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西班牙暴发了第二波疫

情，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会长周

建虹经营的“大海自助餐厅”已经

快一个月没开张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开

门，只能等待政府的解禁法令。”

谈起餐馆的经营情况，周建虹很

无奈，“原本经过一个夏天餐馆的

生意已有起色，结果 10 月中旬疫

情突然加重，加泰罗尼亚大区要

求餐饮业全部停业，现在是‘一夜

回到解放前’。”

疫情的反复也使西班牙华人

经济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周建

虹告诉记者，目前有 80%的中餐

馆关门，只有少数外卖店被允许

营业，从事超市、美发等行业的华

人也纷纷叫苦，更有不少人永久

关闭了店面。

近期西班牙新冠肺炎疫情快

速反弹，截至当地时间 11 月 10

日，累计确诊病例超 139 万例。日

前全国将紧急状态延长至明年 5

月，各大区实施了宵禁、边界封锁

等措施。

“第二波疫情来得太凶猛

了，华侨华人的感染情况比较严

重。”周建虹说，与第一波疫情

相比，此次华人感染者中无症状

的多，聚集性感染的案例也频繁

出现。

“前不久巴塞罗那就有一家

华人制衣工厂出现群体感染。服

装工厂空间狭窄，工人聚集在一

起，一旦其中有一个人确诊，其他

人也很容易被传染。”

周建虹说，华人中以家庭为

单位的聚集性感染也经常发生，

两天前青田同乡会收到一位同胞

求助，他们一家六口人全部确诊，

包括两个不满五岁的孩子，都在

家中隔离，他们很害怕，也很恐

慌。

“类似这样的求助我们每天

都能收到，在西班牙，轻症患者

无法入院治疗，也没药可吃，只

能在家中隔离，所以这些轻症的

华人患者往往非常无助。”周建

虹说。

接到求助后，周建虹和同事

会开车把连花清瘟胶囊送到生病

同胞的家门口，还有些同胞会让

亲戚来同乡会这里领药。“其实送

药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缓解

无助感。”

为何这波疫情华侨华人感染

者这么多？在西班牙华侨华人协

会主席陈建新看来，这和民众防

疫心态松懈有一定关系。

“疫情持续太久，许多人对保

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产生‘疲

态’，再加上做餐饮、酒吧、美甲、

理发、百元店等传统服务业的华

人很多，这些服务性行业接触的

人多，感染风险也很大。”陈建新

说。

周建虹说，西班牙的防疫措

施可以说是在宽松中严格、在严

格中宽松，这次政府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之前，当地民众还是该上

班上班，该娱乐娱乐。“特别是年

轻人们晚上喜欢去餐馆、酒吧放

松，华人经营酒吧的比较多，像这

些经营者很容易感染。

面对严重的疫情形势，西班

牙的华侨华人守望相助共同面

对，以期早日渡过难关。

其实很多华人出现症状后完

全不知所措，怎么检测就医？去公

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语言不通

怎么办？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组

织了一个志愿服务小组，随时为

大家提供远程的帮助和指导。

志愿服务小组由十几位成员

组成，都是年轻的侨二代、侨三

代，华裔姑娘吴珈珺和吴蓓蓓都

是志愿小组的成员。

“我们不仅为确诊同胞提供

就医指导，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各

种困难我们也是能帮就帮。”吴蓓

蓓谈到帮助过一个病情较重的华

人小孩，“他一个人住在医院很害

怕，我帮他的父母写证明、办通行

证、向医院申请探视，最后他们终

于能在病房外看看孩子”。

吴蓓蓓介绍，志愿小组里还

有几名华人中医师和西医师，专

门为在家中隔离的轻症患者做网

上问诊和康复指导。“我们还把中

国的防疫手册翻译成西语，不仅

提供给侨胞，还会送到当地的医

院和政府，供他们参考。”

吴珈珺说，前两天又收到了

浙江侨务部门寄来的 10000 份

新冠肺炎治疗中药，最近正在忙

着分发、邮寄到西班牙各地的侨

团，再由他们发给确诊的华侨华

人。

她说，这批药物将免费提供

给已经确诊的华侨华人，确诊患

者每人可以领取三盒，病情严重

者还可以酌情增加。“这些来自家

乡的关心安抚了侨胞们恐慌的情

绪，也让大家树立起了战胜疫情

的信心。”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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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疫情凶猛:

西班牙华侨华人怎么渡过难关？
□吴侃

□徐文欣

又到一年双十一，不少海

外侨胞和留学生又经历了倒

时差，算优惠，等时机！只为

买！买！买！

尤其是今年，受疫情影响

出门不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线上购物。他们从中国电商平

台采购商品，经过几个星期的

等待，亲手拆开来自国内的包

裹，拿到自己选购的东西，细

细品味那种快乐和满足感。

最近，这种购物模式被称

为“反向海淘”！

从中国淘到的宝贝们
对于身在海外的侨胞和

留学生来说，家乡的美食味道

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些

美味在异国他乡买起来十分

不方便，于是，零食小吃便成

了大多数人“反向海淘”的首

选。

热爱螺蛳粉的中国留学

生，通过中国内地购物网站并

利用国际快递团购了一大箱

螺蛳粉。老干妈、辣条、腊八蒜

等零食小吃备受留学生欢迎，

被大家反复采购！

除了食品类，小家电也备

受“反向海淘”者青睐。留学生

小李表示，很多中国小家电、

手机网络小配件等都是“反向

海淘”的热门东西。

小李“反向海淘”了一台

国产电压力锅，蒸煮、焖炖、煲

汤，十大菜单功能。小李说，

“这锅价钱不贵，300 多人民

币，加上国际运费，到手合 50

欧左右，用起来得心应手，非

常方便。”

