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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与民

众防疫习惯的养成，一些华商迎来

了等待已久的重启，但也有些华商

因为疫情的寒冬太过漫长，无法再

期待经济复苏的到来，已经关门闭

店。

西班牙：有人生意逐步恢复，

有的却没熬过寒冬
西班牙《国家报》日前用坚韧

不拔形容仍在坚守的西班牙华商。

报道写到，在马德里的多个区域，

随处可见华商仍在经营自己的事

业。

他们信奉“健康至上”的经营

原则，积极注射疫苗，对进入店中

的客人都要求佩戴口罩。

西班牙的经营限制逐步取消后，

不少华商的生意近期开始恢复。

在当地从事餐饮业的徐先生表

示，随着疫情缓和，位于郊区的两家

餐馆重新营业。而此前“由于餐饮业

危险系数太高，一直在闭店的状态”。

主要销售基础生活用品的毛

嘉雄表示，西班牙禁足令结束，很

多人出门补充生活必需品，使得客

源比平时还要多一些。

“我们争取在疫情中保住元

气。”毛嘉雄表示，目前来看生意整

体还可以，与一些行业大幅裁员相

比，他们的员工都在正常上班。

但并非所有的华商都能等到

经济复苏的到来。

一位在马德里大学城附近的

华人百元店主表示，疫情开始后，

政府下令限制经营，他不得不关门

歇业，而且也无法负担每月 4000

欧元的房租。

蓬特韦德拉市的华人百元店

Hiper Bazar 已经歇业，业主不愿详

细解释原因。

而当地仍在坚持的华商表示，

他们的营业额从疫情开始至今下

降了 15%左右。好在，由于限制举

措的放松，一些行业在 2021 年开

始得到恢复。

缅甸：成本增加又遇销量下降
7 月份，缅甸暴发第三波疫情

以来，确诊率大幅攀升，一度上升

至 40%左右，经过 2个月来的严格

控制，现确诊率逐步跌至 8%左右。

这段时间，当地华商过得并不

容易。

现年 50 多岁的尤建民祖籍福

建南安，是第三代缅籍华裔，目前

住在缅甸北部城市腊戌，但大多数

时间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经

营珠宝生意。

20 多年前，尤建民一手创办缅

玛金铭珠宝翡翠行，通过云南瑞丽

进行边境贸易。

而因为疫情，从曼德勒到瑞丽

的运输成本涨了 3 倍有余。有时

候，原本一天车程要走个一周甚至

10 天仍滞留缅甸境内，这无形中增

加了不少人力成本与路费。

运输不便，再加上疫情原因，

赴缅挑选购买玉石珠宝的人流大

大减少，而生意也大大下降。

在缅甸销售农业机械李继昌

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使农产品滞

销，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的资金和热

情正在衰减，农业机械营销点不能

正常对外展示，产品也难以推销出

去，今年公司营收较往年砍半。

美国：多地推疫苗证明令

华商配合却也忧心
近期，美国多地推出疫苗证明

指令，要求进入部分场所或大型活

动参与者都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

明。而有些防疫指令也要求雇主要

了解雇员的疫苗接种情况。

这对中餐业者是个不小的打

击。在纽约，几位中餐馆业者表示

已开始要求顾客出示疫苗证明，并

认为此措施在病毒肆虐的背景下

非常必要，但也有人担心这会让刚

刚有起色的生意再次遭受打击。

一方面，这个指令恐让那些不想

打疫苗，或不想出示证明的顾客，拒

绝入店消费。而另一方面，对雇主的

一些要求也让原本就缺少人手的行

业面临更严重的人手短缺。

疫情下，海外华商过得并不容易。

做好防疫，相信一切会慢慢变好。

（法国《欧洲时报》、美国《世界

日报》、中新社）

第十六届残奥会日前在东京

完美收官。12 天的赛程背后活跃着

一群默默无闻的志愿者，他们见证

了 4403 名选手超越自我的勇气和

无数顽强拼搏的瞬间，也收获了一

段宝贵的人生体验。

友谊跨越国界
“这个夏天精彩纷呈，注定难

忘。”东京残奥会乒乓球项目赛场

的志愿者吴小林有感而发。

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爱好者，

吴小林近距离见证了一场场高手

云集的精彩赛事。“双方势均力敌，

竞技比赛的魅力在乒乓球的来回

移动间被无限放大。”他说，残疾运

动员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来突破

自我，他们值得更多的关注和更热

烈的掌声。

比赛期间，吴小林所在的语言

服务组负责为外国记者提供现场翻

译工作，确保采访工作的顺利进行。

“每天的工作忙碌且充实，我很荣幸

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前辈，

庆幸疫情没有隔阂交往，反而拉进了

彼此的距离。”吴小林说，超越国籍、

语言的友谊从此诞生。

吴小林介绍，来自中国、美国、

韩国、巴西、意大利等不同国家的

志愿者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绽放异

国文化的多样魅力。繁忙工作之

余，大家聚在一起看比赛，学习对

方的语言为运动健儿加油欢呼，宛

如一场别开生面的外语交流小课

堂。“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残奥会虽

圆满画下句点，但我们一定会有机

会再次相聚。”

志愿者也能发光发亮
在选手村，上智大学经济学研

究科的中国留学生赵翎雯迎来了只

有一名运动员参赛的老挝体育代表

团。她负责提供语言和陪同服务，包

括住宿、交通、竞赛筹备等方面。

赵翊雯介绍，有先天性视力障

碍的老挝运动员参加了男子 100 米

T13级的比赛，虽没有取得名次，但

他赛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也许他

们的物质条件不是最好的，也不像其

他队伍具备丰富的大赛经验，但大家

为那唯一一个入场名额所做的拼搏，

是奥运精神最好的书写。”

