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2021年上海师⼤精神⽂明
好⼈好事出炉

过去⼀年

有哪些发⽣在我们身边的

好⼈好事

2021年度上海师范⼤学

精神⽂明好⼈好事评选结果近期揭晓

他们

助⼈为乐、⻅义勇为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孝⽼爱亲、热⼼公益

让我们⾛进“⼗佳”

了解他们的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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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

魏鑫⻛

不改军⼈本⾊

抗洪抢险⼀线的“铿锵玫瑰”

魏鑫⻛，⼥，体育学院2021级研究⽣。

2016-2018年服役于⼈⺠解放军部队，期间

表现优异，获得优秀新兵等荣誉。曾连任两

届上海师范⼤学⼤学⽣退伍⼠兵协会会⻓。

本科连续三年获得专业⼀等奖学⾦，参加上

海⾼校⼤学⽣军事技能⽐武斩获多项⼀等

奖。

2021年7-8⽉河南暴⾬，魏鑫⻛⾃主报

名签下请战书，作为上海虹鹰救援队第三批

救援队队员前往河南新乡卫辉⼀线⽀援。在

救援⼀线，她作为唯⼀⼀名冲锋⾈上参与救

援的⼥⽣，冲锋在前，不怕苦、不怕累，被

评为“抗洪救灾先进个⼈”，其事迹在澎拜新

闻、上海奉贤报、上海市奉贤区退伍军⼈事

务局等媒体报道。魏鑫⻛⽤实际⾏动体现了

退伍军⼈退伍不褪⾊、退役不退志的优秀品

质，在社会舞台彰显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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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报刊总社

刘闻亮

⼆⼗⼆年⾏⾛在慈善公益之路上

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成才与就业》编辑

部⾸席编辑刘闻亮同志，为助残疾⼈⼦⼥成

才、以知识改变命运、阻断贫困代际相传，

与爱⼼⼈⼠共同创建了“兴家残疾⼈⼦⼥义务

辅导学校 ”，在慈善公益之路执著⾏⾛ 22

年。

她是兴家助残助学新模式的发起者和践

⾏者，⽬前该模式已吸引21所⼤学、累计3

万余名志愿者参加，送教上⻔30余万次；有

60余位教师志愿者站上兴家讲台，⽆偿辅导

5千余课时；服务家庭累计达8千余户。她情

牵受助同学，为贫困同学捐钱捐书达5万余

元。她⽢于⾟劳，在忙碌的本职⼯作之余，

承担了兴家⼤量事务性⼯作，此外，还主

持、编辑出版了兴家有关⽂字和视频资料共5

套，出版了纸质版《兴家简讯》 139期，推

出微信公众号“兴家记”200余期，以⾃⼰的

⾏动传播了现代慈善理念，壮⼤了公益⼒

量。

03
⼈⽂学院
爱⼼暑托班

爱⼼陪伴共成⻓，快乐暑期不简单

上海师范⼤学⼈⽂学院——漕河泾爱⼼暑

托班项⽬⾃2016年实施以来，历时五年，始

终积极贯彻以⼈⺠为中⼼的思想，响应上海

市为⺠办实事号召，以“爱⼼陪伴共成⻓，快

乐暑期不简单”为主旨，为学员们量身定制丰

富有益的⽂化盛宴。学院学⼯办、团委⽼师

全程保障暑托班⼯作有序进⾏，学院百余名

本研⼤学⽣志愿者投身其中，服务漕河泾地

区⼩学⽣400余⼈，受到社会⼴泛好评。五

年来，⼗余名⼤学⽣志愿者获评上海市爱⼼

暑托班 美志愿者、上海市爱⼼暑托班优秀

教员等称号。2021年，央视新闻客户端、新

华⽹、新⺠晚报等⼗余家媒体以《太赞了！

上海爱⼼暑托班回来了》《上海：爱⼼暑托

班  快乐不简单》等为题报道了⼈⽂学院——

漕河泾爱⼼暑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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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部（处）

武装部
校慈善义⼯队

弘扬义⼯精神真情回馈社会

我校红苹果慈善义⼯队秉承“弘扬义⼯精

神，真情回馈社会”的宗旨，将助医作为回报

社会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校义⼯队结合

上海市第六⼈⺠医院⽇常就诊⼈流量⼤、外

地患者多的特点，在该院开展了⻔急诊导

医、预检协助、服务质量调查、主题⽇健康

宣传、就诊陪护等⼀系列助医服务，协助就

诊者提⾼就医效率，为医院减轻就诊压⼒，

协助医院营造温馨的就医环境。对于上海市

六院的⼉童患者，红苹果慈善义⼯队发挥我

校师范专业特⾊，创造性地开展“枕边课堂”

