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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努力做好教育事业
努力做好教育事业”
”
复旦基础医学院“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倍感振奋

新进教职工聆听加入复旦大家庭“第一课”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微生物教学团队
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医学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活动。作
为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该教学团队聘请中
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担任教学
顾问，为青年教师作示范性教学并参加教学备课，指导课
程教学改革及改进有关教学方式，并通过言传身教指导教
学团队的教师去点燃学生心中理想的火种。

9 月 9 日上午，首批“全国高
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复旦
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微
生物教学团队（以下简称“教学团
队”
）教学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
得知了总书记回信的消息，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
“教师节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能给我们发来回信，
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全程育人、
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教学团队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教学团队重视
教育教学研究，要求教授必须面

在历史方位中明确使命
面向建党百年之际走进学
校开启人生新征程的复旦人，焦
扬从“时间”讲起，从大历史的视
角带领大家认识所处的历史方
位和时代坐标，引导大家将自己
置身人类文明进步、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高等教育与学校建设的
大格局中，理解自己所从事的教
育事业、理解教师这个身份，明

确新时代复旦教师所承担的重
要使命。
焦扬说，进入新征程，复旦
就是要真正建成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代表国家站在全球教
育科技竞争前列。
“身逢盛世，这
是我们这一代复旦教师责无旁
贷的历史使命。”

何接好历史的接力棒，更好服务
“ 国 之 大 者 ”、把 个 人 融 入 大 时
代。
复旦教师如何时刻把立德
树人、教书育人的责任和使命记
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
上？焦扬强调了三个方面——
深耕课堂教学，在价值传播中凝
聚知识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强调
价值引领；履行导师职责，协调
在璀璨星光下赓续传统
好创新带头人和学生引路人的
“正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教
不同角色，善于通过言传身教激
师始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奋
励学生投入创新的积极性，充分
力 拼 搏 ，复 旦 才 成 为 今 日 之 复
依靠培养单位，形成育人合力；
旦。”焦扬深情地说，不管身处哪
关心关爱学生，多从第一课堂走
个时代，不管耕耘哪个领域，复
进第二课堂，延伸课堂教学，在
旦教师始终传承着相同的基因， 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中、在解疑释
弘扬着共同的传统：许党报国、 惑中实现价值引领。从事党政
矢志奋斗，
始终把党和国家利益、 管理工作的教师，也要努力践行
人民需要放在首位；
立德树人、
潜
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心育人，始终把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坚
在崭新征程中书写未来
持真理、
追求卓越，
始终以永争第
一的精神开辟学术新境界；学高
最后，焦扬寄语大家：坚定
为师、
身正为范，
始终以高尚师德
理想信念、弘扬高尚师德，发扬
师风引领学生成长成才。
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潜心
立德树人、勇攀科学高峰，以赤
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
在广阔天地间奋发有为
身教育强国、创新强国事业，不
“高校的中心工作是教书育
断 收 获 事 业 成 就 感 、价 值 实 现
人，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焦扬
感、职业尊荣感和复旦认同感，
强调，每位教职员工都要深刻认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识到，在高校讲“国之大者”，首
新征程上共同谱写复旦腾飞发
要是为党和国家培养高质量人
展的新篇章。
才；每位年轻同事都应思考，如
文 / 李沁园 汪祯仪

复旦大学2021年学生军训圆满完成
本报讯 9 月 8 日,为期 14 天的学生军训迎来
“收官之日”，复旦大学 2021 年学生军训汇报大
会在邯郸校区南区体育场举行。6700 余名参训学
生进行了军训汇演，包括分列式汇报表演、军体拳
汇报表演等。
承训部队首长，校党委书记焦扬，校党委副书
记、军训团政委尹冬梅，校党委常委、上海医学院

