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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发布疫情信息，上至中央下到基

层，言出法随、令行禁止，有效控制了疫情……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以大国的担当，有力

的措施，良好的效果，得到世卫组织及许多国家

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我省地处东北亚腹地，与俄、韩、日等多国有

密切往来。当前，有一些外国人因为工作或学习

等原因留在了中国，留在了吉林。面对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他们也感同身受，家人和朋友都很担

心他们在吉林的状况，安全是否得到保障。近日，

记者采访了几位留在吉林的俄罗斯、韩国、日本、

苏丹、喀麦隆等国友人，了解他们目前的生活、工

作和学习状态，明显感受到，他们很安心，也很放

心，我省的防控措施足以化解他们的担忧。

“要将这一份特殊的珍贵
记忆永存心底”

“相信中国一定能打赢这场战斗，也希望每

个人都注意安全。中国加油！武汉加油！”记者

的微信好友验证很快被通过，塔尼亚愉快地接受

了采访，并向记者表达了对疫情的看法。

塔尼亚今年22岁，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

巴尔瑙尔市。去年9月，她从阿尔泰国立大学东

方学专业毕业后，来到吉林大学国际语言学院进

修汉语。她所学专业涉及中国文化、经济、地理、

历史等，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这也是她来中

国的重要原因。

塔尼亚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中国的老师曾对我和同学们讲，大学生活

丰富多彩，要树立良好的心态，对自己的学习和

未来充满信心。”转眼间，来吉林大学已经整整一

个学期了，尽管这段日子是灰色的，但“这是我学

习生活中的特殊经历，要将这一份特殊的珍贵记

忆永存心底。”塔尼亚用并不熟练的汉语尽可能

诗性地表达着自己的感受。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很多留学生选择回国。

可是，塔尼亚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并不害怕，“因

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一定会很好地解决这些问

题。”

和其他留学生一样，最惦记他们安危的还是

远在俄罗斯的父母。塔尼亚的家人叫她马上回

国。可倔强的她坚决不回：“我不怕！只要呆在

宿舍里，就会很安全，何况，中国政府采取了那么

多有效措施，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塔尼亚所

在的友谊会馆员工会帮助解决购物等问题，她和

同学们每天都会戴着口罩、定时检测体温，并做

个人及物品的消毒。

“现在情况越来越好，我的父母也比较放

心。他们经常给我说俄罗斯国内的消息，我也向

他们介绍长春的情况。”塔尼亚说，为了不让日子

过得单调，她会看书、聊天、听音乐、锻炼身体，还

学会了唱中国歌，做中国菜。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塔尼亚说，她所在的

朋友圈里有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大家相信，严冬

已过，春天必会如约而至。

“什么都阻挡不了我学习
汉语和中国文化”

玛丽娅，今年18岁，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少

女，来自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现就读于东北师

范大学人文学院，学习汉语。

玛丽娅来中国仅仅6个月时间，突如其来的

疫情，并没有让这个小姑娘感到惧怕。这个寒

假，她选择了在吉林度过。

“我一直梦想来中国学习汉语。中俄文化大

不相同，我一直很想尝试新的东西。目前，中国

为留学生在多个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会，我

想在这里学习。”自疫情发生以来，玛丽娅会经常

和家人视频聊天，父母十分想她并担心她在中国

的状况，多次提议让她返回俄罗斯。“我坚持留在

中国，什么都阻挡不了我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相信中国政府不久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俄罗斯留学生玛丽娅。

玛丽娅说，学汉语很难，但世界上没有什么

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有目标，就必须不惜一切代

价去做。俄罗斯有句谚语“耐心和努力会克服一

切”，她逐渐开始学习中国人的心态，理解汉语语

法和象形文字，尽力捕捉更多的信息。现在，她

已能用中文简单会话了。“我要说，中国人民很友

好。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很多好人，他

们给了我微笑与帮助。”

目前，玛丽娅所在的学校采取了严格的防控

措施，为学生提供了十分周全的安全保障。“我们

可以在自助餐厅买早餐、午餐和晚餐。食物很

好，还会定期分到口罩和检测体温，老师们经常

关心我们的感受。”她告诉记者，虽然由于疫情被

禁止离开学校，还不能逛商场、聚会，但十分理解

这样的做法，因为这是必须的。

平时在宿舍里，玛丽娅会读书、复习学过的

中文，闲来无事也会看看电视或与朋友视频聊

天。“现在我身边有许多大学生在上网课，这样很

好，学习可以让人更充实。”面对现状，玛丽娅心

态阳光，满是自信与乐观。

“我要把中国更真实的防
疫情况介绍给亲人和朋友”

“我放假没有回家，我爱上了这座城市，想在

长春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春节。可惜，因为疫情

我的体验有些遗憾，但也因此有了特别的意义！”

