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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寿 ，
集美 大学保 卫处处 长、校侨联 主席，集美 区政
协委员。作为学校保卫处处长和疫情防控安全稳 控组负责
人，
他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中，
带领 保卫 处干部职工
始终奋战在防控疫情第一线；他积极参与政协 参政议政工
为集美区 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担
作，
撰写提案、调研报告 ，
任校侨联主席以来，他每 年组织学校归侨侨眷 积极承接厦
门市侨联课题调研。2018 年集美大学侨联在他的带领下获
评全国侨联系统先进组织，他 个人也曾被评为 福建省侨联
系统先进工作者，
并多次 获评厦门市侨联系统先进工作 者，
于 2020 年 8 月被福建省侨联聘为
“闽侨智库”
成员。

守住集大抗疫
“第一道防线”
奋战抗疫一线
守住集大抗疫
“第一道防线”
2020 年初，新冠肺 炎疫情
肆虐。集美大学正赶上寒假，许
多师生都已离校。学 校召开了
紧急会议，成立抗疫指挥部 ，
将
相关人员召集回校。 1 月 23 日
起，董 振寿就和大家 一起投入
抗疫阻击战之 中，并始终 坚守
在抗疫第一线。
疫情来 势汹汹，而进出 校
园的大门，是抗疫“第一 道防
线”
。集美大学校区较分散，有 9
个校区共 15 个大门。进出校园
大门的，
除 了在校师生，还有家
属区的校外人 员、外来 务工人
员和临时来访人员等。2020 年，
是陈 嘉庚 先生 创办 航海 教育、
财经教育 100 周年，集 美大学
为此举行系列 纪念活动，相关
工作需要筹备、老旧 校舍需要
维修，
进出人员也随之增加。如
何守好这些门，将隐患彻 底杜
绝在校园之外，是董 振寿所面
临的难题和挑战。
为了便 于管理，疫情期间 ，
学校严格控制每 个校区进出大
门的数量，每道大门 都设立了
“门长 制”
，
配 有专人负责，将安
全责任落到实处。接到任务后，
董振寿加紧把工 作人员召集配
齐，以 保证足够的力 量防控疫
情。为了让校园保 安更好地理
解 与 贯彻 学 校 的 疫 情 防 控 要
求，董振 寿带领相关 人员制定
了操作规范，严格把 控进出校
园的材料登记 、体温 检测等流

程。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董振 寿
会同 学校有关部门在各 个大门
安 装了出入刷卡机，接着又 按
照 校领导的指示要求，在 新校
区 东门做试点安装了行 人出入
门 禁道闸，用信息化手段 让师
生 出入更加便捷，减轻一 线人
员 工作负担。上级部门有 关防
疫 抗疫的最新通知，董振 寿就
与 部门的同事进行凝练 ，喷绘
制 作成通告海报，张贴在 校园
各 大门门岗处，让大家更 加理
解、支持防疫 抗疫工作，避免一
些不必要的矛盾纠纷。
“刚开 始，
有 些人对我 们的
工 作不理解，
觉得 过于繁琐、复
杂，影响了 他们出入校园 的便
利。”
董振寿说。刚开始封闭校
门时，他接到过 不少电话抱怨，
董 振寿便耐心地跟大 家解释防
控疫情的重要性。
“不管是不是
在校 师生，只要 是经过校 园门
口 出入的人员，我们都要 为他
们 的安全负责，也为我们 的师
生安全负责。”他说。顶着压力，
董 振寿 始终 秉承 着安 全第 一、
方 便第二，坚 持防疫抗疫 工作
标 准不松懈。在高标准的 管理
方 式下，集美大学防疫抗 疫的
“第一道防线”被牢牢守 住。在
疫 情常态化情况下，董振 寿仍
延 续了一贯方式，严格把控“出
入 关”
， 将 疫情 阻挡 在 校园 之
外，保证了 进校人员的健 康安
全。

检查指导安保人员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积极开展调研 助力集美经济社会发展

参加福建省教育厅省（部）属高校
综治安全目标管理责任述职会议

2016 年，董振寿成为政协第
八届集美区委员会委员。担任政协
委员至今，
他积极参与政协参政议
政工作，
提交了 17 篇提案，内容涉
集美区城市
及集大周边环境整治、
优化建设等等。
“政协委员这个身
份对于我既是荣誉，
也是责任。”
董
振寿说。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能
够为学校和辖区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
让集美区有更好的发展。
校园周 边环境安全始终牵动
着董振寿的心。集美大学新校区

