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实践团成员心得：

本科生招生办公室陈昶安在这段实践旅途中深受洗礼：

“参观高台县红西路军纪念馆，听到 2 万多名与我同龄甚至

更为年轻的红军战士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牺牲在河西走

廊，一行的数位老师无不潸然泪下。西路军不怕牺牲的革

命精神永不褪色，将激励我们向着美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明天不断努力前进。”

历史学系退休教师傅德华：“我是此次团队中年龄最长

的，面对一个个场馆内的一张张图片和文献资料，一场场战

役的悲壮场景，尤其是红军指战员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战争

环境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赴

后继的英雄气概，我与每个成员一样，无不为之深深感动不

已，无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使命的信念和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情怀。”

河北实践团成员心得：

福建实践团成员心得：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入职教师李显赫回顾实践经历：“这

次考察使我了解了这个东南沿海省份所呈现的多样性与复杂

性，既有现代化的大城市，也有坐落于群山之中的古朴村落，

令我感叹福建风貌之多样，同时认识到治理这样一个省份的

复杂性，联想到整个国家的复杂国情，进而无比钦佩中国共产

党强大的治国理政能力。”

大数据学院教师刘铁江：“作为一名21年党龄的老党员，作

为一名高校教师、学生工作者，通过这次社会实践，对革命精神

如何传承、服务奉献如何体现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今后的工

作中，不忘初心，永不停歇。”

放射医学所青年研究员谢添武：“在雄安新区，我看到了

绿色生态新发展理念的呈现，无人超市、无人售货车、无人驾

驶汽车让人们看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社会主

义未来城市。”

管理学院教授郑琴琴：“各类实物场景和图片的展示，让

我仿佛亲历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西柏坡简陋的土坯房里，运筹

帷幄，指挥三大战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绿色智慧新城，体现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城市的面貌。一个革命圣地和一个

现代新城，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成新

中国，给人民带来新希望，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材料科学系青年研究员赵岩：“重走这百年复兴路，深切

体会到我们党发展初期的艰苦卓绝，党的事业的宏伟壮丽以

及历代前辈坚定的信念和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比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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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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教师在甘肃、河北、福建开展主题社会实践
在甘肃这片红色的土地，他们

