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万斤共计1091箱陕西省延

安市洛川县优质苹果4月6日中

午陆续到达各校区。这是西安

复旦大学校友会动员广大校友

捐赠的。一辆货车，1500 公里，

日夜兼程。这一口脆甜，只为师

生所盼。

来自革命老区的苹
果，望师生平平安安

“今天太美好了。”自学校

采取严格封控管理措施后，2019

级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蒋畅

语每次去食堂都会问阿姨“今天

有没有水果？”，但每次都失望。

没想到这天做完核酸检测回到

宿舍，就收到两个苹果，“苹果很

红，不愧是延安来的，口感和新

鲜度比自己在外面买的还好。

感谢学校、校友对我们学生的挂

念。”

她说的来自延安的苹果，就

是刚刚分发到各个师生集中住

宿点的西安校友会捐赠苹果。

自4月4日学校采取严格封

控管理措施后，陆续有同学反映

没来得及囤够储备，希望学校能

提供一些基础物资。

师生有所呼，学校必有应。

得知师生需求后，学校迅速响

应，焦扬等校领导多方联系，最

终通过对外联络发展处（下文简

称：外联处）与校友会积极筹措，

经1978级经济系校友、复旦大学

校友会副会长、上海复旦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理事赵定理联系

后，2004 级经济学院博士校友、

西安校友会副会长、陕西延长石

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

济学家蒲小川倡议向母校捐赠3

万斤“延安苹果”。

“经与母校联系西安校友

将捐赠 3 万斤洛川苹果，支持在

校学弟学妹。”3月31日上午，在

复旦大学西安校友微信群里，

1986级管理学院校友、西安校友

会 副 会 长 石 德 忠 发 起 捐 赠 号

召。“积极响应”、“这两年疫情无

法回校看老师，感谢校友会组织

捐助活动，以表心意”，群里校友

积极回应。

活动开始不到一个半小时，

就收到9000余元捐款。至4月1

日活动结束，共收到77位校友捐

款 52000 元。随后，蒲小川捐赠

12 万元，补足剩余资金，并承接

起联络采购与物流渠道的任务，

“争取质量好，价格最优惠”。

制定需求清单时，在陕西

工作十年的蒲小川首先想到苹

果。“延安最有代表性就是苹果，

也是最好的产业之一。中国每9

个苹果中，就有 2 个出自这里。

苹果还有平安的意思，愿复旦师

生都能平平安安。”

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西安

校友会寻找到承接物流的车辆

和司机，复旦大学办公室和外联

处积极帮助办理入沪通行证。

就这样，4 月 5 日下午，两位

司机从采摘地直接出发，日夜兼

程，驶向复旦。

多部门联动，高效、
安全发放

4 月 5 日晚 11 点半，载满苹

果的货车还在疾驰，一个名叫

“苹果群”的校内对接群组建。

学校办、外联处、保卫处、总务

处、团委、学工部、研工部、医学

学工部、人事处、枫林管委会、张

江管委会、江湾校区等各个部门

在群里迅速开展爱心接力。

学校办拟好专门的进校、消

杀和卸货方案。外联处跟进对

接。保卫处审批送货车辆进入校

区，提醒司机不可下车活动，并在

4校区7点位担当卸货主力军。总

务处在卸货点完成对每一箱苹果

车上与落地后的两次消杀，抽调

力量协助完成卸货工作。

“枫林已经准备好，就等校

车进校”，“为两位师傅准备了午

餐，他们说来不及吃，现在去张

江”，“张江也准备好给司机师傅

的午餐”，“这批苹果非常珍贵，

优先给教师学生吧”，“苹果群”

里，各部门联动，在消杀和静置

规范后，学工部、研工部、医学学

工部、团委、管委会等各部门组

织的志愿者完成搬运，分发到每

位同学。

苹果收到，幸福着感恩着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这是复旦校训，也是蒲小川和石

德忠的微信签名。

“复旦一直是我心灵的家

园。”蒲小川曾在上海工作很长

一段时间，每当遇到困难，或心

里难受时，就会到相辉堂前的大

草坪坐一会，便觉得一切都释然

了。他勉励师弟师妹们，“要不

带功利心地对国家和社会做贡

献。”石德忠也希望师弟师妹们，

“不论何时，都要把复旦精神弘

扬下去，传递下去。”

复旦学子也在践行着“团

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

2019 级材料科学系本科生陈一

凡是参与这次派发的志愿者之

一，“一个苹果虽小，却饱含许多

人浓浓的心意。在运送过程中，

我对能将这份心意传达给同学

感到非常的荣幸和开心。”

