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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微光汇聚战“疫”星河⸺我院党员干部在行动

心系SNAI, 同心守“沪”⸺留学生校友点赞SNAI人抗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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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同欲者胜，对当前上海最吃紧、最关键的疫情防控形势，学
院党员干部在财政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上海市
决策部署，在上海市市级机关党委指导下，积极推进学院防控
工作，引领党员干部参与疫情防控，凝聚起携手战“疫”的强大
合力，共同守护上海这座光荣之城。

党建引领：坚定信心、毫不松懈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学院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
话精神，部署落实上海市相关要求和市教委防疫工作提示。院
领导班子轮流排班在院内值班，后勤部、研究生部、党办（院办）
安排必要人员在院内值班，确保防疫组织协调、在院研究生管
理和校园运转管理工作。学院高度重视特殊时期的舆论引导，
加强自有媒体管理，及时发布《SNAI守“沪”，战“疫”有我》等报
道和短视频，主动弘扬抗“疫”正能量。

顶岗支援：尽锐出战、勇往无前

“我是党员，我先上”！根据上海市市级机关工委的统一安排，�
月��日学院快速组建由张各兴副院长带队的��人顶岗志愿服
务队，积极参与市级机关工委组织的“火线支援金桥小分队”。
突击队前往沪东街道支援，开展居民的食品分拣工作，队员们
的主要任务是将食品打包并运送上车。�月�日，队员们一直打
包分发食品至��点才返回驻地。

社区防控：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应报到、尽报到”。根据上海市市级机关工委的要求，学院全体
党员积极落实“双报到”“双报告”要求，第一时间到所在社区报
到，是市级机关工委系统���家单位中�家���%注册报到的单
位之一。学院众多党员主动参与所在社区的秩序维护、物资搬
运、分发抗原自测盒等志愿服务，展示了学院党员坚定的责任
担当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党员心声：人人自律、齐心抗疫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生活的地
方，更是我们热爱的城市，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没有局外人
的大考，是一场为了人人、关乎人人的硬仗，必须依靠人
人响应、人人参与、人人自律，唯有同舟共济，方能共克时
艰。

石坤，坐标闵行七宝，封控期间持续参与支援社区抗
“疫”：“社区基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都有一定瓶
颈，尤其是有些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已经奋战在一线近
一个月，他们的体力、心力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此，作
为市民，除了理解与包容，更需要行动起来，主动找基层、
主动参与基层的服务与治理工作。”

傅秋莲，坐标长宁，浦西封控以来多次参与社区抗“疫”服
务：“没有想到自己也会穿上这身大白，穿上才知道，不仅
穿脱复杂，而且非常闷热，挨家挨户爬楼通知常常大汗淋
漓，实属不易。所幸居民都很配合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
持。同时参加志愿服务的还有很多爷爷奶奶志愿者，积极
热心为居民服务。我们相信万众一心、背水一战，坚持就
是胜利！”

吕玺，坐标松江九亭，社区封控期间主动报名参与志愿服
务，解封后积极参与顶岗支援突击队工作：“自己作为一
名党员、一名团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发挥好先锋模范作
用。因在学院团委负责志愿者工作，我深知志愿者工作的
重要性，作为青年人，就应该承担好自己的责任，为社会
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都得到了家人们的支
持，很理解大白们的辛苦。我们相信祖国，也相信上海，同
样相信勇敢的人绝不是极少数，一定会迎来属于我们的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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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同欲者胜，对当前上海最吃紧、最关键的疫情防控形势，学
院党员干部在财政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上海市
决策部署，在上海市市级机关党委指导下，积极推进学院防控
工作，引领党员干部参与疫情防控，凝聚起携手战“疫”的强大
合力，共同守护上海这座光荣之城。

