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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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7 日，在迎接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学校建校

116 周年的日子里，海内外复旦

校友从世界的各个角落相聚于

卿云之上，通过复旦大学校友会

发布的2021“云”返校日微网站，

一键“云”返母校，踏上满载真情

的返校旅程，在奋进的时代强音

中，再次凝聚助力母校迈向世界

一流大学前列新征程上的“校友

力”。

此次活动，是2020年校友会

于疫情之下首次创新推出“云”

返校活动的年度延续，将返校活

动的多个模块再次搬到“云”上，

进一步精心设计打造“云”返校

日活动品牌。当日，2.4万名校友

参与“云”返校。

“有情怀，更有力量，是熟悉

的复旦的味道，仿佛回到了那个

在青葱校园里读书的时候”，一

位刚刚参加完“云”返校活动的

校友在朋友圈留下这样的心声。

本次“云”返校活动共分为6

大板块，分别为“云报道——我

回家了，想念你”“云合影——定

格卿云，常忆起”“云聚会——久

别重逢，老友记”“云参观——母

校新程，扬万里”“云祝福——岁

月鎏金，常如意”“云捐赠——爱

在燕曦，不分离”，每一个板块都

蕴藏着校友与母校之间那份永

远割舍不掉的情愫。

过了一年，再次到母校报

到，你有什么想说的？在“云报

到”板块中，校友们向母校报告

自己工作生活的现状，叙一叙这

一年中最开心的事情，用一封

“报到信”回应了母校对毕业生

们永远的牵挂。

一代又一代学生从校园走

出，但母校永远不曾走远。在

“云合影”板块，校友们化身各个

年代的学生形象，与熟悉的邯郸

路220号校门合影，在火红的“热

烈庆祝复旦大学建校 116 周年”

横幅下，与当年的自己重逢。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在“云聚会”板块，各奔东西的昔

日同窗们重新以班级为单位“云”

聚会，校友们争先恐后，踊跃参

加，共有 855 个班级参与。1999

级电子工程系共有 68 名同学参

加，在班级排行榜中拔得头筹。

亲爱的母校，让我好好看看

您，是在岁月中增添了厚重，还

是在时光里焕发了新颜。“云参

观”板块汇集了“红色基因 赓续

百年”“母校发展 佳音频传”“校

园风光”“流金岁月”“云上展览”

等五大主题参观板块，采用图文

浏览、全景视频、VR观展等形式

为校友们营造了沉浸式的参观

场景，为校友们讲述了心有所

信、方能行远的伟大信念力量，

展现了学校主动对接国家发展

战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理念

与格局。

“我们都是天空中透亮的

星，永远遥望着心的方向。我的

复旦，生日快乐”“永远的爱，我

的复旦，孕育人才，精神家园”

“虽然颇久没去逛校园，但你从

未远离。母校生快！”“母校四

年，留痕一生！祝复旦永远光华

璀璨”“对母校心存感恩，对未来

心有激荡，我们继续发奋图强，

做出自己的天地”“愿母校一如

既往美好”......纸短情长，语浅情

深，在“云祝福”板块，校友们一

边玩“蛋糕雨”小游戏，一边为母

校庆生送祝福，还有1000个幸运

儿抽中校友会送出的盲盒，将在

“云”返校日后收到特别纪念品。

完成了五项“云”旅程的校

友均可领取特制的返校证书，在

母校116岁生日这天留下专属纪

念。

今日播下一粒种，来年便能

开出一朵花。在最后的“感恩母

校 献礼校庆”云捐赠环节，近500

人次校友向学校各捐赠项目积

极助力，汇聚点滴爱心，襄助母

校发展。

在难忘的一天里，朋友圈被

校友们刷了屏，同学群热闹了起

来，有欢笑、有回忆、有期盼，又

是一年的“云”返校日。“复旦复

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的

歌声飘荡四海，千里万里，不管

走得多远，今生永相伴。

文/吕京笏 林晶晶

迎接建党百年，卿云相聚共铸光华

全球校友“云返校”共庆建校116周年

▲ 校庆日，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校友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征等到访无锡校友会，大家
欢聚一堂，共庆建校116周年。

