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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党委号召全校师生向抗疫医护人员学习
4 月 22 日 ，复旦大学党委发布《中共复旦大学委员
会关于开展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护人员学习的决
定》，号召全校师生向抗疫医护人员学习
号召全校师生向抗疫医护人员学习，
，学习他们信念
坚定、
坚定
、顾全大局的政治品质
顾全大局的政治品质，
，大爱无疆
大爱无疆、
、心系人民的敬业
精神，
精神
，迎难而上
迎难而上、
、奋勇争先的责任担当
奋勇争先的责任担当，
，知重负重
知重负重、
、敢打
敢拼的过硬作风，
敢拼的过硬作风
，
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牢记使命、
、奋发有为
奋发有为。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学
校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的决策号令、落实上级部署要
求，各附属医院闻令而动、勇挑重
担，先后选派 9 批 497 名医护人员
驰援湖北武汉，开展医疗救治工
作，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为打赢
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
战作出重要贡献；附属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儿科医院作为上海市
级定点医院，承担全市确诊患者
治疗任务；各附属医院开设发热
门诊，承担大量门急诊工作，全力
守护上海城市安全和人民群众健
康。目前，援鄂医疗队已圆满完
成任务、平安凯旋，广大医务工作

熠熠生辉，是中华民族精神、时代
精神的生动诠释。为学习先进、
崇
尚先进、争当先进，党委决定在全
校开展向抗疫医护人员学习的活
动，
激励师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奋发有为。

学习他们信念坚定、
顾全大局的政治品质

抗疫医护人员视疫情为命
令，响应党和国家号令，舍小家、
者继续战斗在抗疫防治第一线、 顾大家，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无
愧于“最美逆行者”
“ 新时代最可
履行白衣卫士的神圣职责。
爱的人”的赞誉。各级党团组织
新冠疫情是一场大战和大
和党团员战斗在前、冲锋在前，
考，我校医护人员交出了一份圆
满答卷。援鄂医护人员白衣执 “党员先上”成为鲜明标识，党旗
在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
甲、逆行出征，广大医护人员无畏
敬业、无私奉献，
集中展现了过硬
学习他们大爱无疆、
政治素质、深厚家国情怀、精湛医
疗技术、
高尚医德医风。医护人员
心系人民的敬业精神
特别是援鄂医疗队的感人事迹，
激
抗疫医护人员始终把人民群
励了全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
界，
续写了复旦人爱国报国的英雄
位，坚持科学防治、努力攻关钻
篇章，
必将载入复旦史册。战疫卫
研、投身科学普及，全力救治每一
士、白衣天使的崇高精神，弘扬了
位病人，实现了高治愈率、零感染
“正谊明道”的上医院训，让复旦
的目标，深刻诠释了敬佑生命、救
“团结、服务、牺牲”精神在新时代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
者初心和职业精神。

学习他们迎难而上、
奋勇争先的责任担当
中央一声令下，援鄂医疗队
火速整军、星夜增援，代表复旦和
上海汇入全国援鄂洪流，在危重
症患者最集中的地方，投入惊心
动魄、救治病患的战斗，敢于打最
硬的仗、坚守最长的时间，彰显了
危难时刻挺身出、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无畏精神。

学习他们知重负重、
敢打敢拼的过硬作风
面对安危生死考验，抗疫医
护人员舍身忘我、坚韧不拔，与时
间赛跑、与病毒较量、与死神博
弈，怀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能胜的必胜信心，用血肉之躯
筑起护佑生命的钢铁长城，用自
己的负重前行换来人民的安康团
聚、群众的岁月静好。
各级党组织、各单位要把学
习活动与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

好事做好、实事办实：复旦第二附属学校江湾校区启用
本报讯 4 月 23 日上午，复旦
共建共管体制机制，
探索拔尖创新
大学第二附属学校（以下简称“二
人才贯通式培养的路径，
让每个学
附校”
）江湾校区正式启用，
并召开
生享有的教育资源更优质；希望
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专题会议，
围 “三区联动”再谱新篇，加快推动
绕做好复学防疫工作，
抓好办学质
复旦创新走廊建设，进一步打破
量，
办好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开展
校区、园区、社区间有形无形的
工作部署。
围墙，共同为全面夺取疫情防控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
校党
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
委副书记、副校长周亚明，
杨浦区
利贡献力量。
委书记谢坚钢，
区委副书记、区长
焦扬在讲话中代表复旦大学
薛侃，
副区长王浩，
副巡视员邵志
向杨浦区委区政府对二附校江湾
勇等出席活动。
校区建设的大力支持和有力保障，
会前，
区校领导在二附校瞿丽
向为新校区建设和搬迁工作倾注
红书记和李鸿娟校长的陪同下，
察
心血、
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感
看二附校新校园建设情况，
详细了
谢，
并向二附校启用表示祝贺。她
解学校开学准备和复学防疫工作
对相关部门和二附校
“为民服务解
情况。在留观室、防疫物资储备
难题”
，
抓实抓细校园防控、
线上教
室、校园文化廊、操场、初三教室、 学和返校开学准备工作表示肯
初三教师办公室、
食堂等防疫重点
定。焦扬表示，
二附校江湾校区正
区域和教学活动场所，
区校领导详
式启用，
标志着这所九年一贯制学
细询问了应急反应程序、
防疫物资
校将进入实质性运行，
杨浦、复旦
储备、师生就餐流程等情况，
并亲
在深化区域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
切慰问坚守岗位的教职工。
联动，
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专题会议上，
谢坚钢代表杨浦
迈出了可喜一步。针对返校开学
区委、
区政府对新校区启用表示热
在即，
焦扬要求，
一要万无一失抓
烈祝贺，
向复旦大学长期以来对杨
好疫情防控，
守住平安校园、干净
浦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和帮
人群的底线，进一步细化方案预
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新校区
案，
严格人员管理、
场地管理，
消除
建设工程既是区委、
区政府的重点
一切安全隐患，确保师生健康安
工程，
也是深化杨浦和复旦大学区
全。二要全力以赴做好教育教学，
校合作的实事项目。他强调，
希望
坚持对毕业班学生、
即将返校的其
复旦二附校再创辉煌，
发扬好“复
它年级学生和暂不安排返校的低
旦基因”
的独特优势，
切实办好教
年级学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确
职工与老百姓
“家门口的好学校”
； 保本学期教学任务保质保量完
希望合作办学再结硕果，
双方进一
成。三要着眼长远加强内涵建设，
步深化改革试点，
进一步创新完善
把握好历史机遇期，
抓紧推进二附

