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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下：

□郑鹏飞

3月 8日，最后一批中国留学生完成了从乌克兰火线城市苏梅的撤出，这也意味着在俄乌爆发冲突之

后，在乌所有中国人都已经撤离了乌克兰的危险区域。

久居和平的我们，可能已经难以知晓战争阴霾下的生活状态，以及因为战火而不得不颠沛撤离的仓

皇。

敖德萨的王同学：“一定把猫送走我再撤离”

对于留守还是撤离，其实最

开始没有想得非常彻底（因为我

的硕士学位证书还在认证当中），

但最后我还是选择第一批离开了

乌克兰。

而在撤侨指令发出之前，我

能做的就是准备和等待。

我所在的城市是号称“黑海

明珠”的敖德萨，位于乌克兰南

部，不在战争的最前线。再加上我

实际上已经毕业了，所以战争刚

开始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太大的

心理压力，早上起床还去大街上

看了一圈。

这时我就发现，大街上的人

比平时多了很多。银行，药店、超

市门前都在排队，人们开始囤积

一些必要的物资。战争的氛围开

始显现了。

有备无患，我也收集了一些

物资，其中最重要的是饮用水。这

是因为乌克兰当地人告诉我，自

来水不适合饮用，不过好在家附

近会有免费或收费的接水点能够

提供补给。

后来俄乌战事逐渐焦灼，大

使馆、领事馆陆续发布公告，通知

夜间的 7点开始不要外出，以避

免发生不必要的人身安全问题。

另外乌克兰当局也公告说，

听到防空警报要赶紧到临近防空

洞进行避难。不过因为敖德萨局

势相对稳定，再加上当地人对待

疫情的漠视，我还是没有选择去

防空洞（尤其担心被感染之后，影

响回国事宜）。

于是我就一直留守在了家

里，还把床挪到了远离窗户的地

方，以防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敲碎

玻璃带来伤害。

在我离开之前，敖德萨大体

都保持着宁静。我和身边的朋友

一共就只听到了两次炮声，另外

就是我在群里看到了一个军事设

施被炸后浓烟滚滚的视频。

这个地方就在敖德萨汽车站

旁边，不过我自己因为害怕出事，

就没有去亲自目睹。相比起现实

中的相对安宁，我的社交媒体则

要热闹得多。

在冲突刚刚开始的那天，我

一醒来就发现我手机里全是新消

息的红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

人给我发信息，我只能一一告知，

我没事，很安全之类的话。

在战争爆发之后，因为敖德

萨有我们的领事馆，所以在比较

早的时候，就建起了一个五百人

左右的留学生群，第一时间就可

以发布消息。

等到了 2 月 28 号的时候，领

事馆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会主席发

布了撤侨的指令，给的时间也非

常紧，上午的 11 点发布了消息，

下午 2点就要出发。

在这段时候，我的行李都是

收拾好的。但是我还有一个重要

的事情没有解决，那就是我帮朋

友一直照顾着两只猫咪，必须为

它们找到下家才可以撤离。我不

可能把猫放养到野外，然后一走

了之。

我尝试找了宠物寄养，但是

除了药店、超市、银行之外，其他

商店很少有开门的；想要找其他

留学生，但是也都在相继收拾行

李准备撤离。

最后我在小红书上，收到了

一个中乌混血的网友的私信，说

自己的妈妈就住在敖德萨，愿意

帮忙养我的两只猫。于是我就赶

紧要来了联系方式，打完电话之

后，对面给我的印象还不错。

于是我就赶紧花了一千多块

钱，买了给猫的吃穿用度的物品，

一并送了过去。走前我还留下了

一些钱。把猫安顿好了之后，我这

才安下心来开始撤离。

撤离：从乌克兰到罗马尼亚

在送完猫之后，其实距离撤

离的时间已经不到两个小时

了。但是当我再回到家，站在房

间里面，不知道怎么突然一股

复杂的情感突然涌了上来，我

想一定要把屋子收拾得非常干

净我再走。

在清理干净之后，我认识的

两个朋友已经到了领事馆。这时

候他们还没见到我人，就火急火

燎地催我说，赶紧来！要不来真的

赶不上车了！

接着我就赶紧在路边打车，

此时 Uber 已经停运了，朋友告诉

我使用另一个打车软件 Bolt。平

时这个距离也就 70 格里夫纳左

右（人民币约 15 元），而那时已经

涨到了 300 格里夫纳（人民币约

70 元）。

来到领事馆门口的时候，看

到有很多乌克兰的人员持枪守

卫。推开大门进入领事馆的大厅，

就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中国人。之

后我们就开始排队，按着序号登

上了一共 8辆大巴。

每个车上都配备了一名武

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大巴的前

后也都有乌克兰的警方负责开

路，一直护送我们到了摩尔多瓦

的边境。

一路上，必要的路口都设有

检查站，有持枪的军人在例行检

查，偶尔也会看到坦克装甲车；重

要路段则能看到清晰可见的战

壕，有乌克兰的军队驻守，就和影

视战争片还有新闻报道画面一

样。

在入境摩尔多瓦的过程中，

因为来自各个国家的难民实在太

多了，所以我们一直排了 8个钟

头才完成了过境。之后我们的大

巴又开了很长的时间，最终抵达

了罗马尼亚。

我们在罗马尼亚住的是一个

四星级的酒店，不过因为还有不

少国际友人需要入住，所以综合

下来房间就比较紧张，一般都是

两三个人一起住一个房间。

在这期间，我们还做了一次

