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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同好，坚于金石

上汽上汽大众在德国有一个大众在德国有一个

常驻沃尔夫斯堡大众集团总常驻沃尔夫斯堡大众集团总

部的研发团队部的研发团队，，王华王华 （（化化

名名））就是其中一员就是其中一员。。他从去他从去

年年66月开始外派德国月开始外派德国，，在大在大

众集团前瞻研发部参与针对众集团前瞻研发部参与针对

中国工况的自动驾驶项目中国工况的自动驾驶项目。。

““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我们在我们在

公寓办公公寓办公，，德国大众为每位德国大众为每位

员工开通了员工开通了 VPNVPN，，保证了保证了

我们工作最大限度地正常开我们工作最大限度地正常开

展展。”。”王华说王华说。。

随着欧洲疫情日趋严随着欧洲疫情日趋严

重重，，口罩口罩、、手套手套、、护目镜等护目镜等

防疫物资在德国变得非常紧防疫物资在德国变得非常紧

缺缺，，目前在沃尔夫斯堡购买目前在沃尔夫斯堡购买

这些物品十分困这些物品十分困难难。“。“好在好在

我们提前购买了一些口罩我们提前购买了一些口罩，，

公司也为我们邮寄了口罩等公司也为我们邮寄了口罩等

防疫物品防疫物品，，并于第一时间为并于第一时间为

新冠疫情在海外迅速蔓延，但此次此刻，依然有不少上汽人留在海外坚守岗位。身处异国他乡，

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这牵动着大家的心。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群在海外战“疫”的上汽人。

““33 月月 2323 日日，，州长已下州长已下

令让民众令让民众‘‘宅宅’’在家中在家中，，超超

市里除了消毒用品和卫生纸市里除了消毒用品和卫生纸

等物资相对紧张外等物资相对紧张外，，其他食其他食

品还有途径购买品还有途径购买。。目前目前，，我我

们团队都住在租借的公寓们团队都住在租借的公寓

里里，，相对安全相对安全，，并遵循并遵循《《泛泛

亚外派员工防疫手册亚外派员工防疫手册》》进行进行

居家办公居家办公。。有着公司这个大有着公司这个大

家庭给予我们物资上的保障家庭给予我们物资上的保障

和精神上的慰问和精神上的慰问，，我们总体我们总体

还是持乐观态度还是持乐观态度。”。”泛亚汽泛亚汽

车技术中心车技术中心ISPISP外派团队项外派团队项

目经理胥志刚告诉记者目经理胥志刚告诉记者。。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3月月

3131 日日，，密歇根洲共报告新密歇根洲共报告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冠肺炎确诊病例 76157615 例例，，

成为美国仅次于纽约和加州成为美国仅次于纽约和加州

的另一大重灾区的另一大重灾区。。泛亚汽车泛亚汽车

技术中心技术中心ISPISP外派团队所在外派团队所在

的底特律市正位于该州的底特律市正位于该州。。

胥志刚和团队成员大都胥志刚和团队成员大都

已在北美地区生活了已在北美地区生活了22年以年以

上时间上时间，，算是外派老员工算是外派老员工

了了，，对于当地文化都有了一对于当地文化都有了一

定了解定了解，，一些成员在自我防一些成员在自我防

疫之余疫之余，，还尽己所能还尽己所能，，参与参与

志愿服务志愿服务。。团队中的电子团队中的电子

VSEVSE工程师陈岭峰就是其中工程师陈岭峰就是其中

一位一位。。他在北美疫情爆发他在北美疫情爆发

前前，，自发参与了当地华人援自发参与了当地华人援

助志愿服务助志愿服务。。

当地时间当地时间11月月2525日日，，陈陈

岭峰看到微信群里岭峰看到微信群里““底特律底特律

华人后援团华人后援团””发出对武汉的发出对武汉的

捐赠倡议后捐赠倡议后，，在第一时间就在第一时间就

捐了款捐了款。。捐款后捐款后，，他被邀请他被邀请

进入了一个专门负责购买进入了一个专门负责购买、、

收集收集、、清点清点、、打包防疫物资打包防疫物资

的志愿者服务群的志愿者服务群。。

““ 志 愿 服 务 工 作 很 顺志 愿 服 务 工 作 很 顺

利利，，我们前后募集了我们前后募集了66批医批医

疗物资疗物资，，分别援助了武汉市分别援助了武汉市

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后后

来来，，国内情况好转国内情况好转，，北美疫北美疫

情开始爆发情开始爆发，，后援团的工作后援团的工作

重心就转为对当地医院的抗重心就转为对当地医院的抗

疫援助疫援助，，都由专业人员负都由专业人员负

责责，，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具体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具体

