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望大道 求索不息 信仰恒在 历久弥新
——在陈望道老校长追思缅怀活动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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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也是追思先贤先烈、传承精
神的重要时节。今天，我们在春
意盎然的校园里，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传承红色
基因，做宣言精神传人”追思祭
扫活动，缅怀老校长陈望道等复
旦先贤、重温“宣言精神”，用简
朴而有意义的形式，纪念老校长
翻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
译本100周年，启动“红色基因铸
魂育人工程”。

最美人间四月天。100 年
前，29岁的青年陈望道接到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员邵力子关于《星
期评论》杂志请他翻译《共产党
宣言》的来信。此时，他刚从日
本留学归来。东渡的过程中，陈
望道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认定
这才是救亡图强的真理。1920
年 4 月，他怀着传播真理的热
情，一头扎进家乡义乌老宅旁那
间破旧的柴房里，用超过一般翻
译5倍的功夫，把《宣言》一字一
句变成白话文。随着《宣言》首
个中文全译本问世，“共产主义”
来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真理的
火种从此点亮了这个东方古国，
复旦百年的红色基因自此而
立。从1920年 9月到复旦大学
中文系任教，到此后担任中文
系、新闻系主任，再到新中国成
立后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
100 年来，望道老校长与《共产
党宣言》、与复旦大学，再也没有
分开过。

望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望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
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
早期活动家早期活动家。。从接受翻译《宣
言》任务起，望道先生一生从未
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
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激励和
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投身革

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
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
革命家都高度评价这一译本的
历史价值。1920 年底，望道先
生接任《新青年》主编，大力传
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
建思想。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
人之一，参加建党工作，并担任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组织的第
一任书记。抗战时期，复旦内
迁北碚，望道先生时任新闻系
主任，带领师生坚持真理、追求
进步，复旦成为大后方“民主堡
垒”，被中共南方局誉为“学校
工作的典型和模范”。一代代
复旦学子在《宣言精神》的感召
激励下，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
立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谱
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传
承弘扬着复旦红色基因，铸就
培植了“团结、服务、牺牲”的复
旦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望老
为社会主义大学建设呕心沥
血，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
大常委，为党的统一战线做出
突出贡献。望老的一生，是在
党的领导下为祖国和民族解
放，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奋斗不息的一生。他
始终爱党爱国、追求真理的精
神，他“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
变”的铮铮誓言，永远值得我们
学习。

望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望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
育家育家。。教书育人，是他的毕生追
求，他对中国的教育特别是新中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卓
越成就。望老是中国语文教育
改革的先驱者和实践者，为中国
语文教育和研究的现代化、科学
化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也是我
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复旦新闻系的蓬勃发展，与望道
先生紧密相关。他在抗战炮火
中竖起“好学力行”大旗，并一生
倡导践行，至今仍是新闻学院的
院训。1952 至 1977 年，望道先
生作为学校历史上任职时间最
长的校长，始终重视复旦学风建
设，强调既抓成果、更抓学风，好
成果来自好学风，“在好的学风
下面可以成长成材”，为把复旦
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
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
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望道先生还是一位对中国望道先生还是一位对中国
学术事业发展卓有贡献的著名学术事业发展卓有贡献的著名
学者学者。。他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学部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学
术领域十分广泛。在哲学、政治
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逻辑
学、新闻学、美学、文艺学、语言
学等许多门类，皆多有建树，编
述著译的成书之作有 20 余种。
他开创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道
路，《修辞学发凡》被公认为是中
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望
老一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并用来指导学术研究，
坚持又红又专；坚持实事求是、
博学守约，主张并实践“古今中
外法”，倡导勇于创新而态度严
谨。这样的治学精神和师德师
风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为我们
留下了丰厚宝贵的精神财富。

追望大道，求索不息；信仰
恒在，历久弥新。2007 年 5 月，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
志来复旦考察，在校史馆中文
首版《宣言》展品前驻足良久，
勉励复旦师生把老校长的红色
基因传承下去。十八大甫一闭
幕，总书记就带领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常委在京参观“复兴之
路”大型展览，亲自讲述“真理

味道”的故事。十九大闭幕后，
总书记又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到上海一大会址和嘉兴
南湖，在《宣言》展柜前重温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要求
将“这些珍贵的史料研究好、保
护好”。2018年 4月，中央政治
局围绕《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
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总
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
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要求
传承、发扬“宣言精神”。今年1
月，总书记在全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上，再次肯定复旦讲好老校长
故事的做法，要求学校“用真理
的味道激励师生，做共产党宣
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谆谆
嘱托，走好望道先生和复旦先贤
先烈为我们奠基的真理大道。
新时代的复旦人理应高扬“做宣
言精神忠实传人”这面旗帜，从
《宣言》中汲取真理的力量，把
《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
精神运用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持“四个服务”、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中
去，不断谱写新时代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新篇章。为此，学校
党委决定，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
要求，启动实施“红色基因铸魂
育人工程”，把老校长首译《宣
言》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把望
道先生首译宣言、追求真理的精
神不断发扬光大。

