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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战疫经验 我们同担风雨

3月17日，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主任中医师高坤返回
南京，前期作为江苏中医医疗队第五批带队专家的他在2
月下旬入驻武汉江夏方舱医院，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
在鏖战近 30个日夜之后，江夏方舱医院正式休舱，医疗
队平安凯旋。

返宁并不意味着战疫的结束。高坤告诉本报记者，
在他看来，把医疗队在武汉的抗疫救治经验分享给更多
人，是一线医护人员下一阶段要承担的重要课题。

2015 年，高坤在日本山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
南京，任职于江苏省中医院。在他与同事此次支援的江
夏方舱医院，收治的564位轻症新冠肺炎患者中没有一位
转成重症，医护人员也是零感染，这对于高坤和同事们
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在特殊时期大家不方便外出，可以在室内进行适当
地运动。比如八段锦、太极拳，这些视频都可以在网络
上找到，大家可以学习、运动起来。”这是高坤为海外同
胞战疫所录制的科普短视频中的一幕。在5分半钟的视频
里，他从日常饮食、作息习惯、自我防护等多方面给出
了建议。面对全球疫情多点暴发的现状，南京欧美同学
会联合江苏省广电国际频道制作了 《抗击疫情，学长
说》 系列视频，邀请支援武汉的江苏医疗队海归专家向
海外同胞讲解防疫知识，高坤便是其中一员。

最近几天，重庆欧美同学会留法分会会长、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任国胜也在组织医疗团队，准
备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医院及图卢兹的当地医院进行
远程专家连线，了解法方的具体需求并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分享一线战疫经验。

1993 年，任国胜曾前往法国鲁昂大学医学院学习，
1996 年回国，此后多次前往法国进行学习与访问。医疗
卫生合作是中法科技合作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而事实
上，在此次重庆支援武汉战疫的医疗队中，不少医生都
拥有留法经历，他们对这个曾度过美好留学时光的浪漫
国度有着一份难忘的感情。在中国战疫的关键时刻，法
国曾提供过宝贵支持与帮助，而今，欧洲疫情形势严
峻，不少留法海归十分愿意为帮助法国战疫出一份力。

“重庆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留法海归承担了很重要
的角色，有的是重症医学组组长、有的是方舱医院副院
长，同时，在孝感的重庆医疗队中也有留法医生。他们的
一线战疫经历非常宝贵，我们会与法国医生及时沟通，分
享他们所需的实战经验。”任国胜对本报记者说。

物资星夜驰援 情谊坚于金石

3 月 24 日，价值总计约 15 万元人民币的医疗防疫物
资从山东青岛寄出，这里面包含了两万只KN95口罩、10

套灭菌设备及10套测温仪；29日，物资正式运抵美国芝
加哥，当地华侨华人协会接收后，将定向捐赠给芝加哥
的华侨华人医护人员。

这笔物资来自于青岛康福莱集团董事长、民建青岛
市黄岛区基层委副主委薛平的捐赠。2009 年，他曾在芝
加哥大学因公进修过1年的工商管理课程。在薛平看来，

面对疫情，作为企业家绝不能袖手旁观，必须要为抗疫
做点事。而在此之前，为驰援湖北战疫，他的脚步就不
曾停过。“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累计捐款捐物 300多万
元。做慈善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要确保把钱花在
刀刃上，真正为一线战疫出力。”薛平说。

抗击国内疫情“打完上半场”、助力全球战疫“再打

下半场”，这正是许多海归几个月来的真实写照。毕业于
英国剑桥大学的重庆欧美同学会驻英国联络处首席代表
姜敖，最近也忙着“找物资”，寄给在英的华侨华人和留
学生。“我们在陆续寄口罩、洗手液、消毒液，包括一些
在国内抗疫中发挥良好作用的中药，让海外同胞能在当
地拥有更多防疫物资保障。”姜敖对本报记者说。

在任国胜的手机里，有一个帮助法国战疫临时建的
微信群，很短时间内便有近百名留法人员自发加入，参
与防疫物资捐赠。“找货源不易、联系运输也不易，但这
些困难都被克服了。‘团结定能胜利’，无论是出于我们
自己的角度还是出于国家角度，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理应守望相助。”任国胜说。

