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全育人我当先

专 版
编辑 / 傅萱 32019.10.30 星期三

精神航标永屹立 一片丹心向阳开
外事处：

党支部参观陈望道旧居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绎绎绎绎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组织党委委员、教职工支部书记

于 10 月 8 日参观陈望道纪念馆

和“壮丽 70 年 奋进新时代”复旦

大学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

题展，并组织了第三次集中学

习。

党员们在解说员的带领下，

在展馆的各个区域驻足凝视，仔

细聆听。在一楼展区，大家集中

参观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传

播、翻译过程和各个版本，通过

视频了解了“真理的味道”故事。

沿着褚红色的楼梯向上，大家参

观了小楼的二、三层，这里集中

展示了陈望道先生的生平事迹、

藏书、手札以及相关珍档。在陈

望道先生的旧居重温“信仰之

源”，党员同志们感受到强大的

真理的力量，品味到了浓厚历史

积淀的“真理的味道”。

在光华楼，党员们参观了

“壮丽 70 年 奋进新时代”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展。通过

“迎接新中国”、“建设新大学”、

“迈向新世纪”和“奋进新时代”

四个篇章，党员们体会了百年复

旦的光荣历史和奋斗历程，尤其

是了解了新时代复旦在党的建

设、思政工作、人才队伍、科学研

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影

响、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取得的

新的成绩，进一步激发了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参观结束后，院党委立即组

织了第三次集中学习，围绕“传承

红色基因，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中增强服务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专题，尹晨领读了十九大报

告。党委委员们围绕十九大报告，

结合实地参观，畅所欲言，交流了

学习心得和体会。

外事处党支部 10 月 16 日开

展主题教育党日活动，组织党员

们集体参观陈望道旧居，重温入

党誓词，开展座谈学习。支部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共 13 人参加了

活动。

旧居的二、三层曾是陈望道

先生在学校工作时的寓所，现辟

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在一

楼展厅，大家聆听了陈望道先生

专注翻译《共产党宣言》而误食墨

水的故事，都为这种专注的精神

十分赞叹感动。

参观完展厅，全体党员在一

楼的宣言大厅重温入党誓词，面

对鲜红的党旗郑重宣誓：“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

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

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是党员同

志们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

远奋斗”伟大号召的坚定响应。

参观结束后，支部成员继续

座谈，交流活动感想，并结合自身

工作体会畅谈“初心”和“未来”。

与会同志表示从陈望道先生的故

事中，受到很多鼓舞。卢丽安在总

结中指出，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

势下，学校的外事工作是十分重

要、充满挑战的，对每一个人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

和挑战，党员同志们要坚定理想

信念，在党中央和学校党委的领

导下，不断寻找短板，加强学习，

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突破、取得

新发展。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资产经营公司：
退休党员赴南湖学习

姻外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党委委员 10 月 12 日集体前往陈望
道旧居，深入了解《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过程，深刻感受上海和复

旦的红色基因与传承。

资产经营公司退休教职工

第一党支部 10 月 15 日组织党

员前往嘉兴南湖，参观红船和南

湖革命纪念馆。

退休党员们虽然平均年龄

超过 80 岁，但参观学习时精神

矍铄、步履矫健、兴致盎然。党员

们首先乘船前往湖心岛，瞻仰中

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兴

致勃勃地了解红船的历史和红

船精神。随后参观了南湖革命纪

念馆 ， 整 个 展 览 以 “ 开 天 辟

地———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历

史事件为核心，以党的“一大”为

重点，生动展示了中国革命的艰

苦卓绝，极具历史震撼力。党员

们饱览了我党波澜壮阔、气势磅

礴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不仅

重温了革命历史，也深刻感受到

祖国日益强盛，人民更加幸福，

生活更加美好。

老党员们边参观边交谈，用

亲身经历畅谈祖国 70 载巨变和

自己幸福的退休生活，纷纷表

示，作为一名退休党员，不能遗

忘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能遗忘

自己投身教育的初心，要通过参

加社区活动和家庭教育子女等

方式，继续发光发热，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吴晓明

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立

德树人讲的就是育人。我从教 35

年，第一个体会就是教书育人要
能够统一起来。在教书育人的统

一当中，实际上更重要、更基本的

是育人，也就是立德树人。无论是

哪样一种文明的教化，最开初总

是以育人为目标出现的，教书实

际上是作为育人的一部分起作用
的。教师真正的任务是育人。去年

世界哲学大会主题就叫“学以成

人”，成人也就是立德树人。
在教书育人的统一当中，我

的经验是把人生观和学理二者很

好地统一起来。大学的特点就是

要讲学理，但同时又有培养人生
观的任务。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需要使人生观和学理的阐述很好
地结合起来，因为大学的特点就

