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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初心本色永立时代潮头

发挥科研优势 做实科研育人
副校长、中科院院士 金 力

历史学系：
明确方案 积极推进

图书馆：
主题研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见》提出，坚持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高校要把

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

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

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

人长效机制。教师们要强化担
当，以行践知，深入推动“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见常态出
实效。

科研是立德树人的一个重
要载体，是三全育人过程中不可

忽视的重要环节。科研育人的
主体是教师。科研过程中，学生

和教师长时间的朝夕相处、密切

接触、深入交流，教师是学生的

榜样，是学生观察社会了解社会

学习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教师

不仅对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提高
至关重要，更对学生的成长和未

来的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教
师应该成为学生的信仰之师、学

问之师、品行之师，既要育智，更

要育人。因此，在科研育人的过

程中，教师必须是合格的科学工
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做好自己

的基础上倾心引导学生的发展。
为形成科研和育人互促共

进、协同发展的态势，学校在强

师行动上应从这四个方面着手：

严把教师资格和准入制度。

高校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他

们直接带学生，不同于机构和企
业的科研工作者。学校应该对

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入职的教师候选人建立

更严格的选择标准。思想倾向、

人品、诚信记录、学术能力都是
重要指标，要有更高的要求。

对现职教师加强教育、严格

要求，鼓励并帮助他们成为更好
的学者。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科
学精神、倡导创新文化、培养科

学思维方法，讲诚信、立正气、树

榜样，把科研优势转化为育人优
势，积极探索构建科研育人的长
效机制，让教师们在好的文化氛
围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职
业目标。

教师在科研过程中更好地
关注学生的成长是科研育人的
核心。在科研过程中，教师往往
会把研究对象和学生的学术能
力作为主要关注点，

有意无意中会忽视

学生的整体成长。为形成“科研

的核心是育人”的共同认知，学

校在强化制度保障科研育人建
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要求教师保证与每个学生
充分交流。当前，教师忙于搞项

目、抓科研进度，与学生的交流
时间大不如前，这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每名教师都要确保一定的

时间与学生交流。
要求每个教师意识到自身

育人的责任。不仅要关注学生学

术能力的成长，同时要关注学生
的整体发展，尤其要关注学生在
思想上人品上存在的缺陷，及时

予以指出、引导和矫正。
强化实验室的文化建设。

让学生在励志攻坚、积极向上、

友爱和谐的实验室文化和团队
精神中成长，引导学生服务社
会和科研报国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三全育人我当先

新闻学院：
读原著 谈体会

中文系：
参观中共二大会址

重温光辉历程，不忘初心使

命。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踏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10 月 8 日，中文系师生党

员集体参观了中共二大会址纪

念馆，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党的

使命，感受党史光辉。

师生党员下午走进位于静

安区老成都路这座饱经沧桑又

极具历史意义的建筑，回顾了党

的历史，举行了党员宣誓活动，

随后参观了基本陈列展、中共二

大会议旧址、党章历程展等展

区。大家表示，通过本次参观，再

一次追忆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

辛历程，重温了中共二大至今中

国共产党人创下的光辉岁月，深

刻感受到了党员前辈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将努力从

中汲取前进的磅礴力量，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新闻学院党委 9 月 26 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

一场专题集中研讨会。研讨会采取

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的形式，在前

期动员部署大会的基础上，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结合原

文谈认识体会。院长米博华，党委

书记兼执行院长张涛甫，党政领导

班子全体成员均参加了研讨会。

米博华首先分享了学习体会，

他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深入交流了对共产党人要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深刻理解。他表示，在中国，“老

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的

福祉就是共产党人永远的牵挂。

张涛甫在谈学习体会时表示，

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

当好表率、做好示范、带领全院师

生党员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切实

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十二字总

要求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党委副书记杨鹏从教育的初

心出发，结合工作谈了自己对“立

德树人”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党委

副书记朱佳站在一名思政课老师

的角度，谈了如何帮助当代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三观；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周葆华结合分管的科研工作，

分享了如何更规范地管理和使用

科研经费的看法；副院长陈建云从

家乡变化谈起，表达要把服务、奉

献的理念传递给身边每一个人；副

院长郑雯结合多年招生经验，谈及

作为老师对学生的责任感、使命

感。

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主动带

头学习主题教育精神，坚持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专心致志地

学、原原本本地学、反反复复地学，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贯彻落实到育人工作中，为

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好建设者和接

班人。 文 /宋茹娇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绎绎绎绎

9 月 24 日，由历史学系党

委书记牵头的“发挥党委作用，

以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抓好专

业思政建设”的调研在光华楼西

主楼 2001 室举行，在广泛听取

专家、教授以及教学指导委员会

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历史学系明

确了专业思政建设实施方案以

加强价值引领的思想性，强调专

业素养的学术性，体现服务国家

和社会的公益性，以及突出国际

视野的全球性培养理念为目标，

正在抓紧制订中。

此前，系里举行了一系列主

题教育学习活动。在学校动员部

署会议以后，历史学系党委第一

时间召开了党委会议，讨论起草

历史学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主题教育实施方案，精心组织

谋划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师生

党支部在主题教育活动期间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的各项工作安排。9 月 17

日，根据校党委的统一部署，系

党委举行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动员部署会议，传

达了焦扬书记在全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动员部署会议上的讲

话精神，并对全体党员教师和学

生党员代表详细介绍了历史学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实施方案。9 月 24 日，系中层领

导干部及支部书记参加了学校读

书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报告会》的

专题教育学习活动。10 月 8 日，

系党委聚焦“初心·使命”主题，

举行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深刻

领会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党办

教育的初心使命。

近期，历史学系党委还将组

织广大师生观摩 《我和我的祖

国》、《中国机长》 主流电影，激

发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和投入

历史与考古一流学科建设的斗

志。

校图书馆党委 9 月 29 日召开

主题教育中心组学习会，聚焦“初

心、使命”专题，与会成员作了热烈

的交流发言。会议由党委书记、常

务副馆长侯力强主持。图书馆党政

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党委副书记许平作主题发言，

以《我们走在大路上》纪录片第一

集“新中国诞生”中的 13 个瞬间为

线索，对照文本《习近平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论述选编》中的十

二篇论述选编，展开深入学习研

讨。她提出，要结合《关于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精神

和要求，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性，

以及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要把学

党史、学新中国史作为必修课的重

要论述；同时，她以“谋求道路 - 党

的诞生 - 长征精神 - 党员革命者

的初心使命—新中国诞辰—不忘

革命志士、人民英雄”为线索，撷取

复旦校史上的重要事件，将校史融

入党史、国史。

党委副书记史卫华从党的初

心使命、到党办教育的初心使命，

再到图书馆人的初心使命，展开交

流研讨和分享：党办教育的初心使

命和党的初心使命是一致的, 为人

民办教育、办人民满意教育是我们

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的重要体现。“习近平给国家图书

馆老专家的回信”明确了图书馆人

的初心“传承文明、服务社会”，而

从《高校图书馆规程》可以得出：高

校图书馆人的初心使命就是“服务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创

新”，是党办教育的初心使命在图

书馆工作中的具体化。高校图书馆

的党员应立足岗位，胸怀大局，善

于思考总结，具有创新思维，聚焦

主要矛盾、抓住核心环节、解决突

出短板、全面推进发展。

侯力强表示，任何一项宏大的

事业都要有务实的精神。我们一定

要脚踏实地，不急不躁，一步一个

脚印走好走稳。

副馆长张计龙、王乐、应峻，工

会主席陈永英作了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