善良亲切的老挝代表团成员

给赵翎雯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

在带领他们回座位的途中恰逢颁

奖仪式，（老挝）副团长和助理听到

中国国歌奏响时，停下脚步陪我一

起行注目礼。”她说，相处点滴中收

获的感动和温暖让她不枉此行。

“教练平日会给我们分享老挝

的特色零食和橘子，大家一起边吃

边聊。我现在手上还戴着教练绑好

的手绳，每个绳结都是真诚的祝

愿。”赵翎雯说，她把这些看作是对

她工作的肯定，“每个志愿者的付

出是一点点微弱星光，终将汇聚成

璀璨星河。”

追随奥运脚步
轮椅网球项目赛场的志愿者

侯嘉怡负责比赛的技术统计。她

说，残奥会颠覆了她对残疾运动员

的印象。“他们虽然坐在轮椅上，但

球速和正常比赛一样快，仿佛轮椅

一转就能飞起来。”

侯嘉怡曾参与 2014 年索契冬

奥会和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拥有

丰富的志愿者工作经验。她认为志

愿活动能让循规蹈矩的生活豁然

开朗，“我有机会触碰世界的不同

面，这种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不能

用金钱衡量。”

除了志愿者身份外，侯嘉怡还

是一名奥运火炬手，并代表她所居

住的城市栃木县拍摄了宣传片。

“我在中国长大，在美国求学，

最后在日本成为了一名工程师。正

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我有幸追随

奥运的脚步，贡献自己的力量。”侯

嘉怡认为，奥运会和残奥会通过体

育竞技增进交流，包容、接纳多元

的文化观点。

她期待 2024年能与巴黎奥运会

和残奥运再次相遇。（中新社报道）

疫情之下的
海外开学季

当地时间 9月 13日，美国纽约市公立学校开学

中国名将刘翠青和志愿者领跑员徐冬林

出国留学

当地时间 9 月 13 日，

纽约市公立学校开学，有

超过 100 万名学生返回课

堂。据悉，开学后，纽约市

公立学校不再提供线上课

程。

不过，伴随着如此大

规模开学而来的，则是家

长们的忧心忡忡。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

道，在开学当天，家长为孩

子填写筛查新冠表的网站

就曾短暂崩溃，很多家长

反映网站加载过慢，有的

时候根本无法打开。

有华人在家长群里反

映，早上 8：10 左右高峰期

时，网站确实无法进入，不

过上午大概 10 点已恢复

正常，而且学校门口会有

专门的工作人员分发纸质

表格给家长现场填写。

但真正令家长们担忧

的是，儿童确诊新冠肺炎

病例的不断增多，且 12 岁

以下儿童疫苗接种率偏

低。

为此，纽约市严格要

求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都

需要佩戴口罩，教师也被

要求接种新冠疫苗，如果

在 9 月 27 日之前没有接

种第一针，第二天就会被

停发工资。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FDA）上周也表示，希

望辉瑞公司的疫苗在未来

几个月能用于 12 岁以下

的儿童，但没有具体的批

准时间，还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确保它对该群体的安

全。

纽约华人家长程先生

表示，他最近在训练孩子

在家戴口罩。“防疫的习惯

可以训练，但我更担心的

是孩子返校后可能受到仇

恨亚裔情绪的影响。”

除了纽约，欧洲多个

国家也正式步入开学季，

各国和地区的情况和政策

也都大有不同……

希腊：约20%教师群体

仍未接种疫苗
当地时间 9 月 13 日，

希腊各地学校已按计划开

学。为了防止新冠病毒在

校园中传播，政府规定了

严格的防疫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未接

种新冠疫苗的学生，需要

进行每周两次免费的病毒

自检，持阴性检测结果方

可返校；未接种疫苗的教

职工必须每周自费在私营

机构进行两次快速病毒测

试；校园内师生必须佩戴

口罩。

不过，截至目前，学生

群体的疫苗接种率仍然很

低，并且，约有 20%的教师

也尚未接种疫苗。

英国：学生上学

不强制佩戴口罩
在英国伦敦的一些学

校内，很少会看到有英国

学生和家长佩戴口罩。

据英国政府规定，对

于 18 岁 6 个月以下的青

少年儿童，如果没有出现

新冠症状，或者新冠病毒

检测未呈阳性，即使与新

冠患者住在一起，或者与

新冠患者有密切接触，也

不需要隔离，并且也不要

求佩戴口罩。只有在学生

检测结果为阳性，或者出

现高热、新发持续咳嗽、出

现嗅觉味觉丧失或改变，

才需要自我隔离。

一名英国 10 年级学

生家长说，“对于那些个别

戴口罩的学生来说，心理

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而从

家长角度，由于学校几乎

没有采取太多措施，我感

到十分焦虑。”

意大利：未持“绿码”

进校园将面临罚款
当地时间 9 月 13 日

后，意大利所有大区的学

校将陆续开学。

根据意大利教育部公

布的全国学校防疫措施，

教职员在进入校园的时候

必须持有“绿码”。为此，教

育部特别推出针对学校教

职员工的“健康通行证”平

台，与全国“健康码”平台

相连，用以实时监控教职

员工的健康状态。

（中新社、希腊《中希

时报》、《欧洲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