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您点赞】爱城的万家灯火有你们的奉献！

编者注：

在应对国内抗击疫情战斗中，“心系武汉 ”组委会自1 .25正月初一发起向武汉及疫情严重地区捐赠物资的活动一周后，两

批共1400个护目镜，于2月5日通过南航的绿色免费通道，都已顺利运抵国内交给湖北慈善总会并分配到指定医院，点

击阅读【物资启程】驰援万里  祝福满满，众志成城  抗疫必胜！  【第二批物资将启程】万里驰援  日夜兼程  ，血浓于水

中国加油！

这些带着加拿大同胞浓浓情意和深深祝福的物资，将在抗疫一线发挥积极作用。后续捐款继续进行中，我们将把捐款汇

入全侨捐款中，集中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点击阅读【众志成城】 “心系武汉 ”全侨义捐倡议书。

在爱城，我们能为抗击疫情做点什么？

相信今年回国过春节的朋友，怎么也想不到亲历了一场生与死的惶恐和赛跑。春节过后，大家正

陆续回到爱城。作为同胞，我们该为身心疲惫、备受惊吓的他们做点什么？将心比心，设身处

地，正因疫情传染的可怕，所以更要帮助他们进行自我隔离，利己利人，将疫情扩大的可能降到

最低。

于是，爱城华人自我隔离互助会建立起来了！在帮助同胞的同时，也向主流社会显示我们华人社

区的自律和对整个加拿大的担当，让他们看到华人对加拿大共同家园的爱护与责任！同时为扭转

因疫情带来的少数反华排华倾向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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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有需求、有资源，或愿提供志愿者服务和资源信息的朋友，登陆该系统报名，有效对接，切实服

务。

除了由停不住俱乐部发起的这个自我隔离互助会外，爱城还有其他组织或热心人发起的互助团体和微信

群，大家目的只有一个，帮人如帮己，为抗击疫情守护爱城这片净土而努力。

请联系我们，或其他互助团体，或联系朋友或联系各教会，大家都会伸出友爱之手，尽力给返回爱城的

人以帮助。

“爱城自我隔离互助会”微信群建立了！

本群建立起始于即将返回的停不住会员有此需求，进而联想到其他同胞的需求，及自我隔离对整个

华人社区和爱城的好处，在云之南老板杨军先生担忧如果不隔离更多人可能被感染并提供卡城经验

的基础上，而下决心设立的帮助近期从国内回爱城的华人互助团体。

“爱城自我隔离互援会微信群”，旨在为大家搭建一个需求者寻求帮助、志愿者提供服务的对接和信

息分享及交流的平台，帮助对象是那些自愿从国内回到爱城需要隔离14天的朋友。

新型冠状病毒有14天的潜伏期，病毒携带者不一定有任何症状，但是仍然有传染他人的可能性。

善意提醒：

1）如非必要，请尚在国内的朋友修改行程，推迟返回加拿大，将疫情尽可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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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可能让国内回来的家人住自己家里，未回国的家人在外短租或找朋友家居住，以防止家人间

的不必要传染。

3）从国内回到爱城的朋友，无论是否自武汉回来，建议都要自觉隔离14天，为己为人，为守护爱

城这片共同的家园而各尽其力。

同时，为不得不此时回到爱城的朋友实现自我隔离，通过协调各方关系尽力提供以下可能的帮助：

1，需要帮助的人和可以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对接，为需求者提供具体的帮助；

2，有需求的信息和可提供资源的信息对接，为隔离的朋友推荐和提供便利信息分享，并利用爱城

现有的平台服务，进行高效服务；

3，向政府相关部门呼吁和寻求可提供隔离的资源；

4，帮助从不提供网购的商店购买、提取日用品和食物，送到这些朋友的家门口；

5，帮助寻找家里有部分人回国，其他家庭成员需要另外找短租的房源信息；

6，机场接机服务：目前仅限家人（朋友或邻居）和志愿者开两辆车去机场，回国者自己开车回家

自行隔离，家人或朋友乘坐志愿者的车离开；

7，自我隔离者需要的其他具体服务。

我们成立了专门的“自我隔离互助”群委会，负责协调和安排该群的互助活动。为更高效服务，把凡

是登记在册的需求者和志愿者共建一个“隔离落到实处微信群”，方便高效对接。只要你有隔离期间

的需求，我们都会尽力去组织和解决，无论如何办法总比困难多！

本次危机是祖国亲人，海外华人，以及各个所在国人民的共同危机，让我们共同努力去抗击。



要控制疫情，速度就是生命，合作就是一切。欢迎有短租和服务资源或政府资源的个人、社团和商

家，加入互助群，为需求者提供更多的资源共享和具体帮助。

感谢“爱城易生活”迅速反应，为爱城自我隔离互助提供的信息对接和高效平台，只需要点击以下页

面，供需方及志愿者即可报名登记，需求者可直接联系登记的资源。

打开小程序你不仅可以登记需求，还可以寻找以下信息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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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登记等技术问题，请联系爱城易生活技术支持 :ber ton(电话 :780-709-3415）。也可点击本文