▲ 2021“云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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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每当

林牧茵回首起遥远的复旦时光

与国政岁月，都仿佛再次沐浴在

光草余晖中，“爱上文学和社会

科学，时间条需要快进到复旦校

园。”“复旦六年的求学经历是一

个整体，十多年过去了，具体景

物有些模糊，但知道，那就是你

的精神家园。每当想起，就会涌

起感念。”

2005年，已经在上海电视台

工作了七年的林牧茵选择再次

回到学校、重拾课本，与百年复

旦有了第一次邂逅。提到05年

的选择，林牧茵不禁为那年的自

己点赞：“来复旦读书真是个妙

不可言的选择，是许多的机缘巧

合的结果，命运使然。”

从大连到上海，主播台一守

23载；从硕士到博士，许岁月以

书卷之香。2005年，林牧茵选择

在职读研，奔走于电视台与校园

的两点一线间，笃行不怠，行稳

致远，硕士论文拿了优秀顺利毕

业，同时也认可了自己——“看

来还行”，更加坚定了读博的信

心。

“来到复旦的第一天，自然

是幸福满满，心中还有许多期

待。而在我毕业离校的时候，或

者说时间越久我就越意识到，母

校给我的，比我期待的还要多。

徐以骅教授是我的硕士和博士

论文指导老师，是在复旦期间对

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徐老师毫

无保留地指引、帮助和鼓励他的

每一个学生。当然，他还给了学

生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其实他

本身就是一个学术榜样。复旦

的优秀老师有很多，这正是复旦

最具魅力之处。”

从业二十三载，镁光灯下的

林牧茵始终不乏书本的厚度与

人文的温度。“外在的形象与内

在的修养紧密相连，不仅是主持

人，每个人都是如此。人的魅力

是塑造不出来的，一半靠天赋，

一半靠积累、凭实力。真诚不做

作，充分体现职业精神，大约就

是我的追求。”林牧茵始终坚守

主持人的初心，怀揣读书人的虚

心，用思考丈量天圆地方，以从

容阔步人生走廊。

林牧茵的博士后研究课题

是“媒体理性与公众

理性”，但她一直致

力于在主播台上留

下“人文温度”，“理

性与温度，是硬币的

两面。理性，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识和理

解这个世界；温度，

在认识和理解的基

础上，学会包容这个

世界的不完美。”“现

在，已经没有任何压

力了，但对知识和智

慧 的 渴 望 还 在 燃

烧。就是停不下来

的感觉，于是继续读

书，读哲学，读诗歌，

读 自 己 喜 欢 的 一

切。这是一种美妙

的体验。”读书带给

林牧茵的是“源头活

水”，而她传递发散

的是关于思考体悟

的“圈圈涟漪”：“读书

对我的影响不局限

于主持工作，它重塑

了我的整个精神世

界。不是迭代，而是

版本的跃升。”

“改变世界的梦

想属于年轻时的自

己，在认识到自己的

无知和无能之后，我

逐渐接受了自己的

有限性，放弃了傲慢

的自我高估，专注于

自我反省、自我成长

和自我完善。”谈及

对主持人使命担当

的体悟时，她说：“‘使

命’不是预设的，它

应该会呈现于一个

人生命的尽头。而‘担当’，作为

渺小的人类个体，也许聪明的做

法就是做最好的自己，爱好自

己，然后爱亲人，爱朋友，爱世

人。”

“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

蹀躞，以此为归。”从到东方电视

台当实习生到后来的SMG新闻

综合频道，主持这条路，林牧茵

一走二十余载，“工作是我生活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精彩风

景已成过往，但我不曾为自己最

初的职业选择而后悔。”二十余

载，醇香如昨，初心不改，她依旧

是那个林牧茵，如一泓清泉，缓

缓流向海的深处。 文/吴 优

林牧茵：上海电
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资深新闻主播、播音
指导，《新闻夜线》节
目主持人。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08 届 在 职 研 究
生、2012 届博士研
究生。

我和我的复旦我和我的复旦

庆祝建校116周年

▶ 校友“云返校”打卡完毕，再次获得“复旦
的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