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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抗“疫” 同心守“沪” 

学校老同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专辑 

自 2022 年 3 月申城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以来，上海理工大学广大

老同志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化身为“大白”

“大蓝”，投身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彰显了“退休不褪色、发挥正能

量”的政治本色。本期选编了几位老同志做疫情防控志愿者的事迹，

以引导激励广大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发挥作用，助力早日战胜疫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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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罗如顺 

罗如顺：在抗疫之路上从未停歇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追梦人’。作为一名老党员，我牢记党的

宗旨，尽最大努力为疫情防控出力。”今年 74岁的复员军人罗如顺同

志自 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义不容辞报名社区防疫志愿者，积极做

好来访人员登记、测体温、发放防疫物资、安抚群众情绪等服务工作，

在疫情防控大后方履行党员责任，书写担当使命。 

今年 3月，上海疫情紧张。他再次主动请缨，协助社区做好各项

防疫工作。3月 5日，罗如顺所居住的小区有 2幢大楼被封。为了对

风险人群进行排查，整个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在小区核酸检测工作中，

他积极参与物资搬运、秩序维护等工作，同时热心帮助老年人通过健

康云登记二维码。小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之后，他协助保安做好来沪

返沪外来人员登记，为社区平安贡献力量。 

 

2021年 12月底，有人从浙江绍兴中高风险地区回到他所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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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整幢 16 层居民楼立即封控制。当时天气寒冷，他值班站岗时

寒风呼呼地吹。为确保小区安全，再冷的风也挡不住他那一刻火热的

为民服务的心。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他发挥上海马拉松老将队队长的专业

和经验优势，带领小区居民开展健康走活动。他一边讲解健康走的科

普知识，一边进行示范，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罗如顺在社区防疫一线彰显了党员军人

的责任与担当。面对个别不配合的群众，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

工作，告知群众疫情的危害性，安抚群众的情绪。他深知，社区是疫

情防控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定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和问题。冲锋陷阵面

对生死考验，党员要走在前，始终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他相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全国各族人民的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党和国家给予的，趁自己还能动，就要发

挥余热，以阳光心态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增添正能量。”面对严峻的

疫情，罗如顺主动请缨，不畏艰苦，不计回报，用行动彰显党员本色，

用爱心共筑抗疫防线，曾荣获“新冠疫情期间优秀志愿者”“上海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证书”等荣誉。2021 年，他被评为上海

理工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罗如顺还注重家风家教，老伴、女儿都加入了抗疫志愿者工作。

2022年，他家庭的事迹被编入《梅陇红色家训集》（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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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瑾在发放抗原试剂 

傅瑾：贴心的身边“大白” 

学校离退休党委委员、学院退休第三党支部书记傅瑾同志退休后，

主动到社区“亮身份”。上海疫情严峻以后，她更是第一时间加入到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刚开始社区有不少老人不会使用手机登录健康

云，在出示核酸检测登记二维码时经常出错，她就耐心帮老人们操作。

48 小时封楼时，傅瑾就做传送

快递、递送牛奶的二传手，参与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她对负责的

楼层，每户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

住户遇到困难时她会及时上门

帮忙解决，居民反映的问题她也

收集整理向有关部门上报。此外，

在小区开展的多次新冠抗原检

测工作中，她上门送检测试剂盒，

教居民怎么操作，然后回收废

弃物。 

作为一名老党员，傅瑾表示，当了志愿者之后才体会到医护人员

的艰辛与不易，更加深刻体会到“大白”医护人员为保障人民生命健

康所彰显的奉献精神，向所有医护人员及其家人的无私奉献致敬。尽

管她已经做了近一个月的防疫志愿者，但她认为自己仅仅做了点力所

能及的事情。她始终秉承一个原则：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职责，也是

老党员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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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桂芳（右）与同伴 

徐桂芳：将爱心和智慧汇聚成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 

在 2年前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徐桂芳同志就第一时间投入到

社区抗击疫情的第一线，荣获“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

证书”。2022年 3月，申城遭遇奥密克戎毒株侵蚀后，她又积极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作为社区志愿者及封控楼的楼组长，带领楼内十

