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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相聚 更高处见！2020届学生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争做引领未来的复旦人
六月，万物葱茏。一曲骊歌

唱响，数载情谊难忘；一段旅程挥

别，新的征途踏上。

6月28日，2020届学生毕业

典礼在线上隆重举行。校党委书

记焦扬、校长许宁生等学校党政

领导，教师代表，校友代表等共同

送别 7000 余名 2020 届毕业生。

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

永浩主持典礼。

学校诚挚欢迎本届毕业生在

疫情过后的任何一年，返校参加

一次学位授予仪式。

胸怀家国天下
踏上人生新征程

这是校史上特殊的送别，背

景是百年不遇的疫情叠加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角是迎难而

上的师生员工。“今天，你们终于

要毕业了！”透过屏幕，许宁生热

烈祝贺身处世界各地、心却紧紧

相依的7000余名毕业生，衷心感

谢毕业生们的老师、父母和亲友。

许宁生说“今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收官之年，明年我们还将

迎来建党百年。大家生逢其时，

大有可为！”最后他亲切地叮嘱

“母校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

牢记师长教诲
扬帆逐梦新起点

“绚丽青春，博学笃志践真

理，常系家国使命；闪亮人生，切

问近思求真善，惟将努力前程。”

典礼主席台两侧高挂的红色条

幅寄托着学校对毕业生的殷切

期许。

典礼开始前，本（专）科生毕

业纪念片《因为复旦 我们相连》和

研究生毕业纪念片《前进 征程》

中，毕业生们分享了校园生涯与

成长感悟。

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

开始。

2020届本（专）科生心目中的

好老师、第五届研究生心目中的

好导师获得者，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作为教师代

表勉励同学们，“复旦人勇于接受

挑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不

断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

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

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

智库顾问、1983届世界经济系校

友王战作为校友代表寄语毕业生

“事成于思”。

肩负时代使命
书写未来新篇章

毕业季也是收获季。

“2016年8月28日，我们都成

了‘复旦人’，也开始有一个共同

的疑问，作为复旦人，我们能做什

么？又该做什么？”2020届本（专）

科生“毕业生之星”获得者、新闻

学院本科生吴雨浓以四年的实际

行动得出答案：“接过时代的火

炬，肩负起国家乃至世界的重任，

成为凝聚世界的青年力量。”

“不论将去向何方，复旦的精

神将是我们未来人生路上的不竭

动力。”第十一届研究生“学术之

星”获得者、物理学系博士生陶冉

回顾了五年求学路：“一路走来，

复旦是我们最重要的标签，为我

们赢得了夸赞；今天，我们将是复

旦发往全球各地的名片。我们定

将带着学校的期望、师长的嘱托，

无惧风雨，努力前程！”

来自塞尔维亚的留学生代

表、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6级本科生、2020届复旦大学

本（专）科生“毕业生之星”获得者

菲利蒲希望：“无论大家以后做什

么，请在追梦的路上继续努力，传

承复旦精神。”

临别之际，毕业生们集体为

学校创造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光

阴烂漫 复旦印象》，它征集毕业生

最想念的复旦建筑，由数学科学

学院硕士生张慧林带领团队建模

100小时，在高分子科学系实验室

郑健老师和校友封华的支持下，

通过3D打印300小时成型，最后

由来自各个院系的毕业生代表填

涂色彩而成。寓意度过了丰富多

彩的校园青春时光，复旦精神印

刻心中。

“学校会永久珍藏这份珍贵

的礼物！”焦扬将校徽置于“建筑”

上，完成礼物的最后一个部分。

她向毕业生云上赠送相辉校友

章：“这枚章标志着从学生到校友

身份的转换。衷心祝福大家，不

畏风雨，勇敢前行；不忘初心，前

程似锦！”

