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城市守护者
第四场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六位先进模范作专题报告

昨天， 第四场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

举行，六位来自上海医疗卫生、社区、国有

企业、边防检查、快递、新闻媒体等领域的

先进模范代表分别作专题报告。 他们动人

的故事，也让我们记住了，抗疫一线那些平

凡岗位上不平凡的人和事。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
的地方默默战“疫”

没有穿过防护服，更没有进过隔离舱，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四级调研员周密却

是上海1649名援鄂医疗队员坚实的后盾。

在上海， 周密亲身经历一个个疫情防

控决策的诞生和落地。最令他骄傲的是，10

小时内快速协调16个区和28家市级医院，

组建135人的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 除夕

夜，白衣逆行，这也是全国第一批到达武汉

的医疗队。2月15日，周密道别怀孕5个多月

的爱人奔赴武汉。在那里，他协调解决了物

资保障和人员归口等问题， 全力为医疗队

保驾护航。

疫情面前，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

方默默战“疫”。

“目前，我们上海石化每天可以生产28

吨口罩专用料，可用来生产2800?只口罩，

完全可以满足全上海市民的口罩需求。”报

告会上， 上海石化金昌公司生产部经理陆

军的一句话引得满堂喝彩。抗疫期间，陆军

带领设备技术团队日夜攻关， 反复改造设

备、调整工艺，成功研发出口罩熔喷布专用

料，日均产能达11吨，从接到任务到试产成

功， 仅用12天。“这是我和团队拼出来的新

纪录， 也是我们向全国人民交出的抗疫答

卷！”陆军激动地说。

防疫不留死角 ， 坚守
“家门”与“国门”

从事社区工作十几年， 宝山区顾村镇

馨佳园第十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霞从未

料想到，有朝一日普通的社区干部能与“英

雄”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馨佳园大居是上海近郊六大保障性住

房基地之一， 近2200户居民中近三分之二

是合租户和出租户。“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疫情防控伊始，陈霞便带领全体居委干部开展

信息排查、居家隔离等工作，排查返沪人员千

余人。“没有 ‘最硬的铠甲’， 也毅然选择 ‘逆

行’。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社区干部是离

群众最近的力量。”陈霞说，做到“防疫不留死

角”便是她能给予居民最温暖的告白。

从“守家门”到“守国门”，疫情面前，一个

个坚守的身影， 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抗击新冠

病毒的信心与决心。

三月的上海，海、陆、空口岸都成为“外防

输入”的战略要塞，上海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九队四级警长林雨青所在的浦东国际机场

成为疫情防控的主战场、 第一线。20个小时，

她与队员们连夜造出一个独立闭环的迷你口

岸，保障北京分流航班安全通关；227天，日夜

鏖战，护航数千人及时送医，保障百余?同胞

平安回国……

林雨青坚定地说：“在接下来的常态化疫

情防控形势下， 我们2800名上海移民管理警

察将慎终如始、严防死守祖国东大门！”

逆行武汉，做疫情下的忠
实记录者

在疫情防控路上，有一群“逆行者”很特别。

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一线

快递员王晓溪在抗疫期间， 一人主动承担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及医护家属楼的收派件工

作， 工作量涉及七栋楼的上千名医护人员与

病患。

连续63天坚守岗位，日均派送500箱各类

捐赠物资和医疗物资，王晓溪说，回家时儿子

经常问他，“爸爸你是去救命的么？ 电视里的

叔叔阿姨和你穿的一样。”疫情期间，全上海

约有14?快递从业人员同样在抗疫一线忙

碌，其中有快递小哥，也有仓管、中转场操作

员、司机、飞行员、调度人员等。此时，他们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城市的守护者”。

