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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座谈会暨钟扬纪念室揭幕仪式举行

弘扬高尚师德 践行育人使命 传承种子精神
复旦与上海风雨同行，书写了大城名校佳话

■ 任友群（右一）、
李昕（左一）参观钟扬纪念室

复旦大学建立钟扬纪念室，既是重温缅怀，也是鞭策激励，更是弘扬传承，对于激励和
引导广大教师深入践行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本报讯 9 月 30 日，复旦大学
“弘扬高尚师德，践行育人使命”
学习贯彻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
精神座谈会暨钟扬纪念室揭幕仪
式举行。钟扬纪念室位于复旦大
学江湾校区生命科学学院大楼。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教
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上
海市教卫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
主任李昕，
钟扬同志夫人、
同济大
学教授张晓艳出席活动并共同为
钟扬纪念室揭幕。参与钟扬先进
事迹宣传报道、艺术创作的相关
同志，钟扬生前同事、学生，复旦
大学各院系教师代表等 30 人参加
现场活动。兄弟高校教师约 200
人以视频会议方式在线参加了座
谈会。揭幕仪式由复旦大学党委
副书记许征主持。
“三年来，
我们无时无刻不怀

念钟扬同志！无时无刻不受到钟
扬同志种子精神的感召和激励！
”
焦扬在致辞中说，
三年来，
学校持
续宣传钟扬先进事迹，种子精神
落地生根、
催人奋进；
持续学习钟
扬崇高精神，一批批“钟扬式”好
党员、好老师、好团队不断涌现、
接续奋斗；持续推进钟扬未竟事
业，
立德树人初心不改、
服务国家
使命不忘。
焦扬表示，要以总书记教师
节重要寄语精神为指引，进一步
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
风建设，
以钟扬同志为榜样，
激励
全校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
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
命，积极探索、锐意创新，不断提
升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复旦大学建立钟扬纪念室，
既是重温缅怀，
也是鞭策激励，
更
是弘扬传承，对于激励和引导广
大教师深入践行总书记教师节重
要寄语精神，争做新时代‘四有’
好老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任
友群表示，钟扬身上所展现的为
人为学为师的崇高品质，是广大
教师立德树人的精神写照。
李昕表示，
上海市教卫党委、
市教委将坚决 贯 彻 落 实 总 书 记
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按照“四
有”好老师的标准，不断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书育人
本领，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
良好风尚，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
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让
更多像钟扬一样优秀的教师不
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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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副部长汤涛一行调研复旦大学

多维度深入研讨推进专技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本报讯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带队调研复
旦大学，
并召开座谈会，
就专业技
术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职称评审
工作、博士后工作相关情况听取
工作思路和主要做法，分析重点
难点，
探讨应对措施，
力促专技人
才队伍建设顺利推进。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校
长许宁生，人社部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司司长鲁士海、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司副司长刘冬梅，教育部
人 事 司 副 司 长 、一 级 巡 视 员 吕
杰，上海市人社局局长赵永峰、
副局长余成斌，复旦大学党委副
书记、副校长周亚明，教授代表
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活动。
汤涛一行首先参观了《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
在志愿者的讲解
下重温望老“柴屋勤译”
“ 真理味
道”
的故事，
领略《共产党宣言》作
为“信仰之源”
在革命先驱探索救
国道路中的重大作用，感受上海
红色起源地的精神与传承。
随后，
汤涛一行抵达智库楼，
听取复旦大学加强智库建设、提
升咨政育人能力情况汇报，现场
观摩长三角城市消费活力指数系
统展示。汤涛表示，智库成果展
的参访令他备受启发，复旦智库
研究的很多领域，
如人口问题、
社
会问题、老龄化问题等都与国家
战略、
社会保障工作紧密关联，
加
强与学校的交流势在必行。
座谈会上，许宁生介绍了复
旦大学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思
路、
重要举措和积极成效，
表达了

学校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上海发
展建设，
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坚持引育并举、深化人事制度改
革的决心。周亚明汇报了学校专
技人才队伍基本情况，职称评审
工作和博士后工作的特色做法和
努力方向。座谈会就专业技术人
才队伍建设、博士后队伍建设等
工作开展了深入的交流。
汤涛充分肯定了复旦大学在
职称制度改革、博士后制度改革
等方面所做的探索与努力，并指
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任
务重、
难度大，
深化人才体制机制
改革、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至
关重要。他希望复旦大学进一步
深化人事人才制度改革，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
“复旦经验”
。
文 / 杨晔

