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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中国都为打赢疫情防控共同努力的时期，“在家学习”和“在宿

舍学习”成了预科生生活的常态，“上网课”成为了预科生主要的学习方

式。学工办辅导员与各班班主任一起，推出“读新闻·谈抗疫·爱同济”

Cloud Talk 云班会带领预科生走进同济大学的“抗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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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有

时候在宿舍会比较无聊。现在学习

时间安排非常紧张，让我感觉非常

累。前段时间我的国家不太安全，

我很担心我的父母。冈比亚现在还

比较安全，但是跟其他国家相比防

疫措施还做得不太好。

--A10 班乔阿米（在校生）

现在我的国家阿联酋有2000多

例患者，我觉得防疫形势总体还好。

在阿联酋，本国人和外国人都享受

免费治疗。我觉得人们比以前更加

担心了，更重视疫情了。

--A1 班梅泽瑞（在阿联酋）

我看完视频的时候，首先我为

中国医生而骄傲，因为他们都很厉

害。现在我在柬埔寨，不过我觉得

中国比我的国家更安全。我的国家

现在和中国以前差不多，我现在比

较担心，但是我相信我的国家可以

保证我们的安全。

--A7 班惠同华（在柬埔寨）

我的国家现在有 122 例，其中

90 例已经出院了。我想趁这个机会

对中国表达我的感谢，因为中国派 7

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提供了很多物

资，分享控制新冠肺炎的经验等等。

我觉得学校对我们留学生很关心，

对我们在国外的同学，学校常常联

系我们、关心我们的情况。

--A2班蔡经恒（在柬埔寨）

我首先想感谢学校，在疫情爆

发期间给我们提供了口罩，告诉我

们不要出门，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在我的国家现在情况很严重，已经

有 180 个人感染了。因为我已经经

历过了，所以我告诉家人应该怎么

做，能保护自己，保护其他人。只

有这样做，才能帮助别的人。另外，

不要传播假新闻。

--A8 班欧立法（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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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生召开“读新闻 谈抗疫

爱同济”云班会
首场网络招生宣

讲会圆满结束！

4 月 22 日下午，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首场在线招生宣讲会通过

ZOOM 系统公开举行，共有 100 多

名中外学生加入了网络会议室。

本次招生宣讲内容包括学院整体

介绍、预科项目、本科专业介绍、

硕士专业介绍、本科插班生项目

介绍、孔子学院奖学金项目介绍。

宣讲团由陈毅立副院长牵

头，教管办主任李迎、汉语国际

教育系主任潘海峰、预科教研室

主任许涓、孔子学院办公室项目

主管刘丹东先后针对各自负责的

板块进行汇报。宣讲会由院办副

主任刘怡菲主持。

互动环节中，学生们非常热

情和踊跃，纷纷对各自感兴趣的

项目发表了提问，宣讲团成员也

耐心地一一答复。结束时，学生

们纷纷发来了感谢与支持，希望

很快就能看到你们加入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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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劳动节一反常态，宅在

