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版
编辑 / 傅萱 32019.10.16 星期三

把精神烙进心里 把行动落在实处
未来请看我

王 盛

钟扬精神

用钟扬精神传播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知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周旺

我漫步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的校园，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

肤之中，

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我是中国人!

我徜徉在莱顿大学喧嚣的街道，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

睛之中，

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

我是中国人!

我沉醉于科学高峰的攀登，

但炎黄的基因告诉我，

我的家在东方；

我痴迷于创新领域的开拓，

但龙的血脉告诉我，

我的心在中国。

于是，我回来了！

怀着对祖国深深的眷恋

回来了！

我看到摩天大厦拔地而起，

我看到商业街道繁华似锦，

我看到高速列车驰骋大地，

我看到量子卫星遨游天际。

这不是我记忆中的祖国，

这是我日新月异的祖国。

五千年的栉风沐雨，

孕育了今天崛起的强音。

八千里的云涌飙发，

吹响了今天复兴的号角。

不忘初心，

我要做您最忠诚的追随者；

牢记使命，

我要做您最勤奋的建设者。

我要用我全部的热情描绘你，

描绘那大国崛起的画卷，

描绘那民族复兴的蓝图。

我要用我毕生的所学建设你

建设那屹立东方的科学强国，

建设那傲视大地的创新巨人。

表观遗传成果

是我对你最好的回答，

肿瘤代谢创新

是我对你最好的报答。

系统生物学科发展

是我继续努力的方向，

生物医学交叉创新

是我不断攀登的高峰。

祖国，请您相信，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

我将履行服务人群的人生意义；

祖国，请您相信，

斗转星移牢记肩上担，

我将实践人类健康的核心价值。

祖国的未来请看我们！

学习中国政治的第一道门

槛，就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讲

不清楚中国的政治制度，何来制

度自信；不了解中国政治制度，

何来中国政治研究？当代中国政

治制度是一代代革命家和建设

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披荆斩

棘、不断求索，为世界政治文明

奉献的伟大成果；对当代中国政

治制度的研究同样走过了一段

不平凡的路。

学习钟扬精神，就是走好脚

下的每一条路，坚持梦想，踏实

苦干。《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走过

的正是这样一条从无到有、筚路

蓝缕的道路。1984 年，浦兴祖老

师在全国率先给本科生开设了

这门课程。当时的中国刚开始改

革开放，中国政治制度正在恢

复、重建和建设的过程中，或者

说，政治制度都还没有真正定

型，还在不断探索过程中。但是

我们要因此放弃对中国政治制

度研究和教学的权利吗？不讲清

楚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我们怎

么来指导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

政体制改革？我们对中国政治制

度的研究，和我们当下中国政治

的伟大实践，是严重不相称的，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由我们复

旦的政治学人做起。正是基于这

样的信念，国际政治系坚定了信

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学习钟扬精神，就是要甘于

澹泊，传承学术，上下求索。经过

浦兴祖老师 10 多年的单打独

斗，1997 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终于组建了完整的教学团队，形

成了传承机制，培养出了自己的

学术人才、教师队伍。我依然记

得，90 年代中叶冷冽的夜晚，浦

老师与我们一班年轻学子在南

区 16 号楼，为了《当代中国政治

制度》这部教材的每一句话，甚

至每一个过渡词，进行争论、雕

琢。有的人因为太冷，裹在被子

里讨论；有的人打

一盆热水，冷了就

把手放到热水上

取暖。浦兴祖老师始终兴致勃

勃，热情如火，目光如炬。经过无

数这样的夜晚，《当代中国政治

制度》教材如期出版，成为中国

最畅销的政治学教材，并被译为

外文，传播到海内外，成为研究

中国政治的必读书目。

学习钟扬精神，就是要永久

奋斗，再多困难也决不言弃。

2014 年，年届七旬的浦兴祖老师

退休，我担任课程负责人，我们

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向浦老师

承诺“不停步，再进步”，以《当代

中国政治制度》国家精品课程为

核心，继续推进教学团队系列课

程建设，坚持贯彻本系列课程的

“夯实基础，操练思维、感受实

际”十二字教学理念，开展各种

教学改革。如今，《当代中国政治

制度》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

模式，课内研讨、课后“聊学”、课

外小组讨论，“我来上一课”、“走

进人大”、“请进来”、假期实践调

研等活动，并深化开展研讨型教

学，完善研讨课程的评价体系，

促进学生围绕本课程展开自主

学习、自主讨论的学习氛围和制

度，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中国政

治的魅力，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

性。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一

颗种子，只要给了它一片土壤，

它就能生根、发芽。而我们这些

讲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知识的

教师，就是阳光、雨露，是播种的

园丁。我们致力于以正确的理论

导向引领学生端正理想信念，发

展学生的创新性批判思维能力；

以诚朴纯洁的人格影响学生摆

正人生坐标，促进学生“群而卓

立”、“卓越为公”的品质修炼；以

积极探索真理的执著激发学生

坚持真理、坚持思考，推动学生

“求学务必尽力、求知务必尽思、

求识务必尽智”。

几十年的耕耘、默默的坚

守，筑就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

在我们的团队中，曾经有老师把

自己比喻为在隧道中俯身开钻

的矿工，默默前行却只能在心中

仰望星空。我想，钟扬精神应该

就是那火把，来照亮这些不曾被

烛照的身躯。正是有无数这样在

教学科研岗位上甘于奉献的学

人，铸就了复旦讲台的辉煌与神

圣。

经济学院：
党委首场集中学习

放射医学研究所党总支 9

月 9 日组织教职工党支部全体

党员和研究生党支部代表，前往

