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党委常委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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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 日，复旦大学召开党
委常委会，
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
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校党委书记焦扬主持会议并作总
结讲话，
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是学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
务。全校上下要迅速行动起来，
深入学

习领会、
广泛宣传宣讲、
组织研究阐释、
抓好贯彻落实，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以高度统一
的思想认识、
昂扬的精神面貌、
优异的工
作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
校长金力等校党政领导班子
成员分别围绕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交流
学习体会。党政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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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举行，
复旦迎来15000多名新生
新生们在复旦正大体
育馆主会场和140个线下分
会场共同参加开学典礼。校
党委书记焦扬为五大书院新
生代表授旗。校长金力代表
全体师生员工，
对新生表示
热烈欢迎和衷心祝贺。金力
表示，
同学们见证了党和国
家“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
汇，
亲身感受世界百年变局
的加速演变，
许多人参与了
抗疫斗争，
并在不确定的环
境下坚持学习，
在不便利的
条件下表现优异，
每一位新
生都值得为自己鼓掌。
9 月 3 日，
复旦大学 2022 级学
生开学典礼举行。来自 77 个国
家和地区的 4162 名本科新生和
11531 名研究生新生正式成为光
荣的复旦人。校党委书记焦扬、
校长金力等校党政领导，书院院
长、书院导师代表、卓博计划导师
代表、新生辅导员代表及各院系、
部处负责人等出席开学典礼。开
学典礼由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裘新
主持。
“从今天起，
你们将正式开启
在复旦的
‘学人之旅’
。
”
金力期待
新生们在复旦这片沃土成长得更
好更优秀，
做胸怀天下、心系家国
的学人，
做立足前沿、关注现实的
学人，
做视野广阔、根基扎实的学
人，做堪当大任、勇毅前行的学
人，
成为顶天立地的
“复旦学人”
。
金力希望新生们要有咬定青
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刚
性和韧性，用大学时光奠定一生
进步的根基，
书写新的复旦故事，
创造属于这一代复旦人的传奇。
焦扬为五大书院新生代表授
旗。作为国内最早推行书院制的

高校，复旦以“国家意识、人文情
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国际视
野”
为育人特色，
让新生们在通识
教育的滋养下全面发展。以五位
老校长之名打造的志德、腾飞、克
卿、任重、希德五大书院，将成为
新生们在复旦的一方成长天地和
精神家园。
裘新在主持开学典礼时，向
新生们提出三点希望：希望大家
秉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的校训，
传承发扬“团结、服务、牺
牲”
的复旦精神；
希望大家牢记誓
言，刻苦求学，立志报国，努力成
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
大家牢记学校和师长的殷切期
望，树立远大理想，践行复旦精
神，为祖国强盛、民族复兴、人类
进步接续奋斗，在广阔天地中书
写无愧于人生、无愧于时代的青
春篇章。
副校长徐雷宣读复旦大学
2022 级新任书院导师名单，
未来，
他们将成为本科新生们学习科
研、
实践创新的引路人。

副校长张人禾宣读复旦大学
2022 级“卓博计划”导师名单，学
生代表为 2022 级“卓博计划”导
师献花。
校党委副书记尹冬梅宣读
2022 级新生辅导员名单，他们将
陪伴新生们成长，引导新生们思
想进步、全面发展，
帮助新生们在
复旦这片沃土上成才。
“今天是你们人生中的重要
时 刻 ，也 是 你 们 人 生 中 的 新 起
点，因为进入复旦意味着你们有
了更大的舞台，更宽的视野！”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微电
子学院院长张卫作为教师代表
欢迎 2022 级新生并发言。他对
新生们提出三点期望：要坚定信
念，做一名有理想的学子，有坚
定的理想信念做支撑，相信大家
在复旦的求学之路上一定能行
稳致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而努力拼搏；要脚踏实地，做一
名实干青年，要着重对学习能力
的培养，进一步提升学习效率，
更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捕捉
隐藏在表象下的科学问题，还要

有系统性思维，提出切实可行的
方案去解决问题；要勇于创新，
敢于担当，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发
展、民族命运相结合，深刻认识
到未来承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
代重任，努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
本科生新生代表、基础医学
院 2022 级临床八年制学生谢欣
然，硕士生新生代表、新闻学院
2022 级硕士生冯琳，博士生新生
代表、数学科学学院 2022 级博士
生胡行健分别发言，表达对人生
新旅程的憧憬与期待。
“同学们，如果让你大胆想
象，你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什么样
的人、有什么样的成就？”谢欣然
表示，
自己学医的初心，
源于学业
的求索、生活的体悟和榜样的感
召。她期待与所有新生一起以梦
为马、不负韶华，在为祖国成才、
为人民服务中，谱写一段段青春
的故事，
开垦一万个美丽的未来。
“选择复旦是人生中最重要
的决定之一，
而成为一名新闻人，

则是一直以来追寻的梦想。
”
冯琳
表示，
作为一名复旦人，
要不忘来
时对梦想的执着和追求，勇敢承
担时代提出的命题，
不惧挑战，
永
久奋斗，
用自己的行动，
去真正书
写和践行
“强国有我”
。
“我的数学梦在复旦园里生
根发芽。”胡行健表示，未来要始
终保持对学术的兴趣和热情，享
受科研的过程，体会探寻未知的
快乐，
时刻不忘以创新为己任，
追
求卓越，
在前沿探索，
为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主席台上，校领导与教师代
表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
“今天，
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复
旦人，我庄严宣誓：胸怀远大理
想，关注人类命运，忠于祖国，热
爱人民，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探
求真知，追求卓越，遵纪守法，文
明诚信，
恪守学术道德，
弘扬复旦
精神，
为学校增光添彩，
为强国贡
献力量！
”
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李
俨达、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吴颖
洁带领全体新生面向校旗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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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同志逝世
于 7 月 17 日在上海逝世，享年 86
岁。杨福家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
8月9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
杨福家同志生前及逝世后，
中央领导同志、各有关方面领导
同志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心、慰问
和深切哀悼。
杨福家同志1936年6月生于
上海，
浙江镇海人，
195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为我国应用物理研

究作出杰出贡献。他高度重视教
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为学校
开展
“通识教育”
改革奠定了坚实
基础，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高度重
视中外人文交流和国际合作，具
有先进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他
毕生钟情于党的教育事业，致力
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大学
管理、
教学科研、
教育国际交流等

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国内
外教育学界的尊敬，展现了一名
人民教育家的风范。
“全球视野家国情怀科学探
索知微著，
追求卓越精神励当世；
历史使命作育栋梁争创一流谋深
远，
力行博雅风范垂千秋”
是杨福
家同志一生光辉的写照。
详见第4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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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
名核物理学家、
教育家，
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院士），国际欧亚科
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
士，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
第
九届、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六
届、第七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
主席，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原主
席，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同志因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