党建引领：坚定信心、毫不松懈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学院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
话精神，部署落实上海市相关要求和市教委防疫工作提示。院
领导班子轮流排班在院内值班，后勤部、研究生部、党办（院办）
安排必要人员在院内值班，确保防疫组织协调、在院研究生管
理和校园运转管理工作。学院高度重视特殊时期的舆论引导，
加强自有媒体管理，及时发布《SNAI守“沪”，战“疫”有我》等报
道和短视频，主动弘扬抗“疫”正能量。

顶岗支援：尽锐出战、勇往无前

“我是党员，我先上”！根据上海市市级机关工委的统一安排，�
月��日学院快速组建由张各兴副院长带队的��人顶岗志愿服
务队，积极参与市级机关工委组织的“火线支援金桥小分队”。
突击队前往沪东街道支援，开展居民的食品分拣工作，队员们
的主要任务是将食品打包并运送上车。�月�日，队员们一直打
包分发食品至��点才返回驻地。

社区防控：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应报到、尽报到”。根据上海市市级机关工委的要求，学院全体
党员积极落实“双报到”“双报告”要求，第一时间到所在社区报
到，是市级机关工委系统���家单位中�家���%注册报到的单
位之一。学院众多党员主动参与所在社区的秩序维护、物资搬
运、分发抗原自测盒等志愿服务，展示了学院党员坚定的责任
担当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党员心声：人人自律、齐心抗疫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生活的地
方，更是我们热爱的城市，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没有局外人
的大考，是一场为了人人、关乎人人的硬仗，必须依靠人
人响应、人人参与、人人自律，唯有同舟共济，方能共克时
艰。

石坤，坐标闵行七宝，封控期间持续参与支援社区抗
“疫”：“社区基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都有一定瓶
颈，尤其是有些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已经奋战在一线近
一个月，他们的体力、心力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此，作
为市民，除了理解与包容，更需要行动起来，主动找基层、
主动参与基层的服务与治理工作。”

傅秋莲，坐标长宁，浦西封控以来多次参与社区抗“疫”服
务：“没有想到自己也会穿上这身大白，穿上才知道，不仅
穿脱复杂，而且非常闷热，挨家挨户爬楼通知常常大汗淋
漓，实属不易。所幸居民都很配合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
持。同时参加志愿服务的还有很多爷爷奶奶志愿者，积极
热心为居民服务。我们相信万众一心、背水一战，坚持就
是胜利！”

吕玺，坐标松江九亭，社区封控期间主动报名参与志愿服
务，解封后积极参与顶岗支援突击队工作：“自己作为一
名党员、一名团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发挥好先锋模范作
用。因在学院团委负责志愿者工作，我深知志愿者工作的
重要性，作为青年人，就应该承担好自己的责任，为社会
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都得到了家人们的支
持，很理解大白们的辛苦。我们相信祖国，也相信上海，同
样相信勇敢的人绝不是极少数，一定会迎来属于我们的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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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SNAI, 同心守“沪”
⸺留学生校友点赞SNAI人抗疫行动
�月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上海被迫按下了“暂停
键”。一时间，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不仅牵动

着亿万国人的心，也牵动着学院留学生校友的心。虽然大家

身处世界各地，但是两年珍贵难忘的留学生生活已经使得

不少人将上海视作“第二故乡”。许多留学生校友从新闻媒

体中了解到上海的疫情之后，纷纷向留学生部的老师们发

来慰问，牵挂上海的疫情状况与SNAI师生的健康。

为更好地回应校友们的关切，留学生部于近日在各校友群

中统一向大家说明了上海疫情的最新动态情况，并推送了

由学院推发部制作的SNAI人共同守“沪”，投身战疫一线的

视频。在视频中，SNAI教师化身“大白”忙碌于上海抗疫的各

大战线。无论是参与市级机关工委组织的“火线支援金桥小

分队”，还是下沉至各自社区协助信息登记、物资发放和核

酸检测工作，都是在上海疫情阻击战中贡献SNAI人的力量。

微光成炬，向光而行。大家在看到视频后，为SNAI人无私奉

献的精神所感动，在校友群中纷纷点赞留言，为SNAI加油，

为上海加油，为中国加油！

其中，来自汤加的����级留学生丽丽说道：“感谢老师分享

最新情况。送上来自汤加的爱和祝福，愿疫情早日褪去，所

有SNAI大家庭的成员都要健康平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级留学生大勇说道：“感谢与我们分享上海最新的抗疫

