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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党委学生工作部和研究生

工作部（下文简称：学工部、研工

部）不少老师们驻扎学校，以校为

家，在园区一线为同学们服务，处

理各项防疫工作和学生工作。

“致敬我最亲爱的战友”

“正式进驻东区，和本部战友

们依依不舍告别。”4月8日晚，学

工部顾宁老师发出了一条朋友

圈。

此前，顾宁和3位学工部老师

坚守袁成英楼，承担本部和东区

的物资运送、核酸抗原等工作。

此后，坚守袁成英楼的学工

部男老师只剩郑聪一人，运送物

资的三轮车不慎损坏，郑聪用推

车推着物资，一步一步，运送到

各宿舍楼下。顾宁看到这段视

频，眼睛有些润湿。

“行动比言语更有力。无论

在本部还是东区，我们学工队伍

的老师跟学生志愿者、辅导员们

一起，用信念、勇气和坚守一线，

鼓舞、服务师生。”顾宁说。

4 月 23 日，因为有同学核酸

检测结果异常，东区18号楼面临

封控管理。18 号楼是一栋容纳

500 人的女生宿舍楼，是学校单

一 宿 舍 楼 宇 中 体 量 最 大 的 一

栋。楼内 12 名辅导员负责清理

整栋楼的垃圾。清理完毕，辅导

员们忍不住落泪，顾宁也为之动

容，“比较心疼。她们自己也是

学生，小小的肩膀上，承担了太

多。”

顾宁总是冲在一线努力担

当。为了帮学生志愿者减轻负

担，他常常把物资搬到楼门口，

有次他一口气搬了 90 箱苹果。

“虽然有些重，但是一种锻炼。

我想多做一些事，让辅导员和学

生知道背后一直有人在守护他

们。”顾宁的付出得到了反馈，辅

导员们纷纷表示：“看到顾老师

的身影就很安心。”

3 月 13 日，顾宁下沉园区一

线，将思政工作做到学生一线。

同时，他与学工队伍的同事积极

参与毕业季工作和毕业典礼筹

划，做好学生的日常思政教育。

三个月，顾宁见证了校园疫情防

控形势的变化全过程。

她的愿望是：每个户
外工作的日子不下雨

5月24日，天气预报是雨天，

学工部马思嘉老师和很多坚守

在南区老师，希望不要下雨。

当时是学生大量离校返乡

时。南区每天约有三、四百名同

学离校，需要提供送站、核酸加测

等服务。同时，学工老师要维持

日常管理，如三餐发放、物资运

送、外出活动秩序维护等。如果

遇上雨天，户外工作面临诸多不

便。

当天早晨，马思嘉换上全套

“小蓝”防护装备，冒雨外出工

作。在一个岔路口，她看到负责

当天南区返乡同学核酸加测的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书记陈

睿身穿“大白”防护服，背着一袋

核酸检测物资，与医护人员一起

向检测点跑去。

马思嘉举起手机，拍下了他

们雨中前行的背影。因为手机

裹着从防护面罩上撕下来的塑

料膜，布满雨滴，照片并不清晰，

却也记录下马思嘉湿润的眼眶、

模糊的视线。

“每时每刻都有大大小小的

事情，但也有不知疲倦一起坚守

的老师同事们……唯一的愿望

是，每一个户外工作的日子不要

再下雨了。”马思嘉在当天的朋

友圈里写道。

在南区，与马思嘉“不知疲

倦一起坚守的老师同事们”，包

括包保干部、学工部门的老师。

他们为了工作冒雨疾奔，也会感

到疲惫。“每当疲惫时，大家就和

身边的‘战友’抱团取暖，迅速调

整好心态，投入到工作中。”

每天都有堆成小山的防疫

物资、食品、生活用品等，要运送

分发给南区 50 多栋宿舍楼。马

思嘉和同事穿好防护服，开上三

轮车，一趟又一趟地运送物资

到。他们不仅为志愿者减轻负

担，也在夏夜晚风轻拂中，消解

身心的疲惫。

听学生心声，为学生服务，

解决困难。驻守在园区，马思嘉

看到同学们在特殊时期的精神

面貌，也为同学们的感恩而感

动。“6 月以来，南区返乡的学

生人数每日减少，园区依然从每

天 4 点多开始提供核酸加测，让

每一个人安心踏上回家的路。”

复旦的浪漫，是坚韧
不拔地绽放

“雨再大，都会停；路再难，

总能通。复旦的浪漫，从不是一

帆风顺的傲娇，而是坚韧不拔地

绽放。”

