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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 我 就 可 以 解
除居家隔离，目前身体没有
异常。”长沙姑娘张木子（化
名）是英国利兹大学留学生，
原本攻读传媒学位的她一路
辗转，在 3 月 10 日回到祖国。

张木子直言，尽管英国
的疫情形势比较严峻，但对
于留学生而言，回国的决心
下得并不容易——机票贵到
18 万元人民币一张，还可能
被骗；口罩价格疯涨，凑齐
回国的防护装备并不容易；
错过课程与考试，可能影响
毕业、签证，牵一发动全身
……

“许多留学生的父母心急
如焚，害怕孤身在外的孩子
难以应对这场灾难。但目前
来说，我身边绝大多数中国
同学都留在英国，一边防疫
一边学习。”3 月 21 日，张
木子便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讲述了自己回国之前的纠
结——当下的安全与未来的
发展，是很多人都无法回避
的问题。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英国

扫一扫

分享留学生故事

筹备物资：
口罩价格“坐火箭”

1 月下旬，国内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知道严重性的父母提醒

张木子“买好口罩，做好防护”。

“我当时还觉 得 爸妈 是杞 人忧

天。”张木子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为了让父母安心，她“敷

衍”的在亚马逊购物网站花 6.95

英镑购买了一包消毒湿巾。

到了 3 月初，欧洲疫情逐渐

严重，英国也出现了新冠肺炎死

亡病例，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出台

强硬的防疫措施，只是建议公民

“勤洗手”。张木子有些担心，原

本打算趁着复活节假期回国团圆

的她决定将行程提前，于是改

签了当地时间 3 月 7 日晚的机票，

“这是最快的”。

随后，张木子开始为回国做

准备，第一件事就是购买口罩等

防疫消毒用品——但连续走了几

个药店，口罩都已售罄，连当初

不到 7 英镑就可以买到的消毒湿

巾也涨价到了 50 英镑。

尽管万分后悔当初的“不听

老人言”，但没有口罩的张木子

只好再次求助于网购。“我买了

10 个普通医用外科口罩，花了

把新冠肺炎当“大号流感”的美国民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纯梓

3 月 24 日，美国媒体彭博社

报道，哈佛大学校长夫妇感染了

新冠肺炎病毒。

3 月 25 日，全美已报告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53268 例。

疫情爆发，俄亥俄州、路易

斯安那州、特 拉华州以及费城

和达 拉斯相继 发出“封 城令”，

近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待在了家

里——人数众多的在美中国留学

生同样受到影响。

彦彦（化名）是美国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的大三学生。1 月 23

日，华盛顿州出现了美国第一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让彦彦十

分害怕。“中国留学生基本把学

校附近商店的口罩都给买空了，

大多数同学还在网上下单购买了

N95 口罩或者医用口罩。”

而在对新冠肺炎的认知上，

美国人和华人的认知有着巨大

差异。在美国人眼里，新冠肺

炎是“大号流感”，是生活里的

“小插曲”；华人则做出了“非

典化”的认知，觉得必须严阵

以待。这也导致了两个群体的

行为差异。

3 月初，美国疾控中心给出

了勤洗手、不要用手触碰眼睛和

嘴的建议，至于口罩，则是“除

非有症状，否则不需要戴”。

“直到现在，美国人戴口罩

的比例都挺低，可能 20 个人里

有 1 个。包括聚会，美国民众

都倾向于一个不落。”彦彦说，

可能是受疾控中心建议影响，

美国人反倒害怕戴口罩的人，

有时会有过激举动，“有个同学

被迎面走来的美国人直接摘掉

了口罩”。

如今，美国疫情发展迅速，

当地人的态度才发生了一些改

变。

“最开始，我们学校停止记

考勤，学生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来

上课。一周后，学校的一名员工

确诊，学校立即宣布所有课程

转成线上教学，并且期末考试也

转成线上。”彦彦说，三月中旬，

西雅图所有公立大学都更改为

线上教学，许多大公司在有员工

确诊后也立刻改成在家办公。

囤货也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常

态。“口罩和免洗洗手液包括酒

精现在基本买不到了，超市的大

米还有卫生纸也很紧俏，一人限

买一包。”但对于彦彦这样的中

国留学生而言，“是否回国”也

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彦彦身边的同学，回国和不

回国的刚好一半对一半。彦彦说，

他想等到开学，了解线上课程开

展模式，确定回国上课可行之后

再做打算——毕竟，对于学生

来说，求学也是重中之重。

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张木子
特地戴了两层口罩。

将近 100 元人民币，3 个 N95 口

罩则 花了 500 元 人 民币。 这已

经是亚马逊网站上最便宜的了。”

