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党建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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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 日，复旦大学党建
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第一届“新时代依
规治党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学术研
讨会在我校举行。校党委书记焦扬，中
组部党建所原所长、中纪委驻中国科
学院纪检组原组长王庭大为党建研究
院揭牌。校党委副书记尹冬梅在揭牌
仪式上致辞。
揭牌仪式后，第一届“新时代依规
治党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学术研讨
会召开。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原副会

长、中央党校党建部原主任卢先福，王
庭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政党研究中
心主任周淑真，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
部长、市党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小
敏，我校特聘教授、党建研究院院长刘
红凛等专家作主题演讲。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
院所的 80 余名党建专家凝学聚智，纷
纷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推进依
规治党助力献策。
文 /宗和

我校召开 2019 年教师社会实践交流座谈会

结合
“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提升教师社会实践能级
本报讯 11 月 6 日下午，我
校 2019 年教师社会实践交流座
谈会召开。校党委书记焦扬出席
座谈会并讲话。她希望全校充分
认识教师社会实践的重大意义，
结合“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不断
提升教师社会实践能级，鼓励广
大教师以社会实践助力个人成长
发展。
“今天的交流活动别开生面，
我很有收获。”
焦扬对老师们在实
践中的所学、
所思、
所获表示充分
肯定。
“要充分认识教师社会实践
的重大意义。”焦扬表示，开展社
会实践，
是广大教师熟悉国情、坚
定“四个自信”的必然要求，是广
大教师提升育德意识和育人能力
的有效途径，是广大教师服务国
家战略和地方发展的重要载体。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教师社会实
程、
滋养学生。”
焦扬总结认为，
教
践，把教师社会实践作为学校深
师在参加社会实践过程中实现了
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加强教 “四个转变”
：
“ 一是身份转变，从
师思政工作的重要举措。
教学者变成学习者，从理论研究
焦扬指出，要在“三全育人” 者变成实践工作者；二是场景转
的大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对教师
变，从教学楼转到改革开放的第
社会实践的组织管理，
把
“实践立
一线；三是情感转变，亲身感受、
行”
作为强师行动的重要抓手，拓
亲眼见证、
身临其境，
更能激发对
展资源、丰富载体、完善机制、深
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真情实感；
化内涵、
提升能级。学校将完善实
四是作风转变，
放下大学教授、
科
践育人机制，把教师实践与学生
学家的身份，走进基层、走进一
实践结合起来，从制度上鼓励师
线，
向实践学习、
向群众学习。”
焦
生联合组队、支持教师指导学生
扬表示，
这
“四个转变”日用不察、
实践，提升实践育人的针对性和
润物无声，最终带来的一定是教
有效性，更好发挥社会实践在育
师思想的转变、
眼界的提升、
教学
人育师中的重要作用。
科研水平的提高。
“深入实践一线，
我们能汲取
“复旦的老师们要更多行走
到最真实、
最质朴的养分，用以滋
在祖国大地上，感受新时代的强
养心灵、滋养灵魂，也能滋养课
劲脉搏，汲取奋斗前行的信心和

全球校友共聚蓉城
共谱
“高质量发展”
新曲
本报讯 11 月 1 日至 3 日，由
复旦大学校友会、
上海医科大学校
友会主办，
四川省复旦大学校友会
承办的第十六届复旦大学世界校
友联谊会暨高质量发展成都峰会
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全球 8 个国
家、国内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校友，
45 家各地校友会的负责人，
33 家校
内院系、
部处及附属单位的代表与
四川省政商学界代表共计 800 余
人汇聚蓉城，
共绘
“治蜀兴川”
蓝图，
共谱
“高质量发展”
新曲。
11 月 2 日，开幕式暨峰会举
行，
四川省原省长蒋巨峰校友，
四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壮校友，
四
川省副省长杨兴平，
上海市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原上海对口援
建都江堰市灾后重建指挥部总指
挥薛潮，
四川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委员朱以庄校友，
四川大学原常务
副校长李光宪校友，
四川师范大学
校长汪明义校友，
成都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刘兴军，
成都市温江区委
副书记、
区长马烈红，
马相伯老校长
玄孙马天若等嘉宾应邀出席。常务
副校长、
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
校
党委副书记、
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许征，
复旦大学校友会
副会长张一华、
徐明稚、
赵定理、
王
学亮、
姜文奇、
蒲祖辉、
李曦萌、
周维
明、
夏海鸥、
卢大儒，
上海医科大学
校友会副会长程刚等学校及校友
会领导出席。大会现场最年长校友