奔忙的不止快递小哥，还有新闻记者们。

疫情暴发，得知武汉即将封城，在孝感老

家准备过年的澎湃新闻记者郑朝渊第一时间

作出决定：必须去武汉，那里是疫情的核心现

场。作为前方报道小组成员，他不断深入汉口

火车站、中南医院新冠肺炎重症隔离病房、雷

神山医院、华南海鲜市场等一线现场，用镜头

和笔墨全方位记录抗击疫情故事。时至今日，

回首过往，郑朝渊说，当时作决定，更接近一

种本能，“我只想做疫情下的忠实记录者，并

未顾虑太多”。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法学界“拼命三郎”，八十岁还在向崭新领域进军
我国著名法学家、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倪正茂从教六十载，出版著作40余部

学养深厚淡泊名利，把人民的需求放在研究第一位———

他是法学界有名的“拼命三郎”，发表了 500 余篇论文，

出版各类专著、合著和译著 40 余部；他在八大法学领域开

疆拓土，为新中国法学承上启下。

他是我国著名法学家、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倪正茂。从教

六十载，他不仅是多个法学领域的鼻祖，也为我国培养了大

批专业人才。他的学生遍及学界、政界、商界等，无不受到老

师“把事业当作生命，把生命献给事业”的信念影响，在各自

所在的行业成为中流砥柱。

昨天， 庆祝倪正茂教授八十华诞暨从教六十周年座谈

会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他的近百名同学、同事、学生代表

济济一堂，畅叙他们之间的故事。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感人

细节，拼出了倪正茂敢为人先、追求真理的过往。 已是耄耋

之年的倪正茂精神矍铄，最后在会上忍不住“剧透”，自己正

在向下一个崭新的法学领域进军。

填补新中国法学多个领域空白，不
断开拓新兴研究领域

尽管从四十岁才真正开始法学研究，但倪正茂在法哲学、

生命法学、法律战基础理论、激励法学、科技法学、黄帝思想

研究、中国法律史、比较法学等八大领域，均被学界认为是

“首创者”“奠基人”，填补了新中国法学多个领域的空白。

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 浦江法治论坛主席程天权

教授告诉记者， 倪正茂是新中国法学领域中承上启下的重

要一员，他继承了老一代法学家的追求，而他开创的新领域

又为青年一代开辟了新天地。

生物安全、基因技术、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一系列

引发诸多伦理和法律争议的社会热点，都是生命法学关注的

内容，而这门学科正是由倪正茂在 1997年首创。 上海政法学

院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杨彤丹，在倪正茂的带领下进入这一研

究领域，“因为倪老师的远见，才有了生命法学这门极具前瞻

性的学科， 如今全球生物技术产业领域产值已达 4000亿美

元！ ”就在上周，我国《生物安全法》经表决通过。

上世纪 90 年代，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总监蔡锦云曾在上

海社会科学院跟随倪正茂学习科技法， 这是当时新兴的法

学研究领域，而倪正茂正是科技法学的奠基人。 “老师经常

教导我们，要观察别人想不到的细节。 研究任何一个问题，

都要把握时代潮流， 掌握最新信息。 ” 蔡锦云说。 倪正茂

1990 年出版的《科技法学导论》及后来发表的《科技发展原

理》《科教兴国战略的法律保障》 等七八部著作均成为该领

域的奠基石。

谈到自己的成就， 倪正茂一如既往地谦逊：“如果说我

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为后来者提供一点启发，让他们能

够把有关学科继续向前推进。 ”

他是学生的“倪爸爸”，学术和人生的引路人

二十岁就站上三尺讲台，执教整整六十载，倪正茂从中

学教师到大学老师， 不仅以深厚的学养和淡泊名利的人格

魅力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也因为“毫无老师的架子”而和

学生打成一片，还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倪爸爸”。

“我们 98 级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有一个群，群名就叫

‘倪爸爸’。我们是倪老师在这里带的第一届学生，‘倪爸爸’

对我们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 他的精心培养让我们都对

他发自内心地热爱。”贵州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执法监督处处

长史光灿昨天专程赶来为老师“庆生”。

至今，倪正茂仍和毕业多年的学生们保持着联系，在学

生们遭遇困局时，为他们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今年年初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慨 2020 年开局好难。

