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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

報道）意大利疫情持續惡化。在位於

意大利羅馬的歐洲華商商學院內，一

個由當地華僑自發組織的疫情應急指

揮部正式成立。旅居意大利13年的

浙江籍華僑趙建斌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當我們得知羅馬成立應急指揮

部後，馬上和他們聯繫，向他們取

經，準備在米蘭也建一個，這樣可以

給當地華人吃顆定心丸。有組織防疫

肯定比個人單打獨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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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應急指揮部設立了24小時諮詢熱
線，向對病情有疑問的、需要羅馬當局聯

絡方式、需要意大利各大機構電話及病理測試醫
院地址的僑胞提供幫助。如果有疑似患者諮詢，
還將準確記錄他們的地址、電話和行為軌跡，及
時通知應急小組啟動相關措施，一旦證實感染，
在隔離等事項上也將協助僑胞聯繫當地醫院及駐
意使館領事部。

製信息網防堵恐慌
「在這種情況下，信息暢通透明，穩定人心，

也是非常重要的防疫措施之一。所以我們加急製
作了手機版的疫情信息通報網頁，不僅有意大利
的新聞，也有法國、英國、德國、西班牙這些華
人比較聚集的歐洲國家的信息都實時更新。」作
為意大利華人街網站主編的趙建斌，現在每天都
奔波在各僑團機構和自己的電腦前，每天將最新
的消息向華人進行發佈。
採訪屢次因網站服務器死機而打斷。香港文匯
報記者隨機打開新聞發現，每條新聞閱讀量高的

有五六萬，少的也有一兩萬。趙建斌說：「我們
主要想通過網站，告訴華人華僑如何做好防疫措
施，不要驚慌，不要貿然回國，因為根據中國國
內的防疫經驗來看，居家隔離是最好的辦法。」

收入大減休業困難
從2月初開始，由於中國國內疫情爆發，意大
利人就很少來到華人街區消費，生意日漸冷清下
來。「目前，米蘭華人街區基本上95%的店舖都
已經關門了，只剩下一兩家很小的超市還開着，
能夠保證大家的生活日用品。」居於該街區的趙
建斌說，「相對華人區，意大利本地的酒吧、咖
啡廳都還開着正常營業。」
已經旅居意大利18年的浙江籍華僑陳靜在普拉

托經營着一家中式火鍋店，受疫情影響來店裡吃
飯的人幾乎一個都沒有，於是只能推出了外送服
務，期望這樣還能有些收入。她說，還有些大商
場裡的華人店舖現在想關門都沒法關，因為在意
大利店舖關門需要申報審批，沒有正當理由政府
不會批准關門。

貿然返鄉徒增風險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問兩位華僑是否有回國的打

算時，他們都表示暫時還沒有考慮。陳靜說：
「來意大利這麼多年來，這裡早已經成為了第二
故鄉，拖家帶口，說回去就回去哪有那麼容易
啊。不過身邊確實也有朋友們在考慮回國的事
情，很多群裡也都每天討論得熱火朝天，但據我
所知，真正下定決心回國的人不算很多，大多數
人都還是處於觀望的態度。」
趙建斌也表示，有很多華僑都已經是第二代、

第三代移民了，家人和產業都在意大利。而且現
在意大利直飛中國的航班也都已經停飛，要回國
起碼轉機一趟，有的航班甚至要轉兩趟，路途中
也會增加感染風險。「當然也有部分華人已經回
國或者做好回國準備了，這些回國華人基本是在
意大利沒有扎下根的，有些是在餐館、超市打工
的，有些就是小業主，沒有房產什麼的，所以現
在店舖都關門了，沒有生意做，也就回國了，像
前幾天浙江確診的幾例就是。」

「我在家呢，現在華人基本都是
囤好生活品在家不出門的狀態。除
了孩子們要上學，目前只有意大利
北部幾所學校已經停課，其他的都

沒有停。意大利人和我們想法不太一
樣，他們覺得每年流感也要死那麼多人呢，基本
沒把這次疫情太當回事。這正是我們華人最擔心
的一點。」陳靜有點無奈。

趙建斌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發來了幾張近日在意
大利街頭隨拍的照片，照片上無論是在大街上，
還是在密閉的公共交通內，意大利當地人幾乎都

沒有戴口罩，只有華人人人都戴上了口罩。「我
昨天出門一趟，看到公交車上意大利人沒有一個
戴口罩的，太嚇人了。現在華人也沒辦法，心也
很亂、很慌，只能關了店門不上班躲在家裡。」

歐洲未閉關 留學生心慌
已經在法國學習鋼琴演奏快10年的中國留學生

岑思賢說：「這幾天我們留學生群裡大家討論得
很厲害，雖然現在學校都不停課，但如果法國疫
情再嚴重起來的話，有些人打算請假回國了。我
也有此打算，寧願回到國內被隔離14天的。這裡

