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国际副刊·广告
2020年 4月 5日 星期日

www.jfdaily.com

责编：唐蓓茗 编辑：张 全

邀请医生答疑解惑，开通专栏提供信息，发放防疫“健康包”

帮助旅欧留学生“战疫”，中国在行动
据新华社电 3月上旬，低烧、无力让在法

国巴黎一所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欧笑感到
紧张，而法国急救电话却一直无法打通。危急
时刻，她被拉到全法学联组建的“医疗咨询微
信群”， 在华人医生指导下服用药物几天后就
恢复了正常。

“开始真的很害怕自己得了新冠肺炎，幸
亏有这个医疗群，里面有国内国外的医生和专
家，他们列了一系列问题，我回答之后，他们认
为我不像得了新冠肺炎， 就让我吃退烧药观
察，没想到很快就好了。”欧笑说。

3月以来，法国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3

月 17 日中午起法国开始实施“禁足令”。根据
在法留学生们的需要， 全法学联在中国驻法
国大使馆教育处指导下， 组建了 “医疗咨询
群”，邀请法国华人医生、来法交流的中国医
生及国内医生向同学们提供诊断和用药方面
的帮助。

特别关注旅英小留学生
“群里医生非常负责，对同学们的问题耐

心解答。”在法国第七大学读书的徐姓同学说。

她在 3月 14日至 24日期间连续发高烧，加入
这个群，通过视频诊断，得到非常专业的帮助。

她说，“这个群让留在法国的留学生有了依靠，

好多进行咨询的学生并非得了新冠肺炎，只是
普通感冒发烧而已， 但在疫情严重背景下，大
家都很害怕，医生们的诊断和建议给了我们心
理上很大安慰。”

中国驻法使馆先后发布多条安全提醒，认
真做好应急值守工作，为留学生和家长提供 24

小时来电咨询服务，通过学联等组织及时掌握
留学生情况，多渠道购买防护用品分发给侨胞
和留学生。

除法国外，中国驻欧洲各国使领馆也都尽
全力协调防护物资，加强咨询服务，帮助留学
生解决困难。

从 3月 23日开始， 中国驻英国使领馆向
在英留学生组织发放共计约 20万个防疫 “健
康包”， 其中有普通医用口罩和 N95 口罩、中
药、健康手册、消毒纸巾等。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以咨询热线、微信群、与留学生代表视频连线

等方式，解答留学生关心的问题。使馆设置的
咨询电话在高峰时一天通话 600起。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日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使领馆特别关注在英国的未成年小留
学生们，因为他们中不少人寄宿在当地老年人
家庭， 而老人本身是需要居家隔离的高危群
体，这令远隔万里的学生家长们十分忧心。对
此，使馆与学校沟通，同时联络英国当地的华
人家庭和教育机构， 努力帮助这些小留学生
寻找合适的托管家庭， 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
问题。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统一部署，

4 月 2 日正式启动了飞往英国的临时航班任
务， 第一个航班已经于 2 日上午从上海浦东
机场起飞，晚间抵达伦敦，预计接回约 180名
留学生。

多渠道提醒留学生防护
在德国，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在网站

主页开通了“疫情动态”专栏，方便同学们及时
了解德国疫情及相关防控信息。并在教育处网
页、微信公众号以及通过各同学群发布相关信

息和提醒，包括留德防疫指南、留德疫情安心
手册、当地新冠肺炎检测点、最新疫情通报、出
入境航班签证信息等。中国驻德大使馆教育处
公使衔参赞刘立新说，疫情发生以来，他们与
德国教育部门和高校保持密切联系，多渠道及
时提醒广大学子做好防护，并积极协助维护学
子们的合法权益。

捷克目前约有 400 多名留学生留在当
地。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教育处负责人赵长涛
说，在捷克出现疫情后，使馆多次向全体在捷
学生、 学者发布公告和捷克国家紧急状态期
间行动指南，提醒大家做好自我保护，并及时
转发心理支持平台信息。最近，还通过派送、

快递等方式紧急向在捷中国学生、 学者提供
了口罩。

中国在斯洛文尼亚有 18 名公派留学生，

还有个别自费留学生。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
馆已向他们发放口罩，并保持联系，提供健康、

安全指导。使馆还建立在斯公民领保群，有关
疫情发展、防疫指导信息和侨民诉求可通过此
平台进行交流。

长、宽、高均超 2米，重 160千克

英一男子打造世界最大魔方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男子托尼·菲舍尔爱好玩

魔方，用塑料管和加固箱打造出一个长、宽、高均为
2.022米的世界最大魔方。

菲舍尔现年 54岁，住在萨福克郡伊普斯威奇，

曾是考古学者，2010年开始把制作魔方和录制玩魔
方视频当成全职工作。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他去
年 11 月耗费 330 个小时造出这个重 160 千克、像
普通魔方一样能够拧转的世界最大魔方。这一成绩
近日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可。

