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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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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作为 蹄疾步稳 奋勇前进
三全育人 创先争优
———物理学系扎实推进教职工思政工作

立德树人我当先

万事德为先，物理学系通过

寝室导师制、“导通你我”交流

会、“明理厚德”讲堂、“好老师”

评选等一系列举措，努力弘扬优

良的师德师风，实现全员育人。

9 月 24 日，25 名寝室导师

与全体 2018 级本科生举行了师

生结对见面会，新一届寝室导师

走马上任。这已是物理学系实行

寝室导师制的第十二年。从 2008

年开始，物理学系面向二年级本

科生班级推行该制度，通过 1 位

教授结对 1 个寝室的方式，持续

3 年对结对寝室学生的学习、生

活、心理等进行全面的指导与帮

助。该举措将教授纳入育人的队

伍中来，将教授育人的阵地从教

学一线拓展、延伸至生活、科研、

心理等更广阔的空间。12 年来，

全系所有教授都参与其中，平均

每位教授担任两个寝室的导师

（约 8 个学生），从 2007 级到

2018 级共 12 个年级的学生因此

受益。

为了促进师生间的互动与交

流，发挥教师在学生成长中的引

领作用，物理学系按照本科生每

年 4 场、研究生每年 2 场的频率

举办“导通你我”师生交流会。这

些交流会从学生最关心的热点

问题出发，搭建师生深入对话的

平台。相关主题涉及到：本科生

学业指导、如何与导师沟通、毕

业班金点子交流、资格考试那些

事儿等等。

自 2018 年开始，

以学校进一步推进教职工政治

理论学习为契机，物理学系推出

“明理厚德”讲坛，以此作为教

职工“通识教育”的课堂，全面

夯实教师的综合素养。该讲坛

从教师工作部的课程清单中精

挑细选，或者由本系教师推荐，

先后邀请相关主讲人，开展了

博雅教育、钟扬事迹、中国人

口、贸易战、立德树人、学术诚

信、依法治国、全国政协会议、

中国文明、创新思维等内容广

泛的专题讲座，进一步拓展了

教职工的知识框架。

为了发挥模范教师的榜样引

领作用，自 2017 年 6 月开始，物

理学系按照每 2 年 1 次的频率

开展了“物理系好老师”的评选

活动。“好老师”评选结果出来

后，以 9 月 10 日的教师节为契

机，将“好老师”的先进事迹，通

过邮件、海报、和微信推送等形

式，全方位在全系师生间进行了

广泛的宣传，反响很好。目前，已

有 2 届“物理系好老师”评选诞

生。

2018 年，郝柏林院士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为深切缅怀郝先生

的光辉事迹，物理学系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举行了郝柏林先

生学术追思会。追思会期间，制

作了 11 张海报，用以回顾郝柏

林先生光辉灿烂的一生。该系列

海报张贴于江湾物理楼一楼的

玻璃房上持续展示，既表达对郝

柏林先生的深深怀念，又是对优

良师德师风的大力弘扬。

2018 年 12 月 24 日，邀请即

将荣休的王迅、陶瑞宝、孙鑫三

位院士，与系教职工分享他们为

学、为人、为师的精彩历程。这同

样也是一次优良师德师风的弘

扬活动。

教书育人我创优

教学是教师的第一天职。物

理学系素来高度重视本科生的

培育，多年来，始终坚持一流教

授上基础课，把院士、长江学者、

杰青等推向本科教学的第一线，

让学生在大学起始阶段就享受

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不断

推陈出新，通过教学沙龙、午间

交流会、教学研讨会、听课制度

等举措，不断促进教师教学质量

的提升。

为给教师们搭建起日常的教

学交流的平台，以相互取长补

短，自 2015 年 4 月开始，物理学

系按照每学期 3-4 场的频率举

办沙龙讲座，每次由一位老师围

绕一个教学相关主题，进行经验

介绍或心得分享，随后与会者展

开交流讨论。沙龙的主讲嘉宾除

本系教学“老法师”之外，还会邀

请国内外教学名师来作教学讲

座，至今已开展 30 余场。内容有

中外大学现状的比较、物理课程

建设方面的经验分享，有具体到

教学知识问题公式推导的讨论，

也有关于物理与文化相融相通、

课程思政的探讨。沙龙受到了全

系教师的欢迎，它丰富了众多教

师的教学方法与技巧，提升了青

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今天暑假，苏卫锋

老师获得了“第五届全国高等学

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

比赛”的冠军。对于这一佳绩的

取得，实验中心午间交流会上的

说课活动功不可没，备赛期间，

苏老师多次在此平台上进行试

讲，并接受系里资深教授的“挑

刺”。比赛结束后，物理教学实验

中心将说课活动从参赛教师拓

展为中心全体教师，在每周二的

中心午间交流会上，在前半段的

研讨结束后，由中心的一位老师

进行实验课程的讲解，并接受全

体与会者的点评，以期通过这样

的方式，精心打磨中心全体教师

的教学水平。

为系统全面地呈现全系的

教育教学现状，实现优质教育教

学的经验共享，物理学系按照每

2 年 1 次的频率举办全系教学研

讨会。研讨内容涵盖教育教学的

