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2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理论开始系统地引入中国，也为

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

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此

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也是陈望道长年生活、工作

的地方。陈望道是中国最早的

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

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在复旦大

学任职近 50年并担任校长 25
年，对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开幕式现场，上海市第十届

政协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发展基

金会理事长王荣华，复旦大学党

委书记焦扬，上海市档案局（馆）

局（馆）长徐未晚，上海市社联副

主席、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忻平，上海市档案局（馆）副局

（馆）长蔡纪万共同为展览揭

幕。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周亚明，复旦大学教授、陈望

道之子陈振新及夫人朱良玉，复

旦大学教授、陈望道学生陈光

磊，以及复旦大学师生代表、上

海市档案局（馆）代表等共同出

席开幕式。

王荣华在致辞中向母校115
岁华诞表示衷心祝贺，也代表上

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向学校师

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们致以诚

挚祝福。他讲述了陈望道老校

长提议将 5月 27日定为复旦校

庆日的历史，并通过陈望道、谢

希德等复旦先贤的故事，展现复

旦的爱国主义传统，以及崇尚真

理、追求真理、与真理同行的情

怀和担当。他指出，今天的主题

展适逢其时、适得其地。

焦扬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对

上海市档案局（馆）和策展团队

表示衷心感谢，对长期以来关心

帮助复旦发展的上海市教育发

展基金会、望老家属和社会各界

表示诚挚敬意。她表示，100年

前，《宣言》中文全译本的诞生为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也为复

旦大学注入了赓续百年的红色

基因。为牢记践行总书记的谆

谆嘱托，高扬“做宣言精神忠实

传人”这面旗帜，今年校党委启

动实施了“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工

程”。今天的主题展是这一工程

的重点项目，是学校“四史”学习

教育的重要环节，更是服务上海

“党的诞生地、我国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

基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

有力举措。她强调，要研究好、

宣传好“宣言精神”，打造《宣言》

研究的思想文化高地，把《宣言》

故事一代代讲下去，把望道精神

不断发扬光大；挖掘好、使用好

红色资源，启动望道图书馆建

设，开展“宣言中译百年”系列文

化学术活动，进一步服务上海红

色文化建设；教育好、培养好“宣

言精神”忠实传人，把“宣言精

神”融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不断谱写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新篇章。

徐未晚介绍展览情况。她

表示，当前，全市上下正积极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本次

展览的举办正逢其时。展览也

将为全市档案系统即将开展的

“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增光添

彩。展览还将到浙江义乌市档

案馆巡展，成为上海以优秀档案

文化传播产品服务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切实举措。

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为牢记并践行总书记的谆

谆嘱托，传承望老厚植的“红色

基因”，高扬“做宣言精神忠实

传人”这面旗帜，从“真理的味

道”中汲取力量，把“信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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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

实践中去，今年年初，复旦大学

启动实施“红色基因铸魂育人

工程”。

作为“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工

程”的重点项目之一，复旦大学

博士生讲师团“宣言精神”主题

宣讲团在开幕上宣布成立，并发

布“信仰之源：陈望道与《共产党

宣言》”“人民情怀：《共产党宣

言》与初心使命”“原典精读：《共

产党宣言》的理论与现实”“党建

引领：《共产党宣言》与思想建

党”“《共产党宣言》与当代中国”

5大主题 10门宣讲课程。宣讲

团通过打造系列理论课程，深入

研究、广泛宣讲什么是“宣言精

神”、如何传承和发扬“宣言精

神”。开幕式上，周亚明为宣讲

团代表授旗。

陈光磊、陈振新撰写的《陈

望道画传（第二版）》和复旦大学

档案馆主编的《宣言中译·信仰

之源：〈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

望道旧居）》两本新书也在开幕

式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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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展示复旦人主动担当和积极作为真风采
我校举办“待到山花烂漫时——复旦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