情况。当我从新闻中得知上海由于疫情暴发进行封闭管理

后，我感到很担心。现在看到老师们都在勇敢地参与抗疫行

动，希望一切都会早日恢复正常，老师们也请注意保护自身

的安全。”

����级留学生在沪求学期间，正好经历了����年新冠肺炎

疫情的暴发，当时所有留沪学生在学院的关心下，积极响应

政府的抗疫措施，守望相助，平安地度过了当时那段困难的

时期，顺利完成了学业，于去年学成归国，他们对于目前上

海的状况最为感同身受。来自格林纳达的����级留学生班

长怀茉蕾说道：“学院的志愿者老师们非常勇敢！希望你们

能够保护好自己，安全度过疫情。一切都会雨过天晴的，大

家加油！勇往直前！”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新冠肺炎

疫情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

会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当前，我们SNAI人正带着坚韧

不拔的毅力和勇往直前的勇气，用实际行动让世界看到中

国应对疫情的决心以及中国在防疫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功。

相信疫情阻击战必将很快迎来最终胜利！

微光点点，聚而成炬。上海的历史上有过风风雨雨，遭遇过艰难险阻，但我们从未被任何困难压倒。为了守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与
身体健康，为了守护这座城市的安全平稳有序运行，我们必须不畏艰难，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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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SNAI, 同心守“沪”
⸺留学生校友点赞SNAI人抗疫行动
�月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上海被迫按下了“暂停

键”。一时间，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不仅牵动

着亿万国人的心，也牵动着学院留学生校友的心。虽然大家

身处世界各地，但是两年珍贵难忘的留学生生活已经使得

不少人将上海视作“第二故乡”。许多留学生校友从新闻媒

体中了解到上海的疫情之后，纷纷向留学生部的老师们发

来慰问，牵挂上海的疫情状况与SNAI师生的健康。

为更好地回应校友们的关切，留学生部于近日在各校友群

中统一向大家说明了上海疫情的最新动态情况，并推送了

由学院推发部制作的SNAI人共同守“沪”，投身战疫一线的

视频。在视频中，SNAI教师化身“大白”忙碌于上海抗疫的各

大战线。无论是参与市级机关工委组织的“火线支援金桥小

分队”，还是下沉至各自社区协助信息登记、物资发放和核

酸检测工作，都是在上海疫情阻击战中贡献SNAI人的力量。

微光成炬，向光而行。大家在看到视频后，为SNAI人无私奉

献的精神所感动，在校友群中纷纷点赞留言，为SNAI加油，

为上海加油，为中国加油！

其中，来自汤加的����级留学生丽丽说道：“感谢老师分享

最新情况。送上来自汤加的爱和祝福，愿疫情早日褪去，所

有SNAI大家庭的成员都要健康平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级留学生大勇说道：“感谢与我们分享上海最新的抗疫

情况。当我从新闻中得知上海由于疫情爆发进行封闭管理

后，我感到很担心。现在看到老师们都在勇敢地参与抗疫行

动，希望一切都会早日恢复正常，老师们也请注意保护自身

的安全。”