家里继续工作，因为工作让人不会

觉得宅着无聊。我的室友还在开会

呢，大家都有事情做，欣欣向荣的景

象啊。同样，“降”这个贬义词在今

年终于万众瞩目，更褒义了，连续几

个月来，全球人民都在关注它，希望

新冠肺炎的新增确诊数降，希望死

亡人数降，希望疑似病例降，希望境

外输入病例降。而回顾今年的这四

个月，我也思绪万千。 

┄┅┄┅┄┅┄┅┄┅┄┅┄┅┄┅┄┅┄┅┄┅┄┅┄ 

一月八日第二学期正式开始， 

圣诞小长假后，我们积极地回归到

工作中去，备课、上课、管纪律、改

作业等等。一月二十四日，中国农历

新年，在周围人若无其事的工作和

学习时，我们也若无其事的继续上

课。对于一年只回家一两次的我，早

已习惯了背井离乡。突然有一个同

事祝我今天春节快乐，压抑着的家

人团聚的思乡之情突然爆发，我竟

然泪目了，不得不使劲让心脏拧住，

在众人面前把泪水吞了回去，向同

事道了声谢谢。而就在当天，中国宣

布武汉从即日起封城，我心里隐隐

约约有不详的预感，身在千里之外，

不光是对家人和朋友的担忧，也是

对自己处境的担忧。要知道，外媒对

中国的排斥和压制向来苛刻，这下

他们逮着把柄了。 

┄┅┄┅┄┅┄┅┄┅┄┅┄┅┄ 

一月三十日西班牙首例新冠

肺炎，出现在加那利群岛的戈梅拉

岛，刚开始我没有觉得怎么样，毕竟

在不同的岛上，但是这着实把我从

海外的一切美好中拉回了现实。本

来告诉我要出席春节晚会的很多同

事没有来，也没有任何原因。之后上

课的第一天，也出现了状况。有一个

班的一个学生在我靠近的时候用围

巾捂住口鼻；另一个班的一个学生

把衣领拉高挡住口鼻；上完一节课，

一个助理老师让我不要关教室门，

要求把门敞开；而另一个课堂，上课

前，另一个助理老师当着我的面，让

学生把所有窗户打开；学校高中部

的中国留学生受同学劝解，也没来

上课；平时碰到我会跟我一起爬半

山公路去学校，被我当作朋友的老

师跟有车的老师搭伙了，不再理我；

办公室里坐在我对面的同事以前挺

好的，却不合时宜地在别的位置上

办公；各种不利于海外华人的消息

接踵而至，再加上担心家人，我感觉

自己一下跌到了低谷。一天之内突

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我的脑袋里嗡

嗡作响，我默默地，忍住所有的憋屈。 

┄┅┄┅┄┅┄┅┄┅┄┅┄┅┄ 

 
学生在室外做拼词卡活动 

 

世界是公平的，总有天使般的

孩子会出现在身边。初中三年级的

Ángie Shaochan Barrera Alba 的养母

是西班牙人，属鼠，为了庆祝鼠年春

节，我曾送给她应景鼠年的黑白海

报，让她图好色送给她的妈妈。在遭

受了这么多敏感情况的一天，她却

递过来一封信，上面除了寒暄和赞

美，还鼓励我要坚强，一起对抗目前

的疫情。我记得自己当时接过信时

的手有些颤抖。 

   
学生写给我的信 

┄┅┄┅┄┅┄┅┄┅┄┅┄┅┄ 

冷静过后，我意识到，在敏感

时期，我不能敏感，不要把周围人的

一言一行太当回事。而我现在的一

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我必须要勇

敢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我要传递

正能量。对于敏感的班级，我设置室

外和室内相结合的分组教学，避免

人员密集；每次上课，主动打开门窗；

每个班总会有个别学生会问我老家

是不是武汉的，春节有没有回中国，

我会如实回答，让他们放心；我开始

选择恰当的时间给 13 个班分别播

放一个西班牙留学生在中国的视频，

里面的内容澄清了很多对中国疫情

的歪曲报道。当然，我也不再坐大的

校车回家；在爬山去学校的途中听

西班牙语，练习听力，锻炼身体。当

有同事问我有关中国疫情的事情，

他们的个别言论有时也让我很尴尬，

自愧辩论能力较弱，我也就默不作

声了。在那段特别的日子里，我越发

觉得身体健康很重要，不能流鼻涕、

不能咳嗽，所以一有感冒症状就马

上吃药。不过，大部分同事都很好，

有的同事几乎天天都会问我好不好、

家人怎么样，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

理解。 

┄┅┄┅┄┅┄┅┄┅┄┅┄┅┄ 

记得二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我

在上班的半山公路上不小心把膝盖

摔伤了，还有 10分钟上课了，那真

是欲哭无泪。所以的委屈都聚集到

一起，我告诉自己要坚强，强忍疼痛

走到了学校，还装作若无其事地上

完了五个班的课。不得不说这个二

月太难了，连上课，我都觉得底气快

用完了，如果中国不强大，那孩子们

学习中文的理由是什么，我该如何

上好课？但我不能放弃！作为全校

唯一的汉语老师，在课堂上，我变着

法儿的使用在线游戏教学、做分层

词卡、使用当地的“谁是大赢家”做

活动，分享有趣的视频和学生感兴

趣的文化知识，哪怕一周一个班只

有一节课，现在的目标不光是语言

知识本身，更是要留住孩子们的兴

趣。第二学期二月的期末考试和模

拟考试在同一周，一周下来，我有五

百多分试卷要改。一般情况本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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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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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而我告诉自己这是展示中

国效率的时候，我要在下次课时，将

试卷发到对应的学生手里，让他们

刮目相看。我做到了。 

    
正在备网课的我 

 

