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里流浪猫随处可见
同济学子成立爱猫基金会给猫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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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学子抱团拯救“ 猫星人”
同济大学的学子们戏称，同济

拥有上海最强大的“ 猫社会组织”，
被称作为“ 猫星人”。在同济校园
里，四处可见猫咪扎堆，活跃于校园
角角落落。最近，正是春光无限时，
猫咪也到了发情期，在学生的寝室
楼外，一声声高昂又尖锐的猫叫声
破窗而入。不久之后，在宿舍外、教
学楼边，一窝又一窝的小猫出现在
视野中。学生中的爱猫之人不在少
数，嗷嗷待哺的小猫蜷缩在楼边，实
在惹人怜惜。学子们都会新奇地围
着蹒跚学步的小猫，或是给他们喂
食，或是给他们留下一张“ 倩影”。

在校园里，这些猫咪集三千宠
爱于一身，他们从来不愁吃食，也有
些好逸恶劳。但是，他们这些猫咪们
毕竟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学校后
勤对之持“ 放养”态度，他们没有主
人的庇护，也没有固定的小窝，只能
随处找地方安营扎寨。有时，学生们
的溺爱让他们更加营养过剩；而他
们的生存的环境也并不理想：校园
里人来车往，有车疾驰而过，弱小的
猫咪们躲闪不及，很容易被车辆压
伤。许多猫咪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救
助，就此留下了残疾。更糟糕的是，
到了春季，猫咪的无序繁殖让他们

的生存空间也日益局促。在一栋楼
边，就会有数个猫窝聚集。

来自于同济的几名大学生们对
这些猫咪起了恻隐之心。近日，这些
爱猫的大学生凑到了一起，成立了
一个“ 爱猫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
成员来自于学校的各个团队。他们
为猫咪筹集资金，为他们做节育手
术。其中，一个以环保为主题的“ 绿
色之路协会” 小组和一个小有名气
的设计团体“ Treize设计小组”成为
基金会的中坚力量。

为流浪猫筹资做绝育手术
既然名为“ 爱猫基金会”，社团

成立之初，就想方设法为猫筹资。负
责人白一帆介绍，社团的成员们将
同济猫咪的剪影做了加工，做成了
明信片，放到校园来义卖，成本外的
所有收入都放到了猫咪们的“ 小金
库”里。在一群充满爱心的同学群策
群力下，这个“ 小金库”越来越充
盈。记者“ 逛”了一下基金会在淘宝
上开的网店，发现这里顾客盈门，在
网店上线短短一个月时间，“ 猫星人
系列明信片”已经卖出了近百件，评
价也都在四星以上。明信片上，这些
流浪的小猫们成了主人公，摆出的
各种POSE让人忍俊不禁。各种各样
的猫咪，惬意地休憩在校园里，或

趴，或躺，或嬉戏打闹，还有的盘成
一个毛茸茸的小球，有眯着眼睛，沐
浴在阳光无限的午后⋯⋯

爱猫基金会的成员介绍，这些
流浪小猫的繁殖很成问题，他们的
无序繁殖让生存空间越发狭小，但
要控制“ 猫星人”的“ 人口”，绝不
能用捕杀的方式，而是为他们做绝
育手术。白一帆介绍说，基金会成员
们会对猫咪进行诱捕，带其进行绝
育手术，在手术之后会进行照顾后，
再次放归校园。在校园几处猫咪扎
堆的地方，他们会给猫咪喂水喂食，
时刻关注猫咪的健康状况，如果发
现了生病或受伤的猫，爱猫基金会
的志愿者会立刻给药或者送至宠物
医院接受治疗。

“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能地倡导
学校以及社会爱护动物以及帮助宣
传树立正确的对待动物方式。”白
一帆说，爱猫基金会的成员们首要
的救助对象是被虐待、将被虐杀的
猫，病弱伤残、幼小没有生存能力
的猫，以及怀孕将产、哺乳但没有
安全生产空间的猫。当然，他们最
希望的还是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来领
养小猫咪。现在，已经有10多只受伤
的猫咪接受了专业治疗，康复后在
微博上集体亮相，静候着收养他们
的新主人。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欢迎加
入‘ 上海城市文化符号的传播构
想’科研项目，逛外滩，看展览，做科
研！”近日，“ 上海师大科技节”里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学生科研项
目集市”，150个学生科研项目的申
报同学齐聚学生活动中心，学生们
纷纷为自己的科研项目“ 吆喝”赚
人气，现场招募志同道合的同学共
同参与课题。由于报名人数众多，还
引发了“ 项目秒杀”、“ 组团申报”
的盛况。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同学们纷
纷进行着热烈交流。有的同学在项

目展板前热情地介绍课题的内容；
有的同学还带来了笔记本电脑，现
场演示课题的研究设想；有的同学
认真地阅读着项目信息，时不时地
记下联络方法⋯⋯在今年的“ 上海
师大科技节”中，共有560余项学生
科研项目申请立项，其中有接近三
成、150多项自主申请进入“ 项目集
市”，招募不同专业、有共同兴趣的
同学，携手开展科研活动。