6月5日，骤雨初霁。研工部

孙冰心老师在北区路上，望见一

道彩虹架在天际。“过了今晚，就

将进入校园准封闭管理的第二

阶段，本北‘气泡’将贯通。彩虹

的出现，是希望。回顾三个月的

努力，胜利在望。”孙冰心忍住泪

水，将场景拍了下来。

两个月前的4月4日，校园进

入封闭管理。为了推动北区的

管理工作，孙冰心连续二天，只

在办公室沙发上睡3个小时。封

闭管理第三天，北区有学生核酸

检测结果异常，她穿上防护服，

将学生送上转运车。回到办公

室，她体力透支，说不出话来。

因为没来得及安顿好住处，

孙冰心只在同事的宿舍里休息

了半个小时，又回到办公室，投

入工作。

网格化管理第一天，北区开

展核酸检测，孙冰心和北区抗疫

临时党支部的同志们，以及各个

院系的辅导员，都穿上“大白”，

协助检测。晚上10点半，近2万

个苹果送来北区，这些“大白”老

师们不愿再麻烦志愿者，从不同

网格跑来北区体育馆，脱下防护

服，换上“小蓝”，二话不说开始

搬苹果。

“很多都是瘦小的女老师，

一脱防护服，满头大汗，满脸勒

痕。从核酸检测到搬运苹果，一

刻不停，一秒不歇。”孙冰心回忆

起那天的场景，有些哽咽。

北区有 100 多栋宿舍楼，除

了中国学生外，还有留学生、机

关教师、后勤人员居住。100 多

名楼长成为楼内管理的重要力

量，孙冰心根据管理形势，召开

近十次全体楼长会议，也为他们

的积极乐观、主动分忧而感动。

因为足不出楼，会议在线上

举行，孙冰心跟很多楼长并没见

过面。一天，她穿着“大白”工作

时，一名楼长却凭声音认出了

她，还记住了她的口头禅：“用尽

洪荒之力”。

这些细节，组成了孙冰心三

个月的驻校时光。“三个多月，一

线老师、包保干部、学生骨干、100

多位楼长、十几位网格长，同心

协力，一路坚持到现在，用尽‘洪

荒之力’。风雨过后，终将迎接

绽放。” 文/胡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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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我最亲爱的战友、坚守了快一
个月的聪哥在清点搬运本超物资，
也代表袁楼学工部的坚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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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韧不拔地绽放

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发了那条朋友圈？当时是什么心情？疫情期他们在学校的状态是怎样的？

3 月 13 日，学校进入准封闭

管理以来，人事处始终坚守抗疫

一线。

全力守护校园疫情防
控工作队伍

人事处发布各阶段教职工

管理工作提示 6 次，为入校工作

的教职工累计开具 1000 余份疫

情防控工作证明。累计分发抗

原 25000 余个、口罩 25000 余只、

手套5000余双、消毒喷雾2000余

瓶、酒精湿巾 2000 余包、隔离衣

1500余套，水果、食品、衣物等生

活物资共20批次。

疫情防控期间，每天 8 点左

右，石笋发布当日核酸抗原检测

通知，开始维护一张2000行左右

的 进 出 校 人 员 总 表 及 大 小 表

单。白天，石笋和物资组的徐一

帆投身疫情防控志愿，晚上与领

导同事们在夜里11点到12点间

完成当天工作。石笋的孩子很

小，正爱粘着爸爸，3月13日至6

月2日间，他只回过1趟家，待了

三天，“对孩子也是愧疚的，这波

疫情过去后，一定加倍补上。”

用心关怀、贴心服务
广大教职工

过去三个月，人事处协调安

排各校区超过千余人次教职工

完成进校前健康观察。细心打

包消毒物品，一人一份送到每位

教职工手中。

杨晔主要参与邯郸校区气

泡缓冲区的人员管理和核酸抗

原结果统计上报，发放消杀指南

和 隔 离 点 防 控 注 意 事 项 等 文

件。4 月上旬健康观察点启用

以来，共有 700 多位教工缓冲，

她的微信好友人数快速增长，由

此结识了很多“忘年交”。

在江湾生活园区，居住着部

分学校博士后科研人员。一天

早上即将做核酸时，负责江湾博

士后管理的朱嫣敏收到楼长消

息，有一位博士后请求上门为她

父亲做核酸。原来这位博后的

父亲前一晚出现脑梗症状，但由

于担心当时没有上报。朱嫣敏

立即联系上医院，对接到医生本

人，联系救护车将博后父亲及时

送往医院。

立足岗位做保障、做贡献

在教工疫情防控和人员管

理服务工作外，人事处还承担着

如人事管理、薪酬福利、培养发

展、人力规划配置等基础性职能

工作。

3 月 13 日准封闭管理当天，

薪酬办王茜着急赶回办公室，准

备将所有纸质材料抱回家继续

处理。一开门却发现三位同事

已不约而同地回校，带着硬盘扫

描文件，打包纸质单据。薪酬办

的“老法师”吴鹰根将近 60 岁

了，赶在 4 月 1 日全市各区分阶

段封控前，跑了多个机构，为在

校教职工的社保公积金发放、退

休教师养老金线上申领通道打

好提前量。

毕业于公共卫生学院的黄

媛 参 与 学 校 防 控 办 的 流 调 工

作。她与同事们以“2+4+24”为

工作目标，即2小时内到达现场，

4 小内完成核心流调报告，24 小

时内完成完整的流调报告。她

边工作边看各种流调实战的资

料，从一开始的“走弯路”，到后

期已经可以根据人员类型，来

“预判”可能出现接触和污染的

原因，事半功倍地完成任务。

准封闭期间，人事处形成了

教职工疫情防控工作八个小分

队，处长姜育刚、副处长张琦荣、

张丕业每天都和各个小分队共

同工作。姜育刚说，“服务好守

护好校园疫情防控一线抗疫教

工队伍，是人事处在过去三个月

最重要职责。” 文/李怡洁

协调教职员工值守岗位协调教职员工值守岗位，，服务学校抗疫大局服务学校抗疫大局面对疫情，如何快速形成

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的有生力

量？教职工校园值守轮班制

度如何落实？如何守护值守

教工的身心健康？如何关爱

解决值守教工的后顾之忧？

疫情防控战场上，还有这样一

支队伍站在校园一线抗疫

教工身后……

唯一的愿望是，每一个户外
工作的日子都不要再下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