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场“苹果接力”中，无论是昔日校友
的火速传递，还是多年“好友”的长距奔赴，每
一颗果子，都来之不易，

每一口脆甜，都滋润心田。感恩与复旦
守望相助的每一位同行者。

要想办法，让学生们
补充营养

“因为我是所在楼的志愿者，

知道学校要发酸奶，但没想到是

导师联系校友捐赠的，惊讶又感

动。”

“下午还和王老师改了很长

时间的文章，她没有提此事。导

师是那种关注学生诉求、将学生

需求放在首位的老师，也是那种

会背后默默做很多事，不止于‘传

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做出这样

的举动我也不意外。”

21级人类表型组研究院博士

生陈雅慧和2020级遗传学专业博

士生黄炎口中的导师，就是生命

科学学院（下文简称：生科院）人类

遗传学与人类学系系主任王久

存，这次爱心牛奶捐赠的联络人。

校园封闭管理后，王久存经

常会在工作群、组会或私聊的方

式了解学生的需求，为留校隔离

的同学联系行军床等物资，为在

进行实验 的同学提供耗材、试剂

等物资的订购保障。还为留在实

验室的学生购买了三大箱水果。

“你们吃饭怎么样？”“物资

储备充足吗？”3月31日，江湾校区

发现人员核酸异常后，王久存便

逐一询问学生情况。“好几个学生

都说在学校吃饭都很好，但是牛

奶、水果比较缺，特别想喝牛奶。

恰逢近日西安校友会捐赠的延安

苹果进校，学生们说收到苹果特

别开心，我就想有没有办法让同

学们喝上牛奶”。

如何将想法落地？王久存想

到2003级生科院博士校友，任职

于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

院的刘洋。2021年，由上海市质

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

复旦大学与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伊利）共

建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王

久存就是实验室成员之一。

一辆不同以往的捐
赠车

自上海封控以来，刘洋一直

关注着母校。与王久存沟通后，

她便立即联系伊利，给师生提供

牛奶补给。在确定产品货源、供

应保障和防疫措施等信息的同

时，刘洋也联系生科院校友和校

友企业，商讨捐赠事宜。

1996级生科院校友，上海昂

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窦同

海得知母校需求后，接过刘洋的

接力棒，负责起捐赠的对接工作。

联系捐赠校友与校友企业、与学

校外联处对接、组织签署捐赠协

议、组织物资采购和校园配送。4

月6日，接到消息后他就马不停蹄

地奔走起来。

不到一天，两家校友企业苏

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上海鹍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就确认捐赠意向。1998级生科

