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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精神”将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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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医学院学生与“南

京路上好八连”青年官兵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联学共建活动，在重

温红色历史、共叙红色传统中坚

定理想信念，以红色基因凝聚青

年力量，从党史学习中汲取智慧。

“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部

队政治工作部主任刘国华上校、

副主任郑宏中校，上海医学院党

委副书记、副院长徐军，上海医

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包涵、

妇产科医院党委副书记王珏，以

及上海医学院学生工作部相关

同志、“南京路上好八连”青年官

兵代表和上海医学院学生代表

参加活动。

师生们参观了“南京路上好

八连”事迹展览馆。通过部队解

说员的讲解，大家深入了解了“南

京路上好八连”的历史。1949年

进驻上海后，连队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始终坚持牢记“两个务必”，

拒腐蚀永不沾，身居闹市纤尘不

染。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也从不同层面赞扬了“南京路上

好八连”精神。一件件饱经沧桑

的展品，一段段珍贵的影像资料，

一面面鲜红的锦旗，一封封群众

的感谢信，让大家通过灵魂的红

色洗礼，穿越历史的沧桑，感受到

信仰之力和党史之重。

在联学共建活动的党课座谈

环节，指导员陈进与上海医学院

党委学生工作部陈文婷为现场的

青年官兵和师生代表分别带来

《永不褪色的旗帜》和《心中有一

面不倒的红旗》专题党课。

徐军在总结时表示，当代青

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立

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赓

续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与新时

代同向同行，让青春在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

绽放绚丽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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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学生与好八连官兵
开展党史联学共建活动

《种子天堂》：重温优秀共产党员钟扬的一生
一次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一堂陶冶情操的美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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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百年赓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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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5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扬在赴内蒙古为民族干部授课途

中不幸逝世，年仅53岁。他是忠于祖国、奉献人民、不懈探索追求的杰出科学家，是立德树人、教书

育人的优秀教师，也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锋模范。

复旦剧社根据钟扬先进事迹原创的话剧《种子天堂》于2018年创作并上演。为迎接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并配合学校正在深入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2021年5月15日至16日，重新打磨的话剧

《种子天堂》在相辉堂再度上演，这是一次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也是一堂陶冶情操的美育课程。

