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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于上海从传统县城

向近代大都市转化这一特定时期，

以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主线，首

次系统梳理了上海民间慈善组织

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对上

海民间慈善界的主要慈善活动进

行了分类叙述，展现了上海地方绅

商和精英们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

变局的大背景下，改进传统慈善理

念、慈善文化以适应新的局势，同

时吸收西方慈善思想与具体做法，

积极参与都市建设，推进上海都市

化进程，为近代上海的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本书探讨的主题是民间慈善

组织和慈善文化如何适应、参与、

改造形成中的都市社会，探究上

海老城厢精英和华人精英如何通

过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积极影响

都市社会形态。上海城市的扩

展，是租界不断扩张的结果，但随

着租界扩张的是华人慈善组织。

华人慈善组织最初主要设立于老

城厢，兼及周边工商业发达的市

镇，随着租界扩张，华人慈善组织

也随之在新城区开始建立。而

且，租界新建的慈善组织，最初大

部分是老城厢慈善组织的分支机

构，或者是受到老城厢慈善组织

的影响，这其实反映出老城厢在

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因此

可以说，上海老城厢的本地精英

在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

响，依然是一个尚未被完全认识

的课题，仍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地

方。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主题是以

善会善堂为代表的民间社团在近

代上海的生存、调适、发展与坚

守。现有的社团史研究，大都强

调传统民间社团组织的现代化转

型，或者是新式社团的创建等。

很多慈善组织的确在不断创新、

转化，不管是“庚子救援”还是模

范工厂游民工厂的创建，都是上

海民间精英利用传统慈善组织救

助弱势群体的尝试和创新；慈善

组织的规模化和网络化，也有适

应新都市社会发展的一面。但是

综观数百个慈善组织的发展，我

们发现不仅很多百年老字号在调

适中有坚守，即使是许多后来新

创建的慈善组织，也依然走的是

传统慈善组织的路，无论从资金

来源还是从善举内容来看，都有

坚守的一面。从这份坚守中，不

仅能看到上海老城厢慈善组织和

慈善文化的影响，同样可以发现

江南慈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

韧性和生命力。只要有合适的土

壤和空间，民间社团往往就能发

挥巨大的作用。

《慈航难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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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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梦的复旦人

“白泽”的缘起
探索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新工

科育人方式

“白泽”——中国古代洪荒神

话中的瑞兽，它知晓天下所有鬼

怪的名字、形貌和驱除的法术。

而在现代的网络世界里，“白泽”

战队正努力塑造自己成为攻破各

种“网络鬼怪”的一群“神兽”，致

力于研究网络空间中存在的安全

隐患，协助修复漏洞，以保证网络

的安全运行与用户的信息安全。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网络安全”这一原本处于幕后的

领域，越来越得到国家和社会的

高度重视。计算机学院专攻网络

安全的杨珉教授清楚地认识到，

当前高校培养网络安全人才的过

程过于强调理论，对实践技能要

求比较薄弱，培养的学生不能很

好满足国家与行业的需求，事实

上这个问题也是国际同行曾经面

临的共性问题。近年来，欧美高

校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在注重顶尖

会议和期刊论文的发表之外，强

化安全攻防技能培养的竞赛模式

逐渐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

2018年初，杨珉带领团队师生发

起成立了“复旦白泽”安全战队，

力图在开展高水平科研工作之

余，锻炼和提升学生的安全对抗

与实战能力。

战队的首任队长、博士生谈

心回忆说，在成立伊始，杨珉对战

队提出的期望就不仅仅是竞赛获

奖，而是要通过科研与实践融合

的模式为国家和行业输送紧缺人

才，在高水平人才培养过程中产

出攻克“卡脖子“技术。“我们要为

国家出点力”不仅是他的初心，也

已经成为战队的灵魂，他更希望

通过探索高校和行业亟需的网络

安全人才培养方式，把学生的能

力养成融入多维的教育与科研活

动中。“复旦白泽”在短短几年时

间内，用优异的成绩守护了这份

初心。

博士生戴嘉润也是最早期的

成员，他在本科大三就发现网络

安全这个领域既充满趣味，又兼

备社会价值，于是放弃校外实习

进入了实验室，参与相关领域的

科研项目，之后迅速成长为主力

队员；来自软件学院的许海龙在

本科期间曾迷茫过未来，但大三

选修了团队张源老师讲授的《系

统安全攻防技术》，激发起浓厚的

兴趣，逐步清晰了研究方向，不仅

加入战队，也留下来深造；当然，

“白泽”也吸引了多位外校的优秀

学生，本科就读于中国矿业大学

的施游堃对网络安全研究有极高

的热情，也有丰富的竞赛经验，在

比赛切磋中他深入了解了“白泽”

