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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奥

克兰一家公立中

文学校的张老师

在电脑屏幕前如

期迎来又一年的秋季开学季。

“没有哪一年的开学是网上

进行的。”张老师笑称，“今年有一

种说法，有些老师教学经验丰富，

有些老师刚刚入职，但今年对所

有老师来说，都像是第一年。”

张老师负责四年级的中文、

数学以及科学课程的教学，今年

是她作为教师的第五个秋季开学

季。9 月 4 日 11 时，张老师坐在

客厅与厨房之间的一张桌子上，

开始了当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

屏幕前，她拿着一个苹果当道具，

给学生讲解中文的“词性”。张老

师不时冲着屏幕竖起大拇指或者

轻轻鼓掌，对学生表示鼓励。

张老师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师

生之间的良好关系，通过她与学

生们的“隔空”互动，不难看出师

生关系十分融洽。张老师说，师生

在开学之初建立良好关系是一个

好学年的基础。但是今年开学之

前，那些接触新生的老师会有些

许“未知”的感觉。

疫情暴发后，加州公立学校

纷纷转入网络教学，而私营培训

机构大多经历了更多的未知与尝

试。

今年 3 月，旧金山湾区开始

实行“居家令”之后，宋濮在阿拉

米达县开办的“诺贝教育”培训机

构就停止了工作。对于美术教育

来说，网课这种全新的教学方式

让他和家长都有疑虑。不过，尝试

了一段时间后，更多家长陆续给

孩子报了名。

8 月 31 日，培训机构的杨老

师用支架将手机平放在桌子上

方，摄像头对着她正在示范的画

作。手机屏幕上，一位 10 岁左右

的女孩正站在桌子前专心画画。

杨老师说，虽然网课“总是要

拖堂”，效率没有面对面授课高，

但能锻炼学生的独立性。“学生们

在家里都要自己洗笔和配颜料。”

杨老师说，“另外，网课期间，学生

们要学会守时。”

培训机构的隔壁，是一家正

在提供户外用餐服务的餐厅，其

老板就是宋濮的房东。疫情期间，

房东把租金从每月 3000 美元降

到 1200 美元，减轻了培训机构的

经济压力。

同在阿拉米达县的丽莎舞蹈

艺术学校已经在旧金山湾区开办

了 16 年。3 月份，在停课两周之

后，这家舞蹈学校也开始了网络

教学。

学校创办人董岚说，网课期

间，还有家里不方便跳舞的个别学

生来教室学习，所以，学校非常注

重防疫工作。教室的地板上，被老

师们贴上几条胶带，以确保现场上

课的学生保持“社交距离”。每次下

课之后，老师们都要将教室里的把

杆、地板进行消毒和清洁。

舞蹈教室的巨大镜子前，立

着一块液晶显示屏，在家学习的

十多位学生就出现在上面。董老

师表示，这种现场和网络结合的

教学方式有时候会使老师们更辛

苦。

在硅谷一所高中教中文的金

璎也表示：“今年课多，杂事也多，

真觉得有点喘不上气来。教了这

么多年书，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

大的压力。”

虽然与学生不再碰面，但是

疫情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令金老

师十分欣慰。金老师任教的高中

有一个传统，选修绘画入门课的

学生要给某位老师画像。美术老

师会挑出 12 幅画作，制作成下一

年的挂历。今年，金老师的画像幸

运“上榜”，而且很巧地被安排在

她出生的月份。

6 月初，金老师曾回到学校，

安静的教室令她感慨。“白板上的

日期定格在 3 月中旬休学的那一

天，”金老师说，“期待能够早日回

到教室，见到一张张笑脸，听到孩

子们嬉戏打闹的声音。”

（中国新闻网）

“您好，这里是‘华人急救

热线’，我是纳娜医生，请问有什

么能帮助您？”安排医生上门看

诊，帮助在法国的华侨华人解决

就医问题，这是纳娜每天都要重

复的重要工作。

纳娜来自中国云南，是法国

巴黎六大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

中唯一的亚洲面孔。疫情之下，

除了忙碌于急诊科的日常工作，

她还提议开设了“华人急救热

线”，奔走于帮助华侨华人防疫

抗疫的路上，用自己的力量努力

消弭中法在抗疫中因文化差异

造成的误解。

日前，由杭州灵隐寺、中国

新闻社浙江分社和浙江省归国

华侨联合会主办，中国新闻周

刊、中国慈善家杂志社、杭州云

林公益基金会支持的 2020 第六

届中华慈孝文化节公布“2020

中华慈孝人物”名单，纳娜入选。

时间回到 3 月 17 日，随着

法国各项疫情防范措施升级，当

地进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争状态”。

纳娜回忆，“平时一天大约

有 2000 个电话打进巴黎急救中

心，但那段时间我们每天的电话

接听量在上万个，ICU 床位也

达到了饱和，很多医生都在没有

防护设备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

险和新冠肺炎战斗。”

随着法国疫情逐渐蔓延，为

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医院建议

民众居家隔离，或派医生上门出

诊，上述举措增加了不少语言不

通的华侨华人就诊的难度。

“当时，不少华侨华人开始

感到担忧或出现身体不适的症

状，但因为他们不会说法语，所

以跟医生的交流特别困难，医生

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判断病情，

很容易造成延误诊断的情况。”

纳娜说，得知这一情况后她非常

着急，向巴黎急救中心提出了开

设“华人急救热线”的申请，并组

织了 10 位华人医生志愿者进行

调度工作。

4月 6 日，“华人急救热线”

