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在前方抗疫，有人在后方做最温暖、最坚强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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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进口罩工厂当起“临时工”，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增援一线生产

90后新人取消蜜月婚礼，带着父母共同捐出25万元

95后学子“神接力”，翻译助海外援助物资越过语言“关”

他们，这样度过史上最有爱的寒假

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 原定今年 2

月办酒席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学院

青年老师李千惠和爱人王怡枫， 推迟了

自己的婚礼。 就在 2 月 3 日， 他们决定

把攒了很久、 也期待了很久的蜜月旅行

资金———50000 元整， 全部捐给江阴市

慈善总会。 一天后 ， 双方父母也把 20

万元婚礼和回门宴的经费捐了。

回老家江阴过春节的李千蕙说 ：

“早在疫情爆发初期， 就想着捐款捐物。

春节期间，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 平时一

直聊天 、 开玩笑的朋友是一名医护人

员， 第一时间义无反顾地奔赴武汉， 当

时眼泪就掉下来了。”

而这些天， 老家的医用口罩也很紧

缺， 自己也没有渠道购买合适的医疗器

械， 李千蕙夫妇只能选择通过捐款聊表

心意。 他们通过网上转账江阴市慈善总

会并附言： “我夫妻二人本计划二月举

办婚礼， 现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我二

人将用于婚后蜜月经费款捐与政府， 以

一己微薄之力， 望国家早日打赢战役！

向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

90 后的李千蕙刚工作一年 ， 工资

并不高 ， 而先生王怡枫也才工作了两

年， 所以他们就把 “脑筋” 动到了蜜月

经费上。 “钱不算多， 凑一凑整， 希望

能帮助到在疫情中需要帮助的人。” 李

千蕙说， 有这个想法也是受双方父母们

的影响 ， 他们平时经常做慈善 、 做好

事 。 先生的父母也长期资助多名贫困

学子读书至大学毕业 。 “在我们小夫

妻眼里， 这些善举都是从小看到大的，

但凡有我们能够出力的地方我们都会

尽力。”

言传身教加上此次捐赠得到长辈们

的支持， 小两口的内心满足而踏实。 这

一次， 父母则是受到了小辈爱心行动的

感召 ： “婚礼和回门宴都是父母资助

的， 他们决定和我们一样， 把这些钱也

捐给本次疫情中需要帮助的人。”

谈及没有蜜月会不会遗憾， 李千蕙

爽朗地表示， 这段时间闭关宅在家里，

天天在一起就是蜜月了。 但在抗疫这一

战面前， 他们只恨自己能力有限， 惟愿

早日打赢这场战 “疫”， 战斗在一线的

工作人员都能平安， 这将是最有意义的

“蜜月”。

春节假期，口罩作为必备防疫物资，

生产缺口一直很大， 不少工人已返乡过

年，一批放寒假的大学生纷纷志愿报名，

赶到人手紧缺的口罩工厂当起了 “临时

工”。 看似娇生惯养的95后、00后们连续

十多个小时在流水线上辛苦工作， 体验

并不美好却格外令人满足， 他们异口同

声地表示，“我们都是中国人， 即使只是

小小口罩，也能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

高水平击剑队大一学生余森乐， 和家中

其他三位年轻人一起到位于上海松江区

的美迪康工厂，做起了口罩厂“临时工”。

余森乐出生于2001年， 在他的成长过程

中，有关冠状病毒的危害，更多存在于父

母对2003年非典疫情的描述中。 这次疫

情到来，他每天都在家关注新闻，特别希

望有机会参与抗击疫情， 所以一看到工

厂招募志愿者，立刻就报名了。

“每次排班都是整整12小时，工作的

环境噪音特别大， 尽管每个人都发了耳

塞，但从车间出来还是耳朵疼 。”余森乐

坦言，工厂夜班确实很辛苦，但是自己的

内心却前所未有的满足。

每12小时连续工作， 余森乐可以完

成26000多个合格口罩， 一共装了12箱。

他说：“工厂里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每批20人，每天排队上岗。留守员工更是

每天住在厂里， 就为了生产更多前线需

要的口罩。 每个人为了疫情都在流水线

上分秒必争， 人可以休息， 生产从未停

止。虽然我做的只是小小的口罩，不是什

么伟大的工作， 但是有这么多团结的人

一起努力，我们对战胜病毒充满希望!”