最后阅读原文进入报名登记系统。

爱城自我隔离互助群已满200人，想入群的朋友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号邀你进入。非诚勿进，感谢

理解。



欢迎大家转发宣传，如果从国内返回爱城的人都能够自愿隔离14天，我们一定能够极大降低新冠状病毒

在爱城的传播。

感谢“卡城14天隔离互助群”和云之南杨军先生的热心帮助和倡议！

万众一心！抗疫必胜！

“爱城自我隔离互助群”自2.1成立以来，到现在仅仅六天，就有24人登记需要帮助，27位志愿者登

记愿意提供帮助，经群主委托@Helen（碧海蓝天）  3777 @维多利亚等热心志愿者的牵线搭桥，

暖 人 暖 心



已经安排送饭送水接机找房等服务十多项。

大家虽素昧平生，却亲如一家；虽没有豪言壮语，但却帮人于雪中送炭；困难重重，但仍竭尽所

能。短短几天，已经帮助近十位返回的朋友与志愿者对接成功。



特别是身在隔离期仍服务大家的@Helen（碧水蓝天）和负责白天群里值班的@xue，及热心的@一

凡@林红@熊猫摄影等志愿者，不仅提供便捷信息还尽所能帮助返回的朋友；大统华南区店店长

@Just in也在群里向大家介绍如何使用大统华网上购物系统；负责维护登记系统和每天两次更新后

台数据的爱城易生活等等志愿者们，你们的爱心无不让人感动。



群主Tony Li感慨万千，多次发群公告，为大家打气鼓劲，并提醒注意事项。

这段发于2.4周二凌晨1:29的感言，感同身受：

又是午夜，不管是在家里隔离，还是在外隔离的朋友们，你们的自觉自愿甚至自费隔离，都流露着你们

对家人、对社会、对加拿大这个新家园的热爱，都展现了咱们华人社区的责任心和担当，你们都是最可

爱的人。

虽然夜深人静，但你们因为时差的原因可能还无法入睡，可以看一本一直想看却没时间看的小说，或者

朋友五星推荐的电影，再或者写写自己的国内见闻、隔离期间的感受，我敢保证，现在安安静静写下的

文字，一定是今后难忘的回忆。停不住公众号专为大家开辟专栏刊登投稿。

朋友们，此时此刻爱城的万家灯火、安然入睡有你们的贡献，一百万爱城人都会给你们点赞！

@Helen（碧海蓝天）  @突破自我  @XY YANG @Nagi  @Jennifer-以马内利  @马君强@木木  @Tom

Zhang@Mark Feng@海伦。。。”



这段建议希望能有参考作用：

“近期从国内回来、正在自我隔离的朋友们辛苦了——没有完全自由的生活一定非常辛苦，甚至痛苦！

但你们的自我隔离和暖心举动，消除了周围人们的疑虑，彰显了你们对社会的担当和公德；从族裔方面

还显示了华人社区对本地社会的爱护和责任，所有同胞都为你们点赞！

感谢所有的志愿者们，有的甚至刚从国内回来，在自觉隔离的同时，仍然积极帮助其他即将回国的同

胞，借用一个朋友的留言：“这个群真暖，想哭！”

没错，疫情无情人有情，虽然有的朋友推迟了返程，但回来的朋友一样欢迎，这里是你的家，爱城有

爱，这里的同胞会努力帮助你们！

结合各方面的信息，我个人给大家一些最基本的建议：

1）从国内回来的朋友，建议都要自我隔离14天；

2）大家出门不必戴口罩，除非感冒和生病。在加拿大的习俗里，只有病人才戴口罩。目前加拿大各级卫

生部门还不认为到了必须戴口罩的程度；

3）见面招手致意，不要握手；与人说话保持1.5米距离，不要激动，语速不要快；

4）平常勤洗手，洗手之前不要揉眼睛、接触鼻子和嘴巴；出门戴手套，在手机里安装Google  Pay or

Apple  Pay，日常支付完全可以非接触式完成；

5）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尽管没有症状，但新型肺炎潜伏期里也有传染性，如果感染了免疫力低下的

