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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海外，经历本来就跟

国内不一样，又碰上疫情全球

大流行，这接近半年的抗疫经

历让我毕生难忘。

抗击疫情上半场
2020 年 1 月，国内媒体报

道新冠肺炎疫情日渐严重，爱

尔兰华人高度关注，各大华人

社团纷纷为祖（籍）国抗击疫情

筹集物资。侨胞们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看见医疗物资运往物

流中心，我顿时热泪盈眶。

祖（籍）国有难，海外的华

人会团结起来支援祖（籍）国，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什

么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

一民族血性深深地烙在我们中

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抗击疫情下半场
2020 年 3 月份，好消息接

二连三地传来，新冠肺炎疫情

在国内逐渐受到控制，新增病

例逐日减少，武汉多家方舱医

院关闭，每天起床刷手机都是

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但与此同时，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下半场要开始了，2月

29 日，爱尔兰卫生部发表声明

宣布，爱尔兰确诊首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者。

在接下来的数周，新增确

诊病例一直增加。但随着政府

实施强制性的居家隔离令，全

国性“封城”政策，接下来新增

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都慢慢缓

和。

爱尔兰 3 月 28 日实施封

城，但其实市区很多商家早已

在 3 月 14 日、15 日自觉关闭商

铺歇业，为的就是减少传染的

途径。

同时政府也给出相关指

引，在封城期间民众如何生活，

如何购物、如何锻炼身体，并强

制性要求各大零售商不得停

业，保证居民食物与生活物资

的正常补给，商品也不得随意

加价。

此外政府每周会给有纳税

记录的居民 350 欧元的疫时生

活补助，只要有纳税记录的爱

尔兰居民即可申领，不一定是

要爱尔兰国籍。

我们旅爱华人更是互相帮

忙，守望相助。疫情发生以来华

人超市“亚洲行”不曾停业，一

直坚持为广大华人提供所需物

资补给。一些当地标志性的华

人企业、店铺在疫情期间营业，

作用不只是物资补给这么简

单，他还给广大旅爱游子一份

安全感，一份战胜疫情的信心。

进入 5月下旬，随着爱尔兰

疫情慢慢缓和，爱尔兰政府也

宣布社会将分阶段解封，逐步

恢复经济。对于我们海外华人

来说，社会逐步解封代表新的

挑战即将到来。

疫后如何生存

经济如何恢复
爱尔兰中餐馆的生意在 2

月份开始下跌，某些严重的餐

馆营业额更是跌破 80%。为了

止损，有些中餐馆关门歇业，有

些甚至是永久停业。

随着爱尔兰社会的逐步

解封，代表着我们旅爱华侨华

人新一轮的挑战即将开始，未

来究竟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

待。

我相信，疫情很快退去，等

待着我们的将会是辉煌璀璨的

明天。

（选载自《海外战疫记》）

在美国波士顿，有这么一位

华人眼科医生，即便是在波士顿

疫情最严重，防护服最缺乏的时

候，她也始终坚守在社区医院，奋

战在救治病患的一线。

“我决定眼科不关门”
“波士顿疫情的暴发比较突

然，三月中旬这边一个大公司的

会议上有很多人感染，而这个会

议正好在我们社区医院管辖的区

域。”华人眼科医生徐濛濛说。

徐濛濛工作的地方是波士顿

大学下属的一家社区医院，她担

任眼科主任。

波士顿暴发疫情后，按照政

府要求，当地的各医院除了急诊

科以外的科室都停诊了，周边各

医院的眼科门诊几乎都关门了。

“但我决定我们的眼科不关

门，有一些眼科急症的病患，像是

患有视网膜动脉阻塞、急性闭角

型青光眼的病人，我要确保他们

在疫情期间也可以看上病。”徐濛

濛说。

另外，波士顿的三家大医院

都已经成了新冠肺炎治疗中心，

“我们这样的社区眼科门诊开门，

可以减轻这些大医院的负担，同

时减少病人去大医院的感染风

险。”

据徐濛濛介绍，刚开始他们

医院只看辖区内已经注册的病

人，“可是慢慢的，周围医院的眼

科门诊开门的越来越少，医院主

任给我们眼科一个特例，就是说

可以看并不是我们医院注册的病

人，这样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们医院就是检测中心”
徐濛濛所在的社区医院就

是一个新冠肺炎检查中心，她也

免不了会接触很多新冠肺炎病

人。

“有一些新冠肺炎阳性的病

人同时也患有眼科疾病，他们的

家庭医生把他们转诊过来，我就

需要近距离接触、治疗他们。”徐

濛濛说。

一直到四月中旬，医院防护

物资缺乏的情况才有所缓解。

“那时候我接触新冠肺炎患者，

以及他们的家属时，就已经可以

戴 N95 口罩、面罩，穿防护服

了。”

等到五月初，医院的新冠肺

炎检测试剂才充足了。“我们就在

停车场上搭了帐篷，民众可以开

车过来，把车窗摇下来，就在车里

面做检测，中途不需要下车的，等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们再给他打

电话，告诉他们是阳性还是阴

性。”

徐濛濛说，如今波士顿的疫

情已经有所好转，病例越来越少

了，防护服也充足了。“眼科的慢

性病也可以回来门诊看病了，相

信不久的将来一切可以回归到

正轨。”