“买不到，就去做口罩！”华东理工大

学商学院17级本科生周沁人同学， 在家

乡江苏苏州一家口罩工厂做起了志愿服

务。一天工作8小时，眼睛需要像显微镜

一样精准地检查每一只生产出的口罩，

腿酸眼花阻挡不了她默默奉献的决心，

最终独自完成了近1300件口罩的挑选任

务。事后回顾起来，周沁人感慨颇多：“能

够在这个时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刚

开始只觉得十分激动兴奋， 没有多考虑

便抢着报了名。 看着一箱箱的口罩被打

包好运出去， 想到疫区的人们可以拿到

自己参与生产的口罩， 顿时便觉得欣慰

起来，有一份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

从大年三十开始， 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2019级的本科生廖琦雯和全家人一

起， 来到爷爷工作的奉贤区青村镇某口

罩厂增援。 她们全家每天早上八点多就

到工厂，然后持续工作十多个小时。

口罩厂的工作单调而辛苦， 每包装

一千个口罩需要近半个小时， 几个动作

重复成百上千遍。上海的冬天寒冷刺骨，

而工厂没有空调，一双腿冻得近乎麻木，

那就踢踢腿继续干，手被包装盒划破了，

那就戴上手套继续干！ 一袋又一袋口罩

从机器上包装好，发往全国各地。

廖琦雯说：“这个年过得很辛苦，每

天下来都腰酸背痛， 但是没有人抱怨也

没有人退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想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为我们全家参与

这场口罩战而自豪， 但是我知道与奋斗

在前线的医疗人员和工作人员相比我们

做的还远远不够， 我们全家给武汉捐了

款。面对疫情，我感受到国家反应速度是

如此之快，中国人是如此的万众一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源源不断

的海外援助物资被多个语种、 不同标准

“卡” 住了。 为此， 一个名为 “武汉志

愿者翻译总群” 诞生了， 短短几天就集

聚了 300 多位民间翻译高手， 高效完成

海外医疗用品标准的翻译， 给出统一严

谨的参考， 让海外医疗物资快速运抵一

线。 其中， 不少志愿者都是来自各个高

校的 95 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

院 2018 级亚非语言文学硕士生张坤正

是其中一员。

1 月 27 日 ， 张坤在一个微信公众

号上看到了招募翻译志愿者的信息， 他

立刻报名， 很快就被拉进了 “武汉志愿

者翻译总群”。 目前群里 350 多人涵盖

英语 、 日语 、 韩语 、 俄语 、 德语 、 法

语、 越南语、 意大利语等十多个语种，

不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 、 大连理工大

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师生、 留学

生， 也有资深医学翻译、 自由职业者、

各地翻译协会和相关医护工作者。

按语种大家分为各个小群， 张坤所

在的日韩语群也有 100 多人。 武汉疫情

指挥部工作人员会在群内发布翻译任

务， 随后， 各语种志愿者自由组队、 认

领任务， 完成相关文件的翻译审校。

1 月 29 日中午 ， 张坤接到首个任

务， 翻译韩国《KS K ISO 22609医疗防

疫防护品合成血防渗透测试标准》 官方

文件中的一个章节， 大约 1500 字左右，

主要涉及对防护服检验的仪器操作。

“我从没接触过医学专业内容， 为

了保险起见， 我先参阅了国标文件， 弄

懂测试的原理。” 张坤先埋头苦读再来

研究韩国标准的文件。

“涉及专业术语的部分， 群里还有

韩国留学生、 朝鲜族同胞、 医护工作者

等群策群力， 形成了一个专业医疗术语

库。 大家在同一个 excel 表格里， 将精

准比对后的词汇更新填到里面， 供大家

参考。” 他说。

当天傍晚， 张坤就完成了自己翻译

的部分传到群里 。 由负责审校的老师

“接力”， 他们中有资深翻译人员， 也有

从事医疗行业的朝鲜族学生和留学生。

仅仅一天时间， 韩语翻译志愿者就

组队完成了全部的翻译、 校审。

这项工作成果被收录到武汉市发布

的 《关于采购或捐赠防疫医用耗材有关

事项的公告》。 1 月 30 日， 武汉市正式

发布了该项公告。 武汉新冠肺炎指挥部

应急保障组也对志愿者们的心血和付出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据介绍， 本

来有一批 3000 件的医疗防护服在初期

没有可靠的国外标准提供参考， 险些不

能投入医用， 后来比照群内英语志愿者

合作翻译的标准文件， 得以 “挽救”。

谈到参与志愿翻译的感想 ， 张坤

说， 这次志愿翻译感受到比以往工作更

多的压力。 “这份压力来源于责任， 一

想到我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援助抗疫前

线物资是否能够得到医用， 关系到医护

工作者们的安全保障， 我就告诉自己必

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这个 95 后的大男孩表示， 自己只

是上外翻译志愿者中的普通一员 ，“全

国人民都众志成城 。 疫情的寒冬会过

去 ， 我们一定能赢 。 武汉加油 ， 中国

加油！”