微信的另一端，瓦列里向记者讲述了他在吉林度

过的这个不一样的假期。

瓦列里来自俄罗斯梁赞市，之前在梁赞国立

大学学习汉语，去年9月来到长春大学留学。他

告诉记者，在长春生活的这段时间，发现虽然俄

中两国看起来完全不同，但实际上有许多共通的

地方，在长春生活，很舒适。

面对疫情，积极乐观的瓦列里。

本来，放寒假后尤其是疫情暴发后，他是可

以回家的，而且俄罗斯政府也为他们提供了回国

的机会。可瓦列里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充分的

措施来控制疫情，问题很快就会有效解决。“我在

这儿，因为我相信中国政府，相信我的大学和中

国人民！”瓦列里用流利的汉语对记者说。

疫情防控期间，面对生活节奏的改变，瓦列

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寝室，生活虽有些无聊，但

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好机会。每天可以在室内

锻炼身体、读书、复习汉语课本。“我很喜欢朱自

清的散文和史蒂芬•霍金的书，我认为得抓紧这

个机会来学习。”瓦列里说，读完书他会和女朋友

在网上联系。女友是越南人，也是长大的留学

生，回国了。“希望疫情快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

以见面了！”

这段时间，长春大学对留学生的生活给予了

很好的照顾。瓦列里告诉记者，学校会经常为宿

舍楼消毒，尤其是电梯。他所在的国际教育学院

还定期为他们提供口罩、消毒液、酒精等防疫物

资，老师们也会经常关心和询问他们的日常生

活，帮助解决一些困难。

瓦列里的家人十分惦记，妈妈会经常和他联

系。“聊天时，我要把中国更真实的防疫情况介绍

给家人，并通过他们告诉更多的亲戚和朋友。”瓦

列里说，他会劝家人不要相信谣传，相信疫情很

快就会过去。

“我身边的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互相

鼓励，现在就像一个大家庭。”瓦列里对记者说。

“疫情让我看到了中国人
民的众志成城”

久美子，东北师大国际汉学院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专业的日本留学生，有一个未满两岁的女

儿。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她选择留在中国，与

中国家人共同战“疫”。

久美子说，刚开始每天面对大量有关新冠肺

炎的信息，难免会焦虑，担心自己，更担心女儿会

被传染。但通过丈夫的开导、朋友们的关心和官

方媒体的权威解读，使她的心态渐渐平和。她

说：“中国通过各种措施控制疫情，使我增加了信

心，而且我们社区也采取了特别严格的管控办

法，让人觉得很安全。”

日本留学生久美子。

当记者问到她的日常生活是否因为疫情而

受到影响时，她说：“生活物资并没有紧缺，大型

超市里货品齐全，没有抢购现象，超市检测体温

等防控措施也很到位。”

久美子说，这段时间学校老师担心留学生们

生活上不便，经常微信询问大家的日常情况，并

要求每天向负责老师报告个人身体情况，非常负

责任。前两天她接到学校近期将开展线上授课

的通知，觉得非常好，既保证了学生的健康又不

耽误学业，两全其美，特别佩服中国人的智慧。

“我很喜欢中国，也对中国的语言、文化着

迷。”久美子说，要凭微薄之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

中国，喜欢中国。“这不寻常的一个多月，让我感

受到身边人的关怀，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众志成

城，我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一切同中国政府保持步
调一致”

“疫情防控，减少人员流动十分重要。因此，

我们积极协助中国政府劝导韩国人，尽量避免不

必要的人员接触。”延边韩国人商会顾问李明在

对记者说。

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很多韩

国人都回国过年了。李明在说，延边原有1500

多名韩国人，现在只剩200人左右。

工作防护两不误。

“虽然有很多人回到韩国，但对中国疫情还

非常牵挂。”李明在告诉记者，不少韩国人在中国

已生活和工作多年，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虽

身在异国，但在疫情面前，应不分国籍，紧密团结

在一起，共克时艰。

“我每天都关注中国政府的疫情通报，并

及时传达给在延边地区的韩国人。”李明在说，

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及时把中国官

方的最新疫情通告给留在中国的韩国人，同时

督促他们，要与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部署保持

一致。

“目前，所有延边的韩资企业都按照中国政

府的要求，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李明在向

记者强调说。

“我觉得，目前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防控措施

很到位。”李明在表示，疫情发生后，中国人民在政

府的引导下，共同抗击疫情，措施得力，成果明显。

“很快就会打赢这场阻击
战，恢复生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有序有力

地防控疫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佩服！”在延边

饮料行业打拼多年的韩国人安明植就当前的疫

情谈起了他的感受。

安明植说，他在中国生活了13年，延边已是

自己的第二故乡。虽然对周围的一切已不再陌

生，但这次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却让他看到了不

一样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引导下，企业逐渐开启复
工模式。

“疫情无情人有情。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我看到防控措施很严密，整个中国的情况在

逐渐好转。同时，在各界的关心下，我们公司也

克服困难，逐渐启动生产了。”安明植介绍，公司

现有200名员工，目前回到生产岗位的有150多

人。自2月10日公司生产重新启动以来，在不能

全员投入的情况下，产量仅为平时的一半。后来

公司采取积极措施，生产线全部启动，生产环境

得到改善，产量逐渐提升。

“以春节为契机，对从韩国和中国其他地方

返岗的职员，我们按照政府要求，必须经过两周

的隔离，在确保健康的情况下，才可以返回工作

岗位。”安明植还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来，延边

州政府和安图县政府及时告知了有关中国境内

疫情防控的信息，提供了包括安全管理在内，生

产所需的各种便利，积极帮助解决防控和生产难

题。

目前，安明植的公司员工结构是中韩两国职

员各占一半。公司每天都要向员工们强调疫情

防控的有关规定，鼓励大家增强信心，团结一致

完成疫情防控和生产运转两大任务。安明植自

信地向记者表示：“中国一定很快就会打赢这场

阻击战，恢复正常生产。”