是讲各种理论，讲各种知识，要能

够以理服人。马克思曾经说过，理

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按照中国传统的标准，实际
上把书读懂是最基本的要求，较

高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能够知人

论事，更高的要求是立德，是成为

有德之人。所以读书，把书读懂，

把道理弄明白，这恐怕是最基本

的事情，还要能够知人论事，能够

立德。所以在我们的教学育人实
践当中，把人生观的培育和学理
阐述很好地结合起来，应该成为

大学的一个特点。因为有些东西

固然应该从很小就加以培养，但

是在大学育人的特点是应该能够
使这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就

是说阐述学理，以理服人，关键是
我们如果能够把学理讲得好，讲

得透彻，它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
影响到三观的培养。

因此在讲求学理方面，我主

张八个字，叫“入门须正，取法要

高”。入门须正，在学理方面，在教
学方面，入门要正。新鲜的东西我

们当然要知道，要了解，但是入门

的时候，在理论方面偏于左道,就
容易误入歧途。第二个是取法要
高，中国古人讲，取法乎高，仅得

乎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如果
入门正，取法高，我认为就比较容
易做到人生观和学理的统一。因

为在学理方面正的东西、高的东

西，总是能打开一个
更宏大的人生观、价

值观的境域。

第二个体会，我认为今天立

德树人有三个方面要加以特别关
注：

第一个是思考力。在复旦大

学的人才培养中，不仅要提倡 "
学 "，而且要强调 " 思 "，这是非常
重要的。学和思是两种不同的东
西，所以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现在可能比较重

视的是知识、学问，但是对思考力

方面关注得可能不够，而在育人

方面，思考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举
一个例子来讲，中国革命时期有

一部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者，他们都从俄国留学回来，一口

流利的俄语，马恩的经典倒背如
流，不能说他们没知识、没学问，

但是他们总是拿着俄国的教条，

共产国际的教条来谈论中国的问
题，结果是一连串巨大的挫折和
失败。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知识，

没有学问，而是缺乏思考，没有头
脑。所以在我们的育人过程当中，

思考力需要加以特别的关注。
第二是意志力。我们现在的

教育无论是初等的、高等的教育，

意志力的培养是比较缺乏的。我

们比较重智力，而比较轻心力，我

们讲智商、情商，唯独不讲意志

力，但是在未来的人才培养当中，

在育人的整个过程当中，意志力
的培养特别重要。现在的中国父

母比较溺爱子女，又是独生子女，

所以在这方面往往是比较缺乏
的。事实上后来有成就的人，也许

并不一定学问做得多大，或者他
情商有多高，但是他的意志力在
这个过程当中会起非常重要的作

用。所以孟子说，承担大任的人，

是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
第三个叫责任感。家国的责

任、社会的责任，这一点尤需加以
倡导。如果我们只是采取原子个
人的观点，个人主义的观点，或者
自由主义的基本态度，往往会忽

略责任感。等到他需要承担责任

的时候，又感到在这方面没有得
到很好的培养。所以家国的责任、

社会的责任，这一点在育人的过
程当中，在立德树人的过程当中
需要特别关注。实际上立德就是
指在社会当中、在群体当中个人

能够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有家国
情怀、有责任担当的人。

从教多年，特别近些年来，我

感到上述三个方面即思考力、意

志力和责任感的培养，是非常重

要的，是我们今天育人工作需要

特别关注的。

最后一点体会是，我们不忘

初心，就是要牢记使命，也就是我

们育人的使命。但是这个使命并
不是抽象的，而是和我们今天所
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今天的中国

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这是

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新的历史方

位。今天入学的学生跟我们国家
的整个发展，跟我们时代的历史
方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今天

进校的学生正处于第一个百年目
标实现的时候，而他们人生的鼎
盛时期将一直延续到第二个百年

目标实现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不仅是成为一个现代化
的强国，而且同时是开启一种新
的文明类型。因此无论对于教师
来说，还是对于学生来说，教书育

人的使命是跟这样一个时代密切
相关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学生要能
够承担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完成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

我们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就将负有

重大的责任，这并不是我们随便
谁想像出来的，而是时代把这个
任务托付给我们。育人的使命关

乎未来，我们需要通过把握时代
来理解我们的使命，以便能够为

中华民族的复兴培养出不负时代

重托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