■本报记者 储舒婷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今年的寒假堪

称史上最长寒假。 但是上海高校的 90后

00后们在这个最长寒假里却迸发出了最

热烈的爱。

医学院临床专业的年轻人们自不必

说， “誓词字字是责任。 进行过医学生

宣誓， 就不会只考虑自己， 而应以所学

回报养育我的土地， 培养我的国家。” 已

进入医院轮岗的医学生几乎都放弃假期

或提前回到医院岗位 ， 全身心地投入

“战疫”， 或利用专业知识在网上进行疫

情的科普； 公共卫生学院的年轻人们不

论何处， 都在努力践行 “为人群服务”

的精神， 复旦大学 2015级预防医学专业

本科生韩骁禺小年夜就主动向陕西省卫

健委医管局 “请战”， 大年初四就入驻前

方指挥部；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青年女教师在湖北黄冈探亲， 疫情到来，

她就地 “参战”， 成为钟南山医学基金会

在当地的志愿者， 协同当地疾控中心建

立新型冠状病毒快速筛查体系……

大学里的年轻人们不论是在校园里，

还是在家乡， 也不论是什么专业， 几乎

都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有人在前方抗击病毒， 就有人在后

方做最温暖、 最坚强的后盾！

外语专业的学生支援海外防护物资

标准翻译； 也有不少学校的学生走进口

罩工厂当 “临时工”； 更有回乡的学生每

天走家串户， 进行防疫宣传， 以及重点

人群排摸； 还有新婚的老师捐出了蜜月

和婚礼等全部经费……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发光发热， 用自

己微小的力量燃起防疫的希望。 正如他

们自己所言： “我们已经长大了。 面对

这样的国家大事， 年轻人也想贡献一点

自己的力量。”

