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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焦扬从

近年来党委主抓的几件民生大事

出发，讲了学校在民生方面的努

力，也讲了当前遇到的实际困难。

“校园民生问题，事关群众基础。”

焦扬表示，学校领导班子已经在

牵头对师生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

的利益问题抓整改，努力让师生

感受到主题教育实实在在的成

果。

基层党建问题，事关组织根

基。如何做好知识分子的政治吸

纳，组织生活质量怎样提高，党员

示范引领作用如何发挥，“双带头

人”给予怎样的培训和支撑……

焦扬就这些问题一一分享了自己

的看法。

能不能拿出刀刃向内、自我革
命的勇气？

“主题教育效果好不好，关键

看能不能拿出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的勇气，关键看能否把每项整改任

务抓到位、改到位，让广大师生真

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变化。”

在党课的第三部分，焦扬明确表

示，“全校各级党组织在主题教育

中抓落实，一定要大力发扬‘讲认

真’的精神，躬耕不辍种好‘责任

田’，把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

抓好整改，关键是什么？“旗帜

鲜明讲政治”“增强本领讲学习”

“干事创业讲担当”“严守纪律讲规

矩”，焦扬以这四点与所有党员干

部共勉，也对大家提出了要求。

“全校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

讲政治，拧紧理想信念‘总开关’，

把落实立德树人作为‘两个维护’

最具体普遍的实践，坚持底线思

维、强化底线意识、发扬斗争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

“要掌握几门办一流大学、参

与全球竞争的‘硬功’，提高学习进

步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掌握群众

工作方法。”

“要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

力，形成真抓实干的体制机制，做

起而行之的行动者、攻坚克难的奋

斗者。”

“要常学常新、勤学勤用、笃信

笃行《党章》，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做到廉洁自律。”

“今日之中国，奋进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征路上。

今日之复旦，奋进在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顶尖大学的新征程上。”党

课最后，焦扬送给大家十六个字：

回望起点，擦亮初心。展望前路，

勇担使命。 文 /宗和

11月2日，1980年入校、曾入住于六号楼（现任重书院）332寝室的七位新闻系校友，来到了35年前拍摄
寝室合影的曦园。左起：谢炯、刘家俊、方雄、吴晟炜、崔开宇、张力奋、赵磊。 摄 /周长新

本报讯 11 月 2 日，校党委举

行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校党委书

记焦扬主持会议并讲话。她指出，

全校要迅速行动起来，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

治任务，及时进行传达、深入学习

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会上，校党委副书记袁正宏传

达了上海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精

神，焦扬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四中全会上有关重要讲话精

神。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党委

委员，机关部处党员主要负责同

志，各分党委、总支书记参加学习。

焦扬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

通过的《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

面部署，是指导全党、全国人民推

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论述精辟，对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

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

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全

面把握、深刻领会四中全会精神实

质，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

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目标要求、

丰富内涵、制度特征、根本保证，切

实提高认识、不断加深理解，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四中全会精

神上来。

焦扬强调，一要结合主题教育

抓好学习。首要是把全会精神学深

弄懂吃透，这是后续所有贯彻工作

的基础。要把学习四中全会精神作

为近期主题教育学习研讨的重要

内容，抓好领导干部学习、中心组

学习、党校培训、教职工政治理论

学习、支部组织生活，做好理论宣

讲准备。

二要结合学科优势抓好研究。

四中全会和《决定》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研究、理论创新提供了

丰富素材，也提出了新要求。要结

合“两大工程”，深入开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结合学科布

局、理论联系实际，有重点开展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

究。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要及时跟

进，在课程内容和教辅材料中体现

党的创新理论。

三要结合“十四五”规划抓好

布局。要根据中央决策部署，把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制

度、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治

理体系、提高现代大学治理能力作

为学校“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任务，

启动规划编制的专题调研工作。

四要结合学校深化改革抓好

贯彻。要把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与中央要求的主题教育专项整治

工作结合起来，重点是贯彻落实好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加快转化主题教育专

题调研成果、落实各项整改任务，

健全党对学校全面领导的体制机

制，真正把党的领导内嵌到大学治

理各环节。要把深入贯彻四中全会

精神与学校深化改革大文章结合

起来，打好治理体系改革攻坚战，

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学制度建设，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