（上接第 1 版）“不忘立德树
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使命，这是复旦大学 115 年校
史中始终贯穿的关键词。”周晔
讲述。龚正仔细聆听，并不时就
一些问题进行了询问。
随后，市领导来到复旦智库
楼，察看成果展和城市消费活力
指数系统演示，对研究成果给予
肯定。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在
汇报中介绍了复旦智库的体系
架构、历史沿革和取得的成绩。
希望在上海城市建设的各个方
面，继续发挥复旦大学文理医工
的 决 策 咨 询 优 势 ，为 上 海 出 真
招、出实招。
智库楼现场，复旦大学社会
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张
伊娜介绍了上海市城市消费活
力指数系统。上海消费趋势正
在如何变化？各商圈都有哪些
特点？通过大数据系统，都可以
进行分析。
接着，
龚正来到逸夫科技楼，
与复旦大学校领导班子座谈。副
市长陈群，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
扬、
校长许宁生参加调研。
焦扬汇报了学校基本情
况。长期以来，复旦正是在服务
上海服务国家中实现了自身发
展。当前，学校正深化“三全育
人 ”综 合 改 革 ，加 快 推 进“ 双 一
流”建设，努力代表上海参与全
球高等教育合作竞争，为上海培

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助力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许宁生介绍了学校在十三
五期间的主要成绩，指出这些成
绩的取得都与上海的大力支持
密不可分。在十四五规划编制方
面，
复旦已有一些基本思路，
希望
市里能进一步指导。围绕“一流
育人质量、
一流学术成果、
一流社
会贡献”的目标，学校不断努力，
整体办学实力持续提升，正以奋
发图强的姿态再出发。
在座谈会上，龚正说，复旦
大学建校 115 周年，始终与上海
这座城市相互支持、共同奋斗，
已经成为上海的一张金名片。
希望复旦继续坚持立德树人，在
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关键
课程建设上持续下功夫。希望
复旦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加强与
上海服务国家战略、与上海重点
产业和重点区域发展需求的对
接 ，围 绕 主 干 学 科 强 化 办 学 特
色，以一流师资支撑教学和科研
水平持续提升。希望复旦继续
助力城市文化建设，为上海提供
更加丰厚的文化滋养。
龚正指出，上海市委、市政
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复旦大
学改革发展，继续在师资建设、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
等方面提供更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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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实践与探索示范培训班在复旦开班
（上接第 1 版）翁铁慧强调，
推
进“三全育人”已成为新时代高校
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和育人导向的
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一是准确
把握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的
主要目标，二是综合实施推进“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的有效方法，三
是全力加强推进“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的关键保障。
陈群表示，在教育部“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试点布局中，上海是
首批试点地区，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是首批试点高校。目前，
上海高
校“三全育人”试点已形成四大特
点。一是建立市级层面的统筹协
调机制，二是形成“三圈三全十育
人”圈层育人格局，三是探索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路径，
四是做强
高校课程思政和中小学学科德育。
焦扬表示，
复旦大学将对标中
央和教育部要求，
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时代特征、复旦特点的高校思
政工作体系，
为
“双一流”
建设提供
坚强保证。同时，在教育部领导
下，
进一步加强与兄弟高校交流合
作，共同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上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培训班上，上海市、安徽省作
为试点省（区、
市）代表，
复旦大学、
海南大学、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作为
试点高校代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作为试点院系代表作交流发
言，
汇报
“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推进情况、
前期成果。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许征介
绍了学校自入选“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试点单位以来，系统布局、全
面推进、保障落实，扎实开展的各
项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着力重点
攻坚；育人先育己，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创新活动载体，营造“三全
育 人 ”浓 厚 氛 围 ；增 强“ 四 个 自
信”，用好社会实践大课堂；贯穿
理想信念主线，发挥红色文化育
人力量。她表示，学校将继续对
标对表中央、教育部和上海市的
部署要求，全面跑出复旦大学“三
全育人”的“加速度”，交出试点验
收的满意答卷。
培训班由教育部思政司主办，
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
（复旦大学）承办，
以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班开始前，
现场学员们参观了复旦大学
“三全
育人”
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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