方方面面：既有理论教学的报

告，也有实验教学的探讨；既有

课堂教学的研究，也有信息化教

学的分析；既有经验的分享，又

有热烈的交流与讨论。最新一次

的教学研讨会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举行。

为了帮助年轻教师尽快提高

教学水平，物理学系一直坚持领

导班子和资深教授听课制度。教

学“老法师”们纷纷走进年轻教

师的课堂去听课，并在听课后及

时与年轻教师交流，指出其待改

进之处，同时将自己多年积累的

教学经验倾囊相授，这一举措有

力地促进了全系教学水平的整

体提升。此外，听课结果还作为

终身教职晋升的一个考核依据，

这也有力地督促年轻教师对教

学工作的投入。

服务师生我奉献

师生有所呼，我就有所应。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以来，物理学系党政班

子和整个党政服务团队围绕师

生最热切关心的痛点问题，抓整

改、抓落实，切实提高师生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今年开始，在各方面

条件成熟的基础上，物理学系推

进了江湾物理楼正门大厅展示

墙和院士墙的制作。为了做出既

能展示物理学系面貌，又符合物

理学系特点的展板，负责团队多

方考察，几易设计方案，经过 2

个月的设计和修改，最终定稿，

并赶在 2019 年 9 月新学期开学

前一天上墙，令整个物理楼的大

厅面貌焕然一新。

接下来，物理学系将重点

推进系史馆的建设。以期通过

系史馆的建立，让全系师生牢

记来时之路，不忘前辈物理学

人道德风范，牢记新时代新使

命、新担当。

搬进江湾新物理楼后，办公

电话缴费难是困扰老师们的一

个烦心事。因缴费手续繁复，欠

费停机之事常有。开展主题教育

活动以来，物理学系在深入调研

老师们需求的基础上，决定从本

年度 10 月开始，老师们的办公

固话费的缴费事宜由系办公室

承揽下来，这一方便全体教师的

惠民之举赢得了老师们的纷纷

点赞。此外，物理学系还与学校

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着力推进江

湾物理楼室外风机降噪、办公用

水、绿化、停车、网络等建设和优

化事宜，积极为师生们营造方便

安心的优良工作学习环境。

为深入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精神，进

一步推进校院两级管理改革，提升人事工作队伍业务水平，延

伸工作触角，为全校教职工提供更优质的人事管理服务，人事

处推出“师晓”课堂人事秘书系列培训。11 月 27 日的第一讲有

100 余位人事秘书参与培训。今后，人事处将通过定期开展“师

晓”课堂人事秘书系列培训，让人事秘书通晓人事工作相关政

策及常规业务办理手续，有备而来，一次办结。不断完善优化人

事工作，努力让教职工“轻装上阵”少填表、“顺路办事”少跑腿、

“足不出户”办成事。

为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

新闻学院党委组织师生党员及入

党积极分子近 50 余人 11 月 20

日进行了一场特别学习：参加“万

众瞩目清凉山———记延安时期的

新闻出版事业”主题展览开幕仪

式，并参观专题展览，把展览化为

当代新闻人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的最好教材和生动课

堂。

如何将党史的学习与新闻

史、新闻学科的专业特色相结合，

把初心使命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转

化为师生党员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的实际行动？新闻学院党委创

新学习形式，将主题教育的学习

与现场参观、专业特色紧密结合，

“复旦有着丰富的红色基因，概括

起来就是党的初心和新闻的初

心，今天的新闻展，是延安丰富历

史里非常重要的部分”，新闻学院

党委书记兼执行院长张涛甫表

示，“作为后代、晚辈、党员，我们

更应该从专业角度了解党史、新

闻史。”通过观展，师生党员从生

动的历史中汲取了前行的力量。

年轻的新闻学子在宝贵的第

二课堂中学习前辈新闻工作者创

造的历史和精神，周正昕同学说：

“从延安到上海，从革命、抗日救

亡到发展、现代化建设。变的是

时间地点，变的是技术手段，变的

是物质条件；不变的是初心使命，

不变的是新闻理想，不变的是工

作热情。我们必须坚定地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付怡雪同学说：“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派的新闻思想从延安诞

生、成长并发展至今。通过观展，

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当今新闻人的

责任和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我们应继承并发扬先辈们的

精神，坚持新闻为社会服务、为人

民服务。” 文 / 宋茹娇

传承延安精神 牢记党的初心
———新闻学院组织参观延安新闻纪念馆复旦专题展览

人事处开展“师晓”
课堂人事秘书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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