新闻

谈及总书记的回信，闻玉梅
表示，作为教师应该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而高校正是培育人才
的重要基地。我们要不负总书记
的期望，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
一 起 来 ，当 好 学 生 成 长 的 引 路
人。
“复旦大学着力培养的是在医
学上能够为人民健康服务，能够
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具有人文
精神的医学人才。”闻玉梅强调，
“今后，教学团队要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努力做好教育事业，这样才
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今年已 88 岁高龄的闻玉梅
仍始终心系教育教学工作，就在
得知总书记回信消息之前，闻玉
梅正在办公室和基础医学院的教
师探讨医学生教育的话题。适逢
教师节前夕，基础医学院党委书
记许晓茵等代表学院向闻玉梅送
来了鲜花和祝福。当听到今年复
旦基础医学学科招生规模大幅提
升时，闻玉梅连连感叹“真是教师
节收到的一个好消息！”闻玉梅表
示，
“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
选择了医学，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把
他们教好！需要的时候，
我还会站
上本科生的讲台，
给他们上课！
”
作为教学团队的教学顾问，
闻玉梅在教学过程中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教书和育人相
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
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
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
德立学、以德立教，模范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品德高尚，淡泊
名利，为人师表，
广受师生好评。

对本科生的教学和教育，将科研
的理念融合到教学中，提高教学
质量。教师们将在教育思想、内
容、方法等方面取得创造性成果
广泛应用于教学过程，不断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教学团队中不乏
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教授，他们
均为本科生上课，且年平均学时
数在 60 学时以上。
教学团队骨干成员同时也是
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
验室研究人员，
他们围绕持续感染
性疾病及新发传染病的临床突出
问题，开展应用基础研究，致力于
将研究成果用于解决临床问题。
教学团队成员还利用自己的
科研优势，以科研带动教学，把在
科研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带到课
堂，把科研中获得的新知识及科
研新成果及时融入到教学中去，
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提高了课
程教学质量。同时，科学研究也
使教师更充分地掌握学科发展前
沿，给学生以前沿的引导。鼓励
学生走进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
通过亲临其境的科研体验，培养
有创造力和发展观的人才。
在社会服务方面，教学团队
成员利用自身的科研及教学优
势，积极参与复旦大学对口支援
河西学院、支援大理学院的教科
研活动。在对口支援平台上，病
原生物学系专家学者联合国内外
知名学者把学术研究的领域和目
光投向张掖，投向大理，联合开展
学术考察和学术研究，为国家和
政府建设建言献策。同时，教学
团队的教授和青年教师利用学科
特长积极参与上海市或国家卫健
委组织的科普宣传，或到社区进
行与医学微生物学和病毒学相关
知识的普及和教育。
教学团队还注重青年教师的
培养，聘请闻玉梅院士担任教学
顾问，为青年教师作示范性教学
并参加教学备课，指导课程教学
改革及改进有关教学方式。通过
培养、交流学习机会，教学团队给
青年教师确立明确的职业规划和
事业目标，拓宽青年教师的视野，
提高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
能力，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课
程教学、探索教学改革，为青年教
师专业发展搭建通畅平台，整体
提升教师教学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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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上午，2021 年复旦大
学新教职工、博士后岗前培训开
班，校党委书记焦扬带来培训第
一讲。900 余名新教职工和博士
后在各校区，通过线上线下共同
聆听了这堂课。
立足当下，教育事业面临什
么样的时代机遇，成为一名教育
工作者意味着什么？回首过往，
复旦大学这所百年名校的光荣
传统、复旦教师的精神底蕴从何
而来？面向未来，新一代复旦教
师怎样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开创
新辉煌？作为党委书记，同时也
作为一名复旦教师、作为同事，
焦扬在课堂伊始即点明三个问
题，并在这堂以“投身教育强国
伟业，做新时代的大先生”为题
的历史方位课、初心使命课、校
史校情课上，与大家交流“职业
感”与“事业感”，带领大家探索
答题之道、凝聚育人共识、砥砺
奋斗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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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军训团副政委徐军，以及武
装部、学工部、医学学工部、总务处相关负责人出
席汇报大会。
当天，焦扬会见了承训部队首长，感谢部队在
任务特别紧张繁忙的阶段，
精心挑选骨干官兵来到
复旦完成承训任务，
并特别感谢各位承训教官为学
生成长所付出的努力。
文 / 赵天润 摄 / 成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