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举行“伟大工程”示范党课
引领师生体味“真理之甘·信仰之源”

何佩鑫陈晓明校友伉俪向母校捐赠一亿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树立榜样力量以校友之情照亮后辈学子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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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她希望复旦大学

发扬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的精

神，持续用力，一抓到底，圆满

完 成 第二 批 主 题 教 育 各 项 任

务，继续巩固和扩大主题教育

成果，努力建设“第一个复旦”，

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创造新业绩、作出新贡献。

焦扬在表态讲话中指出，

要按照中央指导组的要求，进

一步完善整改清单，落实整改

责任。对于近期能解决的问题

要立行立改，对于需要一段时

间才能解决的问题要列入 2020

年度工作计划，认认真真抓好

整改落实。她表示，校领导班子

将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办公厅印

发的 《2019－2023 年全国党政

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巩固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

本优势，带头践行初心使命，带

头把理论学习持续引向深入，

带头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

带头干事创业、勇于担当作为，

带头保持清廉本色，努力当好

示范、作好表率，团结带领全校

师生员工攻坚克难、真抓实干，

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而奋斗。 文 / 宗和

“真理之甘·信仰之源”示

范党课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述复

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翻译《共

产党宣言》的故事视频切入，

旨在通过党课讲授、访谈教

学、现场教学等，聚焦《共产党

宣言》及其中文首译者陈望道

映照的党的初心与使命，讲透

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要

问题。同时通过党课宣讲，梳

理复旦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

党人的信仰之源，共同品味真

理的甘甜，从中汲取铸魂育人

的力量，学习先贤为人为学为

师的崇高风范。

党课上，主讲人结合党史

研究成果，从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入手，集中阐释了

《宣言》的重要意义，“为何历

史与陈望道相互选择”以及

《宣言》中文首译本对建党的

重要意义。长期在课堂上讲授

《共产党宣言》的哲学学院教

授郑召利还为现场观众朗诵

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

片段。任重书院的学生们表演

了大师剧《陈望道》在浙江义

乌分水塘村柴房里彻夜翻译

《共产党宣言》的片段。陈辰及

其节目组带来了 《闪亮的名

字·陈望道》片段。新闻学院新

韵合唱团现场合唱《国际歌》。

访谈教学环节，陈振新为大家

讲述了老校长一生坚守信仰，

“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

天”的感人事迹。

现场教学借助丰富展陈，

将整个展馆旧居作为教室，以

望老身前的手稿、著作、生活

用品作为教具，运用珍贵的影

像资料和珍贵史料，特别是陈

望道先生的工作生活原貌和

一生矢志追求真理的现实场

景为师生继续讲述党课。

文 / 宗和

校领导班子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12 月 2 日，“复旦大

学陈晓明何佩鑫校友基金”捐赠

签约仪式举行，1973 级化学系何

佩鑫陈晓明校友伉俪捐赠壹亿元

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学校教

育事业发展。校党委书记焦扬、

副书记许征，相关部处负责人及

捐赠人亲友等出席签约仪式。

何佩鑫作为捐赠人代表发

言。他表示，作为一名曾经下乡

插队的知青，在复旦度过的日子

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阶段，从

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乃至留校

任教、出国进修等长达十余年的

岁月中，他得到了母校一贯的支

持和帮助，“没有这段经历就不可

能有如今的发展，所以希望能给

复旦做点事情。”何佩鑫说。他希

望，任何一位优秀学子不会因贫

困而失去机会。

焦扬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向何

佩鑫、陈晓明校友夫妇致以崇高

敬意和诚挚感谢。她表示，30 多

年来，两位校友始终关注参与母

校的建设发展，始终感恩学校和

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培养，从未离

开过复旦人大家庭，他们的奋斗

故事是复旦人追求卓越、团结荣

校、关心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祖

国改革开放大变革时代的缩影。

“校友捐赠的，不仅是资金和

资源，也是期待和希望。”焦扬指