倪老师当时就在下面评论说：‘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以笑相

对，才叫坚强，共同努力养成此种品格吧！ ’”徐汇区人民法

院政治部副主任章斐曾是倪正茂的研究生，“有师如此夫复

何求！ 如果为师者的责任加上一个期限， 那么在倪老师身

上，这绝非读研这三年，而是一生。 ”

作为学术和人生的引路人， 倪正茂对法学界后辈不遗

余力提携，而且远不止自己学生。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

院教授何敏， 年轻时曾与倪正茂等老一辈资深专家一同编

写了《科技法学》。 “在最后确定作者顺序的时候，倪老师提

出，把年轻学者何敏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何敏说，“这件事

情让我记了一辈子，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后来，我成

为前辈的时候也这样做。 在担任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

院院长期间，我把评奖机会都让给年轻老师。 ”

爱管“闲事”、只讲真话，做最接地气
的法学研究

淡泊名利让倪正茂拒绝过很多次升迁的机会， 他从未

想过“学而优则仕”，但在 2002 年，他作为小区业委会主任

“火”了一次。原来，当时尚处野蛮生长阶段的物业与里弄居

民产生了矛盾，爱管“闲事”的倪正茂挺身而出，代表业主维权。

凭借精深的法律专业实力， 他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毫无畏惧、

仗义执言，甚至影响了后来上海市物业行业规范发展。 不仅如

此，热心法律公益的倪正茂，还曾在广播台做节目时，向全市市

民公布过自己的手机号，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一辈子做最接地气的法学研究， 关注最基层的民生问题，

倪正茂始终把人民的需求放在研究的第一位。他还曾带领学生

最早开启了我国对“三农”方面的法律研究。

倪正茂作为法学社会化方面的专家，他的法学研究紧随社

会的变化和要求，比如他创立的激励法学，革新了法律对社会

治理的认识。 过去，法律“惩恶扬善”的作用中，往往只重视“惩

恶”而忽视了“扬善”的一面。 2012 年，倪正茂就出版《激励法学

探析》，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激励法的价值和意义，并在这一领域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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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储舒婷

倪正茂近照。 （上海政法学院供图）

第四场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现场。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你们的事迹精神激励
我们知难而进坚韧向前
（上接第一版）

李强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京

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

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此次纪念章颁发活动，充分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的关

心关爱。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里，你们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

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在浴血奋战中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共同谱

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你们的事迹和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

克服艰难险阻，知难而进、坚韧向前，在新时代奋力创造上海发

展新奇迹。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 深入学习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

迹和革命精神，大力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良好

氛围。要持续弘扬敬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加精准对接

超大城市老年群体养老需求，不断提升为老服务水平，健全现代

养老服务体系。既要依托现代科技赋能，更要尊重老人意愿、切实体

现人文关怀，让老年人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品质、更有温度。

王贯三老人年过九旬，曾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因表

现突出两次荣立一等功，获得其他功勋十几次，退役后又成为爱岗

敬业的“五好职工”。龚正登门慰问，亲手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颁发给王贯三，并向他致以重阳节的问

候。 市领导与老人并肩而坐，满怀敬意地传看老人历年来的奖状和

徽章，听他讲述峥嵘岁月里的不凡经历。 龚正感谢老人为新中国解

放和上海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祝愿老人健康长寿。

蒋卓庆前往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纪念章获得者、离休老同志谈学贤住所看望慰问，并为他颁发纪

念章。 市领导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生活情况，祝老人重阳节

快乐、健康长寿，与老人共同追忆峥嵘岁月。他说，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功勋值得永远铭记，我们要向老战

士学习，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

董云虎来到长宁区华阳路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了解中

心运行情况，看望慰问老人。 中心构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帮

助老人养老“不离家、不离亲、不离群”。 市领导仔细察看失能老

人照护楼、失智老人照护楼、医养结合服务楼等处，向老人致以

节日问候，祝他们健康长寿，并叮嘱工作人员要不断提高服务水

准，让老人有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于绍良来到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逐一

