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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4个院系的301个

团支部、1373名志愿者参与校团

委组建的“鹅旦梦”计划线上辅

导志愿队，775户家庭报名，服务

471户全国医护及相关战“疫”一

线工作人员家庭……此次计划

不仅为服务家庭学生提供线上

课业辅导，更为战“疫”一线家庭

子女带去关心，助力一线家庭子

女梦想实现。

截至 3 月 16 日，包括 200 个

本科生团支部的982名志愿者、

80 个硕士生团支部的 320 名志

愿者和21个博士生团支部的71

名志愿者的“鹅旦梦”组建完毕。

“鹅旦梦”为湖北及全国战

疫一线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志愿

服务，对一线报名家庭实现服务

全覆盖，优先向务农、务工和县

城乡镇地区教育条件相对落后

的家庭提供帮助。

截至3月17日12时，此次计

划共收到775户家庭报名，目前

已匹配471户家庭，其中，湖北地

区家庭257个，超过总数的一半，

全国其它地区家庭 214 个。其

中，全国医护及相关战“疫”一线

工作人员家庭共108户，实现全

覆盖服务。

“我看到在表格备注栏她并

不是直接表达感谢，也不像其他

同学一样简单填个科目，而是呈

现出自己的心理状态。我第一

次看到后感触就很深，特别想帮

助有些小遗憾的她完成梦想！”

2019 级社科三班第二团支部书

记吴优对接一位高三复读学生，

收到这位学生的一封线上感谢

信件，令她“炸裂式哭泣”般感

动，“第一次联系她候，她就很开

心，问了句‘真的吗’，这让我非

常欣慰。我感觉到我们的活动

本身就是给一些同学带去力量

与鼓舞的，非常开心。”征得学生

同意后，吴优分享了感动。

一位家长在报名时介绍道，

“本人在邮政寄递，每天都需加

入一线值守，孩子父亲也是党

员，年后一直在最远的县驻点参

加值守和扶贫工作。孩子对复

旦特别向往，请多指导，多给他

动力！”疫情期间，类似的家长值

守在一线的家庭有许多，“鹅旦

梦”计划采取成长结对的辅导模

式，由志愿者为学生线上开展心

理健康疏导与疫情防护教育等，

通过关爱陪伴、写信等形式，在

学习之外陪伴孩子的成长。

“疫情期间都在社区忙防

控，孩子刚上高中，很开心能够

让复旦学生来跟孩子沟通！”黄

冈市浠水县的家长蒋女士对于

这次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们不直面治疗，却同样

在一线挥斥方遒；他们不治病

救人，却同样激扬文字助力抗

疫。”这是新闻学院与公共卫生

学院党组织共建“公卫战疫者”

系列采访纪实文章的卷首语。

在这个抗击疫情的非常时

期，新闻人与公卫人联手，结合

公卫校友“抗疫力”与新闻学子

“四力”，直击防疫一线，记录复

旦人“战疫”故事。在此基础上，

两个学院围绕抗疫主题开展党

建联建系列活动，深入探索“专

业+党建”新型合作模式，充分

发挥不同学科的共同价值与独

特优势，助力打赢防控阻击战。

虽然不能身处医疗抗疫一

线，但是作为复旦人，我们还能

做 些 什 么 ？ 这 是 疫 情 发 生 以

来，许多新闻学子和公卫学子

共同关心和思考的问题。“随着

公共卫生学院向各届校友征集

防疫中公卫人的故事活动陆续

展开，越来越多参与到防疫前

线，从事疾控、流行病学调查和

海关检验检疫的复旦人的故事

被越来越多地诉说着。我们希

望更加系统、专业地采访和挖

掘这些校友的故事，并且通过

对这些人物和故事的记录让更

多人了解抗疫前线的真实故事

和复旦人的风采。”公共卫生学

院党委副书记刘岱淞说。正是

有了这样的初衷，公共卫生学

院党委与新闻学院党委密切联

系，决定依托两个学院的专业

优势和学科特色，以“公卫战疫

者”采访纪实活动为开端和契

机，展开党建联建共建等一系

列合作。

从 2 月中旬开始，在新闻学

院与公共卫生学院党委的指导

下，新闻学院 2017 级本科生党

支部与公共卫生学院 2015 级本

科生党支部联手，开启“公卫战

疫者”系列采访纪实活动的共

建。“公卫战疫者”系列采访面

向疾控、海关、卫监等多领域的

校友，由新闻与公卫学子“1+1”