核酸检测。如果测试是阴性，我们

的国航就会发来一个带有链接的

信息，可以选择飞回杭州或者是

郑州。

我选择了飞回杭州，价格是

不到 1.8 万元。买完票的第二天，

我们一大早就在酒店楼下集合，

乘坐大使馆安排的大巴抵达了首

都的奥托佩尼国际机场，坐上了

首批回到祖国的国航航班。

回想：乌克兰掠影浮光

之所以来乌克兰读一个商

科的硕士，一方面是我想逃避

就业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也

是从高中开始就在学习俄语，

不想把这门语言给荒废了。

在敖德萨，还有不少留学生

来这里是学习艺术的。这里有

敖德萨国立音乐学院，美声和

钢琴专业都不错。另外还有个

师范大学，艺术专业的学费比

国立音乐学院还会便宜个 1/3。

只不过在 2019 年乌克兰出

台了语言法之后，中国的留学

生开始有了减少的迹象。因为

这个法律削去了俄语的通用语

言地位，教学课本和授课语言

都必须用乌克兰语来进行。

这其实也反映他们整个大

环境，正在去俄罗斯化。

而在这其中，乌克兰西部也

表现得更加明显。我对在乌克

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一段经

历，印象尤为深刻。

当时我在商场里的一家多

米诺披萨点餐，我用的是俄语，

结果店员告知不能讲俄语。我

问他为什么？他只是回应说不

可以，最后我只能用英语点了

餐。当然这只是个例，乌克兰人

民大部分还是很友好的。

而在敖德萨，大部分人还是

在讲俄语。有时候有人和我讲

乌克兰语，只要我用俄语回答，

他们也都会切换到俄语来交

流，毕竟体谅我是外国人。

在乌克兰生活下来，我个人

感觉就和在国内的三、四线城

市差不多。虽然当地人的平均

工资确实很低，只有人民币两

三千元这样。

尽管如此，相比于喜欢存钱

的亚洲人，乌克兰人民还是和

西方人一样，更热衷于享受当

下的生活。

为了谋求生计，也会有相对

贫穷的乌克兰女孩，选择从事

法律框架外的工作（例如代孕

行业）。这个行业在欧洲媒体的

视野内，也同样是比较热门的

新闻选题。

而随着代孕需求的增加，以

及乌克兰当局的关注，这个行

业的法律条款也正在逐渐地完

善。现在无论是链条中的哪一

方，都能得到法律一定的保障。

同样是出于对改善生活的

考虑，很多乌克兰人也都很想

加入欧盟。虽然乌克兰现在还

没有成为欧盟成员，但乌克兰

不少政府机关门口，除了会悬

挂本地旗帜和国旗之外，基本

上都还会竖立着欧盟的旗帜。

可以说，乌克兰人对于欧盟

的情感，就类似于一种执念吧。

在逃难之前，我在乌克兰首

都基辅读书，专业是俄语语言

学方向。虽然有所预期，但是战

争突然爆发，还是让我们感觉

非常意外。那天早上五点钟我

们突然被炮弹爆炸声吵醒，而

后战争就这么开始了。

好在我们已经提前准备了

食物，闭门不出的前提下生活

照常继续。只不过窗外不时的

枪声和炮声还在提醒我们，战

争就真实地存在在我们身边。

战争之后，周围的乌克兰同

学，都非常的义愤填膺。而我们

中国人大多关心的，就是撤侨

这件事了。

我们最终做出撤离的决定，

是在俄乌第一次谈判之后。

在 2月 28 号的中午，我们

当时感觉谈判的气氛非常不对

劲，觉得事态还会继续恶化，于

是我的几个叔叔就开始策划撤

离基辅的路线。

而最终摆在我们面前的选

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从摩尔多

瓦出境，然后再进入罗马尼亚。

在当时，从基辅到摩尔多瓦是

最快的撤离路线，我们中国大

使馆从基辅撤侨也选择了这条

路线。

我运气比较好，之前在乌克

兰已经买了车，撤离当天无论

什么时段选择离开，都能和朋

友结伴同行。在撤离的时候，我

们也没有遭遇太大的困难。

不过我们还是经历了惊心

动魄的一幕，在车子快开到文

尼察的时候，有一枚炮弹从车

顶上方呼啸着飞了过去。具体

离车有多近我也不知道，没间

隔多久炮弹就炸了，旋即照亮

了夜晚的整个天空。

撤离的路上人非常多，很多

乌克兰人都涌进了摩尔多瓦，

不过好在秩序依然存在。我们

进入摩尔多瓦之后，就发现在

这里停顿非常昂贵，我们在 90

欧元一天的酒店住了近一周之

后就无力承担了。

于是我们决定入境罗马尼

亚，因为那里有更广袤的土地，

有更强的收容能力，无论租房

还是生活都会更加便宜。

因为同行的叔叔是安徽人，

也和在罗马尼亚的安徽商会取

得了联系，所以我们来到罗马

尼亚之后，就受到了安徽商会

吴会长等人的热心招待。我们

在中餐馆饱餐了一顿，这算是

逃难之后吃的第一顿中餐。

战争创伤

只不过战争还是会给我们

留下一点后遗症。

我现在基本每天三点左右，

就开始断断续续地醒了。只要听

到破空声，或者类似爆竹的声音，

我的心也会一下就提到嗓子眼，

担心是炮弹爆炸或是枪声。

而就在前两天，我们学校还

发布讣告，因为数学学院的一个

乌克兰女孩去世了。战争之后，或

许是想和城市共存亡，她一直都

留守在前线城市哈尔科夫。

这个女孩是公认的天才，她

曾经拿过欧洲奥林匹克竞赛的

冠军。而且她家里条件并不好，

也就只有这一个孩子。在战争

下，普通平民真的是最可怜的。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件

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真心地

希望和平。 （选载自《远川》）

基辅的李同学：“战争下，平民是最可怜的”

回到祖国的国航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