的开通让不少华侨华人吃下了

“定心丸”，而纳娜却因此变得更

为忙碌。“除了吃饭和睡觉，每分

每秒都在抗疫。”纳娜说，因为疫

情，她取消了原定于 4月的探亲

假，帮助华侨华人判断病情轻

重、联系救治，在她看来，忙碌的

初衷只为“华侨华人能就医无

忧”。

自“华人急救热线”开通到

5 月，短短 1 个月，纳娜和其他

志愿者就接到了 200 多位华侨

华人的求助电话。

纳娜说，其中一通电话让她

印象深刻，“一位华人因确诊新

冠肺炎被收治入院，病情稳定

后，医院要求他回家隔离，但他

跟 11 个人一起居住，不具备居

家隔离条件。而他又因为语言不

通，无法与主治医师沟通，这让

他感到非常恐慌。我们得知他的

情况后，帮他跟其医师进行了沟

通，找了社区工作人员在附近的

隔离酒店找到了免费的隔离场

所。”

如上故事还有很多。而在紧

张的工作之余，最让纳娜放心不

下的是她一岁多的女儿。

“作为医生，我面对新冠从

未惧怕，但很担心会把病毒带回

家，所以抗疫最吃紧的时候，我

把女儿暂时放在了爸妈那照顾。

虽然她还很小但懂事得让我感

动，我上下班匆匆路过爸妈家

时，女儿会隔着阳台不停地喊

‘妈妈’，还会隔空拥抱。那个时

候我心里很难受，但仍会跟她说

说笑笑后离开，因为病人需要

我。”纳娜说，眺望一下女儿的房

间，跟女儿说说话，成为她缓解

思念和压力的最好方式

一次次地接听求助电话，一

次次地帮助华侨华人联系医院，

在纳娜看来，这项公益行动已成

为自己的责任。然而，这不是纳

娜第一次为了华侨华人的就医

问题奔走。5 年前，作为巴黎最

大公立医院皮提耶·萨尔佩特里

尔医院急诊科医生，她就提出并

设立了欧洲公立医院的第一家

华人门诊———“助华门诊”，数年

来帮助了上千位华侨华人。

如今，“纳娜”这个名字被愈

来愈多的在法华侨华人所熟知。

而被问及最大心愿，纳娜仍言语

淳朴，“愿华侨华人在法就医无

忧”。 （《中新社》报道）

让人欢喜让人忧
免去通勤之苦，在家里无拘

无束地工作。家住旧金山的华人

软件工程师米兰承认，这是在家

办公最让她满意的方面。但是刚

成为母亲的她，也因为在家办公

徒增很多烦恼。

米兰说，在家办公，效率会明

显降低。“以前在公司，要与同事

沟通工作，我拍拍他的肩膀就可

以了。”工作转至“云上”后，她要

先跟同事约个会议，接通之后还

要寒暄几句……

好在她不用在工作的同时照

看孩子，不过这也是让她烦恼的

一点。疫情暴发之前的工作日，夫

妇俩可以把孩子交给托儿所。疫

情期间，考虑到病毒传播的风险，

米兰拜托因疫情滞留在美的父母

帮忙照看孩子。这给老人增加了

不少负担，而她本不愿过多麻烦

父母。

相比起米兰夫妇，美国同事

“更惨”，因为他们的家庭没有老

人照看孙辈的传统。有些夫妻在

工作日轮流照看孩子，等晚上孩

子睡着了，两人再一起加班工作。

改变观念，努力适应
经历了澳大利亚疫情“全程

跟跑”，还遭遇就业难、创业更难

的现实难题。今年从墨尔本大学

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郑悦悦，不得

不为自己的工作另谋出路。原本

就有创业打算的她，想开一家实

体桌游馆。

她和朋友亲自走遍大街小

巷，考察同类店铺的经营情况。结

果并不尽如人意，她意识到线下

创业的风险。一次机缘巧合，她在

网上发布的一篇生活话题文章刚

好帮助了一名低年级留学生。这

为她提供了一条现阶段看似更为

可行的创业之路。

郑悦悦表示，分享和给别人

“种草”是她生活中最爱做的一件

事。“本着不让初来澳大利亚的留

学生走弯路，刚开始我尝试着发

了几篇生活类文章。”她在网上分

享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技巧干货，

其中一篇“在澳留学如何真正省

钱”的攻略，两天内获得了三四百

的点赞收藏量。

这给她很大的鼓励，她决心

继续写下去。于是，就有了超市推

荐、二手市场大全、线上鲜果蔬菜

点餐等“长篇大论”的分享。慢慢

地，身边澳大利亚本地的朋友也

加入了她的团队。她和澳大利亚

朋友们正在搭建自己的网站，找

到 IT 技术专业的同学帮忙尝试

创建生活方式分享的社交圈子式

APP。

郑悦悦认为，年轻人越来越

注重“线上”，都看到了“线上”的

好处。“云端”生活，改变着他们的

就业观。

（澳洲网、中新网、《钱江晚

报》等报道）

是什么时候开始，“云”这个字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云聊天、云养猫

……随着互联网日益发展，这些新奇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当疫情来临，“无接触”的生活需求使人们更加依赖互联网。云端

生活方式不再是个体的“尝鲜”行为，它逐渐被大范围地运用于群体活

动中。当生活的各方面被“云端”围绕，海内外侨胞，还习惯吗？

纳娜在法国

美国纽约州，学生与老师会面时互碰手肘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