����级留学生在沪求学期间，正好经历了����年新冠肺炎

疫情的爆发，当时所有留沪学生在学院的关心下，积极响应

政府的抗疫措施，守望相助，平安地度过了当时那段困难的

时期，顺利完成了学业，于去年学成归国，他们对于目前上

海的状况最为感同身受。来自格林纳达的����级留学生班

长怀茉蕾说道：“学院的志愿者老师们非常勇敢！希望你们

能够保护好自己，安全度过疫情。一切都会雨过天晴的，大

家加油！勇往直前！”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新冠肺炎

疫情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

会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当前，我们SNAI人正带着坚韧

不拔的毅力和勇往直前的勇气，用实际行动让世界看到中

国应对疫情的决心以及中国在防疫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功。

相信疫情阻击战必将很快迎来最终胜利！

微光点点，聚而成炬。上海的历史上有过风风雨雨，遭遇过艰难险阻，但我们从未被任何困难压倒。为了守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与
身体健康，为了守护这座城市的安全平稳有序运行，我们必须不畏艰难，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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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专业主义，走向精益求精
⸺“专业主义与CFO进阶之旅”就业指导讲座

�月��日，东盟与中日韩（��+�）财政和央行副手正式任

命李扣庆教授为��+�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下

任主任，任期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李扣

庆教授在经过国际猎头公司专业筛选、��+�财政和央行

副手组成的面试委员会面试选拔等竞聘程序后胜出。 

 李扣庆教授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多年来积极致力于

��+�、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财金合作，建立并深

化了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同多个国际组织、有关国家政

府、研究机构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发起创立了多个重要区

域财金合作倡议，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AMRO成立于����年�月，总部位于新加坡，日常主要负责��+�地区宏观经济监测、支持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运行并为域

内成员提供技术援助支持。主任是AMRO机构的负责人。继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先生、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

原副司长常军红女士之后，李扣庆教授成为AMRO第三位中国籍主任。

�月��日晚，学院举办了主题为“专
业主义与CFO进阶之旅”的线上就
业指导讲座。本次讲座由方国斌老
师主讲，共有��余名研究生参加了
本次讲座。

方国斌老师从专业主义的定义与画
像入手，指出专业主义强调工作质
量、责任心、团队合作能力与终身学
习能力等。具备专业主义画像所描绘的素质，必然为同学们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专业主义的基础是专业能力，那么，如何
构建自身的专业能力呢？

有效构建专业能力需要三个内生力量共同发挥作用：信念⸺坚守专业主义信念，遵照专业标准行事，并且端正为工作、为客户奉
献力量的态度；爱好⸺认清自身的需求，选择自身真正热爱的领域，并饱含热情地坚持付出努力；职业操守⸺职业操守关系底
线和原则，对每个行业都至关重要。

坚守专业主义精神，是成为一个专业的会计人员，乃至在未来的进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素质。成为一个具有专业主义的人才，是
伴随每一位职场人一生的课题。

供稿 / 研究生部

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李扣庆教授出任东盟
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 供稿 / 党委办公室（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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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委：会计未来
⸺挑战与机遇并存 荣耀与艰辛同在

本文选自【中国会计报，2022年7月8日】

教授 博士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学院大数据与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公司财务、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财务会计

刘凤委：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会计未来是在讨论会计学科与实践活动，以及新的理论突破与发展趋势。会计走向未来
必须经历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挑战与机遇并存，荣耀与艰辛同在的不平凡的道路。真正最终引领会计未来的必然
是积极拥抱会计未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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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做点点微光照亮身边的人

2022年06月 / 夏季刊

战疫纪实

供稿 / 研究生部

在今年的上海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千千万万志愿者用行动践
行着雷锋精神、奉献精神，邵梦娟就是这千千万万分之一。邵
梦娟在��岁时申请成为了一名注册志愿者，�年来她一直诠释
着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年新冠疫情时，她第一时间报名成
为所在上海小区的社区志愿者，为往来人员测体温并做好登
记报备。在今年的上海疫情中，她也继续默默地奉献着。

像找工作一样找志愿者岗位
�月中下旬，邵梦娟看到新闻报告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不断增
加，她就开始像找工作一样到处咨询哪里需要志愿者。她给自
己所在小区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是否需要志愿者，到周围小区
居委会询问，又到小区附近的免费核酸点询问，都被告知不需
要。她决定到更远的小区询问，终于在距离她所在小区约�公
里外的小区找到了志愿者岗位。在被问找到志愿者岗位的心
情时，她说：“幸好没放弃，多问了问，不然我就错过了。”