的援助工作的援助工作，，但这段志愿经但这段志愿经

历还是挺难忘的历还是挺难忘的，，我也会将我也会将

自己积累的志愿和防疫经验自己积累的志愿和防疫经验

传 递 给 身 边 的 同 事 和 朋传 递 给 身 边 的 同 事 和 朋

友友。”。”陈岭峰说陈岭峰说。。

对于团队来说对于团队来说，，生活物生活物

资保障暂时不成问题资保障暂时不成问题，，确保确保

项目进度是当前大家最关心项目进度是当前大家最关心

的的。。目前目前，，团队日常采用团队日常采用

SkypeSkype、、WebExWebEx等电话等电话//视频视频

会议系统进行工作中的沟通会议系统进行工作中的沟通

和交流和交流。“。“鉴于国内疫情已鉴于国内疫情已

趋于缓和趋于缓和，，部分工作我们也部分工作我们也

借助公司在国内的资源借助公司在国内的资源，，力力

求项目时间节点尽量不受影求项目时间节点尽量不受影

响响。。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的的。”。”胥志刚说胥志刚说。。

““雅加达是全世界都出雅加达是全世界都出

名的名的‘‘堵城堵城’，’，但这两周路但这两周路

上车和人都很稀少上车和人都很稀少，，空荡荡空荡荡

的的，，有些萧条有些萧条。”。”上汽印尼上汽印尼

公司总经理李飞说公司总经理李飞说。。

目前目前，，印尼新冠肺炎累印尼新冠肺炎累

计确诊病例逾计确诊病例逾 15001500 例例，，各各

大城市陆续采取封城措施大城市陆续采取封城措施，，

防疫物资和食品也开始紧防疫物资和食品也开始紧

俏俏。“。“好在上海的同事给我好在上海的同事给我

们寄来了们寄来了10001000只口罩只口罩。”。”李李

飞说飞说，，上汽印尼公司员工数上汽印尼公司员工数

量不多量不多，，只有只有44名中国籍员名中国籍员

工和工和66名印尼籍员工名印尼籍员工，，目前目前

储备的口罩储备的口罩、、洗手液等防疫洗手液等防疫

物资都还够用物资都还够用。。

海外疫情爆发后海外疫情爆发后，，上汽上汽

国际对外派员工加强了关心国际对外派员工加强了关心

慰问慰问，，经常询问海外公司在经常询问海外公司在

防疫方面有没有需求防疫方面有没有需求，“，“领领

导一直提醒我们防疫是第一导一直提醒我们防疫是第一

位的位的，，发了许多防疫方法过发了许多防疫方法过

来来。”。”李飞说李飞说。。

““说心里话说心里话，，大家都很大家都很

想家想家，，毕竟春节也没能在家毕竟春节也没能在家

过过。”。”李飞称李飞称，，目前上汽印目前上汽印

尼的尼的44位中国籍员工都选择位中国籍员工都选择

留在印尼留在印尼。。李飞和同事们舍李飞和同事们舍

不得回上海的最大原因是不得回上海的最大原因是，，

上汽印尼公司在上汽印尼公司在33月月2424日推日推

出的第一款产品出的第一款产品MG ZSMG ZS。。

根 据 原 来 的 计 划根 据 原 来 的 计 划 ，，

MG ZSMG ZS 的发布会将在一家的发布会将在一家

人流量很大的商场里连续举人流量很大的商场里连续举

办四天办四天，，还邀请了还邀请了100100多名多名

媒体记者和媒体记者和 KOLKOL。。但但 33 月月

1313 日日，，当地政府突然发布当地政府突然发布

关于可能取消大型活动的消关于可能取消大型活动的消

息息。“。“我们有点懵我们有点懵，，因为当因为当

时确诊病例不多时确诊病例不多，，外面人流外面人流

和车流也一切如常和车流也一切如常。”。”但李但李

飞还是和同事们着手调整了飞还是和同事们着手调整了

上市计划上市计划，，将发布会周期缩将发布会周期缩

短为一天短为一天，，并只邀请部分媒并只邀请部分媒

体出席体出席。。

新增确诊病例在新增确诊病例在33月月1616

日突然增多日突然增多，“，“媒体纷纷表媒体纷纷表

示示，，为了安全不愿出席活为了安全不愿出席活

动动，，考虑到此时举办大型活考虑到此时举办大型活

动也有风险动也有风险，，我们就取消了我们就取消了

线下发布会线下发布会。”。”来不及心疼来不及心疼

准备好的物料准备好的物料，，李飞和同事李飞和同事

们马不停蹄地开始录制新车们马不停蹄地开始录制新车

线上发布的视频线上发布的视频，“，“我们自我们自

己当演员己当演员，，出镜介绍品牌和出镜介绍品牌和

产品产品。”。”33 月月 2424 日日，，上汽印上汽印

尼公司的首款产品在线上发尼公司的首款产品在线上发

布了布了，“，“线上活动没花多少线上活动没花多少

钱钱，，但反响挺不错但反响挺不错，，点击量点击量

和关注度都超出了预期和关注度都超出了预期。”。”