这些年轻人的爱变成点点星火， 铸

成最坚实最暖心的后盾， 助力这场最硬

核的防疫之战早日胜利！

■李钧雷 宁夏

亲子游戏在任何时候都是陪伴孩

子的最重要方式， 但是在当下这样一

个特殊时期， 亲子游戏却有着更重要

的意义。

一些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自

己 “发明 ” 一些亲子游戏 ， 宅在家

中， 这些自己 “发明” 的亲子游戏会

产生和其他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价值。

特殊时期，用亲子游戏
帮助孩子寻回掌控力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给孩子

维持正常感， 尤其是年幼的儿童维持

一种成长和生活的正常感非常重要。

孩子多少能看得出家长的焦虑。

他能感觉到外面有什么事 ， 虽然他

不一定懂疾病 、 传染 、 疫情 ， 但他

一定会有种感觉 ， 这种感觉告诉他

目前这样的生活情况不是日常的生

活 ， 他们会隐隐约约知道我们处于

一种非正常的情况 ， 越是低幼越是

如此。

由于孩子的认知能力有限， 他目

前无法完全理解国家正在面临的困

难， 也许一开始孩子会对假期的延长

感到一丝欣喜， 但渐渐地他会因为足

不出户而产生担心、 烦躁， 尤其是那

些年幼的孩子 ， 他们的表达能力有

限， 未必能够将自己的情绪完全表达

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够在家庭中

开展的室内亲子互动游戏就变得尤为

重要。 在这些与成人的游戏中， 孩子

们虽然无法走到户外， 但同样能感受

到 “陪伴” 与 “安心”， 他们能在游

戏中和 “玩伴” 一起思考、 一起笑、

一起行动， 体验到疫情时期中的部分

正常生活， 这种 “正常感” 会给孩子

带来 “安全感”。

同样， 对于成人， 在这些温馨、

有趣的家庭游戏中， 他们也能感受到

正向的情感， 这种情感能有效帮助成

人稳定情绪。

我认为， 一个家长或一个家庭能

帮助孩子保持生活的 “正常感” 和正

常实践是非常重要的。 举个例子， 有

一天家庭中某位成员突然生病住院，

平日的生活规律被打破， 孩子便会产

生焦虑， 但当他发现除此以外， 其他

方面的生活规律依旧时， 他的焦虑情

绪就会得到缓解。

“内控者” 是指认为个人生活中

多数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个体在做这些

事情时的努力程度， 他们相信自己能

够对事情的发展与结果进行控制。

当前情况下， 大家都为这场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感到担心， 不仅担心自

己、 担心家人、 担心所在的城市、 担

心武汉、 担心国家， 也忧虑疫情何时

能结束， 这些担忧都是合理的。

即便你自己是医务工作者 ， 或

者对流行病学有一定的认知 ， 你也

难免会焦虑 ， 更不用说 。 大部分人

每天除了关心疫情信息和管住自己

不出去以外， 都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很多时候都会很无奈， 只能耐住性子

等待 。 成人尚且如此 ， 孩子也会潜

移默化地被这种无奈所影响 ， 甚至

包裹。

这里要提及一个来自社会学习理

论 的 概 念 “ 控 制 点 （ Locus of

control）”。 在成人看来没法以一己之

力绝对地控制这场疫情， 在孩子看来

也一样。

当人完全失去控制感时， 会变得

紧张、 恐惧、 茫然和不知所措。 但当

成人和孩子一起在家庭里进行亲子互

动游戏时， 大家都可以在游戏里找回

一些控制感， 通过和孩子一起设计游

戏 、 主导游戏 、 改变游戏 、 调整游

戏， 最终成人和孩子都感受到自己的

努力和价值。

同时也会意识到， 疫情下让家人

继续保有安全感， 是我们成人可以努

力的方向， 坚信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过好 “小家” 的生活， 为避免或减少

疫情的蔓延出一份力。

在当前情况下， 大人多多少少都

有些害怕， 这种害怕未必是担心自己

患病或被感染， 而是对未知的担忧：

不知道这个疫情会持续多久、 不知道

生活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 不清楚

什么时候可以开学……同样， 孩子也

是如此， 成年人和孩子各自都有各种

担忧。

从某种角度而言， 合理的家庭游

戏， 可以帮助孩子通过游戏学会面对

担忧， 即： 通过游戏模拟担忧， 再引

导孩子学习、 掌握走出担忧的方法。

比如， 成人和孩子可以在家中一

起做一些 “寻宝” 游戏， 除了可以给

孩子带来快乐， 成功的喜悦， 当孩子

面对游戏的挫折时， 也会分散他的担

忧。

再如， 在家庭中进行一些锻炼身

体灵活度 “竞技运动”， 比如在家中

根据图纸到处 “穿梭”， 却不能碰到

任何家具， 帮助孩子在多种艰难的情

境或条件下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使

得自己可以努力地走下去。

更可以设置一些对孩子来说有挑

战性， 并且在家又比较容易操作的游

戏， 比如大多数人童年时候和小伙伴

们都玩过的 “跳山羊”。 孩子在刚刚

开始的时候往往会有害怕、 担忧或紧

张， 例如害怕摔跤， 或担心自己跳不

过去等等， 但最终孩子成功完成， 会

增加对家长的信任， 并且增加孩子在

面对害怕、 担忧或紧张时的勇气和尝

试， 这对孩子的成长以及他的人生是

非常重要的。

可以看到，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我们成人在经历并努力克服疫情带来

的挑战， 孩子们也在游戏中经历害怕

与担忧， 同时也努力尝试去克服。

疫情当下 ， 家长通过这些家庭

亲子互动游戏 ， 将正常的生活还给

孩子 ， 帮助孩子学会在看似暂时无

能为力的时期里去努力 、 去寻找自

己的可控点， 培养孩子直面害怕、 焦

虑的勇气， 以及给予他们克服困难的

智慧。

（作者分别为哈佛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 宋庆龄儿童发展研究中心教育
研发部主任）

在家庭里给孩子的成长和生活
维持一种正常感

亲子互动游戏能帮助成人和孩子
成为一个“内控者”

给孩子面对、体验害怕与焦虑的机会，

同时激发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急诊科团

委委员项浩主动放弃预定的手术计

划，带“伤”上阵，积极投身抗疫一线。

张坤参加的 “武汉志愿者翻译总

群”专注于海外医疗用品标准翻译，为

抗疫一线提供了统一、严谨的参考。

■

疫情期间，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学

生利用线上平台 ，组织开展 “心系疫

情、充实寒假”系列活动。 截至目前，

已经建立数学学习群、 书画活动群、

居家锻炼群等多个群组，累计吸引各

专业本、研学生约 1000 人次参加。

■

上海交大研究生党员时昆鹏（右二）作为志愿者，参与家乡防疫登记宣传工作等。 华东理工 17 级本科生周沁人在工厂亲手做口罩。 复旦大学法学院学生郭天成假期志愿在社区进行防疫宣传、楼宇消毒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