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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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据联合

国环境署 2002 年的研究数据表

明，一公顷湿地生态系统每年创

造的价值高达 1.4 万美元，是热

带雨林的 7 倍，是农田生态系统

的160倍。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

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系统产

品和服务，因此被称为“地球之

肾”。

我国是世界上湿地类型齐

全、数量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

5300多万公顷湿地，约占世界湿

地面积的 4.5%，居亚洲第一位，

世界第四位。其中，滨海湿地总

面积 594 万公顷，对国家的社会

发展和生态安全极具重要意义。

国际综合性期刊《自然-可

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

近日发表了复旦大学生物多样

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上海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李博

教授，联合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地球观测和模拟中心萧向明教

授的研究论文《中国的生态保护

和修复措施促进了滨海湿地的

恢 复 》（Rebound in China’s

coastal wetlands following conser-

vation and restoration），系统分析

了我国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时

空动态及其驱动力，明确了我国

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在滨海湿

地恢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

我国滨海湿地在快速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恢复为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大会 2030 目标的实现提供

了可复制的中国模式和经验。

滨海湿地（Coastal wetlands）

是指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

系统的交错过渡地带。按国际

湿地公约的定义，滨海湿地的下

限为海平面以下 6 米处（习惯上

常把下限定在大型海藻的生长

区外缘），上限为大潮线之上与

内河流域相连的淡水或半咸水

湖沼以及海水上溯未能抵达的

入海河的河段。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1.8万多

千米，滨海湿地主要分布于沿海

省区和港澳台地区。滨海湿地

以杭州湾为界，杭州湾以北除山

东半岛、辽东半岛的部分地区为

岩石性海滩外，多为沙质和淤泥

质海滩，由环渤海滨海和江苏滨

海湿地组成；杭州湾以南以岩石

性海滩为主，主要河口及海湾有

钱塘江－杭州湾、晋江口－泉州

湾、珠江口河口湾和北部湾等。

研究指出，中国滨海地区以 13%

的土地养育了超过40%的全国人

口，同时创造了约 60%的 GDP，

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剧烈的地

区之一；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

赖于滨海湿地所提供的巨大生

态系统服务。所以，及时准确地

获取中国滨海湿地长时序的分

布动态，可以为滨海生物多样性

保护、滨海湿地资源管理及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科

学依据。

该 研 究 利 用 长 时 间 序 列

Landsat 遥感影像、云计算平台

以及基于像元—物候的滨海湿

地监测算法，获得了 1984-2018

年间中国逐年滨海湿地（光滩、

盐沼和红树林）分布数据，并从

不同空间尺度（国家、省级、河

口和像素尺度）系统分析了中

国滨海湿地的分布动态及其驱

动力。研究发现，中国东部三

大河口中，黄河口滨海湿地面

积显著下降，但盐沼面积 2012

年以后缓慢恢复；长江口区上

海市的滨海湿地面积整体显著

上升；珠江口光滩面积波动较

大，湿地植被面积在逐年稳步

恢复。

研究还发现，城市化导致了

1984-2011年间中国滨海湿地面

积的快速下降，但2012年后随着

围垦强度的降低促使了盐沼湿

地面积的显著恢复以及光滩面

积的稳定，同年“生态文明”作为

国家战略开始实施，国务院批准

的《 国 家 海 洋 功 能 区 划

（2011-2020）》也加强了对围垦

活动的管理，这些措施从多维度

促进了中国滨海湿地的快速恢

复。

该研究揭示的我国滨海湿

地的长期变化及其驱动力，为

其有效保护和修复提供了重要

的科学基础。更为重要的是，

该研究的结果充分证明了生态

保护和修复政策和制度在我国

滨海湿地恢复中的重要性，为

实施国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提供了

科学支撑。

该研究的结果充分说明，我

国滨海湿地能在快速的经济发

展中迅速恢复并非偶然，而是中

国生态智慧的产物。是在“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及“山水林

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许

多与生态保护相关的重要理念

下，形成了具有普适性的生态保

护框架，引导我国国民的生态保

护意识有了明显提高,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状况以及生态环境质

量因而在近年显著好转。

该研究总结的“中国模式和

经验”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

人口大国都能通过生态文明制

度的完善与创新来实现生态系

统健康的改善和生态安全的维

护, 说明只要提高认识、完善制

度和政策、采取行动，就能守护

好“生命共同体”。只要用绿色

发展理念、国家战略和实际行动

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及其环境, 修

复好受损的生态系统, 就能实现

大地回春, 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

福祉就能得以改善。

复旦大学博士后王新新为

该文第一作者，生命科学学院李

博教授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萧向明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