法国华人冬戈通过阿里

全球速卖通，买到了“碧螺春”

和“雀舌”等中国茶叶，一解老

茶客的燃眉之急。

在西班牙的课堂上，一名

女教师身穿从中国海淘的“人

体器官服”，亲自上阵为学生

示范教学。她说，当她穿着“人

体器官服”前往课堂后，学生

们的反应十分不同，有的孩子

惊讶着大喊，有的孩子遮住了

眼睛，还有的孩子大力鼓掌。

“反向海淘”的“摆渡人”
虽然“反向海淘”物美价

廉，但因为语言、政策等原因，

对有些人来说，实操还是有些

困难。不少有商业头脑的人瞄

准商机，做起“反向海淘”的生

意。

在法国留学的小观同学，

发现华侨华人在海外对不少

买不到的东西“望图兴叹”。小

观就早早做起“反向海淘”生

意，文房四宝是他常常帮忙

“海淘”的领域。

小观说，海外华侨华人对

子女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

的热情始终不低。很多旅法中

国艺术家对文房四宝的需求

也很大。写毛笔字，就少不了

笔墨纸砚，毛笔的需求量不

小。

中国传统的文化用品在

法国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所

以，小观的“反向海淘”，为学

习中国传统文化、购买文房四

宝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

华人赵国典是一名中缅

跨境电商“摆渡人”，他的工作

是把中国电商的包裹从位于

中缅边境的云南省瑞丽市送

到缅甸消费者手中。

避免风险，理智海淘！
其实，“反向海淘”也存在

风险，东西容易丢或被海关扣

留是两个最大的风险。不少用

户表示，有些东西在中国内地

网站上买了，结果物流快递方

面出问题，没有收到货，也无

处索赔。

在法国一家银行工作的

王女士介绍说，自己有几次买

的面膜和小孩子的衣服，被法

国海关扣住，要求缴纳关税。

由于现在很多都是个人

在做“反向海淘”，流程手续有

些不太规范。所以大家在“反

向海淘”前，了解好当地的法

律法规还是很有必要的。

此外，大家在海淘的时

候，如需要选择第三方代理下

单，一定选择经验丰富、口碑

良好的第三方公司，避免上当

受骗。（综合自中国新闻网、法

国《欧洲时报》、人民日报海外

版等）

华侨华人：

□马秀秀

近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

全会对中国 2035 年远景目标、“十

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等作出部署。海外华侨华人对此给

予高度关注。他们感叹于“十三五”

时期中国的发展变化，并期盼“十

四五”新航程，冀望更多参与中国

的建设发展。

“‘十三五’以来，中国从国民素

质到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新西兰慈善总会南岛

分会会长仲伟人在国外主营食品加

工和进出口贸易，每年都会回中国。

他坦言对中国近年来的生态文明建

设记忆尤深，“天更蓝了，周边绿植

更多了，家人生活也更舒心了。”

“我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充满希望。”仲伟人表示，将积

极参与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业务上，他希望加强对中

国和新西兰产品的宣传，建立两国

产业链接与互动；也希望通过个人

和社团的努力，让华裔新生代认知

和传承中华文化。

“我亲历、见证了中国的发展；

最近五年，我自身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

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副秘书

长李立已经在德国生活了 30 年。

结合自己在华创业经历，他指出，

“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发展已经由

招商引资，过渡到重视科技投资、

自主创新等方面。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乘势而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第一个五年。”李立表示，中国一

贯坚定的侨务政策充分肯定了海

外侨胞参与中国建设发展事业的

特殊作用，更增强了海外侨胞的热

情和积极性。

中阿文化商贸交流促进会会

长赵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印象深

刻。“毋庸置疑，中国在过去经历了

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上没有几个

国家可以比拟。”

她表示，未来会注重通过对中

国投资，让国际上的先进产品、管

理经验进入中国市场，提升中国本

土团队的国际化眼光和规范化运

营能力；同时，也会把中国优秀的

企业、经验和工程项目等介绍至国

外，为促进共赢牵线搭桥。

谈及“十四五”规划，英国中华

总商会主席张进隆说，在中国发展

目标中“开放”被显著提及，显示出

扩大开放仍被置于中国发展的显著

位置。他表示，作为海外华商，会继

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深入参与

到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推动中

英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果。

他介绍，英国中华总商会中有

很多优秀华商，多年来他们在中国

的文化、教育、健康、科技、房地产

等领域都有过成功投资经验。“未

来华商们计划在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5G 应用等领域发力，与百度、

腾讯等实力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接

合作。” （中国新闻网）

工作人员把物资从窗户投掷下去，侨胞们在排队领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