张木子看到，亚马逊网站上的口

罩和消毒用品如同坐了火箭，价

格上涨非常迅速，“还有的口罩

要卖 300~400 元人民币一个”。

学业纠结：
缺课带来连锁反应

除了想 尽 办 法购买防 疫 用

品，张木子还得安排课程——

虽然发生了疫情，但当时学校一

切如常。张木子开始带着口罩上

课，“有的教授能够理解，有的

教授会有误解”。

尽管当前没有考试，但张木

子仍旧遇上了难题。她有一节课

需要通过小组讨论后制作 PPT，

随后在课堂上汇报成果，可这节

课刚好与她的回国时间冲突。为

此，她和同学商量，她来负责制

作 PPT，成果汇报则由其他小组

成员来完成。

和组员商量好后，张木子向

授课老师请假，可老师告诉她，

“请假需要向学院报告”。等待了

一段时间后，学院老师告诉张木

子，如果她要回国便只能申请缺

课，但缺课会影响成绩，甚至可

能推迟学业进度，导致无法按

时拿到毕业证，说不定还要影响

签证。

“这些连锁反应十分糟心，但

我想着命更重要。”回忆起回国前

的这段时间，张木子并不是第一

次用这种想法压抑内心的愤怒。

有一次，她和朋友戴着口罩

外出购物，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便遇到了三名嘲笑她们的人，“有

个年轻人笑得特别大声，还当

着我们的面模拟打喷嚏的声音，

叫嚷着‘You are virus（你们是病

毒）’！”

“在很多英国人眼里，这就

是一场普通流感。”张木子说，

儿行千里母担忧，外国人的不重

视让许多中国留学生家长忧心如

焚，“有些家长打电话的时候都

哭了”。

尽管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在

外求学的孩子能够回来，但像她

这样真正回国的人却不多。“一

个是害怕完成不了学业。”比如

张木子的室友，为了不耽误考试，

还是选择留在英国。

“第二个原因是回国路上也

有风险。”张 木子解释，到了 3

月份，从英国回中国的方式只有

两种，一种是在售票网站上抢机

票，但机票价格不仅比平时昂贵，

航班还有很大可能被取消；第二

种则是和中国老乡一起包机，“我

所知的最便宜的包机机票价格

是 3.6 万元人民币，最贵的是 18

万元人民币，还极有可能被骗”。

全程防护：
回国后签下五份请愿书

伦敦时间 3 月 7 日晚，在一

个医用外科口罩和一个 N95 口

罩的共同保护下，张木子来到了

希思罗机场。

“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外

国人戴口罩。”张木子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因为机场规定

不戴口罩不能上飞机，所以他们

才“乖乖就范”，但佩戴起来却

千奇百怪——要么只遮住嘴巴，

鼻子仍在“自由呼吸”；要么戴

的口罩不是正规医用外科口罩，

并不能起到防护作用。

10 个小时的飞行，张木子尽

量待在座位上，少吃喝、不走动。

到达北京后，她填写入境健康申

报表后转机前往广州。

到达广州已是深夜，为了避

免接触更多的人，张木子包车前

往高铁站，买了凌晨的票回家，

“人少，危险小”。每到一个地方，

她都要用随身携带的消毒湿巾

擦手，口罩也从未摘下过。

到家后，居家隔离的张木子

持续关注学校的消息。当地时间

3 月 18 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宣布在 20 日结束周五的课

程后关闭英国境内所有学校。此

时，英国确诊患者超过 3900 例，

累计死亡 177 例。“现在我所在

的学校已经开始上网课了，取消

了一些人数 200~300 人的大课。”

她还了解到，如果疫情严重，复

活节假期结束后学校还会继续

停课，持续开启“网课模式”。

留在英国的同学则开始互帮

互助，“比如湖南老乡会统计了

英国各个城市的湖南人数和需要

口罩的数量，联系相关机构共同

筹集防疫物资”。回国了的张木

子也在和他们一起努力着，“我

已经签了 5 份请愿书了”。这些

请愿书都涉及学校停课、退费等

和留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

“英国请愿签名达到 1 万人，政

府会回应；达到 10 万人，这条

请愿就会提交议会”。

利 兹
大 学 附 近
最 大 的 超
市， 人 们
在 此 排 队
等待开门。
受 疫 情 影
响， 超 市
缩 短 了 营
业时间。

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