组成采访小队，线上联络校友

进行采访，揭秘防疫一线，带领

复旦学子一起走进奋斗在抗疫

前线的真实校友故事。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每一

位“战疫者”都在舍小家为大

家，日夜连轴不歇，为抗疫保驾

护航。正如公卫 2014 届校友，

上海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

急性传染病防治科的孔德川所

言：“这场战役超乎很多人的想

象，我们甚至没时间去想其中

的困难和艰辛。这是国家最需

要我们的时候，每个公卫人都

应 该 挺 身 而 出 。 我 们 这 样 做

了，而且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公卫战疫者”系列采访还

在继续。目前，已采访校友 21

位，形成稿件近 3 万字，新媒体

平台推送 18 篇。两个本科生党

支部有 15 位党员参与采访活

动，利用各类媒体形式报道复

旦公卫人的工作事迹和典型案

例，弘扬他们坚守岗位、敬业奉

献的崇高精神，更好激励年轻

学子奋进拼搏。

疫 情 未 终 止 ，联 建 在 继

续。两院学子虽未身处防疫一

线，但仍在思考如何发挥学生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利用专

业知识技能，学习抗疫楷模精

神品质，用实际行动为抗疫作

出积极贡献。

3 月 7 日晚，两个学生党支

部全体 41 名党员利用线上会议

平台联合开展“疫情防控中的

公卫人与新闻人”主题党日活

动，总结分享了在防控疫情中

所认识的行业榜样、所做的实

践努力、所探索的理论成果，展

开了一场新闻人与公卫人的使

命大讨论。

“这场使命大讨论，与公卫

同学深入交流研讨，充分体现

了复旦学子的深厚专业素养以

及学生党员心系家国的责任与

担当，受益匪浅。”

抗疫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

更全局的认识，需要进一步突

破专业局限形成合力。对于此

次党委联建支部共建抗疫主题

系列活动，两个学院的师生党

员都有共同的体会和感受：那

就是作为新闻人、公卫人都有

“党员必须上”的共识与认同，

有了这样的价值认同，才能有

人人负责的共同行动。“公卫战

疫者”的采访纪实活动及党建

联建主题党日活动是新闻学院

和公共卫生学院开展“专业+党

建”的合作模式的一次创新和

探索。未来两个学院还将继续

探索党建联建、支部共建、专业

助推的长效化、常态化和深化

发展模式，既充分发挥两个专

业的优势特长，又紧密结合党

员和学生两种身份，让复旦学

子在关注社会、关心民生和积

极承担家国责任的过程中，激

励大家发挥力量、共抗疫情。

目前，公卫战“疫”者思政

微课已经上线，“听课”人数近

三千，同时以“战疫”为主题的

人物专访杂志正在筹备中，希

望能利用更丰富的媒介形式弘

扬公卫人“正谊明道”的上医精

神和新闻人“肩担道义”的职业

本色。未来，新闻人与公卫人

还将在健康传播、健康科普、优

秀人物挖掘等多个领域加深探

索深入合作，为打赢这场防控

阻击战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文/朱质彬 吴妙丹

激扬文字直击防疫一线

新闻人与公卫人联手记录“战疫”故事

交叉领域发挥力量

支部探索深化共建

日夜坚守抗疫前线

文字激扬传递初心

专业知识服务抗疫

党建分享引领旗帜

本报讯 践 行“ 学 好 外 国

语，做好中国人”的院训精神，

外文学院成立了“语·疫”线上

多语翻译志愿服务队，对接社

区、医院翻译需。已有 60 余名

学子加入，外文学院院长高永

伟等十余位各语种中外教师提

供翻译指导，附属儿科医院团委

提供医学专业指导。目前，志愿

服务队已涵盖英语、日语、法语、

韩语、意大利语、波斯语、西班牙

语、俄语、德语等九个语种。

服务队梳理医院疑似病例

问诊要点、社区走访调查问题

会话清单，紧密结合一线实际

工作需求，制作了多语言版预

诊预判交流口袋书，提供给包

括附属儿科医院、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等多家医院，虹口区、杨

浦区和浦东新区的多个街道社

区使用，为医院、社区一线预诊

预判提供便利。

根据医院、社区的翻译语

种需求，服务队提供了各语种

志 愿 者 值 班 时 间 表 和 联 系 方

式。志愿者全天在线，定点定

向提供翻译服务，通过电话、语

音、视频等方式，线上协助医

院、社区工作人员与对象进行

沟通交流。

服务队还将设计制作多语

言版疫情防控宣传海报和宣传

视频，目前已经录制了防疫政

策宣传多语小广播帮助社区对

外籍人士进行宣传、告知工作。

志愿者服务队组建以来，

让法文系 2016 级本科生张晓辰

印象最深的便是同学们的热情

参与和倾情付出。在志愿者招

募时，就有来自各年级的同学

们踊跃报名；在后续的具体工

作中，大家的积极性和工作质

量都得到了认可。“此次志愿活

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自身所

学同社会所需相结合的机会，

让 我 们 外 文 学 院 学 子 能 为 抗

‘疫’前线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黄馨荷 陈珂衍

“语•疫”线上

翻译服务一线

▲“语·疫”服务队出品的口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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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