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孙璐 李沐航 郑瑾

近日，一家位于日本东京的
中国料理店在日本政府实施“紧
急事态宣言”期间，每天免费发放
便当的新闻在当地华人圈引起广
泛热议，日本多家大型新闻机构
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据了解，在“紧急事态宣言”
期间，该料理店共免费发放了 2
万多份便当，为新冠病毒蔓延下
的东京带来了些许温情，也展现
出在日华侨华人在自己的能力范
围，最大限度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与当地政府、民众共同防控
疫情的善意。

东京中国料理店免费发便当

该店店长、免费便当的发起
人李星海来自中国辽宁，在日本
已生活22年，通过自己多年打拼
在 2013 年开了属于自己的中国
料理店。随着事业的稳步发展，
李星海已经在东京拥有两家料理
店。其中，位于东京都墨田区的
锦糸町料理店在疫情期间每天坚
持免费发放便当。

说起免费发放便当的初衷，
李星海回忆，4月 7日，日本政府
宣布实施“紧急事态宣言”后，他
计划马上休业，避免客人在店内
发生群聚传染。但是，周围工作、
生活的很多老客人来店询问是否
可以继续营业提供便当。为了减
轻他们的就餐烦恼，鼓励疫情期
间仍努力奋斗的人们，李星海毅
然决定继续营业，并且承诺免费
提供便当。

自 4月 14日起，李星海带领
厨师和员工每天上午准备便当，
中午准时发放。

细心的李星海怕便当变凉，
每天在客人领取之前半小时内快
速分装便当，保证每个人领到的
都是热便当。

起初，李星海每天准备 200
份便当免费发送，很快就发现数
量远远不够。随着领取便当人数
的增加，每天在店外的楼梯间乃
至街道上都排满了人。

李星海说：“我不能让满怀希
望而来的人空手回去，即便发放
完之后再现做，也要给到每个
人。”

很快，便当数量从每天 200
份增至500份，甚至偶尔达到600
份。“最初，店里储备了不少新鲜
食材，但是随着便当量成倍增长，
库存很快消耗完了。我们紧急联
系常年合作的食材供应公司和便
当公司，在疫情期间保证供货，这
才一直坚持下来。”李星海说，这
是免费便当发放期间遭遇并解决
的最大难题。

每天领取便当的人群中90%
都是日本人，李星海为他们提供
的是丰富的中式“大餐”。便当种
类主要包括青椒肉丝、麻婆豆腐、
回锅肉等。他希望，即便是疫情
时期，在大多数中餐厅都停业的

情况下，也可以让前来领取便当
的日本民众吃到这些在日本大受
欢迎、耳熟能详的中国料理。

随着领取便当人数的不断增
加，更多问题随之发生。有不少
人在等待过程中随手扔掉抽过的
烟头。最初由于人手不足，李星
海每天在店里忙碌并未察觉。偶
然间，他通过监控录像发现总有
一名日本民众在料理店入口处默
默地打扫卫生，捡起地上的烟头。
这一举动也深深地感动着李星
海。

李星海的初衷是给周边工作
的人们及居民提供免费便当。但
他慢慢发现，排队人群众多了很
多流浪汉及残障群体。他说：“疫
情期间，他们是最没有保障的群
体。因此要尽可能的多装一些饭
菜，保证他们一次吃饱。”考虑到
料理店在二楼，残障人士不方便
领取，他便带领员工每天下楼优
先将便当发给残障人士。

日本民众的感谢带来鼓励和动力

由于多家日本媒体、中国媒
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李星海疫
情期间免费发放便当的善举被广
泛传播。很多日本民众深受感
动，纷纷给李星海寄去感谢信，甚
至捐赠善款和食材。这对李星海
而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一位东京市民专门用中文在
感谢信中写道：“疫情期间，贵店
所有员工与日本人一起感同身
受，共渡难关。不考虑自己的利
益而自费做便当送给有需求的
人。你们的好意和善心我们都已

经通过媒体知道了。不管是中国
人还是日本人，我们都生活在一
个地球上，在有困难的时候，让我
们大家互相帮助，早日恢复到正
常生活的轨道上来！”随信一同寄
来的，还有这位市民赠送的口罩，
希望李星海和员工们可以好好保
护自己。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件鼓励
着李星海。他说，每天免费发放
的便当成本要 8 万日元以上，但
是看到排长队领取便当的民众、
看到全国各地寄来的鼓励信件还
有捐款，他决定不能辜负大家的
期望，一定要坚持下去，“多一天，
是一天”。

令人惊讶的是，当问及如何
支撑每天的支出时，李星海表示，
将申请下来的餐饮业补助金及自
己的部分积蓄都用在了此次免费
便当发放行动中了。

两个月后，日本全面解除“紧
急事态宣言”。但是，有些客人仍
希望在东京“解封”后，李星海还
能再坚持发放几天便当，耿直的
李星海爽快的答应了。对于他来
说，能多坚持一天，就会多帮助一
天有需求的人们。