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报道， 菲舍尔 2016年造
出一个长、宽、高均为 1.57米的当时世界最大魔方，

不过这一纪录后来被别人刷新。不甘心之下，他再
次出手，夺回“世界之最”头衔。

打算每周改造大量车厢隔离病人

印度列车变新冠患者病房
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铁路部门日前说， 打算将

部分列车车厢改装成隔离病房，用以收治新冠肺炎
患者。

印度铁路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把一节车
厢改装成隔离病房样板。 如果获得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打算要求辖内各铁路区每周改装 10 节车厢。

公司网站显示，它下辖 17个铁路区。

印度铁道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在社交平台推特
上说：“铁路部门将向患者提供清洁、消毒、卫生的
环境以便（帮患者）康复。”不过，戈亚尔没有说明每
节车厢能容纳多少名患者。

印度总理莫迪 3月 24日宣布从当天午夜起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 21天的“封城”措施，以遏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政府先前暂停全国铁路客运。

连日来，印度国内确诊病例呈快速增长态势。

减少消费者之间接触机会

澳超市设单向购物通道
新华社微特稿 为遏制疫情蔓延，澳大利亚政

府呼吁民众保持社交距离。为响应号召，澳连锁超
市 Foodland在门店内推出单向购物通道，以减少消
费者之间接触机会。

英国《每日邮报·澳大利亚版》日前发布的图片
显示，在 Foodland店内，购物通道地面上贴有明显
的单向箭头标识，消费者需遵从箭头指引，单向前
进、购物。依照 Foodland的说法，此举旨在限制同一
时段内出现在同一条购物通道内的消费者人数，便
于人们遵守保持至少 1.5米社交距离的规定。

昆士兰理工大学零售学教授莫蒂默赞同这一
做法。他对雅虎新闻说，推出单向购物通道是阻止
疫情蔓延的合法手段，“避免人们相向而行或面对
面”。

制成防护用具，援助 4家医院抗疫

菲律宾男孩3D打印面罩
新华社微特稿 菲律宾少年马库斯·朱得知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一线医护人员防护用
具不足，用自己得到的圣诞节礼物、一台家用 3D打
印机为他们制作防护面罩。

路透社报道，16岁的朱用 3D打印机打印出面
罩框，在框上装上透明塑料片，制成防护面罩。

他最初按照网上找到的设计打印面罩框，后来
做出改进，以便更少耗材、更快打印，最后制作出 80

多个防护面罩， 让家人分送给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4

家医院。

朱很高兴有机会贡献力量抗击疫情，尽管“力
量微薄”。他希望其他人也加入，用 3D打印机制作
防护用具。

美国难舍枪支和高尔夫，比利时视薯条为灵魂，德国偏爱自行车

疫情期间，各国重新定义“必需品”

为了减缓疫情传播的速度， 全球超过五
分之一的人口正处于“封锁”措施之下。不过，

为了让人们购买到必需品， 仍有一批商店将
继续保持经营。各国政府也都为此感到纠结：

到底哪些商品才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
“必需品”？

从法国的红酒、比利时的薯条、德国的自
行车到美国的枪支，因为文化不同，各国政府
认定的“必需品”也是五花八门。

“豁免清单”有特例
据美联社报道，疫情正在为全球定义什么

才是“必需品”。

目前， 在已经实行封锁措施的国家中，医
护人员、执法人员、公共设施工人、食品生产商
和通信运营商普遍都不会受封锁的影响。

不过，在各个国家的“豁免清单”中，还因
为各国的文化差异，存在着不少“特例”。

据美联社报道，在疫情持续的欧洲，意大
利正在实行最严格的规定，只有食品店、药店
等必要的商业活动能够继续开放。不过，在其
他欧洲国家，封锁措施则会相对宽松。

在比利时，人们仍然可以从街边标志性的
小摊上购买美味的油炸薯条。目前，比利时只
是要求人们不要在排队等待炸薯条时站得太
近，也不要在拿到薯条后流连。

对此，《华盛顿邮报》认为，显然关掉比利
时的薯条摊也会关掉比利时的灵魂。比利时联
邦卫生部长布洛克也表示：“我们的目的不是
让人民挨饿。”

在法国，人们则依然可以购买到葡萄酒和
羊角面包。据报道，法国关闭了大部分商业场
所，但政府发布了大约 40 种例外情况。其中，

法国的葡萄酒店、面包店、奶酪店、肉店、烟草
店和高级杂货店都可以继续经营。

这项声明也让法国的葡萄酒商喜忧参半。

一方面，他们很高兴葡萄酒在法国文化中被优
先考虑，但也有人认为在封锁期间稍作休息可

能更好。

法国独立葡萄酒商协会负责人吉恩·吉
萨德在一份声明中说， 法国政府允许葡萄酒
商店在封锁期间保持营业是 “充满信心的标
志”。但他同时也强烈建议协会成员出于社会
责任不要开店，“保护我们的同时， 也保护其
他人。”