让李飞他们兴奋不已的让李飞他们兴奋不已的

是是，，第一位车主很快出现第一位车主很快出现

了了。“。“车主在网上了解产品车主在网上了解产品

信息后信息后，，又来试乘试驾又来试乘试驾，，很很

快就下单了快就下单了。”。”33 月月 2727 日日，，

车主带着家人到展厅提车车主带着家人到展厅提车。。

上汽印尼公司的同事们还为上汽印尼公司的同事们还为

他准备了一个大礼包他准备了一个大礼包，，里面里面

有送给孩子的一只带有送给孩子的一只带 MGMG

logologo的玩具熊和一些的玩具熊和一些MGMG周周

边产品边产品。。李飞还特意往大礼李飞还特意往大礼

包里放了一包口罩包里放了一包口罩。“。“车主车主

可感动了可感动了，，说特殊时说特殊时期能得期能得

到一包口罩到一包口罩，，出乎意料出乎意料。”。”

首席记者 李修惠 阮希琼

本报记者 邹勇 林芸

公共场所定时消毒公共场所定时消毒、、进进

入工厂前测量每一位员工的入工厂前测量每一位员工的

体温体温、、戴口罩勤洗手的宣戴口罩勤洗手的宣

贯贯、“、“考场考场””般的就餐制度般的就餐制度

……在延锋安道拓泰国座椅……在延锋安道拓泰国座椅

总装厂总装厂，，防疫防护工作和国防疫防护工作和国

内工厂如出一辙内工厂如出一辙。。

““我们一直很关注国内我们一直很关注国内

的疫情发展情况的疫情发展情况，，延锋总部延锋总部

也提供了防疫手册也提供了防疫手册，，不少防不少防

疫工作可以借鉴国内工厂疫工作可以借鉴国内工厂，，

让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让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

延锋安道拓泰国座椅总装厂延锋安道拓泰国座椅总装厂

质量经理徐文俊说质量经理徐文俊说。。

据介绍据介绍，，只要工厂没有只要工厂没有

确诊或者疑似患者确诊或者疑似患者，，泰国政泰国政

府就不会禁止该工厂进行生府就不会禁止该工厂进行生

产运营产运营。。目前目前，，丰田丰田、、三菱三菱

我们普及防疫知识我们普及防疫知识。”。”

对于王华来说对于王华来说，，疫情期疫情期

间在德国工作的最大困难还间在德国工作的最大困难还

在于认知上的冲突在于认知上的冲突。。德国疫德国疫

情爆发初期情爆发初期，，民众没有使用民众没有使用

口罩的意识口罩的意识，，王华只能入乡王华只能入乡

随俗随俗，，在工作地点不戴口在工作地点不戴口

罩罩，，去超市不戴口罩去超市不戴口罩，，直到直到

德国感染人数达到德国感染人数达到 55 万左万左

右右，，才看到一小部分德国人才看到一小部分德国人

使用口罩使用口罩，，王华从那时候开王华从那时候开

始才使用口罩始才使用口罩。。就在几天就在几天

前前，，德国已经有一些城市要德国已经有一些城市要

求民众在购物或乘坐公共交求民众在购物或乘坐公共交

通时必须佩戴口罩通时必须佩戴口罩。。

““我们团队成员之间相我们团队成员之间相

互鼓励互鼓励、、理性讨论理性讨论，，在物资在物资

和心理上做好充分准备和心理上做好充分准备，，共共

同度过难关同度过难关。”。”王华说王华说。。

据王华介绍据王华介绍，，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有一个专门的海外党支部有一个专门的海外党支部，，

负责海外党员的组织生活负责海外党员的组织生活。。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海外党支部一直海外党支部一直