人的志愿者队伍，配合居委会，始终工作在基层抗疫第一线。在紧张

的核酸检测及抗原测试中，统计人数，组织全楼居民有序采检。负责

整幢楼每家每户抗原试剂的收发复查等繁琐工作。 

她按居委会要求穿上大白

防护服为尚未接走的患者送衣、

送药，帮助独居老人订老年餐、

关心孕产妇的特殊要求、帮助

外地临时来沪老人登记二维码、

关心被封控的装修工人，发动

其他志愿者给全楼 52 户人家

配送政府发的蔬菜包、药及为

本封控楼送快递，组织团购解

决居民的确实困难，利用楼里

微信群安抚大家烦躁的情绪，

让原本并不熟悉的邻居相互交

换食物，交流厨艺，形成网上大家庭，给烦闷的封控时间带来丝丝暖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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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工作中的陈美月 

陈美月：战疫当前共产党员就要挺身而出 

团结就是力量，努力就是胜利。在市委组织部号召下，全市党

员积极响应踊跃参加抗疫志愿者。虽然陈美月已退休多年，但她觉得

退休并不能退掉党员的本色，要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忘初

心。她主动通

过“先锋上海”

到社区报到，

加入了社区志

愿者队伍，主

要负责巡逻宣

传和楼道安全

防护值班。因

疫情严重，上

级要求足不出户，故需加强楼道的管理，每晚坚持二小时的值班，帮

助居民清理垃圾，然后进行分类集中，对外出的居民劝阻回家。 

她所居住的小区自封管至今已有 34 天，在这段时期她看到了党

的坚强力量，特别是一些老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大都是 70 岁

上下，但他们在第一线时却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只记得自己是共产党

员，他们的精神影响带动着年轻的党员，哪里最艰苦就有党员出现，

哪里急需人员就有人在称“我是党员”，党旗飘扬在小区，党员同志

冲锋在一线，战斗在最前线，这就是践行入党誓言的最好行动。 

34 天的抗疫使她深深地感到：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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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居民配药时的冯鹤敏 

战疫当前共产党员就是要挺身而出，这是对党员的最好考验。战疫是

一场无声不流血的战场，但如何去战胜疫情却是一场守住上海、守护

人民群众安全、任务十分艰巨的阻击战。同时也让她深切地感受到疫

情无情、人有情的真情含义，邻里间从原来打个招呼一晃面过的，现

在却是谁有困难就帮谁，谁家缺啥有者必支援，大家团结一致就是为

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早日战胜疫情。 

冯鹤敏：尽力帮助更多的人 

配药送药成了冯鹤敏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家常便饭。他的具体志愿

者工作是在求医问药组，每天去社区医院配药。每天的工作流程是：

早上去社区医院登记排序，等候电话通知，然后带好收来的社保卡去

医院，医生开药后，付费、药房拿药，整理好带回小区，登记好各位

配药者的药费，然后一一发药给配药的居民并收款。晚些时候再登记

好第二天配药的名单。 

事务繁琐单调，但

这位大学退休干部乐

此不疲。他说，疫情当

前，我们都应众志成城、

同心同力，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关键时期就应

该充分发挥一名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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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荣陆在小区做志愿者 

作，不计报酬，无畏被感染的风险。配药这样的小事，对居民们来说，

也是关乎健康的大事。“我很愿意在这之中做出一点贡献，尽自己微

薄之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谢荣陆：为抗“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市委组织部“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信”让谢荣陆深受鼓舞也倍

感责任重大。他立即注册激活了“先锋上海”，加入上海志愿者协会，

积极投身于社区防疫第一线，与社区居委干部、群众并肩作战，接受

居委党组织统一指挥和工作安排，为小区居⺠安全稳定、阻击疫情蔓

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们小区自 3月 26日凌晨开始执行封控管理，他和其他志愿者的

具体工作是:每天上、下午

和晚上各一小时的值班巡

查，时常提醒并要求居民

做到足不出户，帮助居⺠

扔垃圾，接送并消毒快递，

联系对接居民配药需求，

协助街道搬运分发生活物

资，逐户通知并维护居民

按 2 米间隔排队核酸检测

秩序，给各户分发抗原试

剂和防护用品等。这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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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看似简单却非常繁琐，特别是核酸检测的时间会随时有变化，甚至