在光华楼旁，教师和后勤保

障人员们间隔两米排队领取，当

看到苹果来自延安时，一位保洁

阿姨颇为惊喜，“这是我老家的

苹果”。

同样感到惊喜的，还有2021

级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赵嘉

宁：“新鲜可口的大苹果让我们感

受到学校和西安校友的关怀。”

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同学

作陆续晒出收到的苹果，“这绝

对是我过去十九年中，吃过最好

吃的苹果。”“这是封楼期间的第

一份水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

爱，觉得自己被学校照顾得很

好，幸福着也感恩着。”

更多的校友关爱，正
奔赴而来

延安苹果还在卸货时，1996

级基础医学院博士校友、江苏硕

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国强决定捐赠100万元设立

硕世生物关爱基金，用于慰问在

校外住宿的研究生。

近段时间，不少住在校外研

究生反映生活遇到一些困难。

王国强得知后，当即说“母校的

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能为母校

抗疫做点贡献，是母校给我的机

会，也是我的荣耀。”

新的募捐活动陆续开展。

2013 届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

院校友侯雨茜所在企业捐赠价

值15万元医用防护眼镜；1982级

核科学与技术系校友赵炜捐赠

28.8万只一次性防护口罩。

德宏捐赠物资到达

4月9日，一辆重型货车缓缓

停在复旦大学校门前。车上挂

着 条 幅 ：“ 德 宏 加 油 ，复 旦 加

油”。车里是 11 吨萝卜、10 吨土

豆、10 吨沃柑，这份来自云南省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下文简

称：德宏）的挂念如期抵达。

“德宏挂念复旦各位，大家

一 定 做 好 防 护 ，我 们 一 起 加

油”。4月5日一早，学校收到一

条来自德宏的信息。当晚18：30

分，一辆物资捐赠车从芒市出

发，5天4夜3000公里，10日中午

12点到达复旦。

长期以来，复旦大学与德宏

在医疗合作、决策咨询和干部交

流等方面合作紧密，情谊深厚。

自2014年起，学校先后向德宏选

派7名挂职干部，在脱贫攻坚、对

外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线成

为复旦和德宏合作交流的友谊使

者。

现任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党

委书记梅鲜曾到德宏挂职一年，

接到德宏想要捐赠的电话时，她

意外又感动。“接到电话后，我才

知道德宏已经装运好所有物资，

只等发车，他们是真心实意只想

表 达 他 们 对 复 旦 的 感 谢 和 情

谊。”梅鲜说。

这些运往复旦的物资，既是

东西部扶贫协作持续发力的成

果，也是农业产业助力德宏边疆

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

宁波校友会第八次
疫情捐赠

4月8日，22点30分，一辆足

有 90 立方的重型货车停在光华

楼前，车身悬挂的长约 7 米的条

幅，显得有些短小。厢门侧开，

塞满的物资上写着“申江甬江，

日月共光华”。

消杀、卸载、搬运时志愿者

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太壮观

了”，车上944个箱子装载7万套

隔离服、5000 套防护服、20 万只

口罩、1000个防护面罩、320个额

温枪，这是复旦大学宁波校友会

用8天筹措的捐赠物资。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

宁波校友会已7次从全国各地甚

至其他国家辗转运送口罩、防护

衣等母校急需的抗疫物资。

这一次捐赠，他们还是说着

一样的话：“无论身在何方，复旦

人的热血始终澎湃；无论身在何

境，复旦人的信心始终坚定。家

国有难，义不容辞；召必战，战必

胜。”

944 箱物资，复旦科教器材

供应服务中心 20 余位员工仅仅

用近4个小时，就完成接收工作。

深夜，对接群里的老师有感

而发“认真看了捐赠清单，安排

同事腾挪仓库。大家都说宁波

校友太厉害了。备货压力因为

有你们的这批捐赠舒缓了不少，

多谢多谢。”

文/赵天润

延安苹果、德宏沃柑、防疫物资等爱心捐赠陆续送抵学校

他们说：“复旦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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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挂念千里挂念，，连夜驰援连夜驰援，，他们为我们送来成吨物资他们为我们送来成吨物资。。风雨同舟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守望相助，，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复旦人都收到了复旦人都收到了，，疫情当前疫情当前，，也倍知每一口食物的来之也倍知每一口食物的来之

珍贵珍贵、、来之不易来之不易，，但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但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就像一位同学收到苹果后就像一位同学收到苹果后，，在朋友圈的有感而发在朋友圈的有感而发，“，“希望希望，，是我们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

东西东西。”。”

感谢一直以来在抗疫战斗中关心和支持学校的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感谢一直以来在抗疫战斗中关心和支持学校的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

■ 连夜接收宁波校友会捐赠物资■ “用革命老区的苹果支援学校抗疫，同时也对革命老区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