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敬百年来为党和人民奉献毕生的新闻工作者

学生团队倾力打造百年献礼片《惊蛰》
春雷响，万物生。

《惊蛰》是那一声春雷。

经 过 近 百 天 的 筹 备 与 创

作，新闻学院学生团队百年献

礼片《惊蛰》6 月 29 日全网上

映，献礼党的百岁生日，也献给

百年来为党和人民奉献毕生的

新闻工作者们。该片由学生团

队全程制作，新闻学院和复新

传媒联合出品。

乱世沉浮，赤子之心敢敌

千军万马；春雷乍起，提笔千钧

惟愿天下太平。《惊蛰》以新闻

史上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为原

型，呈现了中共建党初期一代

新闻人思想的坚定与成熟。

片名“惊蛰”取自节气“惊

蛰”，是春雷始鸣、万物萌动的

节气，故事正发生在那个红色

的革命年代。革命星火如春雷

惊响，唤来国人思想的觉醒。

主角祝新成作为《平报》主理

人，追求真理、追逐真相，在与

强权斗争的过程中找到信仰，

毅然入党。

该片是新闻学院学生团队

完全自主创作和摄制的作品，

青年教师、学生辅导员都加入

其中。为期两个月的新闻史料

挖掘和剧本撰写，一个星期的

陈设、置景和现场拍摄，从创作

到后期，从音乐到宣发，团队精

心打磨，交出了一部高水准的

微电影。

为 什 么 要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怎样致敬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终身的新闻人？新闻学子

们在创作过程中找到答案，坚

定信仰、锻炼能力，发挥新闻人

之所长、践行社会担当。

/ 献 礼 /

“要为党献上一份生日礼

物”。这是《惊蛰》的初心，也是

所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初心。

《惊蛰》的核心团队是一个

辅导员团队，5 名主创中有 4 人

是新闻学院的本科生辅导员。

思政教育工作是他们热爱的事

业，为党育人是他们的使命。

导 演 邓 智 友 是 新 闻 学 院

2020 级本科新生辅导员，早在

去年，他就萌生了拍一部百年

献礼片的念头。“我想和其他辅

导员们一起，通过自己的亲身

实践，来创造这样一部具有思

政教育意义的作品。”

在片中饰演李大钊的钱威

丞是“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

长、新闻学院 2018 级科硕班辅

导员。平时，他在《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讲解那段历史，这

次，他走进那段历史、演绎那段

历史。“责任重大，使命在肩。

越是了解那段历史，我越觉得

必须演好这个角色，越是深入

地体会了人物的内心，越是必

须要讲好那种精神，讲给更多

人听。”

2020 级本科生孙天皓在团

队中负责道具、花絮拍摄，还临

时出演了军警的角色。“最后滚

动的演职员表里出现我的名字

时，我真的有很深的触动。”孙

天皓说，“一件大事里，也有我

的一份力。我拧的那些螺丝、

拍的素材，成为一个事业的一

部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从

跟着榜样，到跟上榜样，从看别

人做，到自己冲在前面。入学

时，孙天皓就提交了入党申请

书。现在，他已经被确立为积

极分子。

这正是《惊蛰》的意义。虽

然还是学生，也可以用一份赤

诚之心和专业所学为党的诞辰

献礼。伟大的事业并不遥远，

它其实就在身边。

此后，新闻学院各党、团支

部将围绕《惊蛰》组织一系列的

主题党、团日活动，把这份献礼

的初心和红色的精神传递下

去、发扬出去。

/ 追 光 /

缺预算、缺场地、缺人手

……“刚接到邀请的时候，我觉

得这个片子不可能拍成”，新闻

学院新闻学系2014级校友殷方

成是《惊蛰》的摄影。

新闻学院2018级本科生辅

导员、制片人袁超颖回忆，第一

次去勘景时，看到光秃秃的房

间，和预期的落差实在太大。

想改造，就得请团队，预算不

够，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去程

的车上欢声笑语，回来时没有

一个人说话。”

“虽然什么都缺，但我们不

缺热情，”邓智友说，“正是因为

不知道有多难，我们反而是一

个接一个地克服了困难。”

理想凝聚了这个团队。人

手不够，那就一个人拆成两个、

三个用。在拍摄现场，几乎所

有人都是身兼数职。演员杀青

了，就去帮忙做场记，花絮拍好

了，就去帮忙拿服装……

道具没有，就自己动手。

片中所用的条幅、旗子都是团

队成员自己做、亲手缝的。孙

天皓回忆，有一场戏需要一根

竹竿截成三根，跑遍各处也找

不到五金店，他就买回了打火

机，把杆子烧脆再折断。

当一群少年追光前行，光

也会向他们汇聚。学院和学校

的老师、前辈、校友，合作的单

位、团队、拍摄场地纷纷尽己所

能地提供帮助。

“他们都说，看到了学生

时的自己，谁还不是从学生过

来的呢？”殷方成已经工作两

年，是主创团队中唯一的毕业

生，与外请团队的洽谈和对接

大多由他负责。他说，因为我

们是学生团队，反而大家都有

放胆一试的冲劲。

新闻学院青年教师翁之颢

在片中出演了一个秘密印刷厂

工人。一个镜头、一条拍摄任

务，翁之颢老师从学院近四个

小时来回，以最认真的态度、最

大的热情反馈同学们的邀请。

成片后，他主动为影片核查，提

出了字幕中存在的问题。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

章”，这幅书法是祝新成决心入

党后所写，苍劲有力，饱含革命

热情，也是他作为爱国报人的

信念写照。现实中，它由周桂

发老师所书，笔墨中也寄托了

他对新闻学子的支持与勉励。

/ 惊 蛰 /

“现在，我更喜欢电影这门

艺术了。”邓智友说，“《惊蛰》带

给我很大的成就感，我能够向

我的学生作表率，你的辅导员

是一个有理想、也有能力的共

产党员。”他很高兴地看到，在

学生中，有人因为《惊蛰》坚定

了入党的信念，明确了专业的

方向。

6 月 26 日，《惊蛰》在新闻

学院中庭首映，受到观众的热

情赞扬。

《惊蛰》是新闻学院学生创

作的高峰，但不会是终点。

文/刘浩然
摄/盖映桥 张邹圆

校工会举办“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党史知识竞赛

720人参与 10人获一等奖
校工会举办的“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复旦大学教职工线

上党史知识竞赛，历经一月圆满

落幕，徐方卉等 10 人获得一等

奖，陈东滨等90人获二等奖。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落实“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要

求，校工会于5月6日至6月6日

举办此次竞赛，以赛促学内化于

心，以学促做外化于行，扎扎实

实推进学校的党史学习教育走

向深入。

不少参赛教职工表示，此前

长期坚持在“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上学习党史知识，此次竞赛是

对学习的有效检测。

竞赛期间，全校各基层工会

广泛发动、周密组织。高分子科

学系工会、复旦附中工会、数学

科学学院工会、复旦二附校工

会、科研机构综合工会荣获优秀

组织奖。

来源：校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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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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