人，他们发病整个社会都要付出代价；

6）处在隔离期的人，如迫不得已出门，请详细纪录行程，何时去了何地见了何人，万一需要，可以提供

给医疗部门尽可能减小影响；

7）隔离期的朋友们，不要总是坐着，以乐观心情对待隔离，适当锻炼能提高免疫力。”

另外，热心群友@XY YANG “建议所有参加自我隔离的学生或者学生家长：

请尽早联系所在学校，报告自我隔离计划以及预计返校时间。一方面可以展示我们自己负责任的态

度，一方面可以提前避免返校时可能面对的疑虑。”

@Angela 梁提供信息如下： The Medical  Off icer  of  Heal th  for  Canada is  not  recommending

masks for  dai ly  use -  there  are  r isks  with put t ing your  hands (potent ia l ly  contaminated)  near

your  face and possibly put t ing yourself  a t  more r isk.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infect ion is

proper  hand washing.  ht tps: / /www.canada.ca/en/publ ic-heal th/services/diseases/2019-novel-

coronavirus- infect ion/frequent ly-asked-quest ions.html

"隔离互助群"建议的隔离“标准”--尽我所能做好隔离

自2.1成立 “爱城自我隔离互助群 ”，到现在仅仅六天，就有24人登记需要帮助，28位志愿者愿意帮助他

人，经@Helen（碧海蓝天）  3777 等热心志愿者的牵线搭桥，已经安排送饭送水接机找房等服务十多



项。有的被帮助者说等他们结束隔离后，已来申请当志愿者为后来的人服务！这种爱心传递，真的很暖

很暖！

这里要特别感谢@熊猫摄影  @蜗牛  @林红  @冰雪奇缘  @心洁  @Elaine  J iang 等志愿者的热心帮助！

不论是自我隔离的人，还是提供帮助的人，你们不知不觉间都做出了特别伟大的事 - -对家人的爱，对社会

的担当，对我们华人社区形象的爱护都价值无双！等疫情过去，历史会记住你们今天的牺牲奉献和付

出！

建群以来，我们在提供帮助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自己没车需要有人从机场接到隔离住

处、刚找到工作必须去上班、有人误解责备隔离得还不够专业等等。当我们面对这些特殊情况和个例无

法提供帮助时，真的着急绝望无解啊！在目前志愿者防护条件有限，同时政府也不认为有必要提供隔离

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心有余力不足，只能在保护志愿者安全的情况下，尽力帮到需要隔离的朋友。

在加拿大目前对待疫情有自己的判断和政策前提下，我们建议同胞自我约束，以一个负责任的居民能想

到的办法尽可能避免可能的传播，这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就都是值得称赞的！

因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隔离的标准也有高有低，虽然有的人只能隔离在酒店，虽然有的人只能通过出

租车回到住处，但只要做到了自己目前条件下能做到的最大隔离和采取防止传染别人的措施，就都是值

得尊敬的人，是最可爱的人！

这是目前登记的信息，如果没有您的信息，可向志愿者@Helen（碧海蓝天）  @xue 联系：

近期回国自愿隔离14天的朋友，你们是好样的：

3777 Helen（碧海蓝天）   

1256 突破自我  等已登记的25位朋友（此处略去具体信息），欢迎你们顺利回来！

已经登记的可爱的志愿者们：

109 云开见月明   

138 冰雪奇缘   

772 笑口常开   

984 Ela ine  J iang  

1109 一凡   

1204 Tony¹ ²⁰ ⁴   

099   王黎

1535 阳光下的向日葵   

1966 林红  杨军



2768 心洁   

3836 九宝桃   

4562 蜗牛   

5664 Linda  Luo  

6539 杨丽红   

7351 鲍   

7461 李阳阳   

8210 xue   

8326 薛松   

9345 山上小屋   

18281 杨四野   

41786 开利   

78816 李杨

736 维多利亚

995 溪水边

熊猫摄影

一湾泓水

心洁

疫情面前没有国界，况且是我们的祖国和同胞，感同身受，互帮互助，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请从国内返回的朋友们，自我隔离14天，欢迎热心志愿者加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使他们的自

我隔离无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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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停不住俱乐部 / cantstopskiing，或登录网站：acoac.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