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

多的国家掀起了“学汉语”的热

潮。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海内外许多中文学校和汉

语教育机构被迫停课，许多文化

交流活动也被迫中止，人们学汉

语的征程比往年艰难了许多。

疫情下，汉语还“香”吗？

停课不停学

汉语学习走上“云端”
疫情期间，海外华文教育机

构在经历了最初的迷惘后，逐步

理顺思路，纷纷开启线上教学模

式。

“2 月份教室就停用了，停课

后，我们开始摸索网上授课。”刘

甚荣是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的一

位中文老师，作为两个孩子的母

亲，她深知，“在海外，学习中文不

是件轻松的事……中文学习真的

不能停，一停就可能会荒废。”

“我们想了很多方式，后来选

择了钉钉 APP，从 4月开始网上

教学。”刘老师说，钉钉可以模拟

实现课堂感，学生可以看到老师

展示的屏幕，教学效果也能得到

保证。

在比利时，欧华汉语语言学

校在 1月底停课后，随即开启教

师网络教学培训，仅仅一个月后，

老师们就可以通过网上会议软件

进行授课，学校的教学得以恢复。

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校长

廖秀琴说，将线下课堂转为线上

后，学生数量不降反增。学校因此

开设了许多兴趣班，以吸收校外

学生参加。

汉语学习既要“停课不停

学”，还要保质保量，柬埔寨孔子

学院中方院长柴克清深感责任之

重。“老师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比

如网络不畅、没有场地等。有的老

师不得不在走廊席地而坐给学生

上网课。”

虽面临网络质量差、学习系

统不稳定等种种困难，但学生们

的学习热情不减。

“我们在线授课时，有时能听

到学生那边传来牛叫、鸡叫、青蛙

叫的声音。一问原因，原来学生家

里人多、屋内网络信号不好，只能

到外面大树下听课。看到学生们

为上课克服了这么多困难，我更

要认真地备课、上课。”老师戴嘉

维说。

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疫情

只是汉语学习旅途的小插曲，改

变的只是学习场所和沟通方式，

不变的是心中对汉语的那份深

情。

线下转线上

文化交流活动创新形式
疫情期间，由于人员无法聚

集，互联网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除

了日常教学，许多文化活动也转

移到线上举行。

在奥地利，受疫情影响，以往

的线下“汉语桥”比赛无法正常进

行。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创新了

比赛形式：选手录制两段参赛视

频，以邮件形式参加比赛。

在波黑、韩国、坦桑尼亚……

许多国家“汉语桥”大赛都采用线

上模式。或是录制视频，或是选手

们轮番登场、在线比拼……疫情

之下，海外学子对中文的学习热

情高涨。正如波黑中文教师多罗

泰娅所说：“不管面临什么困难，

我们对中文的感情没变，爱中文

和爱中国文化的人都在继续工

作，互相鼓励与支持。”

与此同时，“亲情中华”网上

夏令营也吸引着海外多国华裔青

少年的目光。夏令营以听故事为

切入点，设置了网上打卡、视频对

话、课外拓展等多个环节。营员们

在网络学美文、看美景、品美食的

同时，轻轻松松就能学到很多相

关的中华文化知识。

印尼营员黄湘怡就表示，通

过网上夏令营，自己学到很多，越

来越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疫情期间，意大利教育部与

国家电视台还联合推出了“电视

学校”汉语课程，大受欢迎。通过

电视网络课程，很多学生得以继

续汉语学习，不少成年人也开启

了人生中“走进汉语课堂”的第一

次。

在意大利从事中文翻译的伊

靓·缇巴表示，当前意大利商务、

外贸、旅游等领域都非常需要汉

语人才，学习汉语的年轻人越来

越多，“随着意中两国关系不断发

展，相信学汉语的人数还会继续

增加。”

“学汉语

让我们拥有美好未来”
汉语的习得，不仅是获得一

种语言能力，更是在学习语言的

过程中，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和领悟，从而更多地了解中国。

疫情期间，汉语爱好者们或是坚

守初心、继续完成中文学业，或

是付诸行动、朝着自己的目标迈

进。

20 岁的琳迪在北京上大学，

寒假回到了家乡斐济，却因疫情

滞留。为了不中断中文学习，她加

入了南太岛国孔子网上课堂。她

说，“我非常喜欢中文，也喜欢

孔院这些令人暖心的中国老

师。中文学习不仅能增长知

识，开阔视野，也有助于促进中

国与南太岛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

友谊。”