同时我也是非常幸运的，孔院

中外方校长一直惦记着为我解决这

学期上班的交通问题， 哪怕在这个

特殊时期，他们也从百忙之中抽出

时间到我所任教的中学与校长沟通，

最后拿到了乘坐高中部早班车的许

可，该车人员少、时间早，我还能充

分利用早上的空余时间备课，真好。 

而且来自各界对中国的声援

也应接不暇。拉斯帕尔马斯大学副

校长理查德•克劳艾特（Richard 

Clouet）和老师们纷纷为中国人民

送上他们的支持与诚挚祝福以及对

不实报道的声援；作为拉斯帕尔马

斯孔子学院学员，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医学专家豪尔赫•索尔•加利西

亚•门迭塔（Jorge Saul Garcia 

Mendieta）也代表他的研究中心以

及他的国家哥伦比亚和西班牙录制

视频表达对中国冠状病毒疫情的大

力声援。 

┄┅┄┅┄┅┄┅┄┅┄┅┄┅┄ 

二月底开始，国内的疫情明显

好转，所有数据都降了，我有种喜从

天降的感觉，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去

上班了。我微笑着，看着所有人。可

是风水轮流转，欧洲的疫情如破竹

般，逐渐开始爆发了。国内各路亲朋

好友，几乎隔三差五地都在询问我

西班牙的疫情情况，现在反客为主，

变成他们担心我了。作为志愿者，我

每天至少要在四个群里报告自己的

健康状况，西葡孔院、拉斯帕尔马斯

大学孔院、同济大学汉硕班和同济

海外孔院办公室一直心系我们的安

危。口罩问题也越来越严峻。一方面，

在西班牙已经买不到口罩；另一方

面，由于文化差异，海外不提倡戴口

罩，因为口罩是病人和有需要的人

戴的。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我们只好

入乡随俗，哪怕上下班的途中也忍

住不戴口罩，尽量坐在公交车通风

口附近或者站着。虽然每天冒着随

时可能被感染的危险去工作，但没

有听到孔院老师们任何抱怨的声音，

大家依旧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我

还协助院长终于给孔院每个老师买

到了一个口罩，着实让我们心里踏

实了一整子。在家人朋友劝解我们

回国的时候，我们却坚定地对父母

说：“我们是坚守在前线的抗疫勇士，

我们是海外抗议逆行者，是这段特

殊历史的见证者，有祖国、驻西大使

馆、孔院总部和国内派出院校这些

坚强的后盾保护着我们，我们什么

都不怕，请家人放心. 

 
阿莱纳斯中学大门 

┄┅┄┅┄┅┄┅┄┅┄┅┄┅┄ 

三月十三日，西班牙宣布开始

进入紧急状态，学校停课不停学，我

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心里有些

许窃喜，安全了，大家不用起早贪黑

去工作了，不用操心学校那帮淘气

们了，当时感觉自己很坏似的。当然，

这都是假象。作为教学型孔院，我们

拉斯帕尔马斯大学孔子学院有23名

汉语教师，分布在加那利群岛的三

个岛上，担负着 2350名孔院学员的

汉语教学任务，我们不能有任何懈

怠，各种线上教学模式马上开启。令

人欣慰的是，隔离的第二天，孔院行

政秘书为我们筹集到了一部分口罩，

中方院长亲自上门为我们派送，这

至少保障了大家在隔离期间外出购

物的安全，我们真是深表感激。隔离

期间，的确有些烦闷，三周左右就习

惯了。除了每天备课、上网课，我们

还利用闲暇时间提高厨艺、唱歌、跳

操、打太极、编中国结，写毛笔字，

努力学习西班牙语；从最开始的追

国产偶像剧，发展到追西班牙语剧；

写论文的写论文，偶尔还发点小文

章，小视频什么的。网络上课和日常

授课完全不一样，志愿者们都使尽

浑身解数，通过电脑屏幕抓住孩子

们的心，秒变播主。四月底，我们还

收到了来自瓦伦西亚中国工商联合

会捐赠的一些医用口罩，保证每个

老师手中都有了口罩，这真是雪中

送碳。现在生活开始变得有条理了，

心也踏实多了。人间芳菲四月天，这

个四月我们虽然在家，但这是为了

更好的五月，期待来年的人间四月

天。 

 
公寓窗外的蓝天白云 

┄┅┄┅┄┅┄┅┄┅┄┅┄┅┄ 

四月底五月初的气温越来越

暖，西班牙的危险疫情数据也慢慢

开始降了，听着窗外的鸟鸣声，看着

湛蓝天空中的白云，呼吸着风吹过

海浪的气息，我们正在迎来曙光。记

得每每乘坐飞机，置身于小宇宙中，

遥看地球，总能忘却不快，神清气爽。

我喜欢爬山，喜欢那种站在山顶时

一览众山小，让人放下无形的重负

的感觉。细数星空，我们只是渺小的

人，全球团结一致才能战胜病毒。希

望返乡的飞机降落的那一刻，我们

都能心归故土，不枉西行。 

“降”的古字形像两脚交替沿山

而下，本义是从高处走下来，古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希望人类能接

受这次教训，保护好大自然；“降临”，

又有新生的意思，全球各族人民团

结一致，攻克难关，终会赢得新生；

“降”与“祥”押韵，也可做“投降”，

希望疫情早日“投降”，还全世界一

个太平，我为“降”祈福。珍惜当下，

继续前行。 

 
2020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  

叶智媛 
于拉斯帕尔马斯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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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祖国的牵挂 