高寒、缺氧、寒风、险崖。钟

扬拼尽了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在

珠峰北坡攀登到了 6000 米的高

度，这是中国植物学家采集植物

样本的最高点。当他在杂草、冰

雪中发现了那株顽强的雪莲时，

都没有力气庆祝。而此刻的台

下，掌声雷动。

5 月 15 日起，复旦剧社根据

钟扬先进事迹原创的话剧《种子

天堂》在相辉堂连演两场，重温

与学习钟扬的“种子精神”。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

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

生。”这是钟扬生前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

他一生胸怀科技报国理想，

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

保护，率领团队在青藏高原为国

家种质库收集了数千万颗植物

种子；他艰苦援藏 16 年，足迹遍

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的地区，

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作出了

重要贡献；他以德修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用心尽力帮助学

生成长成才；他热心社会公益事

业，连续 17 年参与科普志愿服

务，是深受欢迎的“科普明星”。

种子，是钟扬留给所有中国

人的记忆。去世后，他先后被中

共上海市委追授为“上海市优秀

共产党员”，被教育部追授为“全

国优秀教师”，被中共中央宣传

部追授为“时代楷模”，被党中央

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为了更好地纪念钟扬、学习

钟扬“种子精神”，探索复旦“以

美育德”新实践，2018年，复旦剧

社围绕“种子”的概念，精心创排

了原创话剧《种子天堂》。该剧

用倒叙的方式，讲述了钟扬青

年、中年等不同时期的人生故

事，展现他爱国奋斗、不畏艰险

的优秀品质。

“什么是天堂？是有希望的

地方。什么才能带来希望？种

子，哪怕只有一颗。”作为复旦剧

社近年来自主创作、自导自演、

讴歌新时代楷模的一台优秀剧

目，《种子天堂》倾心勾勒钟扬在

时代潮流中坚守信仰、潜心育

人、科研报国、无私援藏、奋进担

当的人生轨迹。

自2018年4月初在相辉堂正

式公演以来，该剧先后在同济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语

言大学巡演，还斩获了第六届中

国校园戏剧节最高奖。

据导演周涛介绍，自《种子

天堂》创作以来，这是该剧第三

次在相辉堂上演。为迎接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配合学校

正深入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对

剧本进行了重新打磨，力图让优

秀共产党员的形象展现得更为

真实丰满，同时演员阵容注入了

不少“00后”，并根据演员气质的

不同，一点点调整各处细节的表

达方式。在他看来，“这正是‘种

子精神’永远年轻的表现”。

周涛认为，对钟扬最好的缅

怀就是将“种子精神”一代一代

传承下去，“种子精神”其实“不

仅是万千植物的种子，还是钟

扬先生的‘科研报国’精神，更

是教育的‘火种’。”他希望，有

更多人能够走进这个感人的故

事，在故事中与钟扬相遇，受到

熏陶与感召。

马来西亚籍学生程曦一直

跟随复旦剧社演绎各类剧目，

这一次，饰演中年钟扬的重担

落到了他肩上。“刚开始我很紧

张，甚至还失眠”，为了能准确

把握好钟扬的精神力量，程曦

花大量时间观看相关的讲座、

纪录片，希望自己不辜负观众

的期望。

在此次演出中，康嘉诚饰演

青年钟扬。“一开始，我其实不是

很能理解钟扬急着要高考的决

定。”面对康嘉诚的困惑，周涛细

致地向他讲解了钟扬成长年代

的历史背景。

“原来在那个年代，上大学

那么不容易，他们那种急切为祖

国作贡献的心情很触动我。”慢

慢地，康嘉诚把握了这个角色所

需的动力和激情，回忆排演以来

的心路历程，他坦言，最开始内

心充满不确定性，担心表演能否

被熟知钟扬的观众所接受，经过

多次排练、磨合、实践后，如今

“更多的是对钟扬老师的敬意和

对话剧艺术的敬畏之情在促使

我完善这个角色”。

而对于魏羽彤这样多次出

演《种子天堂》的“老演员”来说，

此次要面对的更大挑战是如何

突破过去的自己。这是她第9次

在剧中出演钟扬夫人张晓艳，在

这期间，她完成了新闻学院学生

到学校教职工的身份转变，“宣

传钟扬事迹是我工作中的一项

重点内容，所以在表演中也会加

入自己的工作感悟，这让我对人

物的理解更深刻，表达也会更自

然、准确和丰满”。

在复旦附中西藏学生旦真

伦珠心中，钟扬是高原上的英

雄。他有一个梦想，希望将来

也 成 为 一 位 像 钟 扬 那 样 为 西

藏、为祖国作出卓越贡献的科

研工作者。

“钟扬老师背着登山包的光

辉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

海中，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与纯洁

性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生命科学学院 2020 级研究生周

娟娟观剧后深受感动，“他带给

西藏的是希望与未来，带给我们

的是信仰与力量”。她说，“种子

精神”将始终如同灯塔，指引着

自己前进。

复旦大学推进“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实施“五维育德”思政

育人工程，不断加强和改进美育

工作，在推进艺术研究和教学、

艺术人才培养上取得了较大进

展。对观众和参演者来说，《种

子天堂》不但是一次生动的党史

学习教育，也是一堂陶冶情操的

美育课程。

“作为学校以美育德的一次

重要探索，我们也希望《种子天

堂》成为一粒美育的种子，在提

升学生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

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上发

挥重要作用。”周涛说。

据悉，为了宣传钟扬先进事

迹，激励更多复旦师生做忠诚于

党和人民的新时代奋斗者，学校

在江湾校区生命科学学院大楼

内设立了钟扬纪念室，通过文字

和大量珍贵的照片、实物等立体

展现了钟扬为教育与科研事业

勇于献身的光辉一生。

文 / 余璇项天鸽 李斯嘉
摄 / 成钊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
委通过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党课宣
讲、党史文化创作、党史主题策展、
健康为民服务等专题项目，深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委学生工作
部围绕建党百年主题，结合医学生

“四史”学习教育，开展形式丰富的
学生全覆盖党史学习，唱响“学史
爱党，力行报国”主旋律，落实“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动医
学生“七个一”主题活动。“复旦医
学生”微信公众号推出“小枫学党
史”系列栏目，与上医学子一起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将党的理论内化为不断发展
的动力，为人民卫生事业谱写新的
壮丽篇章。

让《种子天堂》成为一粒美育的种子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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