项⽬，以市六医院⼉科病房为基地，开展枕

边阅读、枕边游戏、枕边互动的扶幼助医慈

善公益服务。通过绘本、桌游、艺术表达等

形式，以游戏、互动的⽅式表达困境、分析

感受、增进沟通，缓减患⼉的病痛和内⼼的

焦虑。多年来红苹果慈善义⼯队通过组织全

校学⽣积极参与慈善义⼯活动，让⼤学⽣们

在义⼯活动中提升社会实践能⼒，提⾼综合

服务意识，以⾏动奉献爱⼼，以爱⼼回馈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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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法政学院

志愿者团队

点亮微光  相伴同⾏

哲学与法政学院“微光”低视⼒学⽣帮扶

志愿者团队⾃2014年起逐步组建，⾄今已超

过7年时间，累积服务⼈次达20余次，参与

⼈数达200⼈次。团队⾃组建以来得到学院

党政领导⾼度重视，在团队组建上，考虑师

⽣特点、帮扶的时间元素及空间元素等，包

含了学院分管学⽣⼯作副书记辅导员⽼师、

低视⼒同学室友以及⼀个专业的志愿者团

队；在帮扶内容上，涉及学习、⽣活、⼼理

建设、社会实践等层⾯，同时邀请专家提供

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规划，对标社会对接与

职业适应能⼒等，提供相关针对性岗位。7年

时间⾥，在“微光”志愿者团队的帮扶下，涌

现出了“合作⽆间”在校创业的沈阳、设计开

发全程深度参与⽆障碍学习空间的潘春晖等

⼀批代表性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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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程学院

潘雯雯

尘埃之微  补益⼭海

“尘埃之微，补益⼭海；萤烛末光，增辉

⽇⽉。”即便⾮常卑微、不起眼的⼩⼈物，也

可以在能⼒范围之内，发光发热，为社会做

出⼀点⼩贡献。来⾃建筑⼯程学院2019级的

潘雯雯同学，在2020-2021学年，累计⽆偿

献⾎9次，共捐献全⾎600ml、⾎⼩板 14治

疗量，让许多身患重病或是遭遇意外的⽣命

被拯救。

“因为⾃⼰淋过⾬，所以总想着替别⼈撑

把伞。”潘雯雯的⽗亲曾经⽣过⼀场⼤病，治

疗费⽤昂贵，但是好在国家对此类疾病采取

免费治疗政策，使得她的⽗亲得以救治。带

着这份感动，她决定要尽⼰所能来回报社

会，帮助他⼈。她献出的每⼀滴⾎都寄托着

她 诚挚地祝福、 ⽆私地奉献。那些⾎液

流淌在不同的⼈身上，延续着他们美好⽽灿

烂的⽣命。

07
⻢克思主义学院

学⽣理论宣讲团

以⻘年之声发时代强⾳

⽤红⾊故事滋养时代新⼈

⻢克思主义学⽣理论宣讲团在建党百年

之际，紧紧围绕党史学习教育要求，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并以

《开天辟地的⼤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

《从 “⼩三线 ”到 “对⼝帮扶 ”：上海从未缺

席》《从“⽼三件”到“⼤⻜机”：上海的⼯业

跨越》等推出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课

程为蓝本，先后⾛进奉贤海湾旅游区的社

区、企业单位、党群服务中⼼以及⻓宁区虹

桥街道爱⼼暑托班等地区开展党史专题宣

讲，担任“百年党史路  奋⽃新征程”的党史学

习教育红⾊巴⼠课堂志愿讲解等公益服务。

他们深⼊中⼩学、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

社区等各类社会组织机构，针对不同群体的

特点需求，分层分类扎实开展党史宣讲。今

年已开展党史教育主题宣讲85余场，累计受

益⼈数达9000余⼈次。⻢克思主义学⽣理论

宣讲团持续给社会各界⼈⼠传播好“党的声

⾳”，切实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克思

主义为什么⾏、中国特⾊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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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学院

“蒲公英之梦”市南义教团

薪⽕相传⼗九载  智⼒助残济⺠⽣

数理学院“蒲公英之梦”市南义教团成⽴

于2002年9⽉1⽇，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秉

持智⼒助残、教育脱贫的初⼼，⾄今已⾛过

⼗九年的时间。⼗九年间，义教团帮助过的

困难学⽣已达数千⼈，义教团的志愿者们，

在⾃⼰的课余时间利⽤专业知识，为经济困

难的残疾家庭孩⼦送教上⻔，进⾏免费的助

学服务，备受社会认可和赞许，义教团连续

多年获得“智⼒助残”优秀集体荣誉称号，多

次受到上海⼼希望助学公益服务中⼼、上海

肢残⼈协会的肯定与表彰。义教团也涌现出

了以“坚持义教⼗九载”的数理学院校友吴俊

君⽼师为代表的榜样⼈物。截⾄2021年，义

教团中已有三⼗多位成员被上海肢残⼈协会

授予“年度优秀组织者”称号，两百余位成员

被授予“年度优秀志愿者”称号，义教团事迹

被东⽅⽹、澎湃新闻⽹、华⼈⽇报⽹、环球

⽹、今⽇头条等数⼗家媒体⼴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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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年爱⼼接⼒