追寻伟大长征精神的足迹，深切感

受这片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

中为什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在河北的西柏坡，他们重温

西柏坡精神的力量，回顾中国共产

党如何在这“最小的指挥所”指挥

出“最大规模的战争”的丰功伟绩；

在福建，他们追溯古田精神的源

头，探寻福建人民在曲折中奋进、

在探索中崛起的历程……

在甘肃：革命精神薪火相
传，漫漫征程砥砺奋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是

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

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各院系、机关部处30名老师

组成的教师实践团在甘肃进行了

为期七天的考察学习之旅，先后

参观哈达铺长征纪念馆、会宁会

师楼纪念馆、迭部腊子口战役纪

念馆、腊子口战斗遗址和红西路

军烈士陵园等红色圣地。

在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

实践团一行深入学习了红军在

哈达铺制定挥师陕北，建立革命

根据地的伟大战略决策产生的

前因后果；在迭部腊子口战役纪

念馆、腊子口战斗遗址，实践团

一行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

支队在长征途中，在此与国民党

军新编第14师在此展开激战、涌

现出无数个“云贵川”无名红军

英雄的故事；在会师楼纪念馆，

实践团一行学习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意意义；时逢

建军节，实践团一早来到红西路

军烈士陵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学习革命先辈们因信仰而出发、

因理想而战斗，重温革命历史，

坚定教育初心，激发前进动力

……

实践团与学校对口支援单位

河西学院深入探讨共建成果和进

一步合作方向，与河西学院教师一

对一开展了系列交流活动。

通过这次甘肃之行，实践团

成员们进一步增强了对党的信

念，强化了党性修养。大家表

示，将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

中汲取更多继续前进的智慧和

力量，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终

身。

在河北：百年复兴路，时代
新长征

作为老电影《地道战》的拍

摄地，冉庄仍保留着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冀中平原村落的风貌，

老槐树、高房工事车、牲口槽、水

井、灶台、石头堡、面柜无声诉说

着英雄的故事……

20位来自各院系、机关部处

教师组成的河北实践团先后赴冉

庄、白洋淀、雄安新区、西柏坡和

正定县等地开展实地考察学习。

飞机一落地，大家首先到保

定市清苑县的冉庄地道战遗址

参观学习。此后四天，实践团前

往“华北明珠”白洋淀，穿梭在沟

壕纵横的清清碧波中，聆听雁翎

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奔赴

雄安新区，参观规划馆和央企一

条街，憧憬未来智慧工作家园模

样；走进河北地质大学，听取两

场专题报告，了解了复旦大学为

十三所半导体事业输送和培养

专业人才的情况；在西柏坡聆听

一堂题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的忆峥嵘岁月课，回顾中国共产

党在这“最小的指挥所”指挥出

“最大规模的战争”的丰功伟绩；

前往河北省正定县，调研新农村

建设发展……

“赶考——永远在路上”，河

北之行让大家见证了京津冀地区

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新格局、新面

貌。成员们表示，在新时代的“赶

考路”上，将主动谋划、积极探索、

坚持学习、勇于创新，“赶考”存初

心，奋斗永不止。

在福建：精神永放光芒，初
心照耀未来

福建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

地之一，是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

分，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区

域，更是全国“红旗不倒”革命老

区；这里有着全国乡村振兴的典

范，被习近平总书记赞誉“晋江经

验”的民族企业和现代科技公司

……

六天里，福建实践团前往福建

省革命纪念场馆和革命遗址遗迹

参观考察，赴复旦大学本科生书院

教育实践基地和全国乡村振兴、美

丽乡村建设的成功典范经兜村现

场教学，聆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福建的孕

育与实践》专题报告。

在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旧址、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古

田会议旧址、古田纪念馆、瞿秋白

烈士纪念馆、苏维埃政府旧址、林

学民故居等革命历史红色纪念

地，大家了解了叶飞、阮英平、范

式人、瞿秋白、林觉民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闽东革命先烈的

光辉战斗足迹；在安溪县经兜村，

大家考察学习了先进的污水治理

理念和乡村养老模式并在位于经

兜村的福建省首个党建文化主题

公园——初心公园重温了入党誓

词；在前洋复旦本科生书院教育

实践基地，大家目睹了学校入驻

基地后为这个古老村落带来的巨

大变化；参观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时，大家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考

察时强调的“创新不问‘出身’，只

要谁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支持谁”

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在专题

报告中，大家听取中共福建省委

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李海

星从八个方面深刻分析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

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和思想逻

辑，阐明习近平总书记执政理念

的连贯性、发展性和科学性。

通过此次社会实践，大家切

实深化对党情国情的了解，夯实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表示在未来

的教学和科研中，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进一步强化立德树

人、三全育人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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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暑假，复旦教师们沿着红色足迹，前往甘肃、河北、福建开主题社会实践，走进革命纪念场馆和

革命遗址遗迹进行学习考察，在百年党史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党的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① 甘肃实践团在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
② 河北实践团在雄安新区
③ 在经兜村初心公园，福建实践团成员重温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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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无三日晴，地无

三尺平”到“爽爽的贵阳，

避暑的天堂”，作为一个地

道的贵州人，我每次回到在

贵阳的家，都能感受到无处

不在的变化。

2017 年贵阳市内第一

条地铁开通，让贵阳成为西

南地区第四座拥有地铁的

城市。今年，贵阳即将开通

第二条地铁线，还有各类新

水道、新坝桥、新航线的开

通，都让大山里的贵州成为

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针对喀斯特地貌的缺水

问题，贵阳还建成了大中小

型水库约 3000 座，共有 200

多个水源工程。不仅如此，

2021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于 5 月 26 日在贵阳举

办，这不仅为贵州大数据发

展创造了机遇、汇聚了资源，

也为全球大数据发展贡献了

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贵州今年聚焦于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一边发

展一边保护”，让“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越

发深入人心。5G、射电望

远镜、互联网，大江大桥，

脱贫第一大省……都是贵

州发展的注脚。与全国人

民一道步入全面小康社会，

我的家乡始终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至今，仍在路上。

看家乡的变化
复旦学子讲述小康故事

大山里的贵州
高速发展的大地

新闻学院2019级本科生

陈俊良 席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