“千里同好，坚于金石”。6万个来自于重庆留法归国
人员的捐赠口罩，已于昨日送达法国，一个个包裹里装
着曾经留法的中国学子的一份份牵挂。

关注心理问题 温暖跨越千里

自 3 月 20 日开始，英国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为应对
疫情都已关闭，而不少在英的小留学生由于航班取消、
担心回国途中被感染等诸多原因滞留英国，有的已出现
了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为帮助包括小留学生在内的在
英华侨华人、留学生群体及时疏解心理问题、保持乐观
积极的战疫状态，姜敖与同事们专门组织了一支心理医
生团队，远程提供心理辅导。

“滞留在英的不少中国留学生心理状态非常无助，特
别是一些小留学生。大学生自立程度更高、心理素质比
较过硬，但小留学生由于年纪小、社会阅历少，面对这
种突发情况时更容易恐慌。”姜敖告诉记者，组建的这支
义务心理辅导团队多数是由剑桥大学毕业的心理学界海
归组成，大家志愿参与，向海外同胞提供帮助。“团队刚
建立时只有两三个人，而心理辅导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
钟头，所以我们的人力明显不足。但当我们的行动被更
多人了解后，不少心理辅导团队直接找上门，自愿加入
进来，给我们的队伍增加了强大助力。”

让姜敖与同事们感到欣慰的是，不少留学生在接受
心理辅导之后，情绪已由原本的消沉焦虑逐渐转为平静
缓和。“心理辅导团队也会告诉留学生们，与归国乘坐十
几个小时飞机所面临的交叉感染风险相比，安心待在家
中隔离、做好自身防护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克服时差，一通通越洋的音视频电话，将来自祖国
的温暖送到了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身旁。“留学归国人
员毫不犹豫地肩负起这一份战疫责任的做法真的很让人
感动，这彰显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姜敖动容地
说。“国内疫情暴发时，许多身处国外的华侨华人、留学
生不遗余力地采买抗疫物资寄回国内，我们也参与其
中，日夜颠倒两个多月没有休息。现在海外同胞有危险
了，在国内的人同样也是想尽办法去帮助。因为无论身
在何处，这同一颗中国心就是我们共同的力量源泉！”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海归的确在战
疫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用“打满全场”来形容
并不为过。

国内疫情严峻时，海归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技术
优势，有的四处采买物资、捐资捐物，第一时间运往战
疫一线；有的原本就是所在医院里的中流砥柱，毫不犹
豫地报名上了一线，白衣执甲，逆风而行。

国外疫情暴发时，海归再次动员起来，挺身而出。
因为那里不仅有中国同胞，还有往日的同学、良师益
友、合作伙伴。他们说，相帮相助责无旁贷。

“上下半场”无缝对接，在采访中一些海归告诉
记者，从春节到现在就没完整地睡过一个囫囵觉，许
多越洋资源对接中隔着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天天
熬，熬习惯了。”他们如是说。或许是因为曾经的海
外生活经历，海归对海外同胞此时此刻的精神与物
质诉求更能感同身受。

因为是海归，经历过离家万里负笈求学的辛苦、品
尝过千里共婵娟背后的孤独，更能理解，如今孤身在外
面对疫情的学子的无助。

因为是海归，体会过极个别留学人员归国后“恃洋
而骄”的做派让整个海归群体“背锅”的无奈和气愤，
才更能体会，如今一些华侨华人和留学生面对网络某些
偏见抹黑时的委屈与压力。

因为是海归，在另一个国度拥有过真切的生活体
验、对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感触深刻，才更能明白，
在 那 里 为 何 会 选 择 与 中 国不同的另一种战疫方式。
海归更像一根联系中外的纽 带 ， 基 于 对 当 地 民 众 、
当 地 文 化 的 了 解 ， 实 现 战 疫 的 精 准 支 援 。

这份独一无二的力量无可替代，危急时刻，更彰显
海归担当。“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这份
跨越国界的战疫情，定将被存入他们 2020 年最难忘的
记忆。

创业以来，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
“从学者到创业者，是否面临着巨大的转变？”在
外界看来，我做出这个选择也许确实不太寻常。

我成长在一个教师家庭，校园里那种自由、
充满探索的氛围是我从小就熟悉和向往的。

2007年，我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的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此后成为密
苏里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研究计算机
视觉和机器学习。待在学术界，教学、做科研，这
是我理想的生活状态，也非常顺理成章。