金融学院大二学生毛鹏飞带着
她的课题《 中外跨文化交流中的青
年文化心理分析》 来到了“ 项目集
市”现场。毛鹏飞告诉记者，她的课

题涵盖中外交流、文化研究、心理研
究等内容，因此她希望能现场招募相
关专业的学生。“ 以前想和其他学院
的学生进行科研合作比较困难，现在
有了‘ 项目集市’，我就可以认真筛
选自己想要的合作伙伴。”短短一小
时内，便有十余名学生与毛鹏飞进行
交流，很快她就找到了5个合作者，她
兴奋地说：“ 我的课题本来就涉及到
跨文化交流的内容，有了这样一个跨
专业的平台，我能够找到更多的科研
伙伴，我的导师也很支持，我准备再
找一个留学生加入我的课题，一定能
够带来更多的思路”。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超 记者 刘
昕璐 一条感谢的短信、一通感谢的
电话、一张写着感谢话语的香烟盒纸
板是她所有的幸福来源。她是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大二女生
向丹，一个个子不高的女生，一个以

“ 志愿者” 作为自己标签的女生。最
近，一通打到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的感谢电话，让大家知道了
这个女生的努力。

一通来自盲人叔叔的感谢电话
“ 感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向

丹同学，她帮了我的大忙，真是解决
了我的燃眉之急。”一通打到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感谢电
话，让大家都为之感动。询问后，辅
导员们了解到，打来电话的是50多
岁的盲人吴继明，在春运期间和志
愿者向丹认识，并互留了一个联系
方式，希望志愿者能帮助解决一些
生活问题。

这次老人因为上海调整最低标
准工资，上涨了200元收入，让他无法
再享受廉租房申请政策，但是退休在
家，家庭离异，经济拮据，女儿还在念
书的实际情况让老人发了愁，他咨询
了居委会可以提出申请，但是双眼失
明的他没有办法使用电脑，他随即想
起了志愿者向丹，拨通了向丹的电
话。没想到向丹接到电话后，二话没

说就赶来帮他拟写申请书。
“ 向丹怕我出行不便，就约在了

离家不远的快餐店。向丹逐字逐句地
念给我听，就是修改了一个字也连着
句子念给我听，一遍一遍，不厌其
烦。”老人感动地说道。

“ 志愿者”给了她最初的帮助
老人口中的向丹同学，来自美

丽的山城重庆，由于三峡建设的需
要，举家怀揣着一颗热心和爱心，搬
迁至上海这座城市。初到上海，课本
的不同、教育水平的不同———尤其
是英语教学的不同，让向丹很不适
应。据向丹回忆，在重庆初一的她才
刚开始学习ABCD，而到了上海，同
龄人已经可以听写，差距让年龄还
小的向丹倍感局促和焦虑。就在那
个时候，大学生志愿者的出现让向
丹如沐春风，他们在双休日耐心地
为向丹补习上海地区小学英语课
本，帮她缩小差距。“ 志愿者”这个
名词就成为了她对于上海的最初印
象，“ 志愿者”这个名称也渐渐在她
的心里扎了根。

刚进大学，向丹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社会实践部，因为宣传海报上的

“ 志愿者” 三个字深深吸引了她。在
之后的日子里，春运志愿者、献血志
愿者、辅读学校志愿者等活动名单中
总有向丹的名字。

上师大学子赶集“ 项目集市”
“ 团购”、“ 秒杀”科研项目

同济的大学的校猫向来赫赫有名，他们游窜于校园各处，在教学楼边悠然踱步，在食堂边觅食，在草地上翻
着肚皮晒太阳⋯⋯这些猫咪受宠于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但因为猫咪们游窜在校园各处，平时并没有得到合适
的照顾。近日，同济大学几名大学生成立了爱猫基金会，为校园中的猫做绝育手术，避免其无序繁殖，控制“ 猫
星人”的“ 人口”，为他们营造一个温暖的“ 猫之家”。 本报实习生 姚实琦 记者 严柳晴

流浪猫在同济校园里随处可见。 本报资料图 见习记者 张瑞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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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大接到感谢电话“ 还原”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再过两
三个月就该毕业了，要拿offer，毕业
生就得拼了！拼成绩！拼奖励！拼实
习经历！还要拼球技？没错，上个星
期，上海电机学院的两名幸运女生，
就凭着她们出色的乒乓球和羽毛球
技术，轻松签约一家国企。手拿现场
签好的四联单，两个女生都表示，她
们也没有想到，打一场球赛就能赢
到offer。

日前，一场“ 特殊”的乒乓球、羽
毛球比赛在上海电机学院举行。这不
是在上体育课，也不是在举行校运动
会，而是在进行“ 招聘面试”。比赛的
双方分别是上海环境实业有限公司
派来的乒乓球、羽毛球高手，另一方
则是上海电机学院的大四毕业生小
林和小冯。小林还有些摸不清头脑，
因为尽管她的简历上写明了自己有

羽毛球特长，但是自己压根没指望能
凭这个特长找到一份工作。前两天，
学校的体育老师找到她，说有一家国
企会来招聘有体育特长的毕业生，自
己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了。没想到
一来到面试现场，对方负责人就告诉
她，他们已经看过了她的简历，对她
基本满意，剩下的就是要打一场球
赛。“ 只要你打赢我们公司的高手，
就可以现场签约。”

“ 我们公司隶属于上海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是一家国有大
型企业。每一年，我们集团都会举行

‘ 城投杯’运动会，但是我们派出的
乒乓球、羽毛球高手，至今还没有拿
到过优异的名次。”上海环境实业有
限公司前来招聘的负责人表示，自己
这次招聘，正是希望能够招聘到有一
定特长的员工。

两女生球赛打赢面试官获offer

校方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