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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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建校115周年专刊

清晨 6 点半起，一篇复旦大

学微信公众号的图文推送《复旦

复旦！祝你115岁生日快乐！》开

始在复旦人的朋友圈刷屏。在

这个特殊的校庆日，全球复旦人

打卡久违的校园建筑，跟随历史

的脚步，点亮晨光中的复旦，为

母校庆生。本条推送阅读量逾

40万，在看数逾6000 。

7 点半起，一场持续 12 小时

的“云聚复旦 共沐光华——复旦

大学115周年校庆大联播”在“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日报客

户端、央视频、看看新闻、新浪微

博、腾讯视频、抖音、快手、哔哩

哔哩等 9 个平台同步开播，包含

日月光华、美丽复旦、追望大道、

家国天下、追求卓越、旦复旦兮

等6个篇章和1个午间特别环节，

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现复旦校

情、凝聚复旦校友、传递复旦力

量。身处世界各地的复旦人通

过直播镜头云端相聚，为母校送

上真挚祝福。截至直播结束，各

平台累计观看量逾 300 万次，高

峰时段逾60万人同时在线观看。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5 月 28

日 17 时，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

社客户端、光明日报客户端、经

济日报客户端、央广网、中国新

闻网、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中国

教育新闻网、中国科技网、科学

网、中国社会科学网、海外网、上

观新闻、文汇APP、新民晚报、话

匣 子 、看 看 新 闻 、上 海 日 报

（SHINE）、周到上海、澎湃新闻、

青春上海、劳动观察、东方网、上

海科技报、社会科学报、上海教

育新闻网、第一教育等网站及新

媒体发布校庆相关报道 90 余

篇。《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了

公共卫生学科群行动计划相关

报道，上海外语频道（ICS）、上海

教育电视台播发电视新闻。

巍巍学府，屹立沪滨

师生一德，先忧后乐

旦复旦兮，闻弦歌之不辍

卿云烂漫，引时代之风流

今天是您115岁生日

复旦，复旦！

115载与国同兴

115载踏浪前行

秉承“作育国士”的恒心

满怀“顶天立地”的雄心

复旦人，向前向前再进展！

复旦大学，日月光华同灿烂！

校庆这一天校庆这一天！！ 弦歌起云端弦歌起云端 明誓递天涯明誓递天涯

5 月 27 日晚，115 名师生云

聚一堂，以虚拟合唱团的形式

演绎了又一全新版本的校歌，

以歌声传递复旦人团结奋进的

力量与攻坚克难的精神，为“云

聚复旦 共沐光华”115 周年校

庆大联播完美收尾。

虚拟合唱由复旦 Echo 合

唱团制作完成。不同时空的演

唱者用电子设备录下自己的歌

声，后期合成演出视频，“既闻

其声，又见其人”。

为了呈现一场高质量的虚

拟合唱视听盛宴，从策划文案

到项目落地，从召集演唱者到

筛选优质视频，从云端独唱到

悦耳和声，主创

团队奉献的智慧和辛勤，最

终呈现于这场精彩的云端演

出。相较原版，校友洪川说“虚

拟合唱团”演绎的校歌更抒情：

“没有乐器参与的无伴奏合唱是

对人声特质和层次的充分展

现。”在原版的铿锵有力中添了

几分娓娓道来的叙述感和优美

细腻的层次感，从新的角度唤起

听众的复旦情思。 文/苏登科

承载梦想与记忆

115名师生齐聚云端 合唱校歌献礼校庆

鲜辣浓香的黄焖鸡，晶莹

剔透的飘香火腿，Q 弹爽滑的

普洱肴肉……来自云南省永平

县的物产经由复旦校园大厨的

精心烹调，一桌美味浓缩复旦

永平八年情谊。

副校长张志勇带队，8位曾

在或正在永平挂职的复旦干部

化身“带货主播”，邀请知名教

授一道，在校庆日这个特别的

日子里，复旦永平千里连线，在

“校庆直播间”和永平的“中国

核桃第一村——岩北村”“离

天空最近的茶园——博南山茶

业基地”同步推荐名优特产，为

永平好物带货，为乡村振兴接

力。

从 2012 年至今，学校与永

平牵手八年。去年 4 月，永平

成功脱贫摘帽。学校不仅发挥

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的优势，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精准发力，

同时着眼于推动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序衔接，依托综合性

的大学的优势，通过智力支持

和科技赋能推动永平发展驶入

“快车道”。张志勇说：“脱贫不

脱钩，继续帮扶向前走，帮扶永

平，复旦是认真的！”

文/许蓓蕾

挂职干部为永平好物带货 为乡村振兴接力

“度过一个漫长的冷冬，伴

随祖国河山的复苏，复旦人一起

迎来烂漫的春光。”在席卷全球的

新冠肺炎疫情中，学校第一时间

投入战斗。驰援武汉的勇敢无

畏、守卫上海的作为担当、科技报

国的情怀笃志、携手世界的仁心

大爱，皆被镌刻进《待到卿云烂漫

时——复旦抗疫纪实》中。该片

于校庆日晚上9点在上海纪实人

文频道首播，获得0.2平均收视率

和0.6的最高收视率。

抗疫纪录片《待到卿云烂漫时》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