南 门因位 于商圈和 汽车站 附近，
来往车辆行人多，道路并不宽敞，
造成高峰期交通拥挤，存在一定
安全隐患。董振寿多次通过政协
提案反映问题，
并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学 习教育时，
将问题
不断向上级反映。在他的坚持下，
南门附近乱停车、没有行人红绿
灯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路边较之
前更加宽敞，人员出行也更加安
全。取得初步成效后，
董振寿体会
到 作 为一 名 政 协委 员 的 光荣 使
命，对今后继续整改校园周边环
境也更有信心了。
履职期间，董振寿也积极撰写
政协调研报告，
主动到集美区相关
镇街、
乡村开展调研活动，
充 分了
解民情民意，承接区政协调研课
题。他了解到，
不少乡镇对人才的
需求缺口很大。乡村虽有着丰富的
资源物产，
但缺乏高素质人才为经
济建设发展出谋划策。他想到，集

美大学有农林专业，也 有计算机、
电商等专业，
如果学生毕业后能把
所学的专业知识带到农村，一定能
有所作为，
服务乡村振兴。
2019 年，董振寿执笔撰写调
研报告 《支持大学生返乡下乡创
业，
助力集美区
“乡村振兴”
战略》。
为此，他多次走访了集美区后溪、
灌口等周边乡镇，
也 到老家东孚镇
进行考察、
调研。他从曾经担任村
主任、村书记的弟弟口中了解到，
乡村经济目前经营方式还是比较
传统，
亟需年轻人才利用专业知识
进行规划发展。在调研报告中，
他
提到国家实施
“乡村振兴”
战略，对
集美区高校大学生返乡下乡创业
活动既是宝贵的历史机遇，
又是必
须应对的新时代要求。他希望集美
区立足实际，
将支持大学生返乡下
乡创业与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相
结合，
进一步提升当地
“双创”工作
和乡村建设工作成效。

对“侨”充满情怀 书写侨务工作精彩篇章
董振 寿的 父 亲是 一 名 印尼
归侨，他对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2000 年 ，集 美 大 学侨 联 正式 成
立，董振寿身为归侨子女，
又有着
良好的文字功底，便应邀成了校
侨 联秘书长。 2016 年，董振 寿当
选集美大学侨联主席。成立至今，
董振寿已在校侨联工作 20 年。他
的这份坚持，更多的是一种对工
作热爱、对
“侨”
的情怀。
对待校侨联的工作，董振寿一
直兢兢业业、
认真负责。担任校侨
联主席期间，
董振寿每年组织 学校
归侨侨眷和老师们积极承接厦门
市侨联课题调研，
每年所承接的调
研课题均约占全市的三分之一。课
题贴近侨与嘉庚精神等相关内容，
紧扣地方经济发展需求，
其中不少
被评为优秀课题、
重 点课题，
有助
于市侨联更好地了解侨情、
开展侨
务工作。在今年疫情防控工作繁忙
的情况下，
董振寿仍组织大家完成
了 14 篇调研课题。
平日里，董振 寿也积极带领
大家参与厦门市侨界举办的各项

组织集美大学侨联代表队参加厦门市侨界业余羽毛球赛并取得佳绩

活动。市侨联一年一度的侨界健
步行，还有侨界羽毛球赛、
乒乓球
赛、联欢节等，集美大学侨联都在
他的组织下参与其中，并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每次活动，
董振寿都
会来到现场，
为大家保障后勤、加
油鼓劲。他说：
“既然大家都积极
参与，我也要亲力亲为。”这让他
感到十分充实，也是他作为校侨
联主席的一份责任感。
董振寿 的父亲 3 岁时就离开
印尼回到了祖国，见证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一系列发展变化， 感受到了祖国
的逐渐进步、强大。作为一名归
侨，董振寿的父亲对侨的感情十
分深厚，也经常跟董振寿说起国
家对华侨权益的保护、调动海外
华 侨华人 爱国热 情的种 种举措。
董振寿说，
在父 亲的影响下，
他因
自 己能够 为侨服 务而感 到高兴，
多年从事侨务工作也让他有了深
深的“侨”的情结。今后，
他将尽自
己的努力，
为侨务 工作添砖加瓦，
为校园的安全稳定、地方经济社
会的发展做更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