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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活

海外见闻

□吴侃

在意大利米兰，华人跨境物

流企业云恪物流的仓库里每天都

是一派繁忙景象，一箱箱服装鞋

帽、智能家电等产品排列得整整

齐齐，员工们有条不紊地分拣打

包、加贴运单、装车发运，将这些

“中国制造”送到欧洲消费者手

中。

当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

面影响仍在持续，但跨境物流行

业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全

球经济的复苏和供应链的稳定上

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华人

跨境物流从业者正加足马力，紧

抓商机逆势突围。

海外仓业务成

跨境物流企业新增长点
云恪物流董事长郑子娴是个

“90 后”，2020 年最大的体会是

“忙”。“疫情期间意大利民众的消

费很多由线下转为线上，我们的

业务随之繁忙起来，仓储和配送

的需求不断增加，业务量较疫情

前增长了约 5倍。”郑子娴说。

疫情下全球空运海运大面积

停滞，云恪物流如何完成这么多

运单？郑子娴表示这得益于公司

在米兰建立的 6000 平米海外仓。

“我们在米兰为来自中国的产品

提供海外仓储服务，再根据商品

在欧洲的销售订单，从提前备好

的仓储货物中发货配送，在海运

空运受阻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使

中国制造走向海外更快捷了。”

郑子娴说，由于欧洲境外运

输线路受阻，已经在海外拥有仓

储的商家的派发量递增特别突

出。一时间，欧洲境内物流成为云

恪当时最繁忙的业务，我们立即

调整工作重心，不断优化后台系

统，提升仓储调度能力，拓展更多

的派送线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

业务压力缓解。

凭借配送时效快、运输成本

低等优势，海外仓业务已成为当

下众多跨境物流企业的新发展

点。

在捷克布拉格，“一带一路”

捷克站物流园 2.5 万平方米的海

外仓每天叉车穿梭，热火朝天，来

自中国的家用扫地机、3D 打印机

等电子产品从这里发运到欧洲各

国。

据“一带一路”捷克站运营

方、欧洲华捷发展有限公司物流

板块负责人吴斌说，物流园除具

备传统的海外仓仓配服务外，还

为正在拓展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

提供综合性服务。“比如去年我们

承接了一家电子产品厂家的退换

货等售后服务，还帮助一家跨境

电商企业招聘到了技术人才。”

吴斌介绍，仓库搭建了近 1

万平方米的 9 米高立体式货架

区，8000 平方米的 3 米内迷你货

架区，结合剩余的传统的 7000 平

方米的平面库存区，整个仓库实

现了“高、中、低”多维度货物仓

储，满足从工业制成品到电商小

包裹件各类型货物的存储需求，

极大提升了物流园的库存利用率

和周转率。

紧抓跨境物流发展契机

多渠道拓展业务
疫情期间中欧班列运力的提

升也为跨境物流公司的发展提供

了利好。吴斌说，义乌至布拉格的

班列是优先选择的运输方式，

“2020 年我们合计为从义乌至布

拉 格 的 约

1000 个 标 箱

(TEU)提供了

集散服务”。

跨境物流

企业 4PX 递

四方澳大利

亚站业务负

责人叶婷介

绍，4PX 在澳

大利亚四个

城市设有海外仓，面积超过 2 万

平方米。“在海运空运受影响的情

况下，海外仓模式非常便捷。”

“不仅仅是海外仓的大宗货

品，去年中国向澳大利亚方向的

小包裹业务量增长也很明显。”叶

婷说，疫情期间“反向海淘”火爆，

澳大利亚华人热衷于从中国电商

平台采购商品，像中文书籍、小吃

零食等都是热门的货品。

据叶婷介绍，疫情使空运运

费涨得很厉害，于是强化了小包

裹海运的精细化运营。“我们推出

优惠券、拼邮等不同玩法，‘双十

一’时 10kg 的包裹从中国海运到

澳大利亚只要 100 多元人民币，

30 天左右能收货，很受消费者欢

迎。” （中国新闻网）

受疫情影响，泰国春府晚

县兴华学校于 2020 年年末再

次放假停课。在该校任教的青

年华文教师章舒燕在不能出门

的日子忙着备课，她的第二轮

线上中文教学将于 1 月 11 日

正式开启。

“这次不会像第一次上网课

那样焦虑了，如何进一步释放汉

语魅力和提升线上课堂学习效

率是我想要突破的。”章舒燕接

受记者微信采访时说，学校初定

于 2月 1 日开学，她的教学任务

从每周在校完成 17 节中文课变

成一周 3节网课，每节网课差不

多两个小时。

考虑面对的是低龄儿童，图

片、音乐、模仿和故事是章舒燕

课件里必不可少的元素。“我经

常在学校里组织音乐活动，他们

喜欢学唱中文歌，每次都全勤。”

她教孩子们唱过“我的中国心”

“你笑起来真好看”“听我说谢谢

你”等中文歌曲。

这次她将结合教学内容，在

每节网课中准备一两首比较契

合主题或轻松愉快的中文歌。章

舒燕说，体验式教

学不仅能更好地激

发他们对汉语的兴

趣，还能适当缓解

学生一次上 2小时

网课的疲累，从而

提高学习效率。

为更准确传达

汉字的意思，在泰

国工作生活了 520

多天的章舒燕，学

会了泰语。作为泰

国春府晚县兴华学校唯一来自

中国的华文教师，她一得空就与

本土华文教师探讨教学。“我们

都住在一栋楼里，我不懂中文怎

么翻译成泰文和他们不清楚中

文释义的时候，都会拿着课本跑

上跑下，及时请教。大家都只有

一个目的，就是把汉语教好。”