李星海说，虽然他做的并不
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通
过自己的料理店，真真切切帮助
了身边的大部分人。疫情期间有
人失业、有人失去亲人，但是他希
望通过努力，给周围的人们带来
信心、带来希望，并让他们知道在
这里的每个人，无论来自哪里，都
会在这个艰苦时刻坚定地共同站
在一起，共同努力抵御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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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

7月 24日，巴西圣保罗市一处公园草坪
上画着提醒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的圆圈。 为
了民众在疫情期间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巴西
圣保罗市一些公园的草坪上画上了圆圈，提
示民众待在圈内休闲。

日本东北暴雨致河流决堤

7月 29日，日本东北部山形县最上川中
流决堤，居民区被淹。

据日媒报道，28 日，日本东北地区普降
暴雨致多条河流决堤，目前，当地已有超 7.5
万人被要求紧急避难。

搜救犬腿伤受困16人抬下山

7 月 24 日，一只名为“戴西”（Daisy）的 4
岁圣伯纳犬跟主人一同攀登英格兰最高峰
——斯科费尔峰（Scafell Pike）。下山途中，
戴西后腿疼痛不愿继续行走。沃斯代尔山
区救援队队员随后出动，用担架将戴西抬下
山。

墨西哥餐厅派泰迪熊敦促保持社交距离

7月26日，墨西哥墨西哥城，当地一家餐
厅在餐椅上摆放泰迪熊，敦促顾客隔座就坐，
保持社交距离。

孟加拉国水患严重

7月 27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附近的蒙
希甘杰，人们在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涉水通
行。 南亚多国正在遭受近年来最严重的一
次洪水袭击。

圣保罗公园草坪“画圈”防聚集

消毒机器人助英国健身房重启

近日，英国伦敦室内健身房重新开馆，紫
外线消毒机器人在健身房对健身器械等进行
杀菌消毒。

疫情期间，东京中餐馆免费发放2万多份便当

与坚持奋斗的人们共御风雨
◀李星海在店内举起国

旗，表示与日本当地民众一同
抗疫，共度难关

▶日本民众排队领取免
费便当的队伍延伸至街角

7 月 27 日，以色列红大卫
盾会的医护人员将一名新冠患
者转移到位于以色列拉马特甘
的谢巴医疗中心。 以色列卫
生部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
天新增确诊病例2029例，累计
确诊病例63985例。

2006 年 6 月，红大卫盾会
作为以色列的国家红会获得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
认，并成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的成员。

转 运

叙利亚东北部的数百万民众
身陷战火之中，这里基础设施遭
到破坏，重要基本服务匮乏，同时
还面对着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危
机。

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16家
医院中仅有一家能够正常运作，
超半数公共医疗中心停止服务。
供水不时中断，扰乱了日常生活，
使民众难以采取预防新冠肺炎的
卫生措施。在有些地方，发电机
成为唯一的电力来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哈塞克办
事处主任卡里姆·穆罕默德表示：

“对叙利亚东北部的数百万民众
而言，战斗造成严重后果，供水供
电、食品、药品短缺，经济低迷又
导致失业，且物价高涨，这些情况

与新冠病毒一样令他们忧心忡
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
总部近东与中东地区主任法布
里齐奥·卡尔博尼表示：“在全
世界都关注新冠病毒之时，一
些深刻的危机就隐藏在显而易
见的地方，并有可能进一步恶
化。国际社会、人道参与方及
捐赠方在应对疫情之时，不应
忘记叙利亚东北部等地因长期
冲突而产生的需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叙利
亚红新月会一道，共同应对最
为迫切的需求，紧急维修关键
供水基础设施，为最弱势民众
派发食品，每日提供热餐，并支
持社区和营地中的医疗服务。

聚焦 ICRC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供水不时中断，医疗服务匮乏

叙利亚东北部数百万民众陷入窘境

近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
今日发布一项有关气候变化与冲
突双重影响的报告——《当雨水
变为沙尘》。报告显示，武装冲突
和气候变化的的双重威胁会迫使
民众逃离家园，破坏粮食生产，切
断供应，致使疾病扩散，并削弱医
疗服务。

报告基于在伊拉克南部、马
里北部和中非共和国内陆地区的
研究编写而成，深入探究了民众
面临冲突与气候风险的遭遇，调
整适应的方法，以及在缺乏充分

支持的情况下，如何被迫对生
活方式做出重大调整，开辟新
的生计来源，或彻底搬离家园。

在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的 20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都
在经历战争。到 2050年，每年
将有 2 亿人需要国际人道援
助，是现在的两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社
会各界动员起来，将气候行动的
范围和资金支持扩展到冲突地
带，确保受冲击最严重的社区能
够得到所需支持，渡过难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报告