出，两位校友的爱心善举，将帮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忧追梦，为

学校培养一流人才提供有力保

障。要切实用好这笔基金，尊重校

友意愿，从学生基本需求出发，精

心设计好分类分级的资助项目，

帮助困难学生实现个人发展、追

逐梦想；要加强项目管理，建立规

范透明的管理、监督和反馈机制，

不负校友的厚爱和信任。她希望

何佩鑫、陈晓明校友继续关注参

与母校的建设发展，并期待在两

位校友的支持下，有更多“复旦改

变人生”的奋斗故事涌现，为国家

和社会培养更多世界一流人才。

在焦扬及捐赠人亲友的见证

下，许征代表复旦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与何佩鑫、陈晓明伉俪签

署“复旦大学陈晓明何佩鑫校友

基金”捐赠协议。焦扬为何佩鑫、

陈晓明颁发捐赠证书。

签约仪式前，捐赠人一行在

副校长徐雷的陪同下参观了任重

书院和希德书院。

何佩鑫、陈晓明校友从自身

经历出发，始终相信教育是改变

命运、促进公平的重要因素。事业

有成后，他们捐资助学，不遗余

力，对母校，他们始终深怀感恩之

心。他们曾于 2011 年捐赠 100 万

美元支持复旦书院建设，时隔八

年后，他们再次向母校捐赠 1 亿

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才

成长，以校友之情照亮后辈学子

求学之路，为复旦师生树立榜样

力量，为复旦校友文化再书绚丽

篇章。 文 / 宗和

师生校友齐参与实力诠释“爱我复旦，乐跑相伴”

姻图片新闻

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本报讯 12 月 7 日 上

午，我校第五届乐跑赛在邯

郸校区开赛。本届乐跑赛设

置了难度适中的三类项目：

10 公里竞技跑、3.3 公里健

康跑（走）及 1.3 公里亲子跑

（走）。活动采用线上报名方

式，共吸引近 1700 名复旦人

参与。

校党委书记焦扬为比赛

鸣枪发令。校党委副书记尹

冬梅在致辞中阐释乐跑作为

复旦最有特色的体育品牌之

一，所蕴涵的全民体育精神。

校工会、体育教学部等部门

负责人出席活动并为获奖

者颁奖。 文 / 段明淼

本报讯 12 月 3 日，“真理

之甘·信仰之源”：复旦大学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伟大

工程’示范党课”开讲。上海市

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滕建勇，

校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

委书记袁正宏和陈望道老校

长之子、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陈振新出席活动。市教卫

党委、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及

师生代表近 300 人参加了党

课学习。党课现场还举行了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

旧居）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揭牌仪式，滕建勇和袁正宏

共同为基地揭牌。示范党课室

内教学由东方卫视《闪亮的名

字》节目编导、负责人陈辰主

持。室内教学结束后，师生跟

随党课主讲人、校党委党校办

公室主任兼组织部副部长周

晔前往《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陈望道旧居）开展了现场教

学。

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伟大工程”系列示范党课

建设是市教卫工作党委加强新

时代基层党建质量提升工作的

重要内容。该项目自今年 5 月

正式启动，复旦大学“真理之

甘·信仰之源———《共产党宣

言》及其首译者陈望道映照的

党的初心与使命”经评审最终

入选首批 15 个建设项目。

袁正宏指出，这次“真理

之甘·信仰之源”示范党课，是

学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它

不仅仅是一堂思想教育党课，

也是一次“回望初心，明确使

命”的精神洗礼。学习《共产党

宣言》，宣传《共产党宣言》，就

是要把《共产党宣言》蕴含的科

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实践

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

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

力量，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袁正宏要求，要以这次党

课为契机，不忘初心，追望大

道，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要

求，不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

克思主义的学习贯彻，以陈望

道老校长为榜样，从《共产党

宣言》中汲取营养，学深悟透

《宣言》精神，时刻牢记从哪里

出发，将理想信念之魂融入血

脉之中，夯实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筑牢党性之魂，以永远

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以永远

在奋进的姿态和冲劲，迎接宣

言首译一百年周年和建党一百

周年，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贡献磅礴的复旦力

量。

荫情景式沉浸式教学把“真理之甘·信仰之源”讲透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