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三月初以来，学校启动常

态化核酸筛查工作，要求班级辅

导员必须核查，学生“健康云”核

酸完成截图，确保“不漏一人”。

然而人工核查费时费力又易出

错，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

李小康快速开发一项小程序，几

分钟就能快速核查数百人的核酸

完成截图，大大提高核查效率和

精度。

信息化助力疫情防控，织密

校园安全防护网。学以致用，创

新实践，复旦人在行动。让我们

一起走近这个复旦“抗疫”利器背

后的故事。

从1小时到2分钟，一串

代码搞定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医

学工程专业博士生李小康，担任

学院2019级信息1班辅导员。学

校进入准封闭管理之后，忙于抗

疫的他，对一项繁琐的日常工作

产生了思考。

原来，近期学校经常需要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为确保每位在

校学生都已参加，学校要求每位

班级辅导员都要收集学生的“健

康云”截图，如果核查发现有人还

没参加核酸，就要及时催促其尽

快检测，确保当天“不漏一人”。

“这个工作听起来好像很简

单，但实际做的时候，一个班级的

截图可能就需要花上半小时核

查，如果是人数多的院系可能需

要更久，还可能会看错看漏。”李

小康说。

他想，这件事情单调枯燥又

费时，重复性很强，正符合计算机

程序的特点。写一个代码程序用

于自动核查核酸完成截图的想

法，在他脑海中产生。

程序一写好，李小康就在自

己班级的核酸截图数据上进行验

证，准确率果然很高，甚至检测出

了之前人工核查没有发现的问

题。并且，程序运行时间很短，80

多张图只需要20多秒，大大节约

时间和人力。

后来，李小康了解到，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研工组组长高丽梅

每次需要核查学院所有研究生的

核酸截图，要花很长时间，特别辛

苦。为了减轻高老师的工作负

担，李小康也让她使用自己的程

序进行核查。800幅截图，原来要

几个人枯燥核对一个多小时，现

在只需等2分钟就拿到结果。程

序目前已在该学院服务2周。

原理并不复杂，一个多

小时就跑通代码

说起程序原理，李小康认为

并不复杂。

作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

生，研究方向是医学影像与人工

智能，他平常会接触很多图像处

理方法。即使是在现在抗疫工作

繁忙的情况下，导师汪源源老师

和郭翌老师还是坚持每周找他讨

论科研进展，关心他的科研和生

活，从未间断。得益于长期的科

研习惯和代码敏感性，面对自动

核查核酸截图这件事情，李小康

第 一 时 间 想 到 以 前 学 到 过 的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

nition，光学字符识别）技术。

“OCR可以把图像中的文字

识别出来，转换为文本信息，就方便

用来核查了。而且因为核酸截图是

打印字体，识别率非常高，几乎可以

做到100%准确。”李小康说。

一张截图中的文本信息很

多，包括脱敏处理的姓名、证件类

型、证件号码、采样时间、组织机

构等内容，但不是所有信息都有

用。其中，姓名、采样时间、是否

已采样最为关键，是需要检索筛

选出的内容。

为此，他想到了Python语言

中的正则表达式——可以搜索到

字符串中的特定模式内容。“使用

正则表达式就可以把想要的信息

从 OCR 识别的文本中筛选出

来。最后，确认好每张截图里的

姓名、检测时间和是否已采样等

信息后，再把所有人的结果输出

到Excel文件中，方便人工确认。”

经过思考，李小康的程序思

路就基本确定为OCR文字识别+

正则表达式筛选。

说干就干。3月15日晚，他花

了一个多小时就写出了初始代

码，共130行，发现确实能够跑通，

且运行效率很高。

当然，当中也遇到了几个技

术难题——OCR技术的实现、学

生提交截图类型不统一、截图数

量多时的程序等待焦虑等。李小

康逐一尝试工具、分析图像特点，

寻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案。

学以致用，创新实践，未

来有望覆盖全校

李小康说，自己开发这个程

序的初衷是为了减少自己和身边

老师的工作量。

“虽然原理也很简单，只要是

会写代码的人第一时间就会明白

是怎么回事，但是不做相关工作

的感受不到这件事情的费时费

力，自然也不会想出办法。我只

是用我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工作

中的困难。”他说。

李小康把这件事发到朋友圈

之后，不少学工的同事表示很感

兴趣，他也把代码分享了出去，让

有需求的老师们都能及时使用。

“因为程序使用python语言

编写，代码注释也写得很完整，

只要会使用 python，就可以很快

上手。”

为了方便不会编程的老师使

用，李小康最后还把程序进行了

封装。“大家需要用的时候，只要

在命令行输入一行代码就可以运

行，非常简单。”

据悉，学校信息办已与李小

康对接。“他的思路和做法给我们

很大启发。”相关负责人介绍，正

在收集二级单位管理需求，研究

制定相关方案，开发全新小程序

纳入学校“一网通办”平台。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师生们

就可不用再通过微信手动收集核

酸截图，而是通过小程序直接上

传图片，二级单位负责人可在后

台随时查看统计结果。

文 / 殷梦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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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康在做志愿者李小康在做志愿者

青年志愿者为战疫一线人员子女提供“云陪伴”
















