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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担当国家使命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五方共同签署《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究院合作协议》

《数学模型》在线第一讲

院士写万字导言，授课阵容强大

校园新闻

本报讯 4 月 30 日，复旦大

学、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州市

人民政府、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中国联和健康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五方齐聚羊

城，共同签署《共建粤港澳大湾

区精准医学研究院合作协议》。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广州市委书

记张硕辅、广东省副省长覃伟

中、中国联和健康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国华，复旦大学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宁生，复

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金力，以及相关领导、部门

负责人出席了签约仪式。

许 宁 生 在 签 约 仪 式 上 致

辞。他表示，为积极响应和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加

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落实重要

科研机构在大湾区布局，复旦大

学携手广东共建粤港澳精准医

学研究院。这是学校发挥综合

性研究型大学优势，勇担国家使

命，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

略部署。这也是广东省广州市

大力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打

造精准医学“生态圈”和广纳全

球科技创新要素的重要举措。

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

究院是复旦大学和广东省相关

单位共同支持建设的新型研发

机构。该研究院将整合复旦大

学和粤港澳地区生命健康相关

研究机构和产业机构优质资源，

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着

力提升校地合作对区域创新体

系建设和高校“双一流”建设的

促进作用。该研究院将聚焦精

准医学前沿领域开展相关基础

研究、技术研发、应用基础研究

和成果转化，产生突破性原创成

果和关键共性技术，汇聚全球顶

尖创新人才和科技成果，提供全

方位创新服务，培育生物医药产

业新生态和新业态，形成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精准医学创新与产

业化体系，促进生物医药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形成国际一流的精

准医学产业集群，合力打造全球

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

策源地。

（上接第 1 版）谈及青年的力量，
她不无感慨地表示：“如果说‘80
后’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用抗震
表现为自己‘正名’，那么‘90后’
就在这次抗疫中用行动证明了
自己……他们在这场重大考验
中积累智慧、施展才华、强健筋
骨、增长才干、磨砺心志、锻造品
格，不断成长为党和人民需要的
栋梁之才。”

勇担重任，交出合格答卷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
大战、一场大考。复旦人齐心协
力交出无愧于国家、人民和时代
的合格答卷！”课上，焦扬邀请援
鄂医疗队“女帅”李圣青教授、科
研攻关师生代表应天雷教授、

“小鹅旦”志愿服务代表董雨珊
三位师生作为“课代表”导读“试
卷”精义。

听取了三位“课代表”的导
读，回顾了历时三个多月的战

“疫”大考，焦扬从四个方面带领
复旦青年“评卷”。

“这是巩固学校、维护国家
的三个月！”焦扬表示，1月22日，
学校打响抗疫阻击战，建立疫情
防控指挥体系，小年夜布防，年
初二全面布署，三个多月连续奋
战，全力防护校园安全，全力守
护师生健康，注重党建思政转型

引领，充分发挥学校党委、院系
党组织和基层党支部“三线联
动”的机制优势，落实党的领导、
防控网络、政治引领、力量资源、
关心关爱五个到一线的工作原
则，第一时间发出通知，要求各
级党组织和党团员发挥战斗堡
垒、先锋模范作用。一系列努力
换来的战果是，截至目前，中国
境内的师生没有一例确诊或疑
似病例。

“这是白衣执甲、大爱无疆
的三个月！”焦扬说，疫情发生
后，复旦白衣战士逆行出征、冲
锋陷阵，为打赢武汉保卫战、湖
北保卫战作出重大贡献；附属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儿科医院作为
市级定点医院，承担了上海全部
确诊患者的治疗任务；各附属医
院承担大量发热门急诊工作，数
以千万计的医护人员守护着城
市安全和人民健康。面对幻灯
片上一个个疲惫而坚定的身影、
一张张平凡而坚毅的面孔，一封
封动情而坚决的请战书，她号召
全校向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学习，
学习他们信念坚定、顾全大局的
政治品质，大爱无疆、心系人民
的敬业精神，迎难而上、奋勇争
先的责任担当，知重负重、敢打
敢拼的过硬作风。

战胜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
于后方的复旦人而言，这也是科

技报国、咨政启民的三个月。焦
扬介绍，疫情就是集结令，复旦
科研团队尽锐出战、快马加鞭，
以医科、生命科学为主体，组织
了20余支科研攻坚团队，启动了
50 余项应急性和原创性攻关项
目，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相关
学科主动参战、分秒必争，11 天
开发出新冠肺炎 AI 辅助诊断关
键技术，不到三周开发出消毒机
器人第一代样机，16个小时开发
出口罩预约配售系统，其中不乏
青年学生的身影；复旦智库学者
咨政启民、高度自觉，服务中央
决策，研究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之
策，传播共同抗疫、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性声音，传播防控
知识、成为百姓熟悉信赖的“科
普明星”……

“这是恢廓学风、好学笃行
的三个月！”焦扬表示，3 月 2 日
起，学校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网络
教学，做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
在特殊时期坚持了复旦笃志、笃
学、笃行的优良学风。老师们付
出巨大努力，保证教学质量，以
此为契机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教学改革；同学们积极调整
自己，适应“宅家”学习，每周平
均学习50小时以上；青年人投身