庆祝建校115周年专刊

用好红色资源 讲活历史故事 再现光辉历程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展示复

旦大学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的主动担当和积极作为，用

好生动的抗疫事迹，深入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为历史留下底稿，

并作为师生的思政教育资源，在

115周年校庆之际，校党委宣传

部、医学宣传部、图书馆、档案馆

等部门联合策划“待到山花烂漫

时”——复旦大学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专题展览。

5月27日，展览在复旦大学

图书馆医科馆正式揭幕，现场展

出约 500件珍贵抗疫实物展品

以及抗疫图片展板等，其中很多

展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

现场分享一个个感人瞬间

开幕当天，院士名家捐赠者

代表闻玉梅院士，驰援武汉和驻

守上海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捐

赠者代表朱畴文、马昕、洪洋、张

文宏、罗哲、钟鸣、张继明、李圣

青、施劲东、曾玫等也亲临现场

观展，并结合捐赠的抗疫实物和

观众分享了一个个感人的瞬间。

校党委书记焦扬，党委副书

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

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许征，上

海医学院领导张艳萍、徐军，附

属中山医院党委书记汪昕、华山

医院党委书记邹和建、儿科医院

党委书记徐虹、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党委书记卢洪洲，以及学校办

公室、党委宣传部、图书馆、档案

馆、医学党政办、医院管理处等

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

许征主持。

图文展区通过“党的领导 统

揽全局”“白衣执甲 不负重托”

“科研攻关 助力抗疫”“凝聚爱

心 众志成城”“春暖花开 校园平

安”“全球同心 共抗疫情”六大篇

章，特别设置了时间轴，次第展现

了自1月21日学校成立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至学生有序返校为止的

各重要时点，精选250余张图片

资料、图示素材，忠实记录、生动

展现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学校疫

情防控部署、医务人员“最美逆

行”、停课不停学、校友爱心汇

聚、助力全球抗疫等重要工作，全

面立体地诠释了新时代“团结、服

务、牺牲”的复旦精神。

呈现勇士们前线抗疫记忆

除了生动翔实的图文，现场

更有一大批来自抗疫一线的珍

贵 实 物 。 复 旦 大 学 图 书 馆 自

2020年 2月开展抗疫史料征集

活动，并同步记录和保存复旦人

抗击疫情期间的文献资料，展示

疫情期间复旦人为祖国分忧，团

结奋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

工作状态，弘扬一线医务人员济

世为怀的精神和“为人群服务”的

宗旨，为爱国主义校园文化建设

助力。经图书馆与医疗队员和院

士们积极沟通，援鄂医疗队员主

动在前线搜集各种抗疫史料，目

前图书馆已收到来自抗疫一线的

实物史料捐赠超过800件，十余

位院士泼墨挥毫，书写了振奋人

心的文字，丰富了展览的内涵。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复旦

大学各附属医院派出497名，以

及中山厦门医院派出 14名，共

511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支援。

上海的两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

收治医院均为复旦大学附属医

院。不论是驰援武汉前线还是

坚守上海的医务人员都向人民

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此次展览中，向武汉前线派

出医护人员的附属医院和2家上

海市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

院均有抗疫实物展出，其中，三

家派出大型医疗队的附属医院

的领队和队长：朱畴文、马昕、罗

哲、张继明、李圣青、施劲东，以

及上海首位驰援武汉的医学专

家钟鸣等均捐赠了大量实物，展

览现场特地为他们设立了展示

专柜，呈现他们的前线抗疫记

忆。开幕式现场，袁正宏为医院

代表颁发捐赠证书。

有“硬核教授”之称的华山

医院感染科主任、市新冠病毒肺

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

也进行了大量捐赠，开幕式现

场，张文宏还向图书馆捐赠了战

疫著作。

全校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焦扬首先代表学校，向每一

位无私捐赠珍贵抗疫实物的白

衣战士表达由衷感谢。她指出，

面对疫情，复旦的援鄂战士与全

国各地白衣战士一起，以一往无

前的精神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

气概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坚守

在上海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以

无畏敬业、无私奉献守护超大型

城市的安全。无论在武汉前线

还是上海抗疫一线，这些最可爱

的人将“团结、服务、牺牲”的复

旦精神和“正谊明道”的上医院

训诠释得淋漓尽致。如今，山花

烂漫，英雄凯旋，人们已在阳光

中开启新生活。

“在校庆之际举办此次展

览，是对逆行出征勇士们的礼

敬，也是复旦尊重历史、尊重生

命、尊重每一位奋斗过的复旦人

的表达。 ”焦扬表示，要逐步建

立完整的复旦抗疫史料专藏，用

各种方式全方位展现复旦人抗

疫全貌，将这段历史保存好、记

录好、挖掘好、使用好，使之成为

校史研究、课程思政、文化建设、

思政工作、党校培训的第一手资

料和生动教材，引导全校从中汲

取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起

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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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医护人员代表与校领导等出席展览开幕式 ■ 现场展示约500件珍贵抗疫实物以及抗疫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