但与此同时，一个无人驾驶的时代正在拉
开帷幕。在我潜心学术研究的这几年，随着大
数据、深度学习的崛起，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突
飞猛进，而我所研究的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
习，成为无人驾驶的核心技术。在这个让全世
界都为之兴奋的新兴领域，学术界成为AI技术
商业化的中坚力量，越来越多的学术精英投身
其中。

2017年底，在无人驾驶创业大潮的召唤下，
我放弃终身教职，创立无人驾驶出行公司文远
知行WeRide，转身成为创业者。

作为一种更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无人
驾驶能够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除
了带来交通方式的变革，它还将颠覆人们的工
作、生活方式，重塑城市图景，甚至改变整个
地球的生态环境。

根据麦肯锡未来出行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
显示，中国未来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
市场。这里汇聚着大量的人工智能人才、孕育
着积极开放的法律政策，是无人驾驶技术研发
和应用落地的“黄金国度”。

如何落地无人驾驶并无先例可循。在技术
上保持领先的同时，我很看重找到一种适合中
国市场的、切实可行的无人驾驶商业模式。要
推动智能出行市场，AI技术、造车势力、出行
平台、政策扶持缺一不可，这项事业需要整个
出行生态圈的协同合作。幸运的是，文远知行
作为一家AI科技公司，已经得到了包括头部主
机厂、国有出行公司等重要合作伙伴的投资和
合作。我们全球总部落户广州，得到了当地政
府在各个层面的大力支持。2019年 8月，我们
与白云出租集团、广州科学城集团成立了中国
首个落地一线城市的自动驾驶运营合资公司
——文远粤行。这是全球首次自动驾驶企业和
传统出租车企业的合作，是真正的 AI 赋能传
统行业，可以说为中国的无人驾驶落地找到了
一条新思路。

合资公司成立后，我们迅速开展了自动驾
驶出租车的试运营服务。2019年11月底，自动
驾驶出租车驶上广州街头，在黄埔区、开发区

近 145平方公里的核心城市开放道路上，推出
面向市民全开放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最近，
我们发布了中国第一份自动驾驶出租车运营报
告：首月共完成了8396个出行订单，服务订单
总里程达 41140 公里，零安全事故，每单平均
服务里程为 4.9 公里，日均出行服务 270.8 次，
共服务4683名用户。

首月运营成绩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但
2020年初，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却让我意识到
了无人驾驶肩负着的另一份社会责任。

疫情之下，无人驾驶的优势与社会价值尤
为凸显：不仅能够有效避免交叉感染，保证疫情
下的交通运输能力，并且能 24 小时运转，在防
疫、维持城市交通运输中起到重要作用。遗憾的
是，尽管载物无人车在疫情下被激发，但仍在探
索商业化落地的载人无人驾驶却暂时缺席。

尽管内心无比希望在这个非常时期无人驾
驶汽车上路，为一线战疫人员的出行保驾护
航，但我也非常清楚，载物的低速无人驾驶和
载人的无人驾驶是两个不同垂直领域，从技术
难度与政策监管上，后者都要满足更为严苛的
标准。

技术迭代有其本身的规律和要求，不能急
于求成，行驶安全是重中之重。经此一疫，我
更加坚定了决心，向着真正的全无人驾驶进
发，踏实研发、不懈怠、努力创新，提供更好
的无人驾驶服务。

（作者系文远知行创始人
兼CEO）

请收下，这份来自中国的温暖！
本报记者 孙亚慧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国际防控形势不断严峻，中国在做好自身防疫抗疫的同时，也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其他国家。派遣
医疗专家组、援助医疗物资、分享防疫经验……在这场助力全球战疫的行动中，有不少海归的身影。病毒传播不分国
界，爱心传递也没有畛域。面对海外疫情告急，留学归国人员的一次次热心善举，将更多的爱与温暖送向远方，送到曾
经驻在国民众身边，送到海外同胞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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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旭

图①姜敖所在公司寄往英国的消
毒液等防疫物资。

图②高坤支援武汉江夏方舱医院
战疫。

图③来自重庆留法医生捐赠的防
疫物资在准备运往法国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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