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 级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

学）医学系本科，北京协和医院

内科学系副主任、心内科主任医

师，援鄂医疗队专家。3月16日，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

严晓伟作为援鄂专家同世界分

享中国抗疫经验：“我在武汉的

职责是协调内科各部门的工作，

并与PUMC医院共同提出/组织

多学科诊疗模式（MDT）。”

1983 级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

学）临床医学系本科，浙江大学

邵逸夫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浙

江省首批支援湖北荆门医疗队

队员。2月12日，吕芳芳随队抵

达湖北荆门后，同医疗队马不停

蹄赶到支援医院，不到 24 小时，

从零开始建设了一个基本切合

院感要求的ICU。

1990 级复旦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上海医科

大学）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福建对

口支援湖北宜昌医疗队疾控专家

组组长。2 月 11 日支援宜昌至

今，指导协助当地对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重新追踪溯源、开展流调

人员培训、协助完成新冠肺炎病

毒核酸检测等工作。并组织编写

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消毒和个

人防护工作手册》、《宜昌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典型流行病学调查

报告选编》等7份专题报告。

1992 级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

学）临床医学本科，上医福建校友

会常务理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血液内科副主任医师，

福建省首批援鄂医疗队队员。1

月27日随队抵达武汉。

1997 级复旦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上海医科

大学）预防医学本科，浙江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副所长，浙江省首批援助意

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2014

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凌锋

主动报名援非。2013年，凌锋代

表国家“出征”菲律宾、马里，进

行超强台风“海燕”的灾后救援。

1997 级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

大学）临床医学硕士。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

副主任医师，福建省第一批支

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医疗队队

员。1月27日抵达武汉，开展病

患诊治工作。

2000 级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博士，江苏省

中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2月10

日，高歌军随国家中医医疗队

（江苏）队赴汉，分配在武汉江夏

中医方舱医院。工作量最大的

时候，高歌军每天查看的 CT 片

达到一万张，被誉为江夏方舱医

院的“方舱之眼”。

2001 级复旦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本

科，现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

旅检处旅检四科科长。疫情期

间，他的工作节奏由4天2个班、1

班12小时，调整为一班24小时，

通宵成为常态。

2008 级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医学博

士，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江苏省援鄂医疗队临床第

一组组长。今年 3 月被授予“全

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大年

初一晚上，王洵作为江苏无锡驰

援湖北医疗队第一批医务人员

抵汉，安排到江夏区第一人民医

院支援。

2008 级复旦

大 学 上 海 医 学 院 临 床 医 学 本

科。中日友好医院心脏科住院

医师，援鄂医疗队队员。分别在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和光谷科技

会展中心方舱医院负责收治第

一批病人。

2011 级复旦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上海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今年 3 月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

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任宏是上海首批

驰援武汉的疾控人，大年初一

晚，她作为上海疾控驰援武汉工

作组队长出发前往武汉，在当地

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分

析，并参与疫情防控应急政策建

议工作。

2013 级复旦

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博

士，南京市第一医院感染科主治

医师，南京市第一批驰援武汉的

医疗队队员。大年初一晚，蔡仁

田赴汉，分配在武汉江夏区中医

医院援助。1 月 25 日至 3 月 17

日，蔡仁田在武汉奋战52天。

2014 级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学博士，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员。抵汉

后，分配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

济 医 院 光 谷 院 区 一 层 重 症 病

房。郭俊杰照料过最年长的患

者是91岁老爷爷，目前病情明显

好转。

2015 级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硕士，江苏省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生，江苏省支

援武汉第八批医疗队队员。2月

20日奔赴前线，3月21日凯旋。

支援湖北！出征援外！守护国门！给这群复旦人大写的赞！

汇聚复旦力量 传递抗疫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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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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晓伟校友

本报讯 2月14日，香港爱心

企业家杨咏曼女士捐赠的医疗物

资抵达上海。就在 1 周前，当得

知华山医院215人的队伍即将开

拔武汉的消息，复旦大学的老朋

友，上海市妇联原执委杨咏曼立

刻通过自己的关系，联系到最急

需的医疗物资，包括医用外科口

罩 40080 只，杜邦医用防护服

1200 套，3M 防护镜 500 副，通过

上海市妇联主管的上海市儿童基

金会，定向捐赠给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等单位。物资抵达上海

浦东机场后，上海市妇联主席徐

枫带领团队亲自协调通关提货，

并连夜分发物资，让爱心延伸到

拯救生命的终端。复旦大学党委

书记焦扬点赞说：“照片里是妇联

老同事，咏曼大姐一直是爱国爱

港的榜样。抗疫同心，姐妹情

深。”得知物资第一时间送到各战

“疫”医院后，杨咏曼女士说：“这

些物资是我的一点心意，献给伟

大的一线医疗工作者。”之后，杨

咏曼女士又积极联系她的朋友接

力捐赠多批物资。

湖北的疫情牵动着复旦人

的心，也牵动着上海各界的心。

战“疫”当前，在上海市妇联领导

的统筹协调下，市三八红旗手联

谊会、市女企业家协会等社会组

织纷纷伸出援手，截至目前，复

旦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收到经上

海市妇联牵线40多批次，共13.9

万件暖心物资，让我们感受到上

海市妇联及其女性朋友圈在这

场战“役”中的独特作用，她们以

女性的温柔、细腻、责任和担任

组成抗疫战线上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形成温暖而坚韧的“她力

量”，将爱心滋润到拯救生命的

第一线。在复旦497名驰援武汉

一线的“白衣战士”中，其中女性

360位，占72%，她们是复旦医疗

队的“她力量”。有了“她力量”

的守护，复旦人更加信心满满，

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积

极奉献复旦力量。

复旦战“疫”，“她力量”在行动

吕芳芳校友

赖善榕校友

郭健欣校友

凌 锋校友

连宁芳校友

高歌军校友

陈宇炯校友

王 洵校友

安硕研校友

任 宏校友

蔡仁田校友

郭俊杰校友

陆 上校友

从小年夜起，497 名复旦

医务工作者前赴后继驰援武

汉，为湖北、为武汉、为全国人

民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疫战线。

同时，还有无数复旦人冲

锋在战“疫”一线，或支援湖北、

或出征援外、或防守在国门第

一哨。他们实实在在践行了

“团结 服务 牺牲”的复旦精神。

严晓伟严晓伟 吕芳芳吕芳芳 赖善榕赖善榕 郭健欣郭健欣 凌凌 锋锋 连宁芳连宁芳 高歌军高歌军

陈宇炯陈宇炯 王王 洵洵 安硕研安硕研 任任 宏宏 蔡仁田蔡仁田 郭俊杰郭俊杰 陆陆 上上

▲ 2月14日晚，上海市妇联领导和工作人员连夜分发捐赠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