的愿景和实力，因此毫不犹豫选

择保研复旦，在这里继续追求着

自己的梦想。

“白泽”的成长
从实验室到赛场，关注前沿

也立足当下

四位主力坦言，团队让他们

成长了许多——杨珉严格细致，

虽然事务繁多但仍抽出时间来关

心他们的科研与生活；年轻的张

源和他们几乎没有代沟，花费了

很多精力培养他们，希望大家在

比赛竞技的同时勇攀学术高峰，

成为理论知识扎实、技术本领过

硬、创新能力全面的网安人才。

施游堃回忆：“我还记得，有一次

张老师重感冒，快深夜了还坚持

帮我修改论文……”他的敬业精

神激励着成员们在追求卓越的道

路上快速前行。而成员之间更是

不分你我，气氛和谐融洽，高效流

畅的沟通与参赛中的切磋与磨

合，让他们之间基本不会产生“严

重的分歧”。谈心虽然是“白泽”

的队长，但他更愿意把战队比作

“有情怀的学生组织”，自己也更

像是一个“协调者”，负责安排工

作，了解团队需求，带动大家分享

技术，互相补足短板。

从科研到竞赛，从实验室到

竞技场，这样的转变对他们来说意

味着什么？在谈心的眼中，两者是

有机结合的。竞赛仿真了真实世

界中的网络空间，模拟现实网络中

可能存在的漏洞，要求参与者进行

防御与攻击——“这是在实验室中

无法体验的，平日研究中具备的新

技术就能在实战中验证；反过来，

竞赛的仿真环境又促使我们发现

新的研究点。”谈心说。

“实验室有学术前瞻性质，和

落地的产品相比有一定超前性。

比赛是一个为我们打开外部世界

的平台，让我们接触到一群有相同

兴趣爱好的人，也让我们更了解当

前企业、社会的需求，拓宽了我们

对‘安全’的理解……”戴嘉润补充

道。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比赛对

成员综合能力的培养，例如在这一

次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中，由

于对赛制与比赛模式不够熟悉，首

日未发挥出最好状态，但成员们及

时讨论、商量对策，终于在第二天

的解题赛中反超。竞赛中的不确

定性让他们不断评估自己的优势

与劣势，除了专业技能，比赛还锻

炼了他们的团队协调、心理素质、

临场应变能力等。

“白泽”的梦想
打造一支与国家共命运的安

全队伍

“网络安全”对他们究竟意味

着什么？四位主力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戴嘉润谈到，相比热门的人

工智能，自己更感兴趣的是“相对

冷门”的网络安全，喜欢这门专业

给他的感受——系统性分析软件，

梳理并寻找漏洞踪迹，这带给他一

种类似“解谜”的快感：“从业者仿

佛是网络空间的医生，起着幕后的

保障作用。”许海龙则喜欢竞技中

及时收获的正反馈，这种攻击与防

御的过程让他很有成就感，同样

地，他也看到这一领域对社会的重

要价值及这一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谈心谈到了复旦的学习氛围，很佩

服周围有想法的同学。他最初对

“网络安全”的印象是“很酷”，希望

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从

课堂到研究再到项目参与，这种

“酷”逐渐深化为对“安全”的认知，

并不断促进他成为一个为网络安

全助力的“幕后英雄”；施游堃回忆

起小时候打游戏被盗号的经历，那

是最初对“黑客”的印象，他非常想

要探究这背后的知识，这种钻研精

神让他在技术上不断突破自我，而

与白泽战队的邂逅让他能在更大

程度上发挥优势。他认为，尽管

“技术”在“黑客”那里是威胁，但在

守卫网络安全的“白帽子”那里，它

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网民和国家

的保障——“正是这种黑白斗争促

进了新技术的产生。”施游堃说。

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联系

在一起是他们共同的目标，随着

网络安全对我国网络强国的战略

意义愈发重要，“复旦白泽”更是

自觉践行使命、响应国家号召。

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无人驾驶、

智能家居、人脸识别、移动支付等

在给国民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会

引发一定的安全隐患，他们希望

能够凭借各自在网络安全领域的

优势，为国家贡献力量。

未来的“复旦白泽”会去往何

处？许海龙脱口而出：“拿个国际

冠军！”的确，这是这个年轻战队

的雄心，但这绝不是他们唯一的

终点，他们更长远的目标是，从一

个参与竞赛的“战队”进化成一个

综合性、多元化的“安全队伍”。

像戴嘉润说的那样，希望成员们

都能够成为国际一流的学术视野

与真实场景的对抗能力兼备的

“网络安全捍卫者”。也像施游堃

和谈心说的那样，努力提出属于

自己的创新理论，并将他们运用

到实践中产生重要行业影响力，

“希望‘复旦白泽’能成为学校安

全人才培养的平台，吸引越来越

多的青年学子，并把他们输送到

国家需要的地方去！”谈心总结

道。 文/项天鸽

学术视野与实战能力兼备的网络安全守护者

“白泽战队”：探索网络安全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

在今年的“第十三届全国

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中，计

算机学院白泽战队斩获冠

军！这支网络安全竞技队伍，

成立两年半以来就获得2019

年全国高校网安联赛团队赛

特等奖、个人赛一等奖及优秀

指导教师一等奖，2019年腾讯

CTF新星赛全国总冠军，2019

年金砖五国总决赛中国区第

一名，2019年XCTF联赛总决

赛独立战队第一名等十余项

殊荣。而这场比赛对成员们

来说，更可谓是一个“重量级”

的认可。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① 战队组建后
获奖无数。这张冠
军奖状是最新获得
的。

② 战队成员和
指导老师杨珉、张源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