人生活网》）

北京市侨联海外委员胡

兰波，是意大利著名媒体人。

20 年来，她创办的中意双语

杂志《世界中国》成为沟通中

意两国政府、民间社会的重

要窗口。

近日，胡兰波做客意大利

国家电视三台的新闻直播节

目，而她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儿

子也作为特别嘉宾进行了空

中连线。她包含深情写下《一

封家书，从罗马到北京》，

参加日前在总统府

举行的中国音乐会
受总统府的邀请，去听

音乐会，总统马塔雷拉来了,

与总统一起听音乐会是头一

次，他的善举让我感动。请中

国钢琴家演奏，在总统府里，

足以说明总统的心思。美妙

的旋律回荡在大厅，大概因

为音乐触动着我本来就不够

坚强的心，特别想念在北京

的孩子和妈妈。脑海里都是

一线的医生和病人的样子。

这些天，有的朋友对我

说：“为什么不让孩子回到罗

马？”是的，我从来没对儿子

们说过“回来吧！”不是我不

怕，更不是不在乎他们。他们

从来没有表露要回来的意

思，我知道他们成熟了，知道

他们的内心非常坚定。

本来我不用这么着急从

北京回到罗马，就是为罗马

举行春节庙会回来的！结果

春节庙会没搞成。如果我此

时能在北京，能陪伴他们，陪

伴老母亲，我一定会好得多。

在罗马，牵肠挂肚的日子不

好过，每天早上醒来就是关

注疫情，心沉甸甸的。

想念在京工作的孩子
不知为什么，这些天我

总会想起他们小时候的样

子，怀里抱着他们，和他们玩

耍各种游戏，虽然他们也经

常让我生气，也把我累得腰

都直不起来。带着他们往返

中国，想让他们也爱妈妈的

祖国，说妈妈的母语。那是多

美的日子！我们的天地只是

家和家里的院子，只是离家

不远的学校。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

父亲说他们可能在 10 岁时

就可以单独往返北京罗马，

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想这

一天的到来。在孩子不到十

岁的时候，真的开始跟着空

姐乘飞机了！可是，姥爷没能

等到这一天，如果今天父亲

还活着，看着外孙长成英俊

的小伙子该有多欣慰！

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

的日子，我那时生病了，不能

和孩子一起回到北京，我让他

们去了，就是想让他们感受一

下北京的气氛，为这场奥运的

举办权，中国人等了 100年！

在中国落后于世界的 200 年

里，人们是怎样期待国家的崛

起！去年十月一日，我和丈夫

在天安门广场与人们欢呼雀

跃，为国家的繁荣而自豪。我

祖国的同胞，是世界上最善良

的人，有最勇敢的人。这些日

子，孩子们能亲眼看到中国人

的勇敢与团结，他们也一定有

很多新的感受。

妈妈心中的骄傲
不知不觉地孩子们长大

了，离开了罗马的家，离开了

家里的小院子，去上中学，上

大学，最后在北京开创他们工

作的新天地。他们为意大利企

业销售葡萄酒，其实这不仅仅

是单纯的贸易工作，我更认为

他们的肩上扛着为意大利开

拓中国市场的责任，也承载着

两国文化沟通的桥梁工作。

在这场抗疫战场，他们

能看到人间的大爱，能看到

市民的宽容，也能看到政府

的力量。他们又学到很多，我

从来没看过他们戴口罩的样

子，但我相信当他们摘下口

罩的时候，英俊的面庞一定

多了坚毅。

我们各自都肩负着责

任，对他人和国家的责任。我

们有不一样的战场，我们都

是好战士！

待春天到来，待疫情过

去，我们罗马和北京家的院

子都会开满美丽的花，罗马

和北京恢复通航，我们再紧

紧拥抱！孩子们不知道，当我

告诉别人他们依旧在北京，

我的心里有怎样的骄傲！因

为做母亲的能拥有两个勇敢

坚强的儿子，这是我今生最

大的财富！

（选载自《世界中国》）

陈佳代进入石油行业可以说是机缘巧

合，她本科和研究生专业都是俄语语言学。

2016 年，在即将毕业的前几天，她在网上看到

一家石油企业在俄罗斯的招聘信息，抱着试

一试的态度投了简历。而这一次的尝试让她

在毕业答辩后的第二天，就收拾行装踏上了

去叶卡捷琳堡的路。但她的石油梦却是从小

就有的，因为父母都从事石油行业，耳濡目染

的熏陶让她对这个行业有一份天然的亲近

感。

“因为我父母的单位也是石油单位，所以

说，我们统称叫‘石油人’嘛。我们对于石油单

位企业，可能会有一点情感在里面吧。”她说

道。

陈佳代所在的公司，虽然是一家全中资

公司，但大部分员工都是俄罗斯人，中方员工

只占小部分。公司的管理也因地制宜，属于俄

罗斯式的管理模式。对于陈佳代来说，转变思

维方式来适应这里的一切，是她刚入职时面

临的主要挑战：

“到这边来之后，首先就是要适应一下整

个公司的体制，完全和中国公司、和想象中的

不一样。最初的时候，从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

模式开始一点点地学。遇到很多不理解的地

方，因为中国公司比较讲求实效性，比较讲究

立竿见影，要见到效果，但是俄罗斯这边的话

更多讲究的是文件的精准性。”她介绍道。

短短几年时间，陈佳代就从一名大学毕

业生做到了公司的生产统筹。她对语言的掌

握能力和快速学习业务的能力让她得到了快

速的成长。

石油开采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问

题，有时会需要前往一线检查，而那些地方往

往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对于女孩子来说非常

不便。有些油田甚至地处冻土带的沼泽或其

他地面交通工具到达不了的地方，就需要等

到冬季地面全都上冻，车才能开得过去。

陈佳代刚去公司的时候，公司才刚刚启

动第一条生产线。3年多来，她随着公司一起

成长，曾亲自参与了公司在苏尔古特第二个

工厂的建设。2017 年 3月，她随一位总经理和

一位行政经理一行三人来到了苏尔古特，从

零开始，从买地、买厂房到装修、供暖，从招聘

当地第一位员工到工厂投入使用，完成了从

无到有的建设。提起那段经历，陈佳代无限感

概。尤其是苏尔古特地处高寒地区，冬季非常

寒冷，每个上班的早晨她都要提前一两个小

时去热车。

“其实我最害怕的是早晨起来热车，因为

那个时候冬天的话是零下 40-45 度，比较寒

冷。热车，一进去的时候就发现车里比车外还

冷，就感觉到了一个冰窖一样。那个地方冬天

冷的时候，你会发现，街道，厂房里面外面，就

包括人的眼睫毛上，全都挂上了霜。”她说。

众所周知，俄罗斯人爱过节，他们有各

种各样的节日，石油节就是其中之一，为每

年 9 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这个节日专为石

油和天然气工业从业人员而设立，石油开

采工人、实验室工作人员、工程师、设计师

及其亲友，甚至石油专科学校的师生，以油

气开采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城市的居民，都

会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陈佳代的公司自

然也不例外。

“中俄两国，其实大家之间也都是互

相信任，互相依赖，觉得挺融合的，也挺

感动的。”

陈佳代喜欢这样的工作，也习惯了在俄

罗斯的生活。陈佳代希望在工作上继续提升

自己，用新一代石油人的坚持向上一代石油

人致敬。 （选载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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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从罗马到北京

意大利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