2020 年 3 月，我在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

汉语教师志愿者任期正

式结束，但因疫情影响，原定于 3 月

18 号的回国航班被迫取消。3 月 9

日，意大利的新冠疫情日渐严峻，政

府出台了封国令，学校也宣布停止

线下课程。我和孔院教师们克服了

心中的不安和对家人的牵挂，坚守

岗位，通过网络开展汉语教学，维

持孔院正常的教学工作。 

在网络教学并居家隔离的一个

半月里，我们收到了来自国家汉办、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同济大学和孔

院的持续关心。老师们对我们海外

教师的身心状况都非常牵挂，同济

大学还特意建了医疗咨询群，蒋校

长邀请了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徐医生

和同济医院的张医生为我们做在线

咨询。我们也积极地学习防护知识，

每天测量体温。虽然身处海外，我

们仍然感到十分安心，因为我们的

身后有祖国的支持和学校的关怀。

当收到同济大学寄来的口罩和大

使馆发放的健康包时，我们觉得心

中一暖，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一票难求 与 漫漫回国路 

4 月中旬，我关注到有米兰直飞

温州的回国包机。于是，在国家汉办、

大使馆和国内院校的努力协调下，

我幸运地通过了第二次的购票申请

审核，取得了购票资格。接到航空公

司打来的电话时，我在紧张兴奋中

按照客服提示，完成了 4 月 22 日的

航班购票。 

确定回国机票，在准备好防护

用品、意大利出行的《自我声明》、

汉办开具的《三语离任证明》后，如

何从我所在的阿雷佐小城去距离我

427 公里的米兰马尔彭萨机场，成了

一个问题。疫情封国令下，任何人不

可以随便出门，火车也没有直达，转

车至少需要8个小时才能到达机场。

经过多次联系，我终于找到了一家

佛罗伦萨的旅行社。于是，封国情况

下，我 22 号早上 6 点开始，从阿雷

佐到米兰辗转 8 个小时大巴，4 个

小时安检测体温上飞机，再经过 11

个小时的飞机旅程，下了飞机又经

过3个小时的医学检查：健康申报、

核酸检测、血清抗体检查、反复测体

温，终于在 23 日下午 4 点抵达温州

隔 离 酒 店 。

 

暖心的工作人员 

漫长的回国路上，最大的感受

就是“暖”和“安全感”。一路上没

怎么吃东西，虽然很辛苦，但却充满

感动。因为坚守在岗位上的每一个

工作人员比我们更辛苦，他们不但

非常体贴友善，而且工作做得耐心

又仔细。从米兰机场登上飞机的那

一刻，乘

务人员微

笑着对我

们说“欢

迎回家”，

给我们每人发了口罩，叮嘱我们每

四个小时换一次。下了飞机，在机场

做核酸检测时，医生不停地拍着我

的肩膀让我别紧张，还讲笑话让我

放松。结束机场的各项检查后，我们

被大巴送往隔离酒店，路上还有志

愿者帮我们搬行李，到了酒店门口

继续测体温，医护工作者们给我们

的行李箱消毒。 

幸福的隔离生活 

就这样，幸福的隔离生活开始

了。酒店深知：“抓住他们的胃，就

能抓住他们的心”这个道理。于是，

在多次吃到海参、鲍鱼这样的伙食

后，大家都赞不绝口。但让我们“幸

福”的绝不止这些。医疗工作组每天

的嘘寒问暖；前台专班组“有求必应”

的服务、不厌其烦的解答；酒店为过

生日的小伙伴精心准备的鲜花和生

日蛋糕；解除隔离后收到酒店准备

的“薄礼”；整个航班自发为隔离工

作组定制的感谢锦旗，这都让整个

隔离生活充满了幸福。 

终于，在两次核酸检测和血清

抗体检测都为阴性后，我们幸福的

隔离生活正式结束，竟然有点不舍。 

“欢迎回家，祖国永远是您最

坚强的后盾”、一路上的警车护送、

免费的核酸检测、暖心的医护人员、

幸福的隔离生活，都让我们感受到

了祖国的付出与爱。 

回家真好！ 

作者简介： 

王梦玲，同济大学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硕士，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孔子学院

阿雷佐孔子课堂汉语教师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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