人民大舞台聆听《不忘初心》中

外红歌演唱会。活动围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条主线，旨在让党员

同志们坚守理想信念、初心使命

不动摇，通过经典歌曲引起师生

的感触和共鸣，不断增强师生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次红歌会由“海之花”团

队倾情演唱，除《十送红军》《我

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

传统红歌外，还精心挑选了《纺

织姑娘》《喀秋莎》《每当我从老

师窗前走过》《栀子花开》《望月》

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在《不

忘初心》 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

幕。

教师王晓夏表示：“本次红

歌会把主题教育与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庆祝教师节和中

秋节结合起来，与深化学校‘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结合起来，用‘润物

细无声’的音乐力量触发和引导

教师党员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

质和目的，重新思考教师不忘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放射医学研究所：
听红歌会

数学科学学院：
教职工理论学习

微电子学院：
专题辅导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绎绎绎绎

经济学院党委领导班子 9

月 24 日在毛主席雕像前重温入

党誓词，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并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首场集中学习：学原著，

悟原理。

学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深刻领悟“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的目标要求，牢牢把握目标任

务，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知

行合一。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

指出，这次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要求

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目标是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

作表率；还要坚持“四个贯穿始

终”，即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彻主题教

育全过程。院长、党委副书记张

军表示，把工作做好是核心，一

定要避免形式主义。通过主题教

育活动切实地使大家更加紧密

地团结起来，把学院各方面的工

作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

微电子学院党委 9 月 24 日

举办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结合

学校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邀请哲学学

院鲁绍臣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唯物

主义哲学内涵”专题辅导报告。

鲁绍臣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发展，深

入浅出地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用具体生

动的案例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的

伟大力量。他引用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9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与微电子

学院教职工党员共勉，希望大家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立足本职工作勇担使命，为学校

发展贡献力量。

讲座结束后，学院党委书记

艾竹向全院教职工通报了《复旦

大学党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

并详细介绍了微电子学院党委落

实实施方案、抓好主题教育工作

的思路和举措。艾竹指出，开展好

主题教育，对于进一步加快学院

改革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至关重要，希望全体教职工支持

并监督学院党委开展调查研究、

整改落实等相关工作，共同推动

学院更好更快发展。 文 / 王 敏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 9 月 24

日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主题的教职工政治理论学

习，邀请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副教授、上海市党建特邀研究

员韩福国作《何为初心？使命在

哪？如何担当？》的主题讲座。

韩福国采用丰富生动的案

例，从三个方面讲述了主题教育

的学习目标、创新理念、核心方

法与结果落实。讲座让教职工们

更深层次地领悟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

意义。大家认识到，要做到“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并不容易，必须

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要解决

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

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

向内的勇气。每位党员都应坚定

理想信念、坚守教育报国初心，

将主题教育融入工作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潜心育人、不断奋进，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面

落实“三全育人”的要求，为学院

各项事业发展与数学学科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 / 周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