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罩、防护服、手套……近日，一场又一场的爱心接力在跨境开展，一批又一批的防
疫捐赠物资从大洋彼岸飞抵抗疫一线。这些物资的捐赠者都是普通的湖南人，他们有的
在海外访学进修，有的是心系故乡的游子，有的甚至只是在旅行途中。一场场紧急“海外
购”背后是一颗颗火热的心———“我想‘罩’住疫情，为祖国加油！”

■记者 黄京 杨斯涵 通讯员 刘飘逸 向瑾锦 银文逸 周丹

共同战“疫”丨海外进修教师2

“虽然不多，但希望自己能贡献
一份微薄力量”

海外收集839个口罩支援一线战“疫”

原声

2月2日，839个口罩从泰
国送到了湖南抗疫第一线。回
想起收集口罩的经历， 远在泰
国的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
院教师阳梦麟说，“把所有口罩
都送上飞机后， 我的心才终于
安定下来”。

1月12日， 阳梦麟去往泰
国曼谷开始进修博士学位的课
程。到达泰国曼谷一周后，国内
陆续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 当得知湖南医疗物
资告急时，他就想买口罩捐献。
可刚到曼谷半个月的他人生地
不熟，只能挨个儿去找。1月28
日至30日， 他跑遍曼谷各大药
店、 超市购买医用外科口罩和
N95型等口罩。“疫情发生后，
泰国的口罩也很紧缺， 很多店

内都卖脱销了。” 即使这样，他
还是把联系方式留给当地药
店， 并再三嘱咐如果到货就立
马通知他。

终于，阳梦麟收集到了839
个口罩。“原本想联络来泰国旅
游的朋友将口罩带回国， 不料
来往泰国的飞机全部停运，朋
友也取消了行程。”阳梦麟只好
联络当地快递公司，1月31日，
这批口罩终于被转运上飞机，
送到湖南省邵阳县塘渡口卫生
院，用于抗疫一线。

阳梦麟告诉记者， 他还将
继续联络泰国本地的师生帮忙
购买防疫紧缺物资。“虽然能收
集到的物资数量不多， 但希望
自己能为这场战‘疫’贡献一份
微薄力量。”

共同战“疫”丨海外访学教师1

“国内医疗物资十分紧缺，我在
海外也想尽一份力”

万里之外，他紧急筹集1.1万只口罩运往湖南

原声

“那种巨大的希望转瞬落
空的感觉太糟糕了。”当地时间
1月31日下午， 远在南非西开
普大学访学的长沙理工大学党
员教师危润初博士拿着被退还
的订购定金，多日来的疲惫、委
屈、 忧虑和挫折感一齐涌上心
头。

1月29日， 经过几天奔波，
危润初联系到南非几家厂商，
预订了13万余只口罩， 准备陆
续发往国内。可就在30日晚，世
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消息
一出，销售商纷纷“变卦”，表示
不能按约定出售口罩， 并把定
金退给了危润初，“幸好之前联
系采购的11000多只N95型口
罩已运回国内， 将用于抗击疫
情一线了。”

“我通过网络得知国内医

疗物资十分紧缺， 我在海外也
想尽一份力。”危润初说，从1月
24日开始， 他就踏上了寻求口
罩货源之路，几天下来，他跑了
40多家药店， 手机里存下了8
家口罩批发商、2家口罩生产厂
商的联系方式。 终于在1月29
日， 危润初联系上了一名在南
非经商10年的中国籍朋友石先
生， 和他一起找到了能供应较
多N95型口罩的批发商。 他马
上联系了国内的朋友， 并采购
了10000多只口罩， 火速运往
国内。同时，他还向几家厂商预
订了13万余只口罩。

这13万余只口罩落空后，
危润初只好又跑去药店购买，
连同5000元现金一起捐给了
南非的华人华侨组织， 运往国
内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能做
一点是一点！ 我只希望祖国平
平安安的。”

“这种凝聚
力让我非 常 感
动。”

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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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行李箱，“人肉”运回万余只口罩！

“这真是一次特殊出国游。”
长沙雅礼洋湖实验中学老师张
锡说，没想到身在异国游玩的她
会开启一场爱心接力。

“这次的‘希腊行’ 变成了
‘希腊药妆行’。”1月22日， 张锡
和家人开启了希腊之旅，可当得
知国内口罩等医疗物质极为紧
缺后， 她便每天在雅典逛药妆
店。几经周转，她终于联系上了