校内部制度建设，
发挥九年一贯制
优势，
在课程一体化建设方面探索
创新，
擦亮复旦品牌，
全力打造一
流优质公办学校，
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随后，
焦扬、谢坚钢、薛侃、周
亚明、
王浩、
邵志勇、
李鸿娟等共同
为新校园的正式运行按下启动键。
专题会议由周亚明主持。李
鸿娟汇报二附校开学准备工作情
况。瞿丽红主持启用仪式。据悉，
二附校新校园建设已全部完成，
去
年 12 月起开始常态化试运行，目
前已具备开学的必要条件。
自 2017 年 4 月 双 方 签 约 以
来，杨浦区委区政府关心推动二
附校江湾校区的建设，要求按照
最高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严格
把控各道建设工序，在学校配置
上做到精益求精，在建设材料的
选用上做到环保、优质，并对周
边道路及配套公共交通进行整
体规划和综合整治，充分保障师

生交通便捷安全，对工程建设给
予大力支持。复旦大学党委高
度重视、全力支持二附校的筹建
和新江湾校区建设，多次召开专
题工作会议，多次指示“要把好
事做好、把实事办实”，研究重大
事项，对完善校园文化建设、提
升办学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等方面提出明确指示和要求。
为保障学校平稳有序运行、
做
好复学后的疫情防控工作，
二附校
按照上海市和复旦大学的相关要
求，
严格落实防控主体责任，
抓实
抓细校园疫情防控，
科学安排线上
教学，
全力筹备开学防疫物资，
努
力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返校开学各
项准备工作落实就绪。
杨浦区委办、
区府办、
教育局，
复旦大学学校办公室、党委宣传
部、基础教育集团、附属中学等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二附校教师代
表参加活动。
文 / 李沁园 李俊坊 摄 / 王玥

导、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巩固发挥社会主义大学根本
优势紧密结合，与统筹疫情防控
与事业发展、全面打赢疫情防控
总体战阻击战紧密结合，与巩固
扩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坚持以师生为中心、办
好人民满意的大学紧密结合。要
把医护人员的事迹精神，作为爱
国主义教育、制度自信教育、道德
责任教育、生命健康教育、复旦精
神教育和医学生职业理想教育的
鲜活素材，通过先进表彰、事迹宣
传、主题教育等形式，引导广大师
生和医务工作者把抗疫精神转化
为夺取疫情防控和事业发展双胜
利的强大动力。
全校要在抗疫精神激励下，
讲政治、顾大局，令必行、行必果，
勇担当、肯登攀，拿出一往无前、
舍我其谁的决心和只争朝夕、奋
勇争先的劲头，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各项目标
任务，为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养堪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
更大力量！

我校抓紧抓实抓好
2020届毕业生就业工作
（上接第 1 版）据了解，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学校收集整
合各行业招聘信息，多渠道向学
生推送就业岗位，已累计发布招
聘公告过千条、职位数近万个。
学校积极开展线上春季校园招
聘工作，已举办金融、公共卫生、
生物医药、国企和科研机构、教
育等五个专场“空中双选会”，吸
引企业 300 多家、毕业生 3700 余
人次参加，线上投递简历近 4000
份，配合用人单位开展“空中宣
讲会”50 余场。此外，学校积极
打 造“ 云 就 业 ”平 台 和“ 一 网 通
办”就业服务模式，推送求职信
息、职业测评、求职技巧、求职心
理、择业引导等文章 200 余篇和
一批课程资源，开展校友生涯论
坛、线上职业咨询和简历门诊等
生涯指导活动，实现就业事务全
流 程 线 上 办 理 ，服 务 毕 业 生 近
2500 人次。
2020 年 是 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实现学校第十五次党代
会“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目标的
关键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和近年来毕业生就业变化趋势
的叠加影响，在学校党委的坚强
领导下，全校将坚定信心，加强
正向引导，破解反向难题，举全
校之力，千方百计促进毕业生就
业，推动就业工作融入人才培养
大局，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
业的目标。
文 / 郁颖佳 吴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