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走过半程，见证风云激荡。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民族复兴战略全局，面对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复旦人如何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带着总书记在回信中的

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复旦人如何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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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日，校委书
记焦扬在战“疫”示范微党课第
三期-复旦大学“七一”特别节
目上，动情地讲述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
重要回信精神的体会和感悟。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
周年之际，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
司组织复旦大学等四所高校党
组织负责人，围绕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回信和指示

精神，从“人民至上”“心有所信，
方能行远”“传承西迁精神”“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为
师生讲授“七一”专题微党课。
这也是高校党组织战“疫”示范
微党课第三期。

我校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
陆婷婷、钱威丞、唐荣堂在《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现场，重温了总
书记亲切勉励师生传承红色基
因的场景。

本报讯“心有所信，方能行

远。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再次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

7月1日，一场纪念建党99周年

学习“四史”专题党课举行，校党

委书记焦扬在党课一开始，就与

现场听众一起逐字逐句再次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青年师生

党员的回信精神。

“总书记的回信是对全校师

生的极大激励，这是学校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学校党

委已经作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决

定，这是全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

最好的老师。”焦扬指出，总书记

在回信中告诉我们，学习“四史”

的目的，是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

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

使命。以史鉴今，继续前进。“我

们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

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历史唯物

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

规律的科学。”

在党的99周岁生日当天，在

陈望道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

中文首译本 100周年的特殊时

刻，再一次走上光华楼东辅楼

202会议室的讲台，焦扬代表学

校党委，向在全校各个岗位上辛

勤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

致以亲切的问候，向为党的教育

事业和学校发展作出贡献的老党

员、老干部、老教授、老同志致以

由衷的敬意，并以专题党课的形

式同大家一起庆祝“七一”，结合

学校实际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号召全校党员干部、师生员工做

到忠诚不渝、奋斗不息、创造不

凡、自信不疑，在对伟大历史的

学习思考中接续奋斗、走向未

来，不断交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前列的

合格答卷。

“坚定信仰信念，不忘来时的

路”“坚定奋斗决心，看清发展的

路”“坚定改革步伐，闯出创新的

路”“坚定四个自信，走好自己的

路”，这是焦扬在党课上交流的

“四史”学习体会，也是她代表学

校党委发出的复旦心声。

一部党史，是一部奋斗史、胜

利史，也是一部曲折前进的历

史。“这部伟大历史，是中国共产

党人用信仰和忠诚书写的。”焦扬

和大家一起重温了中共党史筚路

蓝缕的艰辛，回顾了陈望道老校

长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和笃

志笃行的一生，以及复旦作为传

播马克思主义坚固阵地的红色历

程。望老在1957年9月亲笔书

写的入党志愿书中写道：“誓愿为

党的光荣伟大的事业尽我毕生的

精力。”他在1976年6月的遗嘱

中嘱咐儿子儿媳要“争取早日加

入共产党，为党工作。”会场大屏

上两份珍贵的文献是前不久焦扬

去看望陈振新教授和朱良玉女士

时看到的，望老对党和共产主义

信仰的忠诚令人动容。

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密码是

什么？复旦人重要的精神内核是

什么？焦扬给出回答：近一百年

来，面对一次次磨难，中国共产党

人不断总结经验、成熟壮大，靠的

就是崇高理想、忠诚信念和斗争

精神；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

量的感召下，复旦种下办学治校

的红色基因，开启了与党和国家

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光荣

征程。“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复旦的

红色基因，用红色基因铸魂育人，

始终激励师生做‘宣言精神’的忠

实传人。”