“汉语桥”俄罗斯赛区选手季

毕谢娃表示，她从一年级就开始

学习中文，这次比赛的获胜使她

得到了去喜欢的国家———中国学

习语言的机会。

在比利时赛区，德穆塞勒在

获胜后兴奋地说：“我的人生因为

学习汉语而多姿多彩，通过这扇

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前不久，他通过了上海交通大学

的面试，9 月就要到中国读本科，

“我的梦想实现了，学汉语让我看

到了光明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的土耳其留

学生天水因疫情一直在家上网

课。期间，她和弟弟合作创作

了一首中文歌《白色的面纱》，

献给奋斗在一线的抗疫工作

者们。

今年是天水学习中文的第四

个年头，她又有了新的目标：未

来，天水计划留在中国读研究

生，还想到中国更多的城市走走

看看，“中国很大，我想去看

看。”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

一年。在全球奋力抗击新冠病毒

的同时，汉语学习虽然面临诸多

挑战也从未中断。那些喜欢汉语

和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们，在此次

疫情防控战中更是加深对中国

的了解，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

爱上汉语、爱上中国。

（《新华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06 侨居海外 2020 年 9月 4日

编辑：林硕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海外见闻

海外战疫故事

□吴侃

前不久，旅居阿根廷侨胞刘

芳勇手机的互助微信群收到了侨

胞求助信息。

“刘先生，帮帮我吧！我肺部

不舒服，闷、气短，我的家人也都

有类似症状，我该怎么办？”收到

微信后，刘芳勇立刻把临时检测

点的位置发过去，帮他们预约了

检测。

“他们一家五口人都确诊了，

因为是轻症，都在家中隔离。”刘

芳勇说，几天后这一家人中妻子

的病情突然加重，呼吸困难，我

们帮她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

室，经过两天的抢救，总算脱离

危险。

阿根廷

不断有华人感染新冠肺炎
十几个微信互助群、几百条

求助信息……自从担任阿根廷侨

界抗疫工作委员会应急协调组组

长以来，刘芳勇每天都需要处理

这些求助信息。

阿根廷 3月发现第一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后，当地 60 余个侨

界社团联合成立了抗疫工作委员

会，帮助同胞和当地民众抗击疫

情。抗疫工作委员会总召集人何

文强告诉记者，阿根廷目前已有

一百余名侨胞确诊，确诊人员主

要从事超市行业。

据何文强介绍，阿根廷有 1.3

万余家华人超市，而超市在疫情

期间一直是营业的（有的地方政

府规定超市必须要营业），每家超

市由 2位以上侨胞管理，当地员

工有 3到 20 人，每家超市每天要

接待 300 到 1000 位客人。

何文强说，“超市的当地员工

都是乘公共交通去上班，加之当

地一些居民对防疫不大重视，比

较容易感染并传给侨胞隔离期间

走亲访友，很容易感染并传给侨

胞。”

他说，很多经营超市的侨胞

因条件限制住在超市里，很容易

造成一人确诊，全家感染的结果。

鉴于不断有华侨华人出现新

冠肺炎症状，很多人又不清楚如

何检测就医，抗疫工作委员会目

前的工作主要是帮助侨胞安排核

酸检测，提供一对一翻译服务；帮

助家中没有隔离条件的确诊侨胞

前往酒店隔离；帮助症状较重的

确诊侨胞联系医院和急救车安排

住院；组织华人医生为大家提供

医疗咨询等。

侨界抗疫工作委员会

助阿根廷侨胞抗疫
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有限，阿

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临时核

酸检测点位置信息一般不对外

公布。“在布市政府亚洲事务协

调部部长袁建平的帮助下，我

们已经协助 60 多位侨胞做了

核酸检测，现在每天仍然能收

到七八个类似的求助。”刘芳勇

说。

除了处理求助信息外，刘芳

勇和抗疫工作委员会的同事们还

为近百位确诊侨胞送去了连花清

瘟胶囊和口罩等防疫物资。

刘芳勇说，大家一般采用无

接触配送的方式，将防疫物资放

在确诊侨胞的家门口或者隔离

酒店的门口。“到目前为止，我

们做这件事情已经坚持了几个

月了。”

在助人的过程中，刘芳勇也

时常感到无能为力。“昨天一位侨

胞来求助，他的家人在公立医院

抢救，已经昏迷了。”刘芳勇和义

工团队试着帮他联系转到更好的

医院，可是已经没有医院愿意接

收。“只盼着他能挺过去了，遇到

这种情况我们也很心痛。”他建

议，侨胞们一旦出现症状千万不

可拖延，要尽早求助就医；另外要

缩短超市营业时间，并购买医疗

保险。

阿根廷侨胞

为第二故乡抗疫出力
阿根廷侨界抗疫工作委员

会成立以来，除了帮助侨胞之

外，还筹集了 1500 多万阿币的

爱心捐款，购买各种防疫物资，

先后四次在中国城等地向当地

民众赠送防疫物品，另外捐赠防

疫物资给阿根廷各级政府、警察

等。

据何文强介绍，侨界抗疫工

作委员会帮助阿根廷社会抗击疫

情的举动，也赢得了当地政府和

民众的赞誉，阿根廷外交部曾专

门致电中国驻阿根廷使馆表示感

谢。

他说，“阿根廷的抗疫形势依

旧严峻，我们会为在阿同胞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并继续组织乡

亲们参与到助力第二故乡抗疫的

活动中去”。

（《中国新闻网》）

□王琴

阿根廷侨界抗疫工作委员会在分发口罩

俄罗斯华人孩子在课堂上书写中国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