在发挥作用在发挥作用，，为外派员工送为外派员工送

去关爱去关爱，，公司领导也非常关公司领导也非常关

心外派的员工心外派的员工。。

以外派员工的安全为首以外派员工的安全为首

要考量要考量，，公司安排王华及其公司安排王华及其

同事们尽快回国同事们尽快回国。。受疫情影受疫情影

响响，，国际航班锐减国际航班锐减，，机票价机票价

格暴涨格暴涨，，公司不计代价公司不计代价，，为为

王华和他的同事们预定了最王华和他的同事们预定了最

早返回上海的航班早返回上海的航班。。

虽然外派期提前结束虽然外派期提前结束，，

但王华的工作并不会停止但王华的工作并不会停止。。

回到上海后回到上海后，，王华还将以特王华还将以特

殊的方式继续参与海外研发殊的方式继续参与海外研发

工作工作。。他说他说：“：“为了顺利开为了顺利开

展下一阶段工作展下一阶段工作，，公司和德公司和德

国大众统筹安排国大众统筹安排，，为我们争为我们争

取到了德国大众多个取到了德国大众多个 ITIT 系系

统的权限保留统的权限保留，，使我们后续使我们后续

可以在国内继续开展与德国可以在国内继续开展与德国

大众的项目合作大众的项目合作。”。”王华说王华说。。

等位于泰国的工厂等位于泰国的工厂，，均因为均因为

发现确诊病例而停止运行发现确诊病例而停止运行。。

得益于防疫工作完善到位得益于防疫工作完善到位，，

延锋安道拓泰国座椅总装厂延锋安道拓泰国座椅总装厂

的生产线还在正常运作的生产线还在正常运作。。

大约是两周前大约是两周前，，徐文俊徐文俊

开始切身感受到疫情在泰国开始切身感受到疫情在泰国

的蔓延的蔓延。。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

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城市开始变得城市开始变得

萧条萧条，，超市里的鸡蛋超市里的鸡蛋、、肉类肉类

也曾被抢购一空也曾被抢购一空，，口罩更是口罩更是

被炒到了被炒到了200200泰铢泰铢（（约约4343人人

民币民币））一片的高价一片的高价。。

““一开始一开始，，大家看到中大家看到中

国人怕怕的国人怕怕的，，但随着中国疫但随着中国疫

情得到控制情得到控制，，大家有了新的大家有了新的

认识认识。。泰国人还是很泰国人还是很 nicenice

的的，，他们愿意借鉴中国的防他们愿意借鉴中国的防

疫经验疫经验，，做好个人防护做好个人防护。”。”

身处异国他乡身处异国他乡，，中国的防疫中国的防疫

经验能够给海外提供借鉴经验能够给海外提供借鉴，，

让徐文俊感到十分自豪让徐文俊感到十分自豪。。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是，，春节期间春节期间，，他们在泰国他们在泰国

想方设法买口罩寄往国内工想方设法买口罩寄往国内工

厂厂；；如今如今，，倒成了国内工厂倒成了国内工厂

给他们寄来了防疫物资给他们寄来了防疫物资。。

““在延锋总部的帮助下在延锋总部的帮助下，，现现

在泰国工厂的防疫物资还算在泰国工厂的防疫物资还算

充足充足，，泰国目前生活物资供泰国目前生活物资供

给也稳定了给也稳定了，，加上公司安排加上公司安排

我们居住在国际社区我们居住在国际社区，，防疫防疫

措施也做得很到位措施也做得很到位，，所以现所以现

在不是很担心在不是很担心。”。”徐文俊说徐文俊说。。

徐文俊在国内的家人也徐文俊在国内的家人也

曾劝说他回国曾劝说他回国，，但他还是选但他还是选

择留在岗位上择留在岗位上。“。“首先首先，，我我

们的防疫措施做得比较好们的防疫措施做得比较好，，

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另另

外外，，因为泰国政府的政策也因为泰国政府的政策也

随着形势在变化随着形势在变化，，我担心回我担心回

国了就很难再回到泰国国了就很难再回到泰国，，那那

么工厂怎么办么工厂怎么办？？这也是我的这也是我的

职责所在职责所在。”。”他说他说，“，“国内疫国内疫

情严重时情严重时，，因为国内供应商因为国内供应商

停工停工，，我们只能停了一段时我们只能停了一段时

间间。。现在国内已经复产了现在国内已经复产了，，

我们也不能停歇我们也不能停歇。”。”

“ 在物资和心理上都做好充分准备

上汽大众常驻德国研发工程师

”

“ 想家，但舍不得回家

上汽印尼公司总经理

”

“别担心，我们的工厂还在正常运作

延锋安道拓泰国座椅总装厂质量经理

”

“ 我在美国参与华人援助志愿服务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ISP外派团队

”

泛亚外派团队成员陈
岭峰（右一）在美国参
加志愿者服务，协助
清点、打包防疫物资

MG ZS在印尼“云上
市”后，迎来了第一位
车主提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