远在西班牙的华人朋友包昌宇，
并通过他在马德里采购到了200
只N95口罩、2000只FFP2口罩以
及1万只医用外科口罩。 如何将
这批“庞大”的物资运回国内呢？

情急之下，张锡联系上了在
巴塞罗那带团旅行的张晓寒。张
晓寒及全团游客决定自发缩减
行李将口罩分散携带运送回国。
“此次爱心接力中， 大家众志成
城、团结一心，这种凝聚力让我
非常感动。” 张锡说， 其实，“驴
友”们都想给亲友带口罩，可面
对这批物资，他们都主动缩减自
己的行囊，为在一线战斗的医护
人员送去最急需的保障。

“这一切付
出都源于 对 祖
国、 对家乡和老
乡的热爱。”

原声

共同战“疫”丨湖南大学海外校友3
四天完成在美采购1.62万件防护服回湘

从美国采购1.62万件防护
服送到湖南抗疫一线，要多久的
时间？湖南大学海外校友给出的
回答是：4天！北京时间2月1日早
上6:10，2700箱16200件医疗防
护服援助物资从美国洛杉矶顺
利运抵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投入
到湖南“抗疫”战场。

当地时间1月27日上午，美
国本土三大地区湖南同乡会联
系到了3400多箱货源， 但因不
了解医疗行业用品的使用标准，
他们需要花时间来确认，可是仅
过了一个小时， 就只剩下2700
箱满足要求的货源 。“立即下
单！”湖大校友、佛罗里达州湖南
同乡会会长范小方和湖大校友、
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会长刘畅

通力合作，一鼓作气将厂家库存
的救援物资全部拿下。

可是由于航班原因，如果赶
不上当地时间1月30日起飞的最
后一班机，救援物资就很难按时
抵达前线医疗工作者人员手中。
情况迫在眉睫， 只有两天了！可
这批货运往加州洛杉矶要花4天
的时间。于是，湖大校友、佛罗里
达州湖南同乡会资深理事曾颖
清跟有长期合作关系的货运公
司高层软磨硬泡，“货运公司终
于答应连夜赶路，缩短一半运输
时间 。” 当地时间 1月 30日，
16200套医疗防护服终于被整
齐打包、转运上了飞机。

短短四天， 三大同乡会的
100多位在美湖南老乡终于完成
了这一不可能的任务。 为此，他
们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五个小
时。其中，刘畅因太过疲劳，一度
休克，被送入医院急症室，“这一
切付出都源于对祖国、对家乡和
老乡的热爱。 让我们为祖国加
油！为武汉加油！为湖南加油！”

共同战“疫”丨
海外湖南同乡会5

从收集信息到完成
托运， 他们仅用了
48小时

“我们跟时间
赛跑就是跟病毒
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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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来， 有无数的
老乡正在为家乡人民牵挂。我
们在网上大量搜索查询货物
信息，同海外厂商、国内医院、
专家一一对接物资， 联系运
输，我们的心始终牵挂着家乡
湖南！”英国湖南同乡会会长吴
莉莉说。

当地时间1月30日01:30，
确认某医疗防护服的可用性，
决定与供应商下单；10:23，供
应商反馈库存1375套，开出形
式发票……当地时间1月31日
9:04，供应商通知货品将于上
午11时到达仓库；18:35，到
达希思罗机场海航HU422航
班 （伦敦直飞长沙） 值机
台，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北京
时间2月1日15:30， 各市州侨
联和医院代表在长沙黄花机场
等待接收这批物资……“从收
集信息到打包上飞机， 我们只
用了48小时，我们就是在跟时
间赛跑，在跟病毒抢命！”吴莉
莉说，这段时间以来，她和团队
成员方刚、 熊鹏从来没有在凌
晨两点前睡过觉。“看着它们顺
利通过托运， 大家紧张的心终
于舒缓。 我们在机场为中国加
油，为武汉加油，为湖南加油！”
据了解，接下来还有1500套防
护服和30000个3M的口罩将
运回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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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罩’住疫情，为祖国加油！”
口罩、防护服、手套……爱心接力跨境开展，这些捐赠者都是身在海外的普通湖南人

▲从泰国运抵湖南的口罩。

▲英国湖南同乡会为家乡搜集了
大批抗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