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制作的“云拨穗”“师

友云合影”“同学录”等H5互动小

程序陆续上线。党委书记、校长、

院士、文科资深教授、学位评定委

员会委员等18位老师齐聚云端，

为毕业生们线上拨穗。

各院系近期陆续举办了云毕

业典礼，毕业生们以共有的“复旦

人”身份作别过往、再启新程。

文/李沁园

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2020届赴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就业毕业生出征

勇担使命 不负韶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广大毕业生应该更加自觉地将个人前途命
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全球愿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握时
代潮流和大势，勇担重任、奋勇搏击，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临别之际，我与大家分享三句话。
要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经过这场疫情的洗礼，同学们应该进一步提升思想、提高站位，矢志不

渝为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力量！
要把“团结、服务、牺牲”作为你们一辈子的座右铭。希望大家始终不惧风雨，肯牺牲而有为、乐

服务而有用、能团结而有力，不负母校教诲！
要以你们所学为时代所用。希望大家保持追求真理、持续创新的热情，用做学问的态度，把所

学运用到实际工作，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和智慧，争做引领未来的复旦人！

校长寄语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为

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

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

长工作本领”的号召，6月19日，

“勇担使命 不负韶华”2020届赴

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就业毕

业生出征仪式暨实习实践基地签

约仪式举行。

校党委书记焦扬、党委副书

记尹冬梅，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徐军，上海市委组织

部、四川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

志，中国宝武钢铁集团代表，校内

相关职能部处负责人、导师代表、

2020届赴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

位就业毕业生代表在线上线下与

会。活动同时线上播出。

出征仪式上，两则纪录短片

展现了复旦人将个人成长融入国

家发展，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

命运的精神风貌。

在2020届赴西部、基层、国家

重点单位就业毕业生风采纪录片

中，毕业生们庄严承诺：“担当时

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

本领，锤炼品德修为，争做时代先

锋，牢记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

行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

不负祖国的重托。”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

科毕业生刘煜将以选调生身份回

到家乡贵州。她回顾四年求学中

受益于学校提供的丰富发展平

台，逐步坚定走上选调生之路的

决心。即将前往某航天科工单位

工作的材料科学系硕士毕业生王

国栋分享了追梦历程，“只有把自

己的科研梦想与国家需要结合在

一起，梦想才能生根发芽。”

2013年甘肃省选调生校友李

鹏通过视频分享了在基层工作的

经历和感悟：脚踏实地，勇挑重

担，实现精神回馈的价值；克服困

难，总结方法，提升能力水平的价

值；勤于学习，敢于创新，展示学

科专业的价值。他站在黄河之滨

祝福学弟学妹们：“艰苦创业基础

强，心无旁骛前程远。”

微电子学院教授曾晓洋以

曾经指导过的学生为例，鼓励毕

业生们在国家重点单位奉献创

新能力，为实现科研报国梦持续

努力：“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

己手里，靠的是我们国家诸多重

点单位的长期坚守，在坚守中不

断创新就最需要有知识、有激情

的年轻一代来开创科技强国的

中国梦。”

旗帜在飘扬，梦想将起航。

出征仪式上，焦扬为毕业生代表

授赴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出

征大旗，尹冬梅、徐军及上海市委

组织部代表为各省（区、市）的选

调生代表授旗。

焦扬说，2020届生刚刚经受

了抗疫斗争的洗礼，站在“两个一

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整装待

发、追梦起航。“看到新一代复旦

人坚定的理想、深厚的情怀、担当

的劲头和奋斗的毅力，我为大家

点赞，母校为大家加油！”她代表

学校提出期望：志存高远、坚定信

念，眼中有山河；勇于担当、甘于

奉献，心中有人民；学以致用、坚

韧不拔，手中有本领。

“不惧风雨、勇担使命”是焦

扬送给毕业生们的寄语，也由其

亲笔题词，印刻在学校赠送给

2020届选调生的纪念品上。这枚

定制的校名优盘，承载着母校的

关心支持和殷殷期望。

学校与中共四川省委组织

部、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分别签署

了实习实践基地合作协议。

文/李沁园 吴 瑶

焦扬为毕业生代表授赴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出征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