气候变化与冲突对弱势民众造成双重打击

根据德国联邦健康教育中
心近日发布的青少年吸烟行为
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德国青少
年吸烟率降至数十年来最低。

此次调查共有 7000 名 12
岁到 25 岁德国青少年参与。
调查表明，德国12岁到17岁青
少年中 5.6%偶尔或经常吸烟，
18 岁到 25 岁人群中吸烟者占
21.2%。这两项数值均为德国
有相关调查数据以来最低值。

德国 12 岁到 17 岁青少年
中 85.1% 表示从未吸过香烟，
18 岁到 25 岁人群中从未吸烟
的比例为 45.9%。这两项数值
均为德国有相关调查数据以来
的最高值。

德国从 1973 年起开始定
期对青少年吸烟情况进行调
查。

德国青少年吸烟率降至新低

7 月 13 日，英国慈善机构救
助儿童会发布报告表示，新冠肺
炎大流行引发教育预算削减和贫
困加剧，可能在 2020年内导致全
球至少970万儿童永久失学。

报告估计，疫情导致的经济
衰退可能在未来 18 个月内迫使
全球最贫穷和欠发达国家的教育
支出短缺 770 亿美元；如果疫情
持续严重，政府将不得不把更多
财政资源用于防疫领域，那么到
2021年底，教育预算短缺可能高
达1920亿美元。

报告显示，儿童永久失学风

险最高的国家有12个，主要是西
非、中非地区的贫困国家，以及也
门和阿富汗。埃塞俄比亚、乌干
达等 12 国为高风险；印度、孟加
拉国、埃及等16国为中等风险。

报告说，这些国家的儿童，尤
其是女童，在学校因疫情关闭期
间被迫早婚或从事童工的风险更
大，极有可能再也无法重返学校。
此外，大约 5 亿儿童在疫情期间
无法获得远程学习机会，其中许
多最贫穷家庭的儿童因为父母不
识字而无法得到最基本的学习帮
助，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他们无

法追赶学习进度，增加永久辍学
的可能性。

报告还指出，学校关闭对许
多孩子而言还意味着安全保障的
缺失，因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学
校是孩子唯一能安全玩耍、获得
食物和保健服务的地方。

为此，救助儿童会呼吁各国
政府合理支配预算，确保儿童能
在疫情期间获得远程学习机会；
同时，债权国和国际商业机构应
暂缓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偿还，以
帮助这些国家有足够资金应对这
一史无前例的教育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或致全球近千万儿童永久失学

■ 强薇

不久前，英格兰西南部的两
个小镇尝试在公园设置“聊天长
椅”，上面附有“温馨提示”：如果
不介意别人停下来问好，请坐在
这张长椅上。

降低孤独感，是“聊天长椅”
设计的初衷。

如今，互联网用户互动数据
呈爆炸式增长，但虚拟社区的活
跃却未能抚平现实的孤独。互联
网数据中心预测，到 2025 年，全
世界每人每天平均将有 4909 次
数据互动，相当于每 18 秒产生 1
次数据互动。与互联网的“热”对
比，现实中不少人感受到孤独造
成的“冷”，尤其是与电子设备存
在天然屏障的老年人更是如此。

仅在英国，就有超过 900 万人表
示经常感到孤独，其中 400 万左
右是老龄人口，更有20多万老年
人每月最多仅与一位亲朋好友交
谈一次。

孤独成为一种“流行病”，不
仅会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也会
引起社会关系危机。日本频频发
生的老人“孤独死”现象，成为揪
心的社会现实。不久前，一位日
本独居老人为获得家庭温暖，花
高价在“亲人租赁”公司租了一对
母女陪自己吃饭聊天，引发广泛
讨论。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同陌
生人相处带来的温暖，是否能真
正代替亲情？

为应对“孤独流行病”，英国
采取了不少行动。比如，英国政
府官员中有人专职负责这方面事

务，还拨款建设城镇间可移动的
咖啡屋，为老年群体提供聊天场
所，建设可以让中年男性在一起
学习木工的大棚，以及开发让年
轻母亲聚会的聊天软件等。

为孤独者营造良好的沟通氛
围的确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了解
孤独，引导孤独者主动走出孤独。
美国《时代》杂志曾援引一位心理
学专家的分析指出，社会关系需
要主动去建立，而孤独的定义并
非没有陪伴，更重要的是现实与
真正期待拥有的社会关系发生了
落差。了解了孤独产生的原因，
显然需要更加重视陪伴的质量，
让内心孤独者拥有让自己满意的
社会关系，才是治本之策。

对大多数人来说，打败孤独
或许并没有那么困难。放下手
机，为真正的社交提供一点空间；
走出家门，感受社会的活跃气氛。
很可能，同他人并坐在同一张长
椅上就是解决方案。

英格兰小镇公园设置“聊天长椅”

走出家门，打败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