（选载自《海外战疫记》）

05侨居海外2020年 6月 19日

编辑：林硕 美编：蔡晓伟

www.xmweekly.com

环球记忆
他把这条 20 公斤重的金枪

鱼，看做是“老天爷送来了环球胜

利的贺礼”。在得到“馈赠”之前，

徐京坤带着太太阿九和他的青岛

梦想号双体帆船，经过海上 35 天

的连续航行，从南半球回到北半

球，抵达亚速尔，完成了为期三年

的环球航行，他的航行轨迹也已

经在地球上画了一整个圈。

自 2017 年 6 月从土耳其正

式启航，徐京坤穿过地中海、大西

洋、加勒比海、经巴拿马运河，跨

越太平洋，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

角，2020 年 6 月，他回到北大航

海之路的起点葡萄牙。

整整 3年间，5跨赤道，航程

3.4 万海里（6.3 万公里），徐京坤

创造了中国首次双体帆船环球航

行的纪录。

“以前无数次想过，当有一天

完成的这一刻，我是不是会哭一

场，或者跳进大洋，把一整瓶香槟

洒在身上。但真正到达亚速尔的

时候，其实非常平静，一路狂风

35 天，到达亚速尔的时候海况终

于平静了下来，就像是我的心情

一样。”徐京坤回忆起梦想成真的

感受。

梦想成真只在一刻，而为了

这一刻的到来，徐京坤花去了 3

年时间。所有数字都在表明，这注

定是一段充满无数奇妙体验与冒

险的记忆。然而，当不可避免地被

问起一路漂泊中最难以忘怀的经

历时，徐京坤给出的答案却并非

如旁人预料的那般动人心魄：因

疫情被困圣赫勒拿岛时，23 斤龙

虾换不来两公斤土豆，“只能”以

龙虾和斑鱼度日。但几周的时间

里，徐京坤和他的“油泼石斑鱼”

成为了锚地里最受欢迎的主角。

在他的梦想号上晚餐，成为其他

同样暂时“搁浅”至此的各国水手

最热门的活动之一。

在马达加斯加的巴里湾，徐

京坤的青岛梦想号又成了“商

店”。在将不少生活用品，包括自

己身上穿着的 T 恤都送给前来

“围观”外乡人的村民后，他收到

了当地渔民源源不断送上的海

鲜。船长打趣说，在这里，他实现

了“龙虾自由”。

而在有着“地球上最后的人

类禁区”之称的查戈斯，他与太太

和其他来自 6 个国家的水手们一

同烧烤聚餐，研究天气，甚至学习

西餐料理。这些，都是他最珍视的

环球记忆。

一只手撑起的海上人生

当然，如果总是这般轻松惬

意，这段旅程就不会如此特殊。在

印度洋，他从泰国普吉前往斯里

兰卡加勒，上千海里的航线上，有

一片必经的岛群。岛上生存的部

落还停留在 6万年以前的原始文

明，任何人登陆都可能遭遇箭雨

射杀；在去往莫桑比克海峡的航

线上，他和他的“青岛梦想号”又

遭遇了 70 节（约 130 公里 / 小

时）以上的大风和拳头般大小的

冰雹。

12 岁那年，调皮的他把鞭炮

中的火药倒进酸奶瓶里，尝试自

制“礼花”，却酿出惨剧，爆炸夺去

了他的左前臂。后来，他的整个航

海人生，全靠一只右手撑起。在他

自己的讲述中，他还清晰地记得

被抬上救护车时听到的一句话：

“这孩子废了。”

“这可怕的梦魇曾一度让我

绝望。”徐京坤坦然吐露了那次意

外带给他的伤害。一番思索之后，

天生倔强的徐京坤把自己的未来

全部寄托在体育上，他成了镇上

人们都知道的“特别能跑的孩

子”。

于是 16 岁那年，他接到了体

校的通知，而后入选省田径队。17

岁，原本准备去国家自行车队报

道的他接到了国家残疾人帆船队

选拔电话，大山里走出的徐京坤，

与驱散他人生阴霾的风帆龙骨相

遇了。

而后，便是这个几乎“废了”

的孩子，站上 2008 年北京残奥会

的赛场；2013 年完成单人环中国

海航行；2015 年征战单人横渡大

西洋帆船赛，成为继郭川之后第

二个完成这项国际顶级赛事的中

国人。

有关这些，徐京坤只提了一

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独

臂船长，用 6.5 米的小船跨越汪

洋，这个人来自中国。

对于独臂船长这个称号，徐

京坤丝毫没有忌讳。他环球航行

所使用的“青岛梦想号”上的贴

纸，正是一个左手为钢钩的卡通

船长形象。“独臂有什么不好吗？

我很多次想过我的手，到底让我

失去了什么，恰恰没有失去。恰恰

是这样，我才具有了打破头顶那

层玻璃的能力。”

独臂船长徐京坤引用凯鲁亚

克《在路上》里的一句话来表达心

声：“我要再和生活死磕几年。要

么我就毁灭，要么我就注定铸就

辉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在平

庸面前低了头，请向我开炮。”

（选载自《中新体坛》）

万 千公里环球航行
2020 年 6月 5日，茫茫的大西洋上，一叶孤舟。

在他的双体帆船上，徐京坤抱着一条 20 公斤重的金枪鱼，

愉悦而满足。“经过海上 35 天的时间，船上最后冷藏柜里的肉

都没了，这一下就把冷藏柜再次塞满了。感谢北大西洋的馈

赠。”他的满足感似乎来得很容易。一条鱼，一冰柜的肉足矣。但

令他欣喜的，显然不只是这条鱼。

徐京坤完成环球航行留念

美国华人眼科医生：

一线战疫显担当

□李赫

徐濛濛医生

阴 马瀚龙

爱尔兰空荡荡的街道

马瀚龙在爱尔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