以后得好好锻炼身体
“在前线做志愿者，就能看出我平常不锻炼身体了，这提醒我
以后得好好锻炼身体”，邵梦娟笑着说道。一次，她和其他�位
志愿者搬运手套、防护服、一次性手术服、防护面罩等几百箱
防疫物资，现场没有小推车，纸箱很大很重需要两个人抬，他
们齐心协力忙活了近�小时后，所有物资被整整齐齐码放在居
委办公楼一楼仓库里。她回忆道，那天有些冷，在结束工作后，
我才感觉到秋衣秋裤湿透了贴在了身上，其他人也都是大汗
淋漓，这是考验体力的大作业。

小姑娘，手挺快
“看到沈阿姨一直低头分包着试剂，我感觉认真工作的样子真
美。”邵梦娟想起有一次与沈阿姨一起完成分拣打包����多份
抗原自测试剂的任务，如此感叹道。接到此任务得知�小时后
将要开始分派试剂，她和沈阿姨马上穿好志愿者马甲，立刻埋
头分拣打包，不耽误一分一秒，分拣过程中发现戴着防护手套
不利于分拣，速度也慢，但考虑到任务重，只想着一口气做完，
连想去洗手间都一拖再拖，最后防护手套手指手掌好多地方
都被试剂盒袋子划开了口。邵梦娟说：“分拣打包不到�个小时，

提前完成了工作，我感觉比搬物资还要累，在工作结束时，虽
然头都抬不起来了，手也感觉不是我的了，但我清晰地听到沈
阿姨说了句：‘没想到你这小姑娘还挺能干，手挺快，’我笑
了。”

一句谢谢温暖心田
“您好，请开门领一下抗原自测试剂。”这是一天晚上邵梦娟给
四个楼栋的��户送试剂敲门时一遍遍说的话。她说，刚好当天
做了一下午体力工作，晚上给无电梯小区分发试剂并告知操
作要点，送到最后一栋楼的�楼时，眼前一片漆黑，口罩、手套
里全是水，爬楼爬地喘不过气来，感觉有点体力不支，但分发
工作中有一位老奶奶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邵梦娟回忆道，敲
门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缓缓开门，迎面而来一股浓浓的
药味。她讲解了几遍操作流程后，老奶奶还是不明白，她就耐
心细致地一边讲解、一边帮助老奶奶做好了。她说：“离开老奶
奶家，我心里五味杂陈，希望能尽一份力帮助空巢独居老人，
他们太难了，那晚听到老奶奶的谢谢，觉得一切都值了，这也
增加了我做志愿者工作的动力和信心。”
后来，邵梦娟接到了学院的返校通知，她的志愿者工作从“前
线”转为“幕后”工作，包括统计家庭人数、做汇总表、制作核酸
记录表等。谈到她执着地担当志愿工作的原因时，邵梦娟说：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和注册志愿者，我有义务为社会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做完每一次志愿活动，我都感觉无比放松，
很开心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很荣幸能为社会贡献自己微
薄的力量。”
晨雾之微补益山海，萤烛之光增辉日月。邵梦娟是志愿者中的
千千万万分之一，正因为有一，才有了千千万万，是她们以点
点微光汇集成战胜新冠疫情的万丈光芒。

学院2021级全日制会计班在读研究生，共青团员，
2021级2班团支部书记

邵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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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
⸺一名研究生的村居抗疫实记

供稿 / 研究生部

郑艺是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流动小分队的一名志愿者。当她
看到志愿者招募通知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报名。谈及原因，
她说：“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有义务在疫情到来时冲到第
一线，保护老百姓。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成为一名新
兵，我感到无比荣幸。”从上海疫情暴发开始，她就一直奋斗在
一线，为筑起疫情防控线努力着。 