察看日间照护中心、失智照护专区、智慧长者食堂、康体活力站

等，详细了解社区助餐、健康促进、精神文化服务等功能。他走到

老人们中间， 送上节日的祝福， 勉励工作人员不断提高服务水

平，让老年人更好地安享幸福晚年。

市领导诸葛宇杰、彭沉雷分别参加。

两次入朝：一次抗击侵略，一次帮助重建
（上接第四版）“那一天刚好下雨， 我右肩

抬着门板走在左前侧，雨水混着他的血，流

到门板上，又顺着我肩膀流到衣襟上。 血

腥味很浓，但这是我的战友，以后再也见不

到他了，我……”张先奇突然沉默下来。

当时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我军的军力

部署， 撤军换防都是悄无声息地进行。

1953 年张先奇未打一枪便坐着 “闷罐

车”随军返回国内，他本以为自己的抗美

援朝战争就这么结束了。

不料，1956 年底， 张先奇所在的部

队再度接到入朝换防的命令。原来，1953

年停战后， 另一场大作战随即开始———

中国志愿军像建设自己的国家一样开始

帮助朝鲜重建。张先奇所在的部队，和当

地人民一道修建被美军炸毁的水利工

程，帮助朝鲜恢复农业灌溉。

1958 年 2 月 19 日， 中朝两国发表

联合声明 ， 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

1958 年底全部撤出朝鲜。 撤军决定公布

后，志愿军叫响了“多流一把汗，多留一

分友谊”的口号，更加热情地帮助朝鲜人

民，张先奇和战友们加紧赶工，原本两人

负责装满一筐土，后来成为一人一筐。

在修建大坝的两年时间里，张先奇对

朝鲜人民的热情印象深刻，当地妇女们头

顶着巨大的盆子、锅子上来送饭，只要有

自己一口吃的，就绝不让志愿军挨饿。

1958 年底，22 团圆满完成任务，最

后一批撤军离开朝鲜。 “嗨呀，这一次火

车站就热闹了， 朝鲜人民敲锣打鼓地欢

送我们。 ”

回国后， 张先奇继续在部队服役，

1978 年 10 月转业后进入文汇报工作 ，

于 1992 年 12 月退休。

部队服役 28 年，报社工作 14 年，张

先奇坚持认为， 自己没有做出什么突出

贡献，只是度过了平凡的人生。

然而，在他用肩膀担起战友生死，用

双手为异国修建大坝， 乃至转业后投身

新闻事业的每一个时刻， 无不在诠释何

为“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南方来的地勤兵练就一身“抗冻”绝招
（上接第四版）

1951 年 10 月 1 日上午， 年轻的战

鹰编队，齐刷刷地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

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以及各族人民代表的检阅。晚上，

黄俭和飞行中队、 机务大队干部接到参

加军委宴请的通知， 宴会桌安排得像一

座“凯旋门”。 大家坐定后，毛主席、周总

理、 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空军司

令员刘亚楼同志的陪同下步入宴会现

场。顿时掌声响极了，大家激动得手掌都

鼓痛了，还在继续鼓，这时，黄俭情不自

禁地流下了幸福的泪珠……

检阅结束，因工作需要，黄俭被留在

军委空军某部工作。 虽然离开了战斗部

队， 但他和朝鲜前线战友们的心还是紧

紧地贴在一起， 经常在通信和电话中相

互勉励，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1979 年黄俭调入文汇报担任记者

工作。 他是新闻界采写“新闻界人物”的

第一个人。 至今他所采写的 “新闻界人

物” 发表在各地新闻刊物或非新闻刊物

上的已近百篇，其作品大都很有色彩，如

《徐曼小姐》《记者 “夫妻店”》《一个记者

的脚印》《思考的笔》《恋山的鹰》《邹凡扬

传奇》等等，受到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

注目和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