31 家院系单位响应，274 名

志愿者参与；313 户家庭报名，

326 位孩子匹配了专属伙伴；覆

盖17家医院，2家机关单位，10个

城区……

在这个特殊的春日，复旦大学

团委线上慰问各单位一线职业青

年，关注一线抗疫人员子女陪伴的

迫切需求，贯彻落实团市委和学校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团结带

领广大团员青年主动投身疫情防

控斗争，复旦大学爱心“云托班”志

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

复旦青年志愿者们以“一对

一”或“一对多”的形式，为战疫一

线人员的子女提供“云陪伴”服务，

让抗击疫情的城市守护者们放心：

“你们的孩子有我们来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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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2020年的那个春天，

新冠病毒来势汹汹，武汉经历着前

所未有的考验。校团委发起“鹅旦

梦”计划，以团支部为单位组织志

愿者，为湖北战疫一线有需求家庭

的孩子提供线上课业辅导，并逐渐

扩大到全国范围。34个院系单位，

302个团支部，1383名志愿者报名

参与志愿活动，累计服务时长超

10000小时。

两年后的这个春天，上海打响

疫情防控攻坚战。看到“云托

班”志愿服务项目招募志愿者，

2019 级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本科生李炳萱不禁回想起两

年前的“鹅旦梦”志愿服务，毅然

再次报名。

这一次，李炳萱陪伴的小朋友

才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一对兄妹。

对从未接触过年龄这么小的孩子

的她来说，这是一种新鲜的体验。

李炳萱与兄妹俩进行英语交

流，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穿插一

些法语的兴趣拓展，孩子们兴致

勃勃。

“抗疫人员在前线工作，难免

照顾不到孩子。帮抗疫人员陪伴

一下孩子，是我们能用实际行动回

报他们的为数不多的途径。感觉

很值得。”谈及两次报名志愿服务

的原因，李炳萱如是说。

两年前，张尹嘉曾在武汉疫情

期间参与到武汉大学组织的线上

家教志愿服务中。此次上海疫情，

已是复旦大学2021级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硕士生的她关注新闻报道，

觉得一线医护人员非常辛苦，毫不

犹豫地报名志愿服务，“为他们分

一份忧”。

张尹嘉觉得两年前的志愿服

务更偏向于学业辅导，但是此次志

愿服务，她更看重和小朋友的双向

交流与陪伴。“服务中有很多意想

不到的收获，而且自己这次也身处

‘隔离生活’，说是我在陪伴他，其

实他也在陪伴我，对我的帮助也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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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妈妈！”

因疫情而居家办公的凌女士，

每当听到女儿的呼唤，都不得不停

下手头的工作，前去察看。

孩子父亲潘先生是附属中山

医院的职工，坚守在岗位上，数日

没有回家。原本凌女士以为一个

人陪孩子是一个“轻松的挑战”，然

而孩子随时随地都会呼唤妈妈，二

十四小时如此，让凌女士有点顾不

过来。

直到收到孩子父亲发来的“云

托班”报名链接，凌女士有点惊喜，

也松了口气。

4月1日晚，复旦大学匹配的

志愿者同学准时与孩子相会云

端。凌女士觉得志愿者准备很充

分，用一两分钟的时间“破冰”，第

一次见面就和孩子愉快地聊起天

来。她的女儿性格活泼，而志愿者

小姐姐也是开朗的女孩。两人一

拍即合，互相讲故事，读故事书，房

间里尽是欢声笑语。

得到“云托班”提供的志愿服

务，她的女儿在疫情居家时期不会

太孤单，也不会太无聊，在一段时

间里能够有集中的方向，做有意义

的事。

孩子在学长笛，志愿者小姐姐

会弹钢琴，她们还交流曲谱、作曲

家这些共同话题。

“下次见面，你吹一首曲子给

小姐姐听好吗？”

小女孩笑着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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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云托班”的复旦青年志

愿者们，大多志愿服务经历丰富。

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形式，他们都

积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0级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本

科生凌越热心志愿服务，曾是第四

届进博会“小叶子”讲师团的一

员。疫情的“倒春寒”让上海按下

了“暂停键”，但广大医务工作者、

基层干部从未放慢脚步，始终坚守

一线，让他很受触动。

“或许我们欠缺专业技能，无

法奔赴一线，但我们可以在后方守

护星火，传递温暖与关爱，贡献青

春力量。”这是凌越报名参与“云托

班”项目的初衷。

每周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

凌越在线陪伴一位初一的孩子一

同学习，为其答疑解惑、分享学习

心得。

在辅导数学课后作业的时候，

凌越在屏幕上演示解题思路，字迹

工整、清晰明快。屏幕另一端的小

朋友也会主动分享自己的一些想

法和思路，认真做好笔记。

“记得多喝点水哦。”

小朋友的暖心提醒让凌越觉

得：“我对他而言也许是一种陪伴，

但其实他也陪伴着我。”

2018级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本科生程婧是本次“云托班”

志愿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和组织

者。统筹工作过程中，程婧发现同

学们对于参与服务有很高的积极

性，志愿者在联络家长和开展辅导

过程中也很有主动性，结合学生的

特点精心准备“云陪伴”所需要的

材料，还会在微信群里交流经验。

了解到“云托班”志愿服务还

会配套公开直播和录播课，有些

“一对一”陪伴志愿者还积极主动

地挖掘身边的资源，为“云托班”

公开直播/录播课程提供了很大

的便利。

程婧曾是第三届、第四届进博

会“小叶子”，也参与过花博会等多

项大型志愿服务。志愿服务锻炼

了她的交流沟通、应急处置等方面

的能力，多次支教经历也让她对于

教学工作有一定的了解，为本次服

务的开展积累了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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