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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改 心有所信 做不负韶华的上医人
复旦上医 2020 级本科新生们迎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作为在举国上下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中入学的一代，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新生们
开启求学道路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9 月
15 日下午，复旦正大体育馆内，复旦大学党委
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为初入复
旦上医大家庭的 2020 级本科新生们带来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在‘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
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同志回
信。在回信中，习总书记用‘心有
所信，方能行远’为青年党员指明
前行的方向，这是总书记对全体
复旦学子寄予的殷切希望。所
以，在今天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新生的第一堂思政课上，我把题
目定为‘初心不改，心有所信，做
不负韶华的上医人’。”思政课一
开始，袁正宏开宗明义，表示希望
带领新生们走近上医的建立初
心，回顾上医跨越 93 年的不凡历
程，了解上医的最新发展，感受上
医的精神和文化。
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干货满
满”，生动翔实的院史资料、如数
家珍的先辈事迹、载入史册的科
研成就、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和
振奋人心的新时代发展蓝图引发
了上医新生们的深入思考。
前辈初心：
使上医成为真正的
“上医”
袁正宏将上医波澜壮阔的历
史总结为几个关键词：服务人群、
爱国奉献、
严谨求实、
追求卓越。
服务人群是上医精神的永恒
底色。袁正宏为新生们详细讲述
了上医和上医人在烽火硝烟中校
舍被毁、辗转办学、兴建枫林桥新
校舍的故事；在抗日救亡中上医
人冲锋一线、坚持办学的历史；在
国家建设中信念坚定、初衷不改、
不畏艰难、慷慨无私，组织抗美援
朝志愿医疗队、
“ 一门四代，血防

展现了上医人一以贯之的学风。
追求卓越是上医精神的不竭
动力。在 93 年的发展史上，无论
是在抗战的烽火年代，还是在国
家高速发展时期，上医在科技创
新、服务社会等方面都硕果累累，
持续创造出国内众多“第一”，取
得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
“上医人
追求卓越，其中很重要的内涵就
是创新，创新就是贯穿其中的生
命线。从创新基因升级成为创新
精神，上医更拥有创新塑造的理
念方向。
”
袁正宏指出。

建功”开展血吸虫病阻击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广大复
发扬光大：
旦上医人勇于争先、甘于奉献，始
“90后”
上医勃发崭新活力
终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在医
疗救护、疾控预防、科研攻关、校
进入新时代，上医也迎来了
园防控等各个方面，书写新时代
重大的发展机遇时期。袁正宏向
上医人以身许国、不计回报的奋
在座的
“00 后”
新生们详细展示了
斗故事。
“一代代上医人谱写出了 “90 后”
的复旦上医在深厚底蕴中
一幕幕‘为人群服务’的时代乐
不断勃发出的新活力。
章。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上医人
袁正宏为新生们展示了经过
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观
几年改扩建设后上医校园的崭新
念、奉献精神、友爱情怀，是新时
风貌，物理空间条件的改善为上
代‘为人群服务’精神的生动实践
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得
和强大彰显。
”
袁正宏指出。
学术拓展、交叉融合和创新育人
爱国奉献是上医精神的时代
成为可能。学在枫林还体现在近
使命。今年是上医抗战迁渝 80
年来上医在打造一流学科、搭建
周年和上医分迁建设重医 65 周
一流平台、产出一流成果方面的
年，两度西迁，是上医人教育救
不断发力。
国、教育报国和教育强国的光辉
袁正宏指出，一直以来，上医
篇章。抗战迁渝期间，虽然烽火
都 是 培 养 医 学 人 才 的“ 金 字 招
连绵，但是上医始终弦歌不绝，坚
牌”。目前，上医拥有相对完整的
持为国育才、为战医伤，以高度的
医科专业结构和复旦大学综合性
民族自尊心和顽强的奋斗精神， 学科的体系支撑，在推进学科交
为国家的医学教育事业保留火
叉合作上具有天然优势。近年
种，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1955
来，通过探索构建医工结合、医理
年，400 余名上医老前辈响应党
交叉、医文融合的“新医科”大健
的号召，毅然溯江而上，远植巴山
康学科体系，实现各个学科之间
渝水，开启了上医二度西迁、开拓
的无缝交流整合，推动交叉学科、
兴学的历史。进入新时期，各家
新兴学科的发展，让跨学科交流
附属医院不断加大援外支边、服
和融合创新成为可能，更好地服
务中西部的力度，在祖国各地、世
务创新育人工作。
界各地践行爱国奉献的理念。
目前，上医拥有一批国家级
严谨求实是上医精神的育人
和省部级科研平台，还搭建了一
特质。
“ 严谨求实，体现着对病患
批交叉平台，启动了一批新增学
生命的敬畏之心，更体现了上医
科领域的建设。就在不久前，
《复
的学风、上医的精神，使得上海医
旦大学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学科群
学院成为真正的‘上医’。”袁正宏
建设的行动计划》出台，落实上海
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小故事， “公共卫生 20 条”，整体布局和推