为 1940 级社会学系 101 岁高龄的
于学贞校友。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
行院长钱军教授，
中科院院士、
军事
医学研究院研究员贺福初校友，
清
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我校
校董朱民校友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开幕式前夕各地校友会会长
会议暨第十六届复旦大学世界校友
联谊会预备会议举行。
11 月 2 日至 3 日，
生物医药峰
会、
国际金融分会、
全生命周期健康
管理分会、
校友公益分会等四场主
题分会举行，
包括金力、
杨薇、贺福
初、
赵国屏等 4 位中外院士在内，
共
75 人次嘉宾发表了主题报告或参
与研讨。
11 月 3 日下午，
“复旦校友走
进都江堰活动”
举行。薛潮、
许征率
领参会代表共 200 余人重访上海
援建都江堰故地，感悟初心使命；
部分专家出席都江堰高质量发展
专题研讨会，与都江堰市各部门代
表深入交流，
共话“后援建”时代的
发展战略。
11 月 3 日，
复旦大学校友会第
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第十六届
世联会闭幕式举行，
会议听取并审
议了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和财务报告，
并向近年来鼎力支持
母校招生、
学生培养、
毕业生基层就
业、
院系工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
作的地方校友会致谢并颁发感谢
状。
文 / 宗和

力量。”
焦扬希望，
参加实践的教
师能把实践成果深化为坚定的理
想信念，转化为鲜活的教学科研
内容，
内化为育人的行动自觉，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爱岗奉献、敬
业乐群，成为能够真正传道授业
解惑的‘人师’
，真正肩负起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
史重任。
校党委副书记许征主持座谈
会。各二级党组织书记、副书记，
各相关部处负责人，2019 年教师
社会实践项目参与教师代表等
100 人出席大会。
文 / 魏羽彤
导读：
2019 年教师社会
实践交流座谈会教师代表发
言摘要
4、
5 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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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博保驾护航 复旦人在行动
11 月 5 日至 10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在上
海举行，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家企业参展。复旦人
以不同身份参与其中，
贡献力量。

为进博会保驾护航，附属
中山医院、
附属华山医院、附属
妇产科医院、
附属儿科医院、
附
属华东医院、附属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
院、附属闵行医院等 8 家我校
附属医院是本届盛会指定医疗
保障定点机构。
文 / 陈琳

我校成立文物保护创新研究院
本报讯 11 月 12 日，我校文
物保护创新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文
物保护创新高峰论坛在我校举
行。在文化部原副部长、
国家图书
馆原馆长周和平，国家图书馆理
事会理事长、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我校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荣誉院
长韩永进，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
务司巡视员陈彬斌和中国科学院
院士、我校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院长杨玉良的见证下，校党委副
书记尹冬梅和国家图书馆馆长饶
权为文物保护创新研究院揭牌。
文物保护创新研究院与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上海市档案局（馆）共
建研究和实践基地也揭牌成立。
文 / 宗和

我校“系统生物学研究设施的
环境模拟舱关键技术平台建
设”项目立项
本报讯 近日，上海推进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发文，我校
“系统生物学研究设施的环境模
拟舱关键技术平台建设”项目立
项。
“系统生物学研究设施”已作
为前沿方向之一，列入国务院印
发的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 年）
》；
2018 年初，我校牵头提出的“系
统生物学研究设施”被列入教育
部高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十四
五”
培育项目。
本次立项项目将根据“系统
生物学研究设施”的整体设计，开
展设施三大功能模块之一“环境
模拟单元”的预研，为全面推动
“系统生物学研究设施”的顺利实
施提供预研参数，也为申报“十四
五”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打下基础。
文 / 董玲玲

上海市 2019 留学生中国诗文
诵读大会展演活动在我校举行

从 1067 位报名者中选拔出的 105 位复旦“小叶子”分两批参
与到了第二届进博会的志愿服务中，其中包括本科生 64 人，硕士
研究生 38 人，博士研究生 2 人，
12 人曾在首届进博会中担任志
愿者。据团委介绍，
在本届进博会中，我校志愿者主要负责综合联
络、
嘉宾接待等工作。
文 / 何叶

本报讯 11 月 10 日，
“隽永诗
文，友谊之歌”
——
—上海市 2019
年留学生中国诗文诵读大会展演
活动在我校举行。我校选送的《我
爱你，中国》获得最佳表演奖、节
目《再别康桥》获得最佳创意奖。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语委、上海市
教委、
杨浦区人民政府主办，由我
校承办。
文 / 刘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