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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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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宁生为全校机关部处党员代表上主题党课

以“三新一高”为引领，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今天校长的党课，带我
们重温了一次学校的发展史，对
复旦的红色基因有了更深刻更
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复旦能取
得今天的地位和国内外影响力，
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科研院院长武利民说，展望
未来，校长因应新形势，对学校
的科研提出“一大六重”的发展
思路，一大是指大格局、六重是
指重大科技工作安排、重大研究
领域、重点领域创新、重大成果、
重大团队和人才培养、重大机制
创新。科研是学校“双一流”学
科建设和高水平学术人才培养

的主要支撑力量，要动员全校力
量，要尽快补足短板、继续增强
优势，形成复旦的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将复旦原创性的科研成果
转化成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
术，为党分忧、为国尽责。

“许校长结合复旦大学发展
历程的四个阶段，阐述了复旦大
学的发展与国家的使命、民族的
兴旺以及党的事业是紧紧联系
在一起的，从复旦大学发展历程
可以看到使命担当、创新引领、
红色基因的复旦特质。”聆听党
课后，教务处处长蒋最敏表示，
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旦大

学要站在历史发展新时代的角
度，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勇于担
当国家使命，在人才培养、师资
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
等方面，特别是未来顶尖人才培
养和未来科学领袖师资队伍建
设方面找差别，抓落实，加快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为实现
2035年我国成为教育强国、人
才强国、科技强国的远景目标作
出复旦大学应有的贡献。

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表
示，在建党百年的七一前夕认真
聆听许校长党课，进一步加深了
对高层次人才培养重要性的认

识，更增强了深化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的信心。研究生教育在
国家层面处在建设科技强国、教
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交汇
点上，在学校层面与学科、科研
和人才队伍建设互相支撑，事关
重大。要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
略，主动服务学校“双一流”建
设，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改
革招生方式，吸引选拔更优质生
源。在学校党政的正确领导和
大力支持下，砥砺奋进再出发，
让研究生教育跃上新的台阶，培
养出更多的创新型拔尖人才。

文/李斯嘉摄/成 钊

通过梳理百年发展历程，许宁生对复旦特质进行了总结——使命担当、创新引领、红色基因

复旦和上医各自创校

教育救国、民族自强、为民

服务成为复旦人和上医人

的共同追求

一个又一个学科在复旦相

继诞生、崛起

一批又一批复旦人不惧艰

辛、科学救国

复旦人站在社会变革和进

步运动的前列，共同迎来

新中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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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
助力立国

1952 年院系调整，推动复

旦成为人才高地，奠定发

展格局

积极探索建设新兴学科，

从在科技创新上创造多个

“中国第一”

领先开启国际交流合作，

开拓进取，敢争第一

追求卓越
改革开放

开启迈向世界一流的征程

90年代首次提出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

2017年正式入选教育部首

批“双一流”建设高校

引领卓越
挺进前列

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前夕，在邯郸校区逸夫

科技楼，校长许宁生为全校机关

部处党员代表上了一堂主题党

课。

在这堂党课中，他梳理了复

旦大学发展轨迹，总结了复旦大

学特质特色，并以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为引领，从加快“十

四五”规划建设的紧迫性切入，

指出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以

“三新一高”为指引，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统

一思想、形成合力，加快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

百年来，复旦大学如何走来？

使命担当、创新引领、红色基因

1905 年，为实现教育救国

理想，马相伯创立复旦公学；

1927 年，为实现“为人群服务”

誓言，颜福庆成立上海医学院。

历经百年奋斗，如今，按照“十四

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

要求，复旦大学正努力向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迈进。

迈向前列的百年征程中，复

旦大学究竟如何走来？许宁生

以“峥嵘岁月、教育救国”“艰苦

奋斗、助力立国”“追求卓越、改

革开放”“引领卓越、挺进前列”

四阶段为线索，向在场的各位描

绘了复旦大学百年发展轨迹。

1905年至1949年这段峥嵘

岁月中，马相伯老校长和颜福

庆老校长各自创校，从此，教育

救国、民族自强、为民服务成为

复旦人和上医人的共同追求；

陈望道老校长首译《共产党宣

言》中文全译本，为复旦大学种

下红色基因，由此，“复旦大学

不仅为教育救国而努力，更为

共产主义而奋斗”；李登辉老校

长提出复旦精神的内涵，至此，

“团结、服务、牺牲”精神代代相

传，成为红色基因的具体诠释；

期间，一个又一个学科在复旦

相继诞生、崛起，一批又一批复

旦人不惧艰辛、科学救国……

复旦人站在社会变革和进步运

动的前列，共同迎来新中国的

成立。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党

中央的领导下，全体复旦人艰

苦奋斗、助力立国。1952年，一

批大师随院系调整云集复旦，

推动复旦成为人才高地，奠定

日后发展格局。此后，从“向科

学进军”，到积极探索建设新兴

学科，从在科技创新上创造多

个“中国第一”，到领先开启国

际交流合作，复旦大学不断开

拓进取，敢争第一；从中国的

“半导体之母”谢希德，到“我听

党的话，灯听我的话”的蔡祖

泉，从为祖国制造原子弹的李

郁芬，到响应号召“一定要消灭

血吸虫病”的苏德隆，到主持编

纂《英汉大词典》的陆谷孙，复

旦 人 始 终 勇 立 潮 头 、担 当 使

命。通过不懈奋斗，复旦大学

逐渐走向前列，走向世界。

1992 年起，复旦大学开启

追求卓越、迈向世界一流的征

程。从90年代首次提出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到 2017 年正式入

选教育部首批“双一流”建设高

校，通过一根时间轴和一个个里

程碑，许宁生向大家直观展示了

这段光荣轨迹。

通过梳理百年发展历程，许

宁生对复旦特质进行了总结

——使命担当、创新引领、红色

基因，并对其做了诠释：“创新引

领与使命担当相结合，要求我们

必须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红色

基因贯穿其中，成为复旦人灵魂

和血液中最根本的要素。如此

特质所承载的复旦大学，发展大

方向就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为了人类文明进步！

这条轨迹早已成型，从未改变！”

未来，复旦大学将往何处去？

引领卓越，挺进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如今，复旦大学是中国高

等教育的中流砥柱，是国家发展

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许宁生表示，2014年起，复

旦大学正式迈向引领卓越、挺进

前列的新征程。他带领大家回

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复旦大学

提出的新要求，指出学校要以世

界顶尖大学的最好标准，建设

“第一个复旦”；要对标建成教育

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的

2035 年远景目标，加快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要落实总书记在清

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敢于担当、善于作为；要不负总

书记寄予的厚望，传承红色基

因，发挥复旦特质；要落实总书

记交给复旦的特定任务，推进匈

牙利校区建设。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一

百年，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复旦

大学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复旦

人始终坚守与国家民族命运与

共的初心不改，追求真理、追求

光明的使命历久弥新！”

许宁生强调，面向2035年，

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学校工

作的全面领导，在育人、师资、学

科、科研等方面突出建设重点，

育人上培养一批未来顶尖人才，

师资上引育一流青年才俊、未来

科学领袖，学科上建立行之有效

的发展机制，科研上布局“一大

六重”，要在最重要学科领域布

点、在最前沿学术领域开拓、争

取作出最突出的贡献和以最佳

状态持续稳定奉献文明进步，以

强烈的紧迫感，为加快迈向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继续奋

斗。

与会人员热议

在最重要学科领域布点

在最前沿学术领域开拓

加快迈向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前列

峥嵘岁月
教育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