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傅 萱 112020.9.15 星期二
专题报道

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④丁 纯：爱党爱国，敬业乐群，勇于创新，爱生如子，求真不懈。

①姜宝有：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尊重教育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关爱学生，促进学生发
展。对学生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学生，因材施教，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②邵强进：爱岗敬业、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严谨治学，以言传身教引导学生；关爱学生，以
热心、真心、责任心服务学生。

③陈明明：有思想，有使命感，爱专业，爱学生。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师标准

教师节表彰9位“钟扬式”好老师
他们讲述自己理解的好老师标准

今年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学校实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目标的决胜之

年，是启动编制“十四五”规划、开启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迈进新征程的谋篇之年。广大教师秉承忠诚爱国、矢志报

国的红色之魂，立德树人、造福社会的奉献之心，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强校之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

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奋力拼搏。教师节表彰了9位“钟扬式”好老师。

姜宝有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爱岗敬业，潜心育人，关爱

学生，数十年默默耕耘，注重教

学相长，积极推动教学改革。外

文学院韩国语系的开创者之一，

高起点设计了韩国语专业的体

系化格局。主讲的本科生课程

“基础韩国语”被评为上海市精

品课程，“韩国语词汇学”被评为

上海市重点课程。鼓励学生进

行创新性探索，注重保护学生独

立思考的积极性，潜移默化地影

响指导年轻后辈走好学术之路

和人生之路，不仅是学生学业上

的老师，更是人生的导师，赢得

学生的尊重和喜爱。

邵强进
哲学学院教授

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言传身

教引导学生，全心全意服务学生。

常年从事学生工作和多项社会工

作，曾赴中学兼职任教一年，赴条

件艰苦的云南德宏挂职一年。多

次被评为学校学生思政工作先进

个人、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对教学

全心投入，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善

于运用生动有趣的例子帮助学生

理解枯燥的逻辑学理论，课程曾获

评上海市“重点课程”和复旦大学

“精品课程”。今年5月25日因病

逝世，重病期间仍心系学生，妥善

安排研究生毕业答辩。

陈明明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热爱教书育人，继承复旦传

统，勇于服务奉献。躬身研究、

授业解惑，得到侪辈盛誉，影响

培育后辈政治学人。担任政治

学系主任期间，以勤奋严谨的治

学态度引领科研活动，以谦和浩

然的待人之道团结教师队伍，政

治学科连年被评为A+学科，入选

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十分重视课堂讲学，善以己之思

想启发学生思考，以学者之定为

学生树立了“静以致知”的标

杆。追求知识严谨，力求匡定学

生于正途，将个人发展嵌入国家

发展需要。

丁 纯
经济学院教授

敬业乐群，勇于创新，求真

不懈。认为学者需有振兴民族

的责任担当，积极参政议政，40

余篇决策咨询被采纳，多篇获批

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围绕后疫

情时代经济建设撰写报送多篇

咨询报告。积极开展课程思政，

注重调动学生兴趣，培养学子勇

于创新、服务社群，获得复旦大

学“本科教学贡献奖”，课程获评

“上海高校本科重点课程”、“教

育部精品课程公开课”；和学生

做朋友，通过言传身教来弘扬正

能量，深受学生喜爱。

蒋最敏
物理学系教授

热爱教学、作育栋梁。时刻以

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常年担

任学生寝室导师，学生活动逢请必

到。课堂上，激情澎湃地带领学生

探究物理之美，学生评教名列前

茅，课程获评市级精品课程。率先

尝试，建设物理学科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助推青年成长，平均每年听

青年教师上课20人次。领衔建立

上海市物理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主

编上海市《高中物理》教材，培育中

学物理师资。担任物理学系党委

书记期间，带领物理系获评全国党

建工作标杆院系。

胡 薇
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

为党育才、为国育人，踏实严

谨、开拓进取。在教学中善于活跃

课堂氛围，开设的本科生课程深受

学生喜爱。在指导研究生科研中，

全方位地关心帮助学生，成为学生

心目中的良师益友。科研中致力

于日本血吸虫基因组、转录组、蛋

白质组及其应用研究，为我国在该

领域进入并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做

出突出贡献，2019年获得“全国血

防卫士”称号。自2020年3月起援

建内蒙古大学，带领内蒙古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努力提高整体研究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陆豪杰
生物医学研究院、化学系教授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着力培

养学生的基础理论 、科学素养和

创新精神。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化

繁为简、深入浅出；善于运用课程

思政理念，将前辈科学家的爱国精

神、国家发展需求和学科前沿知识

紧密融合，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针对每位研究生的特点量身定制

科研培养计划，关心学生生活。开

展创新研究、挑战科学前沿、承担

国家任务、践行科技兴国，是蛋白

质组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中青

年科学家，研究成果推动了相关领

域的发展。

张继明
附属华山医院教授

忠于党和人民，矢志不移做一

名传染病防控卫士；身体力行，长

期从事传染病防治教学科研，参加

了“非典”、H1N1、H7N9等疫情医

疗救治和防控工作。2020

年，作为华山医学救援队队长驰援

武汉，转战武昌方舱医院和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数十年如一，注重教

书育人，援鄂期间仍坚持为本科生

授课；亲力亲为指导研究生，得到

学生的尊敬和喜爱。致力于把华

山感染科打造成为国家培养传染

病专业人才的基地，指导青年医师

参加全国病例比赛屡获佳绩。

华克勤
附属妇产科医院教授

30年间以身体力行展师者风

范，以大医精诚践医者誓言。在

妇科微创、肿瘤内分泌、生殖道畸

形以及盆底功能重建方面位居国

内外领先水平，获得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上海医学科技进步一

等奖等。以“极限创新、无限关

爱”为准则，立德守正，引导学生

深入探索医学科技回应临床难

题；教书育人，手把手带教，引导

学生成为承担责任敬畏生命的好

医生。课题组中师生和睦，被称

为“华师班”，学生亲切地称她为

“华妈妈”。

⑤蒋最敏：热爱教学、作育栋梁，是老师的价值所在；身正为范、甘于
奉献，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⑧张继明：爱岗敬业、潜心育人，锐意进取、科研报国，求真务实、为人师表。

⑥胡 薇：为人师表，大气谦和，知行合一，止于至善，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⑦陆豪杰：爱岗敬业，追求卓越，忘我奉献。

⑨华克勤：以身体力行展师者风范，以大医精诚践医者誓言。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师标准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⑨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