在德国，自行车已经被不少州政府视为必
需品，人们仍然可以购买和租赁自行车。德国
联邦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也鼓励德国人骑自

行车出行，相比乘坐火车和巴士出行，骑自行
车是一种保持社交距离的健康方式。

不过，在西班牙，情况则正好相反。西班牙
当局已经建议民众避免骑自行车，因为他们担
心自行车事故会让已经濒临极限的医疗系统
雪上加霜。

欧洲之外， 英国也已一改此前的态度，下
令关闭所有非必需的商业场所。据英国《每日
电讯报》报道，禁令之外的商业店铺除了食品、

药店外， 还包括五金店、 洗衣店和宠物店。此

外，一开始，英国将酒类商品排除在允许营业
的范围之外，但很快就将啤酒、葡萄酒和烈性
酒加回名单之中。

枪支供应引发争议
在一些地区，高尔夫球场、枪支店等也在

疫情中被列入必要的商业活动清单中，这在各
地引发争议。

在美国的一些州，高尔夫、枪支等都被认
为在疫情中必不可少，这让人瞠目结舌，对枪
支的供应更是引发愤怒。

康涅狄格州州长内德·拉蒙特就将枪支
商店列入生活必需的商业店铺中， 这让部分
枪支暴力受害者家庭感到震惊和沮丧。 当地
一个反枪支暴力联盟“纽敦行动联盟”敦促州
长重新进行考虑， 并指出当地近来枪支和弹
药的购买量激增，可能会引发枪击案、凶杀和
自杀事件。

不过，也有美国地方政府认为，枪支在疫
情期间确实是必需品。 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
帕特里克表示：“如果社会崩溃，我们自保的第
一道防线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认为拥有武器
对于人身安全非常重要。”

无独有偶，宾夕法尼亚州也已经悄悄允许
枪支店重新开放，但只有在客户和员工遵守社
会隔离和其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在
限定时间内预约购买。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部分州还将高尔夫球
场列入必要的商业场所中，这背后，一些游说
者“功不可没”。

美联社指出，一群游说者试图让他们的客
户业务不受疫情影响。其中，制造业和高尔夫
球场行业的游说者特别活跃。

据悉， 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杜西就把高
尔夫球场列入了可以开放的活动场所名单中。

该州菲尼克斯市的官员已经鼓励 170 万居民
前往高尔夫球场、公园和小径锻炼身体。不过，

亚利桑那州其他几个城市的市长则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打高尔夫球离“生活必需”的定义也
太远了。

■本报记者 裘雯涵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名男子骑自行车经过勃兰登堡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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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开门大吉
12:08 战“疫”故事第 2季
12:21 向幸福出发
13:48 艺览天下
14:45 综艺喜乐汇
17:34 舞蹈世界
18:08 综艺喜乐汇
19:03 越战越勇
20:25 战“疫”故事第 2季
20:42 艺览天下
21:38 战“疫”故事第 2季
21:50 回声嘹亮
22:43 战“疫”故事第 2季

央视五套
10:25 健身动起来
10:30 2019 世界羽联世界巡

回赛总决赛精选
12:35 无畏征途 迈向胜利-

2019 女排世界杯第 6
轮(中国队-巴西队)

14:33 2020 世界场地自行车
锦标赛精选

15:56 健身动起来
16:05 2019第 49届世界体操

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
18:00 体育新闻
18:35 梦之队的无畏征途 -

2019 国际泳联世锦赛
跳水女子 3米板、 女子
10米台决赛

20:00 无畏征途 迈向胜利-
2018 女排世锦赛第 3
轮复赛 (中国队-美国
队)

22:00 2019 乒乓球男子世界
杯精选

23:30 2019-2020 斯诺克大师
赛第 1轮(于俊晖-佩里)

0:55 2020东京奥运会女篮资
格赛(韩国队-中国队）
央视六套

10:43 故事片:特警狙击手
12:35 译制片:佳片有约 摔跤

吧!爸爸(印度)
15:48 故事片:天净沙

18:20 故事片:致青春-原来你
还在这里

20:15 故事片:宝贝计划
22:29 译制片:星际迷航 III:超

越星辰(美国)
0:46 故事片:达道里
2:15故事片:一剑钟情
3:42故事片:刀客外传

央视十一套
12:20 影视剧场:无名卫士(29-

31)

15:01 戏曲青年说: 风雪渔樵
记

15:40 京剧:贩马记
18:07 一鸣惊人
19:30 宝贝亮相吧
20:39 角儿来了:人民不会忘记

21:58 影视剧场:大牧歌(31-33)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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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天内向清算组（委员会）

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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