爱⼼接⼒越⼭海   凝⼼聚⼒克难关

⾃2013年以来，商学院师⽣⼀直⼼系在

美国的学院退休教师李梅珍⽼师和她因交通

事故⾼位瘫痪的⼉⼦。李⽼师为学院的发展

做出了重⼤贡献，创⽴了我校第⼀个中外合

作专业。事故发⽣后，商学院领导第⼀时间

与其取得联系，及时组织院内教师捐款，并

联络在美访学教师为李⽼师⺟⼦提供帮助。

⼋年间，商学院不仅每年为李⽼师送去慰

问，每每有赴美访学和交流的⽼师和留学⽣

们，更是⾃发前往李⽼师家，帮助他们采购

⽣活⽤品和康复治疗。

2021年，学院了解到李⽼师⺟⼦今年的

经济状况因疫情受到了巨⼤的影响，同时⼜

⾯临较⾼的康复费⽤。商学院党政班⼦第⼀

时间在院内发起倡议，组织教职⼯⾃愿为李

⽼师捐款奉献爱⼼。⽼师们纷纷加⼊这场爱

⼼⾏动中，有的转发捐款倡议书，有的⼀对

⼀确认捐款信息，有的替不⽅便操作⼿机的

⽼教师们代为捐款。短短⼏天商学院就募集

到捐款 83628元。这场持续⼋年，跨越

11000公⾥的爱⼼接⼒还在⼀代⼜⼀代商院

⼈⼿中不断传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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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
爱⼼公益志愿服务队

“艺起做公益”

上海师范⼤学美术学院多年坚持倡导艺

术公益服务社会的理念，形成师⽣群体共同

践⾏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在环艺专业教师

陈新业的倡导和组织下，美术学院环境设计

专业成⽴了爱⼼公益志愿者服务队。该团队

充分发挥专业特⻓和优势，⾃成⽴以来⼀直

坚持开展公益服务项⽬，他们除了在校内开

展多项公益设计项⽬外，还前往⾦⼭枫泾下

坊村开展“美丽乡村”活动，为新农村建设增

添美丽⾊彩；在松江⽯湖荡镇开展保留村落

项⽬，为后⼈留下珍贵的村落印记；为浦东

三林中学设计利⽤集装箱改造植物实验室，

提倡⽣态低碳环保理念。近年来，团队主动

承担了设计⼤龄⾃闭症患者⽇托机构环境设

计服务项⽬。针对⼤龄⾃闭症患者的特殊性

来提供更经济、安全、合理的活动环境，通

过设计实践为这些特殊⼈群解决⽣活中的困

难，帮助他们有尊严地过好每⼀天。

⼔杷跨魂
售1届萎雷销

“满公英之梦”
市南义教团队

擞理学院

上海丽⻤⼤学胶理学⿏“m公英之舊”团队

宗貌2017年虔“智⼒助致”

优秀集体
上海市肢殘⼈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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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纸2020年“四扫助殘”

优秀集体
-1+£

茶誉讼书
同点：

能計为3016-2017个崖⼀量⼒的成：优分期以去。
4⾦乐王和然的瓶牌和省⾏旅发的上作表京光公的总
谢！植发此证，以旗效路

上⻄⼤歡擇学校⼀量公⻚之号-

荣获2018年度“智打助發

优秀集休
上海市肢残⼈的会
⼆0⼀九年⼗-⽉

上新⼤红主号款，道会烫之基，⼼商义童⻄认

荣获2019年“智打助豉”

优秀集体
上选市肤⿎⼈场合
--t

荣我2021王留⼒助残”

优秀集体
，上⽶市般东⼈0合
2O:

省南发款園从

教育院武
⾦德材⼈

⾦巴

荣誉论书
菇化⽜同⽼：
校评为2018-2019年度“票⼒助或，说秀组织者，

对悠乐王参統的旅神和新⾏味效的⼯作委示数⼼的⻮
！特发此证，以家⿎縣。

荣参论夜
⼯东美同惠：
校鲜为2019-2020年段⼀翠⼒助或，优秀期親省。

对您乐⼚本航的书种和宏布武⼥的⼯任农示⽕⼼的悠
谢公待发此证，以货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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