新中国史是一部半封建半殖

民地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发展史、建设史，也是一

部党领导全国人民根本扭转中

华民族命运、走向繁荣富强的奋

斗史、创业史。“发展才是硬道

理，惟有大奋斗才有大发展。”焦

扬以新中国成立70年创造的奇

迹和背后的艰苦奋斗历程，为大

家解析了这“两个道理”。她说，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只有

扭住发展不放松，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才能赢得国家的地位和

世界的尊重。

蔡祖泉、谢希德、谈家桢、苏

德隆，“58中队”、62级物理二系

041班，扎根“九院”的三代复旦

人、抗疫斗争中的白衣战士，国家

级微纳电子与量子重大项目平

台、“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

划……新中国成立以来复旦星空

中那些尤为闪亮的名字让大家越

发明晰，正是在报国强国的奋斗

中，复旦才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

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发展

的生动缩影。

“复旦人是有奋斗之心、卓越

之梦的。”焦扬强调，全校要通过

学习“四史”，增强一往无前、永不

懈怠的奋斗精神，一心一意谋发

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保持敢为人

先、只争朝夕的创业之心，点燃灯

火通明、挑灯夜战的创业之光，踏

上披荆斩棘、攻坚克难的新时代

创业之路；各院系要重视院系史、

学科史的保护挖掘运用，作为课

程思政、专业思政、科研育人的鲜

活素材，引领青年师生爱国奋斗、

追求卓越。

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

敢闯敢拼、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走

前人从未走过之路的历史。开放

推进改革、驱动创新；改革促进开

放、激发创造。焦扬提到，开放创

新离不开解放思想，40多年前，很

多复旦人成为思想解放的推动

者、开放改革的参与者；开放创新

也离不开人才支撑，而高校既是

创新重镇、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也

是人才培养的重镇、人才汇聚的

桥头堡。“我们仍然感念前人的无

私无畏，在新征途上仍要坚持小

平同志讲的一点闯的精神，一点

‘冒’的精神，一股子气和劲，发扬

习近平同志强调的锐意创新的勇

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

朝气。”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一部

“活着的”历史。从启动“张江复

旦国际创新中心”建设，到推进义

乌融合创新综合试验区和青浦新

工科创新校区建设，从医学教育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到评

价激励体系和资源配置机制改

革，从“一网通办”改革、机关流程

再造，到“三全育人”、管理服务，

复旦大学也抓住历史机遇，积极

布局、主动对接上海创造新奇迹

的伟大进程，“乘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大踏步前进”。

“学好社会主义发展史，掌握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钥

匙’，对从哪来、往哪去看得更清

楚，对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想

得更明白。”为什么要学习社会主

义发展史？是为了一以贯之地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为了看清并坚持巩固制度优势，

是为了探索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如

何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要有历

史视角和世界视野。

“我们始终要把政治理想和

学校发展紧紧扭在一起，咬紧牙

关、聚力发展，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加快‘双一流’建设。”结合学

校实际，焦扬指出，推动马克思主

义理论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

不断前进，是我们党的神圣职责，

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

史使命。“复旦要代表中国参与全

球高等教育竞争，在世界学术之

林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道路

的价值和意义。”要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大学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

制度建设成果和治理水平效能，

转化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坚定

执行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自觉行动力、全面深化改革的

根本推动力、加快“双一流”建设

的核心竞争力、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的重要保障力。

回望历史，焦扬指出，学校之

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

根本优势是坚持党的领导；根本

原因是党和国家的长期支持、重

点建设，全校始终坚持为国奋斗、

接续奋斗；根本动力是各级党组

织团结带领广大师生，积极投身

教育报国、科教兴国的洪流，不畏

艰难、奋勇争先，形成了党有号

召、我有行动、国有所需、我有所

为的传统。

面向未来，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大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和民族复兴战略全局，

面临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进发的

关键时期，焦扬强调，我们更加需

要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

原理和方法，更好学习历史，更好

把握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

展规律，从而推进各项工作。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问道、

明道、弘道，坚持正道，努力把握

历史规律和发展大势，树立人民

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有审时度

势、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的眼光和本领，有顺乎潮流、顺

应民心、居安思危、敬终如始的意

识和能力。”党课最后，焦扬为大

家指明学习“四史”的关键所在。

“近一百年来，伟大理论点亮

伟大历史，伟大历史铸造伟大精

神，伟大精神成就伟大事业。每

一位复旦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和

学 术 骨 干 肩 上 都 担 着 历 史 责

任。”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

路、远眺前行的路，她寄语全校

党员干部、师生员工从“四史”中

汲取更多智慧和力量，做到忠诚

不渝、奋斗不息、创造不凡、自信

不疑，在“第二个百年”的新征程

上，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和世界顶尖大学，跑好我们这一

棒、为下一代跑出好成绩，创造

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做出无愧于

历史的贡献！

党课由校党委副书记许征主

持。全体在校校领导、上海医学

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单位及

实体运行科研机构正职负责人，

各机关部处副处级以上干部，院

系分管教职工思政、学生思政副

职干部，教职工党支部书记代

表、特邀党建组织员，党委党校

主体班次学员以及《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

队员等近 500人共同聆听了这

堂党课，枫林校区、江湾校区设

有视频分会场。

文／李沁园 摄／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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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践悟 奋发有为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校党委书记焦扬作纪念建党99周年学习“四史”专题党课

校党委书记焦扬讲授“七一”专题微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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