的防護意識太差了，中國在防疫防控方面做得好
多了，感覺安全多了。」

2月10日，岑思賢從中國飛回法國巴黎，「我全
程一直戴着口罩不敢脫，飛機上老外沒幾個戴口罩
的。下了飛機更讓我心慌了，機場工作人員除了口
罩，沒一個穿防護服的，而且對入境人員也不測
溫，就發給我們一張建議書，讓我們自行隔離14
天而已，然後就放大家走了。歐洲這邊目前都沒有
關邊境，國家與國家之間相隔得那麼近，而且各國
交通頻繁，這樣鬆懈的防疫措施根本防不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在做好
自我防疫的同時，意大利華人還不忘自己的第二
故鄉，發揮團體和個人的能量，組織物資向意大
利當地捐贈。
當地時間3月2日，意大利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會長陳小微帶着一批防疫物資送到了米蘭Ni-
guarda醫院，他說：「這次的物資是由米蘭華僑
中文學校、米蘭第一中文學校、米蘭瓦雷澤中文
學校、米蘭華陽中文學校、米蘭孝德中文學校、
都靈中文學校的師生一起捐贈。在這之前，中文
學校聯合總會已向中國浙江、湖北等地捐贈過多
批物資。原先募捐是為了向祖國抗疫盡一份自己
的心意，現在第二故鄉也發生了這麼嚴重的疫
情，大家都希望意大利能堅強地挺過去。」
在浙江，「馳援意大利行動」發起僅僅24小

時，就接到了各方的響應。浙江至愛公益基金會
捐贈的660副護目鏡、6,000個一次性醫用手
套，30件一次性手術服，900個3M口罩現已運
送至米蘭；溫州文成縣緊急調運2萬個口罩也已
送達；北京市溫州企業商會第一時間捐助20萬
元；浙江溫州、青田兩地僑聯當即決定，將部分
還未來得及運回國內的海外捐贈防疫物資轉贈意
大利華人組織，用於當地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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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確診數字

亞洲累計
確診病例

亞 洲 89,731

香 港 102

澳 門 10

註：截至4日23時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昨日新增
122
3日新增
129
2日新增
207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8080,,424424
現存疑似病例現存疑似病例

520520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22,,984984
治癒病例治癒病例

5050,,0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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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諸島

中國各地疫情最新數字

視新冠如流感 當地輕視疫情
��$

■■華人向米蘭醫院捐贈物資華人向米蘭醫院捐贈物資。。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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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張帥 杭州、北
京報道）北京時間 3 月 3 日，CZ6163 和
CA1706兩趟從北京飛杭州，共載有32名意大
利回國旅客的航班落地杭州蕭山機場。在
CA1706航班上，有1名自意大利回國的青田籍
兒童有咳嗽症狀，隨即進行核酸檢測，目前第
一次檢測結果呈陰性，等待第二次檢測，其餘
40位密切接觸者也被送往酒店集中隔離觀察。
杭州蕭山機場方面表示，由於近日浙江省已
出現8例來自意大利的外來輸入病例，接下來
機場方面壓力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直接
從杭州蕭山機場進港的乘客，近期還有來自溫
哥華經停青島，以及來自泰國、澳門的航班；3
月16日至31日來自韓日的7個航班是否續飛還
需高度關注。二是從國內部分機場經停轉機過
來的歐洲返回乘客將會越來越多。

京粵未要求中轉客就地隔離
在北京，4日通報新增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其中2例為境外輸入病例，其中1例為伊朗
輸入病例，1例為意大利輸入病例。不過北京

方面尚未公佈相關的航班，未知與轉飛杭州的
乘客有無交集。根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目
前從歐洲飛北京的乘客，主要是通過俄羅斯和
法蘭克福轉機，兩天航線目前保持每日各1個
航班，由於北京目前對於中轉無症狀乘客未有
就地隔離要求，因此通過這兩個航班輸入再轉
往其他省份的風險相對較高。
內地另一個入境重點區域廣東省4日也調整
了入境檢疫政策，凡是從韓國、意大利、伊
朗、日本等疫情嚴重國家或者過去14日曾經到
過上述口岸並經廣東口岸入境的旅客，一律要
實行14天的居家醫學觀察或集中隔離醫學觀
察。但是同北京3日出台的政策一樣，對於從
廣東中轉去其他省份的旅客，若沒有症狀，就
給予放行。

■■ 意大利街頭鮮見意大利街頭鮮見
有途人戴口罩有途人戴口罩。。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意大利公共交通工具上意大利公共交通工具上
少見有人戴口罩少見有人戴口罩。。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意返浙童現咳嗽症狀

■■杭州市蕭山區第一人民醫院杭州市蕭山區第一人民醫院。。 中新社中新社

意華人抱團互助意華人抱團互助
自組應急指揮部自組應急指揮部
設全天候諮詢熱線設全天候諮詢熱線 倘確診助聯繫使館倘確診助聯繫使館 ■■ 羅馬華僑自發成立疫情羅馬華僑自發成立疫情

應急指揮部應急指揮部。。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4040密切接觸者隔離密切接觸者隔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