进
“大公共卫生”
学科建设。
一流的平台产出一流的成
果。近年来，上医人在不断对接
国家重大战略和生命科学国际前
沿，不断提升医学科技创新能力，
不断解决医学基础和临床研究重
大问题等方面，持续给出新方案，
作出新贡献。
“今后，上海医学院将更加积
极地响应国家需求，对接国家战
略，将学科建设和学校的发展目
标与国家战略、人才需求紧密结
合，
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展望未来：
期待新上医人书写新辉煌
新时代给了上医全新的“舞
台”，在部委市三方共建托管的新
模式、新机制下，上医迎来了重大
的发展机遇。
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
这是一代又一代上医人的传承与
坚守。
“ 九十多年来，上医人不畏
艰难、不屈不饶，铸就上医精神。
新时代，上医人信念坚定，初衷不
改，作出贡献。新起点，上医人劈
波斩浪，团结伟力，再展宏图。”袁
正宏说。
如今，新生们满怀憧憬与期
待，踏入医学的神圣殿堂。袁正
宏以师长的身份为新生们送上了
五个“成长锦囊”，希望他们充分
利用在上医的这几年，为自己一
生打下坚实的根基。
一是培养国家意识，树立报
国之志。袁正宏指出，选择复旦、
选择上医，是选择面向世界、面向
全球，树立报国之志，矢志拼搏奋
斗。上医培育了一代代优秀的医
学人才，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
方，发挥骨干作用，为国家的医疗
事业贡献力量。
二是培养人文情怀，心怀医
者初心。
“ 医学都被视作为‘人学
’
，医学就像
‘人’
字的架构一样，
一撇代表技术，一捺代表人文，两
者缺一不可”。”袁正宏表示，
“落
日余晖”暖心照片的主人公是上
医人，正是医学人文渗透入上医
人精神的展现。
“ 今天，你们将自

己交付给医学；未来，患者也会将
健康交付你们手中。誓将白首契
初心，希望大家以初心常相伴，与
真情共白首。
”
袁正宏寄语新生。
三是培养科学精神，追求卓
越之魂。目前，在医学教育的基
础阶段，上医已经构建起“全程导
师制-课程体系改革-实践创新论
坛-科技创新中心”
四位一体的人
才培养模式，经过这样的科研素
养培养，很多学生在本科阶段就
获得学术成长，为后来的科研发
展打下扎实基础。
“希望你们在自
身学术志趣的激励下，对标世界
发展水平，在健康中国时代发挥
‘青年力量’
。
”
袁正宏表示。
四是培养专业素养，磨炼治
学之道。
“有灵气，也要有韧劲；聪
明人，也要下笨功夫。学习的道
路上，从来没有捷径可走。学医
更必须秉持刻苦、严谨的精神，经
历一个刻苦修炼、自我升华的漫
长过程。”袁正宏说。他希望新生
们在上医求学的岁月里，抓紧时
光，追求卓越，在掌握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同时，
在学习中锤炼品格。
五是培养国际视野，发出强
国之声。近年来，与上医建立国
际合作的院校数量迅速增长，上
医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诸多
著名高校及医学教育科研机构都
建立了国际交流合作关系，学生
赴境外交流学习渠道不断增多。
“希望同学们能通过这些海内外
交流，更全面地了解世界，也更深
刻地认识了中国。
”
袁正宏表示。
在这堂充实、精彩、难忘的第
一课结束之际，袁正宏向学生提
出殷切期望，
“希望大家时刻牢记
自己是一名复旦上医人，时刻保
持一名未来医务工作者的姿态，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气魄，以
善作善成、久久为功的远见，汇入
时代的大潮。让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争先、一起奋斗，为人群服
务，为强国奋斗！相信每一位上
医人都能交出一份无愧于初心、
无愧于国家，不辜负时代的优秀
答卷！
”
来源：
医学学工部

复旦上医暨克卿书院“迎新”

袁正宏为复旦上医新生领誓

本报讯 9 月 15 日下午，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暨克卿书院
2020 级迎新大会在正大体育馆
举行。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医
学院院长金力等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克
卿书院院务委员会代表，上海
医学院各本科生培养单位主要
领导、分管教学和学生工作院
领导，新生导师，新生辅导员和
2020 级克卿书院全体学生共同
出席本次大会。迎新大会由克

卿书院院长汪玲主持。
金力寄语新生们，要永怀
家国情怀，在服务人群中践行
医者初心；要掌握治学之道，在
严谨刻苦中砥砺创新精神；要
涵养人文情怀，以仁心仁术传
递医学的温度，珍惜韶华，扬帆
破浪，做新时代的上医人，为实
现“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青春
力量。
最后，袁正宏带领全体新
生进行了神圣而庄严的医学生
宣誓仪式。
来源：
医学学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