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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扫一扫，

分享日本华人防疫故事

评论 >>

文 / 陈泱
网上曾有一句调侃的

话：“新冠肺炎疫情，中国

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

华人留学生打全场。”

疫情之初，海外华人

与留学生想尽办法从国外

购买物资支援祖国；如今，

在裹挟全球的疫情下，他

们纠结于“留与不留”，

经历过“人在囧途”，甚

至遭受偏见与歧视……正

如此前一名母亲提出政府

包机，接滞留英国的小留

学生回家时，中国驻英大

使刘晓明所说：“积极协

商，尽一切力量保护好孩

子”——尽管网友众说纷

纭，但对这些与我们同根

同源、血脉相连的人们，

危急关头，祖国本应是他

们最大的依靠。

如 今， 世界 各国纷

纷升级防疫措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不

断刷屏，除了华人与留学

生，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让

人心酸泪目的故事—— 

意大利一名72岁老人感染

新冠肺炎病毒后，将分配

到的呼吸机让给年轻人，

自己在几天后不幸离世； 

一 名刚 刚 结 束 10 个 小

时 高 压 工作 的 西 班 牙

女 医 生， 哭 着 请 求 民

众“别遛狗、待在家”； 

LV 香水线改产消毒液，巴

黎世家做口罩，劳斯莱斯

牌呼吸机在路上……

正如中国疫情防控紧急

关头，某车企在其生产的口

罩包装盒上所写：人民需

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

疫情无分国界，在这场对

抗病毒的全球战“疫”中，

善良者的选择都是类似的：

扛起责任，共同面对。

刚刚经历“大战”的中

国，同样没有忘记国际社

会曾经给予的帮助。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在 3月20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已向82个国家和世界

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助。 

作为命运共同体，全世界

的人们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方能共克时艰、驱散

阴霾。

春风起，万物新，这

场捍卫生命的战“疫”，一

定能够战而胜之。

“家里的面粉都用完了。”3

月24日，加拿大多伦多，长沙

姑娘王漂亮（化名）已居家隔离

近两个星期。宅家的日子，除了

上网课、做作业、醉心厨艺，她

还有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买口罩。

“其实当地很多人都没有口

罩。”王漂亮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多伦多街上戴口罩的几

乎全是中国人，本地居民主要“负

责”对中国人如此热衷戴口罩表

示好奇。

加拿大人之所以如此“掉以

轻心”，王漂亮分析，可能是每

年冬天加拿大都要闹流感，政

府还会向公众免费发放流感疫

苗，这也导致很多人把这场开始

于冬季的新冠肺炎和流感混为

一谈，并不觉得有多严重。

别人不慌，王漂亮慌。3月

对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一家

房地产公司工作的肖雨（化名）

而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她

有了两个新的身份。

一个身份，是公司的“口罩

富翁”。

肖雨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跟欧美国家民众的观念不同，

很多日本人都有戴口罩的习惯，

或是因为花粉过敏，或是因为感

冒咳嗽，一般家里会有少量存货。

饶是如此，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展，日本同样一“罩”难求。

如今，肖雨所在的公司都无法为

正常上班的员工提供口罩了。

此时，参考国内防疫措施

而未雨绸缪的肖雨便“脱颖而

出”——口罩尚不难买时，她

不仅买了口罩寄给国内的亲戚朋

友，自己还囤了450 个，足够她

和丈夫用半年。

“现在是我在‘接济’公司！”

