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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将全民带进
了云生活，中国人在疫情下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云上的
日子”。疫情催生了无数的
云经济，也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推动互联网再上云高
峰，迎来大数据时代和数字
经济的新一轮爆发。

疫情期间，手机上，各
种生鲜APP一夜诞生，为市
民提供特殊时期的供需。
这让很多人改变了购物习
惯，包括有点年代的人，反
正禁足在家的日子，有的是
时间，可以教会他们如何完
成云上采买。

云课堂也搬到了网络
上，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包括各种课外培训，学生们
每天打开电脑上网课，老师
隔着屏幕敲黑板，家长们和
孩子一起被点卯记考勤，作
业也在网上提交批改，重点
是考验自觉性了，辛苦的家
长们虽然免了接送之苦，又
多了监督之累，老师们不能
现场扔粉笔提醒不专注的
孩子了，对授课的要求就更
高了。

有正上大学的朋友孩
子说，自网课以来，每天从
上午8点到下午5点，课堂
排得满满的，并不轻松，要
偷懒就可能会挂科。有一
天看到一个帖子，说有一个
小学生进错了课堂，竟认真
听完了一堂高中化学课，还
认真做了笔记。对此，你怎
么看呢？

云课堂是线下转线上
最大的扩容，各种云培训、
云分享、云论坛、云沙龙全
部都搬到了网上。

这段时间，我接到无数
扫码进群的邀约，大多选择
夜里8点开播。除了本身的

各种社团借势开课，就连朋
友圈，也纷纷建群拉圈子做
直播，有讲商业的，讲执
行力的，讲营销的，讲领
导力的，讲管理的，讲人
生 智 慧 的 ，讲 易 经 八 卦
的，还有开直播教你怎么
做演讲的……我选择性听
了好几堂课，发现鱼龙混
杂，参差不齐。

因疫情影响公司不能
复工，各种云会议、视频会
议成为特殊时期的常态，几
乎一夜之间普及到所有的
政府部门、办事机构和企事
业单位，人人学会了网上会
场模式。

朋友圈里的云带货更
是如雨后春笋，网红李佳琦
会不会感受到竞争的危
机？各种卖护肤品、化妆品
的，卖珠宝首饰的，卖保健
品的，卖口罩额温枪的，卖
汽车的，卖保险的，卖房子
的，应有尽有。2月以来，有
100多种线下职业在淘宝直
播找到了新商机，全国500
多家房产机构的5000多名
置业顾问“云卖房”，23个汽
车品牌的 1500 多家门店

“云卖车”。携程也开通了
景区云观光，酒店云订房，
股市云开市云直播，律师云
问案，医院云问诊，另有云
招聘云面试，云健身，云演
唱会，云发布。就连新时代
的农民也学会了云卖菜，2
月 15 日，据说全国一万名
农户集体开播云卖菜，直接
站在田间地头唱山歌，跳秧
歌，吹唢呐，表演下地采摘，
现场包装，签单付款后，蔬
菜就从陌生的那一头到了
家里的这一头。

各行各业为不耽误复
工，包括云签约，云招商都

能见屏如面，云上完成。
这里不得不提娱乐行

业的第一反应脑，那就是大
导演徐峥的电影《囧妈》线
上播映。大年初一，足不能
出户的全国人民在网上免
费看到了新片，且不论内容
如何，在疫情阴影下也是一
味安慰剂和开心良药。

2020 年这个特殊的春
天，各种文娱活动的取消，
同步催生云综艺，不仅让很
多已不看电视的 90 后、00
后再次回到电视机前，更是
打破了电视综艺与网络综
艺的“次元壁”。

海底捞率先改变了人
们熟悉的吃火锅的姿势！
近日，“海底捞”斥资1.5亿
打造的首家“无人餐厅”已
在北京正式营业，瞬间颠覆
八大行业，洗菜工、配菜员、
传菜员、人工配锅底、酒水
配送员、等位区服务员、表
演工被智能机器人全面取
代，甚至店长都被弱化。昔
日抱怨工作太辛苦的服务
员连抱怨的机会都没有
了。这一切似乎来得太突
然，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若干年前，记得刚开始
接触云储存、云计算、云数
据、智能化等名词时，确实
云里雾里，无法想象“云”的
空间有多大。今天，当“云
上的日子”就这么被一场疫
情全面带进生活面时，才知
道“生活在云端”真的说来
就来，离我们竟如此的近。

或许，当疫情过去，部
分人会从云端下凡到人间，
继续烟火人生。但一定也
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从此腾
云驾雾，一个筋斗云十万八
千里，再也回不去了。