终于轮到我上了
�月��日下午�点，郑艺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志愿者工作，她的
任务是帮助村民抗原自测。她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这次终于
轮到自己了，一定要高效高质量完成任务。可现实让她意识到
这份工作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

“爷爷奶奶好，有人吗？我是发放抗原的志愿者，请您开门做下
抗原自测。”

“奶奶，您家有几口人，我来登记一下信息。”
“大爷好，这是测试盒，我来教您怎么操作。”
……
村子流动人口量大且多在村居没有登记，郑艺和另外一位村
居工作者只能挨家挨户敲门询问，对外出上班户需抓好下班
时间点。为了保证应做尽做、不漏一户，她们一遍遍确认还有
哪家没做，一遍遍去敲那些尚未自测居民的家门。村里居住的
大多是老人，不清楚如何做抗原自测，她们不厌其烦地一遍遍
演示操作流程或者辅助测试。十几户人家，近百人的抗原自
测，她们花费了整整�个小时。

“大白”不是那么好当的
�月�日，整个城市按下暂停键。郑艺也在这一天第一次穿上防
护服，第一次成为“大白”。成为“大白”那一刻，她内心抑制不
住地激动。在她看来，“大白”阳光、帅气，有担当，是自己理想
中的样子。可没过多久，她就体会到了“大白”的艰辛。
这次，她的工作是负责大丰村约���人的核酸检测扫码和贴码
工作。村里的老人大多是第一次参加全面核酸检测，不清楚排
队秩序和核酸码操作流程，相关要求需喊上百遍。尽管村务工
作者提前帮老人打印好核酸码，但还是有不少人因为光线原
因或扫码仪器故障而难以扫码，需要一个个人工录入。当脸上
被勒出一道道红印，头发也变得油腻糊在额头上时，郑艺意识
到“大白”不是那么好当的。

高温暴雨下的坚守
��多度的高温下，“大白”们酷热难耐，仍要耐心地指导人们出

示核酸码、维持队伍秩序。为了降温，她们不得不高频率地喷
洒酒精。由于不停地来回走动，脚套都磨破了。历时两个半小
时，终于顺利完成了���人的核酸检测任务。当脱下防护服时，
郑艺发现不仅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打湿，就连手指上的皮肤
都有被汗水浸出一道道褶。
郑艺记得，自己负责为金泽镇保供人员核酸检测扫码那天恰
逢狂风暴雨，马路边的香樟树都被吹掉了许多树枝。因为两个
棚之间衔接处漏雨，她的防护面罩被雨水打湿，眼前一片模
糊，她每扫一次码就得用纸巾擦一次。这期间医生所在的棚子
被大风刮倒，她以为现场会非常混乱，但无论是排队的居民还
是工作人员都没有慌乱，排队的居民安静地站在雨中，她和临
近的工作人员就像听到了无声的指令默默地快速搭好棚子，
让核酸检测迅速恢复正常。

“大白”身边的榜样
郑艺说，她很欣慰能加入志愿者队伍，因为跟她一起并肩战斗
的医生、村委工作者和其他志愿者都是她身边的榜样。医生们
不仅需要穿更加厚重的防护服，而且要一直坐在那不断重复
着检测动作。对于处在封控区的居民或是卧床的老人，医生和
志愿者常常顶着高温挨家挨户上门做核酸。村委工作人员经
常通宵打印上千个老人的核酸码，第二天一大早又挨家挨户
地分发到老人们手中。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不少人��小时值班
工作，睡在办公室。她说：“当我穿着防护服累得快站不住时，
一想到比我还辛苦的他们都没有半分怨言，我就告诉自己咬
牙坚持下去，是他们给我了无穷的力量。”
郑艺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以前总是我们的上一
辈替我们背负着重担，这次轮到我们承担起责任了，我们绝对
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就如
我的初心：我年轻，我也想为他人贡献一份力量，不负韶华，不
负时代。”

学院2021级非全日制会计班在读研究生，共青团员，班级学习委员

郑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