肖雨把一盒150 枚装的口罩分给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实习生  胡凤凡 

上旬，上药房、上亚马逊网站

购买口罩无果的王漂亮“弹尽粮

绝”，她只能跑到易贝网（eBay）

上与人进行二手交易，花了30

加元购买了50 个口罩。

“现在这个时候，这个价钱

已经非常低了。”王漂亮说，在

多伦多的唐人街，通过现金交易，

90 加元才可以买到 50 个口罩，

而且还经常买不到，“早在 2 月

份，多伦多很多药房的口罩便断

货了，当地华人大批量购买寄回

了国内”。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

老神在在的加拿大人开始琢磨

着购买防护用品，正常渠道难以

买到，易贝网上的二手交易越来

越频繁。

“‘易贝’其实是一个拍卖网

站。”王漂亮告诉记者，很多有

多余口罩的人会在上面出售，给

出一个最低价，想要购买的人可

以通过私聊的方式告诉售卖者自

己可以出的价格，“价高者得”。

买口罩得竞价，这也导致每

次在街上看到戴口罩的人，王

漂亮和朋友就会暗中称呼对方为

“大佬”，“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

到口罩”。

当地时间 3月12日，各地学

校陆续停课。第二天，王漂亮所

在的多伦多大学停课，她也正式

开始宅家防疫，过起了大门不

出二门不迈的生活。

后来，随着加拿大总理特

鲁多妻子感染新冠肺炎的消

息传开，多伦多人民终于着急

了，“大家开始惜命，忙着抢

购卫生纸和罐头”。囤货的顾

客实在太热情，超市只好缩

短营业时间。电影院也关闭了，

更多的人选择在家办公，餐厅

的无接触派送越来越频繁。

“虽然形势紧张，但是

我周围的同学几乎都没有回

国。”王漂亮说，因为即将毕

业，申请的学生签证马上到

期，“如果回国了，签证过期

便不好再次办理，可能导致

拿不到毕业证”。

截至当地时间 3月23日

下午 6 时，拥有620万居民的

多伦多确诊新冠肺炎239 例。

看着上升的数据，王漂亮很

担忧——如果没有这场疫情，

她将在今年5月邀请父母来参

加自己的毕业典礼。父母为此

早早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

但现在计划被搁置，“可能毕

业典礼都会被取消”。

多伦多街
道上如今也行
人寥寥。

部分同事，特别是需要出去跑业

务的人，“因为日本政府优先供

应口罩给疫情相对严重的领域，

同事们买不到，网上也禁止高价

转卖，但出去见客户又必须戴口

罩”。

于是，肖雨便成了急需口罩

同事的“救星”。

截至当地时间 3月24日，日

本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1142

例，死亡42 例。日本 47 个都道

府县已有 39 个出现确诊病例，

超过 100 例的有5 个，北海道就

在其中。

3月24日，日本更是“官宣”，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被推迟一年。

但身处北海道的肖雨发现，

除了学校停课，人们似乎并没有

太过紧张。她照常上班，大街上

有三分之二的人戴口罩，“我的

日本朋友把新冠肺炎当成病毒

性流感来看待”。肖雨说，因为

天气比较冷，她所在的公司还照

常开着中央空调，也没管空气传

播的问题。

肖雨还有一个身份，便是“尝

鲜厨娘”。

“今日朋友圈厨艺大赛参赛

作品——强行捆绑成型粽和脆

底蜂蜜小包”“家庭版沙琪玛制

作完成”“炸油条成功了，忍不

住给自己鼓掌”……连续几个周

末，肖雨都在朋友圈展示自己捣

鼓的美食——和居家隔离期间

折腾面粉的国人一样，肖雨也变

身“中华小当家”，用挑战全新

美食的方式打发时间。

与国内“停课不停学”不同，

日本是“停课便停学”，如何管

教照顾孩子成了很多家长头疼的

问题。肖雨所在的公司就出台

了相应规定：有孩子的员工可

以居家办公。有娃就能不去公

司，肖雨也忍不住在朋友圈感

叹：“求问怎么在一天之内有

个娃！”

在肖雨看来，目前日本的

疫情形势不算严峻，人们没

有恐慌，米面粮油、蔬菜肉类

供应正常。她响应号召，除了

上下班外不出去聚集，而是在

家与灶台“作斗争”。肖雨目前

也没有起过回国的念头：“毕

竟工作还在这里，生活也没受

到太大影响，没必要回去，我

周围的中国老乡也没人回国。”

和很多国人一样，宅家防疫
的肖雨也喜欢捣鼓美食。

药店的
口罩货架空
空如也。

同心战疫
战而胜之

扫一扫，

分享加拿大口罩购买故事

日本 疫情来袭，且娱且乐停课停学

加拿大

总理妻子被感染后，
大家总算开始惜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