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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上海发展目标，
建设好“第一个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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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第一个复旦”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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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收到重要回信两年，
“星火”
队用真理之甘沁润更多人心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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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101周年暨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两周年座谈会举行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2020 年 6 月 27 日，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回信，
为复旦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掀开了
新时代复旦师生接续奋斗、
再创辉煌的新篇章。
复旦人带着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
完成
“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跨越。红色基因是复
旦办学治校的鲜亮底色，
心
有所信是保证行稳致远的根
本原因，
培养
“宣言精神”
忠
实传人是永恒使命，
矢志拼
搏奋斗是新征程上的时代号
角。踏上新征程，
复旦人进
一步从回信中激发责任、
汲
取力量，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
以学习回信的新成效奏
响事业发展更强音。
6 月 30 日，复旦大学召开庆
建党 101 周年，复旦人带着总书
系、初心使命再擦亮，
回应时代所
绍 了《当 好 改 革 开 放 的 排 头 兵
之火”的一员，望大道而前行，践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暨学
记的殷殷嘱托，完成“两个一百
呼、真理之光再闪耀，
遵循使命所
——习近平上海足迹》的采写经
大道而献身，
辅大道而美其身，
做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两周
年”的历史跨越，经历了史无前
向、
新长征路再出发。
过和体会。他说，期待这本书成 “宣言精神”
的践行者、
传播者。
年座谈会，总结回顾两年来全校
例的疫情大考，在学思践悟中坚
为一部生动好读、深入可信的学
陈振新表示，在学习总书记
共同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
师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
习教材。
重要回信两周年的重要时刻配戴
记重要回信精神的收获体会、成
初心使命，坚持不懈培育“宣言
复旦大学“星火”党员志愿
“总书记的这封信，就是电
党员徽章，
意义深远。党徽在身，
果成效。
精神”忠实传人，矢志不渝朝着
服务队队长许亚云，原队长、上
影《望道》的创作缘起。”徐春萍
言明在党，
要在新长征的路上，
弘
校党委书记焦扬出席并讲 “第一个复旦”目标勇毅前行，凝
海市委办公厅选调生钱威丞，徐
代表电影《望道》剧组交流分享
扬红色基因，
倾力铸魂育人。
话，
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裘新、周亚
聚起服务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
子建，高渊，徐春萍，刘亚琴，
“星
创作过程中的感受，她说，希望
电影《望道》播撒信仰火种
明，
校党委副书记尹冬梅，
上海医
力量。过去两年，是笃学为先、 火”党员志愿服务队新队员、药 《望道》能成为一列信仰的列车
会上展示了电影《望道》预告
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军，
复
常学常新的两年，学习研讨入脑
学院 2020 级硕士生秦艳晖，
“ 小 “望道号”。
旦大学退休教授、陈望道之子陈
入心，理论宣讲有声有色，教育
火苗”代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今年 2 月，
总书记回信勉励武
片。据悉，
2021 年，
为进一步讲好
振新及夫人朱良玉，上海电影集
培训走深走实，理论研究厚积厚
学生彭枭瀚共聚一堂，重温习近
警上海市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
陈望道追寻真理的故事，引导更
团副总裁、电影《望道》监制徐春
植；是笃志为基、常思常得的两
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表达做
队全体官兵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
多人悟“真理之甘”、溯“信仰之
萍，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
《当
年，课程育人盐溶于水，实践育 《共产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的
育成果，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
源”，复旦大学联合上影集团、义
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
人 情 景 交 融 ，文 化 育 人 落 地 生
信心和决心。
卫士，对中队连续 20 多年在党的
乌市委共同筹拍电影《望道》。
上海足迹》主要参与人高渊，
武警
根；是笃行为要、常践常悟的两
许亚云表示，两年来，队员
一大会址义务讲解党的历史、传
电影《望道》聚焦陈望道翻译
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
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战
年，党的建设强引领，
“ 第一个复
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鼓励与鞭
播党的理论给予了肯定。徐子建
历程，生动刻画出 20 世纪 20 年代
士、兵哥说党史讲解员徐子建，
浙
旦”开新局，
抗疫斗争显担当。
策，就如何讲述望老追寻真理的
说，这封回信于中队全体官兵而
以陈望道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
江义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
焦扬强调，
两年来，
全校心中
故事、如何做好“宣言精神”的忠
言是巨大关怀、莫大荣光以及重
群像。影片以陈望道老校长的生
有清，浙江义乌陈望道故居讲解
所信更加坚定、行远脚步更加坚
实传人进行多方面探索和尝试， 大责任。
平事迹为线索，以“心有所信，方
团团长刘亚琴，复旦大学“星火” 实，
师生政治自觉、历史自觉、
“四
队伍建设学向深处、行向远处，
刘亚琴表示，作为望道故里
能行远”
为主题，
讲述了以陈望道
党员志愿服务队代表，
“ 小火苗” 个自信”
不断增强，
党建思政同向
锻造信念如磐，理论讲解守正创
的讲解员，向前来参观的党员群
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追寻真
代表，
校党委部门、望道研究院负
发力、事业发展再上台阶。我们
新、与时俱进，传播真理如矩，关
众讲述陈望道先生寻初心、建初
理、
坚守大道的青春故事。
责人，
陈振新、朱良玉所在支部的
深刻体会到，红色基因是复旦办
键时刻冲锋在前、带动有力，锤
心、守初心的故事，
与参观者一起
影片由侯咏导演，刘烨、胡
支部书记，
在校师生代表，
学校各
学治校的鲜亮底色，心有所信是
炼担当如铁。
学习望道精神，
感受《宣言》力量，
军、文咏珊、王锵等主演。创作过
分党委班子成员，
支部书记代表， 保证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因，培养
钱威丞对在浦东新区老港
讲解的过程既是展示的过程，更
程中，电影《望道》主创团队与陈
辅导员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望 “宣言精神”忠实传人是永恒使
镇大河村担任书记助理期间如
是不断坚定信仰的过程。
望道之子陈振新教授、陈望道学
道班同学，
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 命，矢志拼搏奋斗是新征程上的
何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打赢一场
秦艳晖表示，厚植信仰根基
生陈光磊教授等多次面对面交
义乌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望道
时代号角。
疫情防控战进行了介绍，在他看
是践行回信精神的基础，勇于冲
宣讲团志愿者等以线上线下相结
焦扬表示，踏上第二个百年
来，心有所信是沉淀持久的精神
锋在前是践行回信精神的标准， 流，深入挖掘真实人物性格和生
活细节，用珍贵的一手资料丰富
合的形式出席座谈会。会议由尹
新征程，要进一步从回信中激发
力量，技术创新是学思践悟的有
练就过硬本领是践行回信精神的
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将个人命运
冬梅主持。
责任、汲取力量，踔厉奋发、勇毅
效路径，为民初心是奋发有为的
依托，
将牢记初心使命，
发挥创新
融入宏大历史，令先驱者们如穿
前行，以学习回信的新成效奏响
力量来源。
力量，
继续奋斗，
继续实践。
汲取力量新长征路再出发
越历史般来到观众面前。
事业发展更强音。坚定心中所
围绕如何讲好生动故事、提
彭枭瀚表示，希望自己这颗
文 / 李斯嘉 摄 / 戚心茹
焦扬指出，从建党 99 周年到
信、学思践悟再深入，
勇担责任所
炼精准内涵，高渊代表编写组介 “小火苗”将来也能够成为“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