“我为中国加油，相信中国
政府和人民！”

“我正在健身，过一会儿我联系您。”电话那

头的李想，汉语很流利，人也非常谦逊。

“你好老师，我回来了！”放下电话不到10分

钟，李想就发来了微信，“我们可以聊天了。”

李想的外文名字叫Aisadig，因有“理想”之

意便有了现在的中文名字。他来自非洲苏丹共

和国，曾在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到现

在已经5年了。2016年，从喀土穆大学语言学本

科毕业后，李想来到中国，在天津师范大学进修

了一年汉语，2018年来到长春大学，目前是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在读硕士。

来自非洲苏丹共和国的李想。

“我今年26岁，都老了！”李想一边开完笑，一

边热情地向记者介绍着自已。非洲人外向的性格

和特有的幽默感，让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顺利。

李想的妈妈是乍得人，爸爸是苏丹人。因出

生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使他从小就对语

言感兴趣。“我在家里就可以用乍得和苏丹两种

民族语言聊天，上小学后，又学习了英语和阿拉

伯语。”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使李想从高中开始

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喜欢中国书

法，爱看中国电影，特别是李连杰的功夫片。

“我学汉语之前就为中国人感到骄傲。对外

国人来说，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中国是最努力最

和平的国家，对外国人也好，我特别尊重中国人。”

在李想心里，他早已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疫情

期间我决定留在中国，我已经离不开中国了！”李

想的话让人感动。他说，在中国两年，学会了很

多，决不会因为发生疫情就离开中国。“我会为中

国人打败疫情而加油，因为我相信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

疫情打乱了留学生们的正常生活。现在，李想

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里看书、锻炼身体，他期望疫

情早日过去，期待中国人民的胜利。“非常感谢学校

的老师，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让人感动。”他告诉记

者，是志愿者的努力，不知名阿姨、叔叔们的辛苦付

出，才保障了他们每天的安宁生活。也正是因为有

了他们，父母才从最初的担心到逐渐放心。

“我一直跟父母说，不要盲目相信有些传闻，

假的！我在中国的安全就是最好的证明。”李想

告诉家人最多的就是：这次战“疫”快结束了，胜

利马上就到了！

“相信柳暗花明的那天就
要来临”

“对不起，我回话晚了！”

和唐远的对话是在发出邀请30多分钟后开

始的。

“我的中文名字叫唐远，外文名字叫 Fah

Emmanuel，来自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没等记者发

问，他就已经开了腔。唐远来中国两年多，目前

在长春大学读企业管理。

“我2017年来中国。之前在喀麦隆就接触

了中国文化，非常喜欢。”唐远在喀麦隆时曾在孔

子学院学习汉语。到中国后，他在复旦大学学习

了一年中文，后被长春大学录取读研究生。两年

来，中国人的友好和勤奋精神让他深受感动和鼓

舞。唐远表示，中国是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地

方，科技发达，生活轻松而方便。

酷爱中国文化的唐远。

提起喀麦隆，许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

是足球，因为该国有一支曾享誉非洲乃至全球的

足球队。唐远是足球迷，现在是长春大学足球队

队长。“我随时随地都会想办法踢足球，既能娱乐

又交了很多朋友。”唐远说，在学校里，自己是个

“活跃分子”。

可是，目前的疫情使得来自非洲大陆的这个

“外向型”小伙受到了“拘束”。

“我喜欢散步和结识朋友。但自疫情暴发以

来，只能安静地待在宿舍。”现在，好动的唐远每

天会安静地阅读，并为毕业论文做一些准备，有

时还会与其他留学生下棋、打游戏、交流中文，也

会玩玩乐器。“我觉得，不外出就是对中国防疫最

大的支持。当然，有机会我也想当一名志愿者。”

唐远发自内心地说。

采访中，唐远感谢并赞赏中国政府为控制疫

情所做的努力。“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能

做到这样。”他说，学校一直在尽量保护和照顾所

有没有回家的外国留学生，很感动，“我十分尊重

政府的所有隔离措施。”

闲来无事时，唐远会和家人通电话，对于劝

其回国的提议，他态度明确：“我相信情况很快就

会好转，我要留在中国。”他告诉记者，想利用这

段安静的时间多做点重要的事情，学习一些新技

能，提高中文水平。

前几天，唐远和朋友们录了一个小视频，用

自己对中国人的感动与关心，为中国加油，为武

汉加油。“我们都热爱这个国家，相信柳暗花明的

那天就要来临。”采访结束时唐远表达了自己的

心声：“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吉林日报、吉林朝鲜文报、东西南北杂志、
长白山杂志联合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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