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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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以钟扬为标

杆，在教书育人、科研

育人、实践育人等各方

面贡献突出，是全校教

师的优秀代表……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代表重要回信精

神，持续深入引导全校

教师向“时代楷模”、全

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钟扬同志学

习，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不断提升育人意识

与育人能力，在第37个

教师节之际，校党委决

定授予9位同志“钟扬

式”好老师称号；授予5

个团队“钟扬式”教学

团队称号；授予5个团

队“钟扬式”科研团队

称号。

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

志先进事迹重要指示

精神，为传承弘扬钟扬

“种子精神”，自 2018

年以来，校党委持续在

全校开展“钟扬式”好

党员、好老师、好团队

评选活动，至今已举办

四届，学校在“钟扬式”

好党员、好老师、好团

队基础上推荐申报“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

刘智攀
化学系教授

长期主讲《物理化学》和《量

子化学原理及应用》，追踪最新前

沿知识，重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所讲授课程获评国家优

秀精品课程。为学生个性化定制

培养方案，鼓励学生创新求实，为

学生提供一对一帮助。强调身教

重于言传，多年来带领团队成员

奋斗在科研一线。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师

标准：道德情操高尚，政治信念坚

定，教研水平精湛，教学成果突

出，为人师表，躬身垂范，严爱相

济，科研工作卓越。

张双利
哲学学院教授，中共党员

数十年系统开设西方马克思

主义领域系列课程，开设多门马

克思主义原典类课程，曾获评国

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精

品视频公开课、上海市教学成果

一等奖、复旦大学课程思政标杆

课程等。在业余时间坚持为学生

开设读书班，长期担任本科生导

师。以突出的科研成果反哺教

学，汇聚起一批潜心向学的学

生。先后获上海市育才奖、宝钢

优秀教师奖、复旦大学学生心目

中的好老师等。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师

标准：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关

爱学生，治学严谨。修身律己，勇

于奉献。

汪 昕
中山医院教授，中共党员

从事教学工作37年，长期奉

献于临床与研究一线。不仅传授

医学生治病救人的高深医术，同

时培养医学生仁心仁术的高尚医

德。不仅是医术精湛的好医生，

也是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曾获

评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

师。学生如是评价：“我的梦想，

就是要成为像他一样的好医生和

好老师。”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师

标准：品德高尚，修身律己，学风

扎实，治学严谨，立德树人，爱生

如子，敢于担当，甘于奉献。

王红艳
妇产科医院教授，中共党员

治学严谨，因材施教。悉心

指导学生，每天和学生进行学术

讨论，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独立科研能力。不仅关心学生

的学习科研，还关心学生的思想

成长，助力每一位学生的全方位

成长。为了指导学生论文答辩，

毅然推迟自己的住院和手术时

间。曾获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目中

的好导师等。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师

标准：德才兼备，言传身教，博学

笃志，严谨求实，鼓励进步，亦师

亦友，甘为人梯，勇于奉献。

周 鹏
微电子学院教授，中共党员

始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修身律己、立德树人、谦虚务

实、勤奋严谨。恪守传道授业解

惑之本分，视学生为美好健硕的

种子，培育家国情怀、激扬理想风

帆。秉承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

神，致力于国家战略重大需求与

前沿探索，带领团队奋发拼搏。

通过原始创新培养学生科研热

情，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集成电路

领域领军人才。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师

标准：德业双馨、勤勉育人。为人

正直勤勉，研究严谨专注。根据

学生的特质制定针对性培养方

案，激发主观能动性。

金 路
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长期主讲《高等数学》《数学

分析》等基础课程，负责高等数

学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曾获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上海市

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教学

名师奖、宝钢优秀教师奖、复旦

大学课程思政金课等，共同主

编的教材曾获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学生评价

他的教学：“循循善诱，仰之弥

高，钻之弥坚，欲罢不能。”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

师标准：全心全意投入到教学

和科研之中，把爱国之情、报国

之志融入到具体工作之中。做

学生的良师益友和科学登攀的

领路人。

陈 力
法学院教授，中共党员

始终将教书育人放在首位，

课堂内是治学严谨、循循善诱的

良师，课堂外是学生们平易近人

的益友。为学院师生的科研学术

打造高水平国际化平台，在疫情

期间主动关心关怀海外留学生，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曾获第四届

上海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上海

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复旦大

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等。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师

标准：教书育人，严谨治学，爱岗

敬业，服务国家社会。

孙金峤
儿科医院主任医师，中共党员

在教学岗位上用一言一行

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

信条。在科研上不断创新，是

一名杰出的医务工作者。以钟

扬老师为榜样，积极响应祖国

号召，对口支援青海省果洛藏

族自治州，是一名贡献突出的

援青干部。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师

标准：对党绝对忠诚，热爱祖国、

时刻以祖国需要为己任，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品德高尚、学风扎

实、治学严谨，爱护学生、因材施

教。

丁 澦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共党员

每年承担9.5学分教学，课程

深受学生好评。坚守在辅导员一

线岗位14年，所带班同学中多人

已成长为行业中坚力量。引导学

生服务国家社会。从招生入学到

毕业就业，全过程关心学生成

长。指导学生开展原创科研实

践，所指导学生曾获全国挑战杯

竞赛特等奖，合作研究成果入选

《Nature》评选的年度十佳论文。

曾获评复旦大学学生心目中的好

老师、研究生十佳“三好”导学团

队等。

我心目中的“钟扬式”好老师

标准：善于寻找和发现每一粒珍

贵的“种子”，发掘每一粒“种子”

的闪光点，默默无闻地关心呵护，

让每一粒种子都能最有特色地生

长。

“钟扬式”教学团队、“钟扬式”科研团队称号获得者颁奖

“钟扬式”好老师风采

复旦大学2021年教师节大会举行

好老师和10支“钟扬式”好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