一是研究阐释宣传一是研究阐释宣传““宣言精宣言精
神神”，”，夯实崇高信仰之基夯实崇高信仰之基。。学校
将深入开展陈望道研究，出版
《陈望道文库》和研究文集，整合
力量打造《宣言》研究和“宣言精
神”传承的思想文化高地，建设
党的初心使命研究和党史党建

育人的高端智库。深入推进“两
大工程”，强化创新理论研究和
师生理论武装；深入开展“宣言
精神”和新思想宣传普及，在干
部和教师培训中开设“宣言精
神”课程。

二是培养二是培养““宣言精神宣言精神””忠实忠实
传人传人，，筑牢理想信念之根筑牢理想信念之根。。我们
要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擦亮全国重点马院鲜红底色；全
面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把“宣
言精神”和初心使命教育融入课
程思政。把《共产党宣言》展示
馆打造成“宣言精神”和初心使
命教育基地，在师生中普遍开展

“宣言精神”教育。
三是加大红色文化育人力三是加大红色文化育人力

度度，，塑造立德树人之魂塑造立德树人之魂。。学校将
围绕“宣言中译百年”，打造系列
文化精品；启动望道图书馆建
设，打造校园红色文化新地标；
开展系列文化学术活动，举办纪
念《宣言》中译百年学术研讨会，
举办望道讲堂和新思想系列报
告会，推动与义乌陈望道故居人
才共育、资源共享。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正在
按照党中央战略部署，坚持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总书记曾庄
严宣告，到本世纪中叶《共产党
宣言》发表200周年时，中国共产
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以自己的壮
举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真理性、预见性。到那时，
正是学校十五次党代会“三步
走”战略目标达致之时。让我们
从现在做起，接续奋斗，用“宣言
精神”引领航程，用红色文化激
励前行，努力培养造就一代又一
代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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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体学生共产党员的倡议书

传承红色基因，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
2020年，是陈望道老校长翻

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
本 10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
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
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
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
传人”。

回顾校史，115年来，复旦在
抗战的烽火中、在解放的曙光
中、在复兴的伟业中，始终追求
进步，始终爱国奉献，始终勇于
担当。敲响上海“五四第一钟”、
北碚八年的“红色堡垒”、全国红
岩烈士最多的高校……一桩桩、
一件件，铸就了复旦的红色基
因，培育了“团结、服务、牺牲”的
复旦精神。

辉煌的校史让一代代复旦
学子倍感骄傲、备受鼓舞，新时
代的复旦学生共产党员更有决
心将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100年前的4月，陈
望道老校长完成了《共产党宣
言》的翻译工作，100 年后的今
天，我们倡议我们倡议：：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做做

““宣言精神宣言精神””忠实传人忠实传人！！
要熟读精思要熟读精思《《宣言宣言》，》，掌握马掌握马

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共产党宣言》矗立起一座

马克思主义精神丰碑。传承宣
言精神，首先要重温经典，原原
本本学原文。要结合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学，结合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学，结合当下
正在发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学，邀请专业教师导
读研学。要在宣言精神学习中，
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
理论素养。

要铭记源头初心要铭记源头初心，，坚定马克坚定马克
思主义崇高信仰思主义崇高信仰。。

《共产党宣言》奠定了共产
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
园的理论基础。我们党的第一
部党纲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
精神制定的。传承宣言精神，就
是要回归本源、铭记初心，听党
话，跟党走，进一步牢固树立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要秉持人民立场要秉持人民立场，，练就服务练就服务
人民的过硬本领人民的过硬本领。。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
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
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传承宣言精神，就是要始
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要在学业、择业、就业过程
中，树立为更广大人民的美好
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拼搏贡献的高远志向，“让青春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
绚丽之花”。要在志愿服务、劳
动实践、奉献人民中不断激发

学习兴趣、科研热情，锤炼过硬
本领，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要争做时代先锋要争做时代先锋，，续写复旦续写复旦
青年的崭新篇章青年的崭新篇章。。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
年接续奋斗”，历史的接力棒已
经传到了我们的手中。传承宣
言精神，就是要勇敢向前，在重
大事件、危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带
头、勇担重任，在日常学习生活
中，善于思考，大胆探索，开拓创
新，以坚定理想将红色基因发扬
光大，以奋进成就做宣言精神忠
实传人，续写属于复旦青年一代
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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