巴西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圣

保罗华侨天主堂教育集团学校

仍未复课。华文教师邹幸霏和学

生们从 2020 年 3 月起相约“云

端”，直至 12 月 19 日学校放暑

假。

除费心思制作精美课件、想

方设法活跃课堂气氛、让家长积

极参与线上课堂外，在中国有

26 年学前教育经验的邹幸霏，

在巴西时致力提升当地孩童在

学习中文时的语言概括能力和

思维精准性。

邹幸霏举例说，如在教《比

尾巴》这一课时，她提问有哪

些词语是描述形状的？有的学

生回答红红的。那她就会及时

调整提问方式，用图片、视频

等呈现，并把形容颜色和形状

的词再教一遍。“通过耐心引

导孩子听问题找重点进行思考

和回答，再佐以大量练习，他们

进步很明显。”目前邹幸霏已

回到中国，正在隔离，期间她

也会通过微信为巴西学生批改

暑假作业。

“雅加达电视台举办汉语演

讲比赛，想麻烦您写演讲稿”“学

生参加冬令营，需要取中文名”

……曾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崇德

三语国民学校任教两年的华文

教师郭美娟，疫情期间常在微信

上收到该校中文部主任的求助，

身在湖南湘潭的她都会及时帮

忙。帮学生取中文名时，年过五

旬的郭美娟定会结合中华传统

文化。

华文教师陈娜在泰国呵叻

府磨艾县公立育侨学校任教时，

课余经常做中国美食，收获一大

批“粉丝”。因为疫情，2020 年 3

月后她未能及时返回泰国，只能

在湖南通过学校中文部教师微

信群远程参与教学活动，中国食

物依旧是她的教学“利器”和分

享主题。

疫情下，海外华文教师使出

“十八般武艺”释放汉语魅力，也

与当地学生和家长结下了深厚

情谊。

章舒燕在疫情最严重的时

候收到了泰国家长手缝的口罩，

邹幸霏的学生们会经常制作暖

心贺卡表达对她的爱。“汉语让

大家聚在一起，又共同经历特殊

时期，收获的这份情感异常珍

贵。”章舒燕说。

（中国新闻网）

□刘曼文新庭

把爸妈接到
国外生活的日子

□冉文娟

当在海外逐渐站稳脚跟，

生活安定下来，很多华人都会

把在国内的父母接来一起生

活。既能好好孝敬老去的父母，

减少牵挂，又能让父母带带孩

子，享受天伦之乐。

可当父母真的到了国外团

聚，生活却不一定有想象中温

馨美好。由于生活经历迥异、年

龄代沟以及文化差异，父母和

子女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却是欲

说还休，一言难尽。

一位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女

子在网上吐槽称，她的妈妈从

2016 年开始每年有半年时间

住在自己家里，一些习惯让她

难堪。

“夏天的时候，在学校、公

园或是路边，看到有结果的树，

老妈一定会摘下果子吃，有的

时候当场吃，有的时候特意带

着塑料袋装一袋子回家吃。甚

至有一次，别人家后院种的樱

桃树长到了篱笆外，她也顺手

揪一把吃。

除了水果，老妈有时看到

别人家院子里有漂亮的花，就

踏入别人家房子的私人领地范

围，拍张照。甚至还会把邻居家

院子的花籽薅下来带回家。

除此之外，她还喜欢捡别

人丢在路边的旧物，重的家具，

她扛不回去，就会要求女婿扛

回家，不过每次都被拒绝。轻的

小东西，她就会自己拿回家。有

一次，她往家里拿了一个脸都

磨破了的脏娃娃，说洗洗后给

外孙子玩。

每逢这样的时候，自己一

定会制止她。但老人总认为是

小题大做，从来没放在心上，依

旧我行我素。”

这位华人女子在当地生活

优渥，母亲这种占小便宜的行

为她实在无法理解。每次遇到

这种情况，都让她既苦恼又难

堪。

赴美探亲的冯老汉和儿子

逛商场，看中一个相机。儿子犹

豫了一会，刷了信用卡，冯老汉

装着新相机别提多高兴了，可

晚饭时儿子突然说钱要还他

的。老人立刻火冒三丈：“你们

买房付首期的钱我也没要你

还，一个相机，你怎么还让我

还？”

“西方人都是这样的，孩子

成人之后，即便是父母的钱，也

一样要还。同样，子女的钱对父

母也是一样。”儿子这样解释，

但冯老汉却非常生气。

想想自己含辛茹苦把孩子

抚养长大，出国成家，如今满心

欢喜地来探望儿子，没想到今

天给父母买个相机，还要还钱

了！冯老汉再想到儿子移民之

后和自己老两口越来越不交

心，即使收入情况也说是自己

的隐私，缄口不答。伤心之余，

他无法接受。

此类的情况，身在海外的

你，遇到过吗？（《加西周末》）

“一带一路”捷克站物流园的仓库

泰国春府晚县兴华学校

于 年年末再次放假停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