“战疫”服务，坚持知行合一，全
校共有2363名学生主动请缨，力
所能及地开展各种志愿服务。

在战“疫”上半场，在这场闭
卷大考中，复旦人交出了合格答
卷，其中青年人也勇担重任，通
过了考试，焦扬不无欣慰地表
示，复旦青年与祖国同行、与时
代同行，像一粒粒种子，在报国
服务的实践中，让责任生根、让
理想发芽，让使命担当在祖国大
地上茁壮成长！

爱国力行，绽放青春之花

“山河无恙，重逢可期，草木
茵茵的校园期待着书声朗朗。
毕业年级的同学们踏上了返校
旅途，同学们重返校园，这对学
校和大家都意味着新的开始。”
在战疫“下半场”，面对常态化
防疫新阶段，复旦青年应该怎
么做？

“坚定理想，信念如磐”“顾全
大局，自律自强”“砥砺惜时，学会
担当”“报国力行，拼搏奋斗”，在
团课的第三部分，焦扬向复旦青
年赠送四句、三十二字箴言。

“一场疫情就是一堂形势政
策大课！新冠病毒可能将与人
类长期共存，成为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催化剂，这是危与机
并存、破与立齐驱的时刻。复旦
青年要校准信念的定盘星，要放
稳定力的压舱石，要铸就奋斗的
主心骨！”

“一场疫情就是一堂人生大
课！抗击疫情的重大成果，其中
14 亿人民的自律功不可没。同

学们返校后就进入战疫‘下半场
’，考验每个人的大局观念和集
体责任，也考验大家的自律意识
和能力。”

“全民战疫，每个人都是立
足本职作贡献、显担当。学生的
本职是学习。认真学习，就是担
当，就是自强，大家要主动适应
学习革命，应积极配合教学安
排，要在抗疫大课堂中学习淬
炼。”

“毕业日近，我想送大家熟
悉的两句话。第一句，志存高
远，国有所需、我有所为，复旦人
应有高境界的人生追求！第二
句，脚踏实地，人生路口必须有
思考，但不应太过犹豫彷徨！”

课上，焦扬用一句句肺腑之
言为青年学生“加油”和“补钙”。

“一年前，总书记在纪念五
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说，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团课最后，焦扬带
领同学们回忆了100年前5月，29
岁的陈望道刚刚完成《宣言》首
个中文稿的翻译，马克思主义真
理的火种将点亮东方古国，复旦
的红色基因自此而立。100 年
后，复旦青年走在望道先生和复
旦先贤先烈奠基的真理之路上，
要不忘初心、不惧风雨、坚定信
念、勇担重任。“以青春梦托起中
国梦，让青春在为祖国奋斗、为
人民服务、为民族复兴、为人类
奉献中绽放绚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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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风雨 勇担重任 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复旦青年

本报讯 复旦大学与长宁区

委区政府本着“机制创新、区校联

动、共建共赢、携手共进”的原则，

基于“复旦”发展历史及复旦大学

与复旦中学合作现状，建立并发

展区校教育战略合作关系，共同

确定了“共同努力，把复旦中学建

设成为一所一流的上海市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和享誉国内外的现代

名校”的奋斗目标。

5月7日下午，复旦大学与长

宁区共同建设复旦中学签约仪式

举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

长宁区委书记王为人、区长王岚

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复旦大学

常务副校长金力主持签约仪式，

长宁区副区长孟庆源，复旦大学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周亚明代表

双方签署《共同建设复旦中学的

战略框架协议》，并分别介绍合作

办学协议情况及共建复旦中学工

作设想。

王为人表示，长宁区委区政

府将全力以赴落实合作，全面做

好服务保障，高原上建高峰，高起

点、高标准把复旦中学建设成为

一流高中，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

好学校，为社会主义事业培育更

多优秀人才。

焦扬指出，区校双方深化合

作、共建复旦中学，既是双方深入

贯彻落实总书记考察上海和考察

长宁重要讲话批示要求，贯彻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更好服务上海

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总目标的重

要改革探索，也是复旦服务长宁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学校内涵式

发展的重要举措。她表示，围绕

落实合作协议，复旦大学将努力

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提升育人

水平，办好人民满意学校，尽全力

把复旦中学打造成一流的上海市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成为让家长、

师生和社会满意的特色名校。二

是延续共同血脉，丰富复旦文化

内涵，共享发展理念、厚植复旦基

因、发展复旦文化、擦亮复旦品

牌，将复旦校训永续传承，让复旦

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三是加

强联动协同，深化区校战略合作，

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

求，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期待双方在人才培养、医疗卫生、

科研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

探索深度合作，开创共赢发展的

新局面。

据悉，复旦大学与复旦中学

的前身都是1905年马相伯先生创

办的“复旦公学”。115年来，两校

共唱同一首校歌，遵循同一个校

训，共同传承和弘扬复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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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响应和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

战略，加强创新基础能

力建设，落实重要科研

机构在大湾区布局，复

旦大学携手广东共建粤

港澳精准医学研究院。

这是学校发挥综合性研

究型大学优势，勇担国

家使命，投身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

■许宁生（后排左二）、金力（前排左二）出席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