会安排在凌晨两三点钟进行。这不仅仅要耐心配合，更重要的是担当

和责任。谢荣陆力争先锋做表率，照顾、关心老弱病残人群，也善于

倾听小区群众心声、传递群众诉求、发现群众困难。 

看到小区⻔卫兼清洁工是外地来小区工作多年的夫妻俩，生活比

较困难，小区封控几天后便处于“菜尽粮绝”的窘境，他便把自己家

里并不多余的⻝物送给他们，同时动员小区居⺠给予援助，帮助他们

暂度难关。由于他俩不是小区沪籍住户居⺠，在第一次 3 月 29 日街

道居委会分发生活物资时居然没有他俩的，当时他便向居委如实反映，

汇报⻔卫夫妻所面临的困难。没想到，第二天就如愿补上了。3月 30

日“上海发布”也特别强调了不应该漏掉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物资发

放。看到这个消息，谢荣陆从内心为上海政府周全考虑而点赞。 

他在社区参加志愿者工作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有时会觉得有点累，

但心里却很踏实也快乐。人虽在家心仍系学校，他向⻓期坚守在学校

抗疫第一线的同志们致敬！衷心祝愿在校师生一切安好。他坚信有党

组织的坚强领导，有全体党员的担当作为，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 

严广乐：走在前头的教授党员 

管理学院退休党支部书记、原副院长严广乐教授一边做好支部工

作，一边投身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他积极配合学校工作，指导支部同

志在“先锋上海”完成社区报到、耐心解答老同志们的疑问。自 4月

1日起，每天向党组织上报参加社区志愿服务人次、已在“先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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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广乐在帮居民搬运蔬菜包 

完成报到党员数等数据。此外，60多岁的他还积极报名做了志愿者，

用小车为居民送菜。 

这次疫情来得凶猛、突然。他们小区在全市性管控之前就封控了。

这给社区的应对和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严广乐认为，在这样的情

形下党员自然要走在前头。于是就报名参加了志愿者服务活动。他和

另外两个党员同志被分配承担每次为自己楼栋的居民派分政府大礼

包任务：登记、统计、卸货、派分到户、网上签收等。他说其实自己

也没做什么事情，只是尽力而为。通过志愿者服务工作进一步融洽了

邻里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在艰难时期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早日

战胜疫情的信心。 

 

 

 

 

 

 

 

 

 

 

 

田琍华：“资深志愿者”的先锋行动 

学校离退休党委委员、复兴路校区退休第三党支部书记田琍华作

为“资深”志愿者，自上海疫情严峻复杂以来，已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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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余次，协助开展核酸检测、信息登记、门岗查验、发放物资等工

作。有时候，忙起来顾不上喝水，践行了一名老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她是一个热心肠，只要居委和居民有需要，她就义不容辞伸出援助之

手。 

同时，她积极帮助本

支部同志通过“先锋上

海”完成社区报到工作，

在支部工作微信群里引

导老同志保持乐观心态，

做好自我防护，积极配

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她给复兴路退休第三支

部80周岁以上的老同志

分别打电话，询问他们

的生活和健康情况，劝告他们宅在家、不出户，尤其对高龄独居老同

志给予更多关照，同时传达党组织的防疫政策及关心问候。 

 

俞传林：热心细致，做居委与居民之间的摆渡人 

退休干部俞传林第一时间响应党组织号召，主动到社区报到，参

与志愿服务，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 

自 4 月 22 日一直到被感染住进宝钢医院的这段时间，俞传林负

责 2幢楼栋的物资配送、抗原试剂发放及数据上报、居民配药、快递

田琍华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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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传林的防疫工作日记 

取送、垃圾收集等志愿服务工作。事务繁琐，但他一丝不苟，思路清

晰、做事有条理的他，从做志愿者的第一天开始，就认真写防疫日记。

小区党组织的防疫要求，每天做了什么，哪层居民有特殊需求，哪户

人家抗原异常，这些都被他详细地记在“防疫日记”本里，就像当初

做退休支部书记记录支部工作一样，工作内容一目了然。由于每天穿

梭在居民楼和居委会之间，他不幸被感染，全家人被送到医院隔离治

疗。 

谈起自己的防疫志愿者工作，他说自己做了区区小事，不足挂

齿，倒是学校和社区等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慰问让自己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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