ticles/s41893-021-00793-5

文/刘岍琳

李博团队研究揭示我国生态文明战略促进滨海湿地恢复

为世界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模式和经验

复旦大学“基于IPv6的5G虚

拟校园网建设”项目成功入选由

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和工业

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

举办的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

规模部署和应用优秀案例。

以“创新赋能 筑基未来”为主

题的2021中国IPv6创新发展大会

10月11日-12日在北京举办。会

上对“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优秀案

例”进行了发布并颁奖。我校“基

于IPv6的5G虚拟校园网建设”案

例在“教育科研分论坛”中展出。

IPv6 是新基建的“基石”，我

校始终高度重视 IPv6 网络环境

建设，一直在深入贯彻落实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将其作为推

动“双一流”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

重 要 基 础 设 施 。 我 校 是

CNGI-CERNET2 的 核 心 节 点

之一，从2002年开始建设IPv6网

络，通过 IPv6-CJ 项目建成我校

首个 IPv6 试验网。2003 年参与

建设 CNGI-CERNET2，并全面

改造我校网络基础设施，使校园

网支持IPv6接入。如今，复旦大

学已申请的 IPv6 地址数量达到

65,538个/48地址块，在国内高校

排名前列。校园有线网、无线网

均支持IPv4/IPv6双栈接入。

在5G的建设方面，已基本完

成室外区域全覆盖，并逐步推进室

内5G信号覆盖工程。在2021年3

月，我校率先建成5G虚拟专网，实

现“三个第一”：全国首个落地的5G

校园专网、首个实现跨域跨省的校

园专网，首个覆盖三大基础运营商

的校园专网。该校园虚拟专网有

效利用5G切片技术和边缘计算技

术，满足学校业务、连接、计算、安全

等需求的、可管可控可感知的专用

云网服务，具有高可靠、低成本、大

并发、提供主动智能服务的特点。

最终达到“一部手机走遍复旦，一

张网络覆盖全国”。

此次入选案例“基于IPv6的

5G虚拟校园网”建设是以校园网

为承载平台、IPv6协议为基础技

术、5G为接入方式，充分利用IPv6

协议的海量地址和高安全性，结

合 5G 技术带来的高带宽、低时

延、大并发、广覆盖、高可靠等优

势建立的无边界虚拟校园网。

该项目在教学科研、后勤管

理等方面有诸多适用场景，为学

校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网

络基础设施支持。

来源：信息化办公室

率先建成基于IPv6的5G虚拟校园网，实现“三个第一”

我校信息化项目入选全国优秀案例

“2021污染防治与碳中和绿

色技术论坛”10 月 28 日在沪举

办，成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系建系 25 周年系庆学术论坛

的延伸。

“十四五”以来，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

方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同时

也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

关键时期。论坛关注推进污染

防治与碳中和绿色技术发展，促

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通过主

题报告、高端对话等形式，围绕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讨论了有

机固废再利用前景、污染控制绿

色技术发展等，搭建了相关领域

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政府的交

流平台。

来自政府机构、高校院所、

企业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参加论

坛，此外 600 多位观众线上参

加。论坛由复旦大学、上海科学

技术交流中心主办。

来源：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庆祝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建系25周年

“2021污染防治与碳中和绿色技术论坛”举办

1980s以来我国湿地与滨海湿地相关的主要政策法规以及滨海
湿地、水产养殖面积及新增不透水地表面积变化

背景链接：

湿地的功能是多方面

的，它可作为直接利用的水

源或补充地下水，又能有效

控制洪水和防止土壤沙化，

还能滞留沉积物、有毒物、营

养物质，从而改善环境污染；

它能以有机质的形式储存碳

元素，减少温室效应，保护海

岸不受风浪侵蚀，提供清洁

方便的运输方式……

1971 年 2 月 2 日，来自

18 个国家的代表在伊朗南

部海滨小城拉姆萨尔签署了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

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为了纪念这一创举，并提高

公众的湿地保护意识，1996

年《湿地公约》常务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决定，从 1997 年

起，将每年的2月2日定为世

界湿地日。

2016 年 11 月 ，阿 拉 善

SEE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发起投

票，评选选出我国最值得关

注的十块滨海湿地：温州湾

湿地、辽宁葫芦岛打渔山入

海口湿地、福建兴化湾湿地、

山东胶州湾河口湿地、山东

青岛市涌泰湿地公园、河北

秦皇岛石河南岛湿地、福建

晋江围头湾湿地、天津七里

海湿地、福建泉州湾湿地、海

南儋州湾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