新生活，云上见。

妈妈，您在那边还好
吗？2003年3月26日，是一
个最平常不过的日子，但对
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会忘
记，也不可能忘记的日子，
更是我们全家撕心裂肺的
日子。这天病魔伸出它那
狰狞的双手，让您永远地离
开了我们。但我总是这样
认为，离开的只是您的身
体，您的灵魂永远和我们在
一起。

您说我不像一个城里
人，吃也吃不胖，喝也喝不
胖，您很羡慕长胖的人，您
认为长胖的人身体才是最
好的，因为您一直以来瘦如
柴火。到最后的那段日子，
连风都可以把您吹倒。妈
妈，您相信吗？您走的第一
年，我真的长胖了，您现在
应该高兴啊，我现在反过来
怎么减肥也减不下来了
哦。可您却没看见我长胖
的样子，也不驼背了，大家

说我好像个子都长高了好
多。其实只要身体健康，胖
瘦都一样的。

您说如果孙儿长大了，
有了工作了，那该多好啊。
现在您的两个孙子都有工
作了，您的诗且去年还当上
了爸爸，您的阿霞当起了人
民教师。我现在才告诉您，
为时不晚吧。

您说人家比我晚点工
作的都调到县城去了，就我
家尔且一直在乡下，其实您
没有看见，一参加工作就在
乡下呆一辈子退了休的也
不少，干工作在哪里都是一
样的。妈妈，您走了的第二
年，我就考调到县上来了，
如果您健在，您会一个月到
我家来一次吗？您说我调
到县上来了，您会三天两头
到我家来耍，这我有点不相
信哦。因为您连一个月都
没在我家休息过，其实我多
想您能在我家住一些日子，

我好补补您消瘦的身体。
那年您脚受伤了，我嘴里不
说，心想这是老天爷对您最
好的恩赐，让您好好休息一
段时间的意思。可您整天
念着要回老家，我想尽办法，
说回老家的公路断了，说回
老家的班车坏了，我怎么哄
您骗您，您还不是只在我家
休息了十多天，就拖着病弱
的身体，蹒跚地回老家了。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
您不要孤单，更不要寂寞，
爸爸、姐姐和兄弟仨都去找
您了。他们的离去，让我一
夜间变老了许多，让我的心
里再也装不下喧闹的街市，
阑珊的灯火。此时此刻，我
才理解了一家人平平安安
在一起的意义。

他们说天堂没有贫穷
和苦难，也没有悲伤和痛
苦，是真的吗？您要保佑我
们全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
康，人丁兴旺哈。

全民过上云生活
□盛红（成都）

妈妈，您还好吗？
□贾巴尔且（凉山）

3月27日晚上8点，近期每天在
这个时间都要观看法国电视一台
TF1的电视新闻（相当于央视的新
闻联播），今天播了一则让人心痛的
疫情信息：一名16岁的女孩因新冠
肺炎去世，这是目前法国第一例因
为疫情而离世的未成年人，也是目
前最小的受害者。紧接着，又播出
了一位35岁的女超市收银员也因感
染病毒去世的新闻。

法国的疫情正在一天天蔓延，
虽然已经戒严两个礼拜了，但法国
新冠肺炎患者人数依然在持续上
升，真希望法国民众都能听听上述
16岁逝者的姐姐痛心疾首的呼吁：
必须停止说它只会影响老年人的传
言。其实，没有人能抵抗这种突发
病毒。

疫情上半场
1月16日凌晨，成都双流机场，

飞往法国戴高乐机场的航班。儿子
在巴黎成家立业。出生两个月的小
宝宝需要照顾，接到任务后，爷爷、
奶奶马上精神抖擞，背包打伞前往
上岗目的地。

出发前，国内没有一点疫情的
征兆，我携带了10个一次性口罩，
仅是为自己若在巴黎感冒时的防
护物品。看到孙子后，17日下午，
我第一次前往巴黎13区中国超市
购物。

24日下午，休假的儿子带我们
去了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香榭丽舍
大街等。正当我们按照平时带娃、周
末外出的节奏生活时，1月23日传来
武汉因疫情大暴发封城的消息。

“封城”，这可是快60岁的我第
一次听说的一个词。朋友们说我的
孙子是我们的幸运星，让我们躲过
了国内的疫情。也有一位感性的同
学说我有点遗憾，没有亲历这场百
年难遇的抗疫过程。