院校友陈飞也以个人名义参与捐

赠。4月7日傍晚，母校爱心牛奶

捐赠群建成。

在确认捐赠金额和清单时，

校友们只是关心捐赠的数量够不

够。几经商讨，大家一致决定共

同捐赠 50 万元，购买 10000 箱伊

利牛奶，将原计划在校师生每人2

瓶牛奶的标准提升为6瓶。在此

基础上，伊利公益基金又向学校

捐赠酸奶129箱。

4 月 8 日，捐赠资金全部到

位。虽然居家办公，但校友企业

都开启绿色通道，优先处理捐赠

款。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得到全

国各地同胞的援助。复旦学子亦

来自全国各地，是各地同胞的儿

女。我希望通过这次捐赠向学弟

学妹们传递一份校友的感情，也

传递一点能量和信心。”2000级发

育生物学博士校友、上海近岸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近岸蛋

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朱化星说。

校友们最关心如何将物资快

速又安全地送达。“疫情期间，校外

物资进校，防疫要求是最重要

的。”校友连同外联处与伊利反复

落实物流方案和防疫措施，“确认

每一步都严格按防疫流程操作，

我们才能放心”。

4月10日上午，129箱酸奶送

达。下午，10000 箱牛奶装车待

发。不同于以往，这辆捐赠车车

身没有悬挂条幅标语。“原本我们

是想挂上标语，但疫情期间，货物

存储量一直处于波动状态，随时

可能缺货，恰逢伊利公司有一批

产品可以满足母校需求，我们来

不及，也等不得”。校友们考虑到

发货当日气温较高，对乳制品存

储有影响，特别叮嘱运送车队挑

选下午温度相对较低的时间配

送。

与时间赛跑，完成爱
心接力最后一棒

沿用了对接西安校友会捐赠

的苹果群，各部门再次联动，校外

车辆疾驰而来，校内早已做好准

备，完成爱心接力最后一棒。

外联处实时跟进运输司机位

置，提醒校内部门做好接应和消

杀准备。

物资进校安保、验收、卸货、

消杀、分发每个环节都不能缺少，

总务处，基建处、保卫处等大后勤

部门组建一支卸货队伍，身着“大

白”，一字排开，接力传递一箱箱牛

奶。

天气预报4月13日上海有暴

雨。4月12日晚，学生志愿者们连

夜行动，赶在暴雨来临前，将物资

尽可能多地发放到师生手中。

4月13日，暴雨如期而至，黄

炎在宿舍喝着酸奶，心里是满满

的感动，写下一段话，“昨天大家收

到酸奶后，都很开心，很多人发了

状态表示感谢。在物资紧缺的情

况下，有牛奶、大枣、苹果等捐赠发

放到每个学生手中，真的很不容

易，需要背后很多人的付出和努

力，身在其中，深受感动，深怀感

激。希望自己从复旦毕业后，能

力范围更大时，会记得今日收到

的物资，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而她所想，也是校友陈飞的所愿，

虽然没来得及在捐赠车上挂上条

幅，但他与校友们也希望学弟学

妹们能“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走

出复旦后，能回馈母校。

在校友捐赠牛奶抵达学校之

时，另一批爱心学生家长捐赠的

750箱总计6万盒酸奶也同步到达

校园。综合各校区实际运力，这

些物资将按计划陆续发放到每位

师生手中。

文/赵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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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 完成爱心接力

这位导师联系生科院校友为师生送牛奶

近日，学校收到10000箱
牛奶、879箱酸奶捐赠。既有
来自导师的关爱，也有校友
的情谊，还有爱心学生家长
的惦念。关爱虽然来自不同
的地方，但有共同的心愿：就
是与复旦师生齐心抗疫，并
肩作战。

4 月 11 日深夜，三辆重型卡

车满载着来自义乌的爱心物资顺

利抵达复旦。

12 日上午，来自嘉善的 250

箱援助物资陆续卸货。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甘肃

张掖河西学院的满车物资正疾驰

来沪。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他们

在复旦防疫的关键时刻，伸出最

有力的援助之手。

4 月 11 日凌晨起，三辆满载

着 16 吨食品和生活用品、2 万套

防护服的大货车陆续由义乌市驶

往上海。日夜兼程，首批援助物

资于23时许全部抵达学校。

义乌是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

故乡，复旦与义乌渊源深厚，共同

的红色基因是双方天然紧密的纽

带。2020 年复旦和义乌再次携

手开启战略合作新篇章，共建复

旦大学义乌研究院，重点打造理

工医科和人文社科创新研究院、

教育培训实践基地。

自3月13日学校启动准封闭

管理起，义乌市委市政府在第一

时间联系学校详细了解校园物资

需求，积极筹集物资，也得到了义

乌相关企业的大力支持。目前，

义乌市还在继续筹集，第二批物

资将送抵复旦。

12日上午，来自嘉善县人民

政府的250箱援助物资也顺利抵

达学校。

嘉善县与上海地缘相近，是

复旦的重要合作伙伴。2021年8

月，复旦大学与嘉善县人民政府

签署协议，合作共建嘉善复旦研

究院，并先行落地国家集成电路

创新中心浙江分中心。

12日上午，远在2500公里之

外的甘肃张掖，来自老朋友河西

学院的约230箱物资也向上海发

来。今年是复旦大学对口支援河

西学院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两

校真情合作，结出了丰硕的特色

成果，也结下了深厚情谊。

来源：校外合作处

义乌、嘉善物资抵达
河西学院千里驰援

情系复旦 爱心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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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各部门的积极配合

下，各地校友与各方支持串起展

开一场“苹果接力”。一箱箱由复

旦大学EMBA浙江同学会、新疆

阿克苏团地委和河南省教育厅捐

赠的新鲜苹果于近日陆续送达师

生手中。

两小时敲定、两天送达

4 月 11 日晚，由复旦大学

EMBA浙江同学会（以下简称：同

学会）捐赠的5吨313箱苹果运抵

复旦。

4月9日晚，从开始寻找货源

到敲定供应商，同学会只花了两

个小时。

两天后，同学会捐赠的 313

箱山东苹果运抵各校区，在学校

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下陆续发到师

生们手中。

五千公里的“双向奔赴”

4 月 10 日凌晨，由新疆阿克

苏团地委（以下简称：团地委）和

地区工会捐赠 21 吨 3600 箱贴着

“我们在一起”标识的阿克苏苹果

发往上海。横跨五千公里，历时

四天三夜，在4月14日运抵学校。

一颗颗冰糖心苹果的背后，

是一段“双向奔赴”的美好情谊。

今年秋天，始设于2013年的新疆

阿克苏地区拜城二中支教点即将

迎来第十批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

团队员。“正如我们的主题‘感恩

十年支教、万里双向奔赴’，研支

团十年来对阿克苏基础教育作出

重大贡献，我们常怀着一份感恩

之心。”团地委副书记张芳说。

豫沪同心携手战疫

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由中共河南省教育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捐赠的 2020 箱水

果与近30000件防疫用具近日运

抵学校。

近年来，复旦积极推进与河

南教育事业的全方位合作。此

刻，河南教育人也积极筹措水果、

防疫用品物资支持复旦。

文/汪蒙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