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根本

优势。

焦扬最后表示，要以学习贯彻

四中全会精神为强大动力，统筹抓

好当前各项工作的推进落实，做好

明年工作的研究谋划，推进学校各

项事业向前发展。 文 /归彦斌

校党委举行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传达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焦扬讲授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本报讯 11 月 2 日，复旦新

闻传播教育 90 周年主题活动在

正大体育馆举行。

荫“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新贡
献，谱写世界一流学科的新篇
章。”

今年是上海市委宣传部与

我校部校共建新闻学院的第 18

个年头。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周慧琳表示，复旦新闻

学院素有“记者摇篮”美誉，肩负

着为党的新闻事业，为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理应体

现更大担当、实现更大作为。市

委宣传部将一如既往把部校共

建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与复旦大

学一起，携手将新闻学院打造成

为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的制高点、新媒体理论与实践的

制高点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

制高点。

校党委书记焦扬在致辞中

对学院提出希望，作为中国新闻

传播的教育研究重镇，新闻学院

要以更高站位、更大担当、更好

作为，把前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要坚持正确方向，培养

一流人才，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发扬

“好学力行”院训和“两典一笔”

等优良传统，扎根中国大地办新

闻教育；勇立时代潮头，产出一

流成果，密切跟踪重大前沿问

题，加强谋划、创新布局，为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

系做出更大贡献；服务国家发

展，作出一流贡献，深化部校共

建机制，为新闻宣传事业、媒体

融合转型、网络空间治理提供更

好的支撑和一流的服务；坚持人

才强院，汇聚一流师资，建设一

支忠诚于党和人民、热爱新闻教

育、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坚持

开放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大力

拓展全球格局、增强国际合作实

效，在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领域

发出中国声音。

●携手创新，在建设“双一
流”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勇攀高峰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

岩和校长许宁生为新闻学国家

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我校全

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正式揭牌。

许宁生说，希望新闻学院自觉承

担起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探索

新路、开拓新局的历史使命，在

建设“双一流”道路上不断前行、

勇攀高峰，希望全体师生凝心聚

力，开拓进取，持续锻造学科核

心竞争力，不断开创学院事业发

展新局面，在服务国家、服务上

海中再创新辉煌。

吴岩也提出了他的希望：一

是希望新闻学院勇当新闻传播

建设和“新文科”建设的领跑者；

二是希望新闻学院要在“全能

型、国际化、会讲故事”的卓越新

闻人才的培养中勇当领跑者。

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说，新

闻学院将以坚持正确办学方向

为根本遵循，以立德树人、师德

师风建设为长远目标，以学科创

新和发展为关键抓手，以人才培

养和使用为重要依托，以新媒体

教学科研服务为主攻方向，以创

新教学科研体制机制为驱动引

擎，努力开创新闻学院建设发展

的新局面，力争做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的排

头兵。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

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院长高

晓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

行院长胡百精、美国密苏里大学

新闻学院副院长 Fritz Cropp 纷

纷献上祝福。在学生代表向 8 位

老教师代表献花后，1949 级校友

蓝聚萍、教师代表刘海贵、2017

级博士生范佳秋依次发言。于 90

华诞之际，多位校友为新闻学院

发展基金捐款捐赠。现场，米博

华为校友及其代表颁发证书。

上午活动由新闻学院党委

书记兼执行院长张涛甫主持。

荫心“新”相印，“在这个新

时代，你们更要扛起新的使命”
当天下午，新闻学院还举行

了王中铜像揭幕仪式，近 50 位

校友出席活动。据悉，在王中主

持下，我校新闻学系曾在学科研

究上作出了多项突破性、独创性

的贡献，在全国新闻教育界引起

广泛影响。

与此同时，筹备近一年的新

闻学院文献展揭幕，近 100 名国

内外一流新闻学院院长、嘉宾莅

临现场。展览展出多件新闻学院

老教授手稿原稿、新闻学子手绘

报纸，还特别设置了“留声”录音

室，给参观校友提供留下珍贵口

述史的空间。

在系列活动中，许多老校友

都留下了他们的期许。一如蓝聚

萍在主题活动上的寄语：“在这

个新时代，你们更要扛起新的使

命。”

此外，当天下午，2019 年“转

型与创新：媒体融合背景下的新

闻传播教育共同体构建”国际高

峰论坛召开，近百位海内外知名

新闻院系院长、学科负责人出

席。论坛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签署了

双硕士项目协议，共同培养具有

国际传播视野和能力的卓越新

闻传播人才。 文 / 毛天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