疫情下半场
随着法国国内疫情的进一步恶

化，我们就再没有去巴黎中超买食
品了，而选择在拉德芳斯附近的
超市购物。因家里有婴儿，唯一
上班的儿子每天下班回家后里外
换完，消毒洗澡后才能放心地坐在
餐桌前。

疫情风声渐紧，封城前，先生前
后4次前往超市采购囤积食品及生
活必需品。3月12日晚上8点，法
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从16日下周一
开始，全国托儿所、幼儿园、大中小
学全部停课直至新指令。政府呼吁
民众“尽量留在家中、不要外出”，建
议各公司搭建远程办公平台，让人
们从16日起可以在家办公，而政府
将确保“基本公共交通正常运行”。

我们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吗？从 16 日起，儿子开始通过电
话、网络等在家里上班了。

3月16日晚上8点，马克龙再
次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从17日中午
起全国封城，为期至少15天。

3月19日，是法国封城的第三
天。晚上8点，小区周围突然响起
了掌声。儿子告知，这是全法网友
们的相约，每天晚上8点，以鼓掌的
形式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生们表
示感谢和祝福。我也赶紧来到阳
台，在鼓掌的同时记录下了这一温
暖的情景。

法国从 3 月 17 日开始的封城
中，遛狗属于可以外出的理由之一，
于是就有人想到了出租狗狗。

目前，法国人外出都必须携带
出行许可证+身份证明。政府规定
必要的上班、就医、生活物品釆买、
个人外出跑步锻炼、遛狗等都在外
出的许可范围内。否则不听招呼随
便外出，就要罚款135欧元及以上。

结果，昨晚当地电视台就播出
了一则视频，养狗主人突发奇想出
租狗狗，租一次15欧元，租两次20欧
元。这多好，租户出了门，狗狗撒了
欢，还为主人赚了狗粮钱，多赢呀！

近日有则新闻说，中国大妈老
两口去距离家两公里的巴黎中超买
菜，结果被罚135欧元。理由一是，
只能一个人出门。再者，应在住家
附近买菜。截至今日，我已经32天
没下楼了。

鉴于当前法国疫情严重，政府
天天出新规，外出证明天天增加内
容（姓啥，住哪儿，要去什么地方，什
么事，几时回，目前你及家人身体状
况等），且出行证明一日一张，一事
一张。网上调侃，出行证明内容都
快写两页纸了，太折腾，算啦，不出
门了。

几天前，政府又为那些打着“锻
炼”幌子外出的人出台了“三个一”
规定，即只能一个人出行，出行时间
仅限一小时，活动范围不能超出一
公里。对违规外出的罚款金额也提
高了许多。

中场休息
3月 21日，星期六。巴黎封城

第5天。
早上，先生突然腹部疼痛难忍，

儿子马上约了 10 点的家庭医生。
在私人诊所诊断后，医生让去大医
院作进一步检查。问诊、验血、B超
……折腾了3个多小时，最后诊断为
急性肠胃炎。

儿子拿着医生的处方笺到街上
的药店买药。几天后，先生痊愈。
在法国看病贵，私人医生诊断费25
欧元，医院医生诊断费加急诊费90
欧元，检验费、药费等一下就用了
400多欧元。好在出国办签证时，要
求必须购买境外相关保险。电话报
案并咨询后，答曰费用全部可以报
销。看来，有份保险还真的很保险。

父子俩疫情期间竟然去了一趟
医院，多危险呀！回家后必须全身
彻底消毒清洗。先生穿的衣服是一
件裘毛朝里呢面外套的中长冬衣，
价值6000多元，且只能干洗。但在
这如此严重的疫情下，干洗店也关
门了。为了全家人的安全，只有委
屈这件“高档”衣服在水温90℃的洗
衣机里翻滚了。出洗衣筒的衣服缩
水变形，几乎报废。这算是为疫情
交的一笔损失费用吧。

昨天下午5点。随着门禁电话
的响起，儿子很快下楼。这是儿媳
妇5天前网购的食品到货了。一共
有六大纸袋，好心的快递小哥乘电
梯用推车将食品送到了家门口。
这样真好，大大降低了外出购物的
风险。

马克龙多次在电视讲话中强
调，这是一场战争。目前，或许唯有
认认真真待在家里，才是对前线战
疫最有效的支持。

昨晚电视台播出了一个镜头：
夜幕下，埃菲尔铁塔上用霓虹灯拼
出了MERCI（致谢）这个单词，以此向
医务工作者、警察以及奋战在抗疫
一线的人们表示感谢和祝福。

祈愿世界早日平安！
2020年3月29日于巴黎

亲历巴黎疫情
□程永伶（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