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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复旦人该如何走好新长征路？

焦扬为新生上思政第一课

当空荡许久的正大体育馆再

次迎来青春面庞，当沉寂许久的

上课铃声再次响起，师生们谈论

着新学期的新气象，新生们怀揣

着新征程的新期待。校党委书记

焦扬又一次走上讲台，为3600余

名2020级新生上第一堂思政课。

“同学们一到学校，校园就有

了生机和活力，老师们也发自内

心感到高兴。”在欢迎同学们加入

复旦大家庭的同时，焦扬也为大

家以坚强内心克服困难而点赞，

并对特殊时期广大家长们的理解

与配合表示感谢。当全场齐声高

喊出“复旦人”三个字时，她告诉

大家：“这是大家共同的名字、身

份，共同的精神密码。”

何以行远？在这堂以“心有

所信，方能行远，走好这一代青年

人的长征路”为主题的思政课上，

焦扬从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

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说起，围绕

心有所信的“信”，和新生们谈理

想信念，说复旦人信则行远的故

事，聊当代青年笃志行远的新长

征和自迩行远的成长之道。

从历史大道到新长征路
从追寻真理到追求卓越
奋斗者风雨兼程

“2020年为什么不平常？”课

堂伊始，焦扬向同学们提问。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今年

的疫情。比起在校学习，线上学

习更考验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所以我想，在座各位小伙伴们，都

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

“我觉得今年最大的不平凡

就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

我来自美丽的新疆霍城县，这几

年来，我见证了脱贫攻坚带给我

家乡巨大的变化。尽管受到了疫

情不小的冲击，但我相信家乡会

越来越好，我也会在复旦大学努

力学习，以后为家乡的建设做出

贡献。”

现场同学举手发言，给出了

自己的回答。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本

义是追求光明，以每天都充满希

望的日出，寓含了自主办学、复兴

中华的宏大理想。”焦扬对同学们

说，这就是复旦的创校之“信”。

115年来，复旦人一直在追望大道

中砥砺使命，在担当有为中坚定

信念，形成了赓续百年的红色基

因、爱国奉献的精神传统、追求卓

越的一流梦想。“我们的基因先天

就与国家、民族甚至人类命运相

关，家国天下的情怀，是复旦学生

的精神特质。”

马相伯为救国育民而毁家兴

学，陈望道首译《宣言》种下红色

基因，李登辉立下“团结、服务、牺

牲”的复旦精神，抗战内迁“茅屋

里求学、战火中教书”，红岩烈士

“三十而已”献出生命，上医儿女

西迁“说走就走”，物理二系“58中

队”参与原子弹建造攻关，蔡祖泉

创建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

还有“中国遗传学之父”谈家桢、

“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中国

锂离子电池之父”吴浩青……这

些复旦校史天空中的闪亮名字不

是第一次出现在思政课的大屏幕

上，但这些值得代代相传的故事

依旧震撼人心，也让新生们凝神

聆听。

进入新时代，复旦人初心不

改。焦扬对同学们说，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复旦人闻

令而动、全力以赴，交出无愧于国

家、人民和时代的合格答卷。511

名复旦白衣战士的逆行出征、钟

鸣医生的最美背影、华山“第四纵

队”的“不负盛名”、刘凯医生“人

间值得”的瞬间、儿科医院隔离病

房的“临时妈妈”、张文宏教授“党

员先上”的响亮宣示、56名医护人

员的“火线入党”……这些就发生

在今年的故事，不仅为这堂思政

课注入了最为生动的素材，更让

新生们看到，只要国家有需求，就

有复旦人的身影。“正是在服务国

家、奉献人民、团结奋斗中，复旦

才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不断

腾飞。”焦扬说。

“从创校第一天起，复旦就以

‘作育国士’为目标。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是我们的百年

夙愿、历史使命，更是必须要实现

的国家战略。”在盘点了复旦在人

才培养、科技创新、人文社科和医

学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和卓越贡献

后，焦扬强调，回首过去，复旦人

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风雨

兼程、不辱使命，在服务国家和人

民的大道上，大步迈向世界一流；

面向未来，复旦人更要贯彻好总

书记回信要求，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戮力前行、奋勇攀登，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从志存高远到脚踏实地
从学思践悟到奋发有为
新青年使命在肩

新长征路怎么走？焦扬指

出，这将是一次新的伟大远征，不

见炮火硝烟，却也非坦途一片。

新时代的复旦人，要用理想之光

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勇担

使命责任。

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路；新长征路上每位青年都是主

角。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具体到

每个人、每个新生，应该怎么做好

自己的角色？针对焦扬的提问，

三位“特别课代表”分享了自己的

认识。

“复旦的青年既有着对真理

和信仰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有着

复旦人应有的温度和情怀。”《共

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

队李亚男说，《共产党宣言》展示

馆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他可以

将专业所学学以致用，同时更好

地传播真理、服务他人。

“复旦是精进专业能力的沃

土。”2020届本科生毕业生、数学

学习辅导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李飞

虎希望学弟学妹们扎实地学好专

业知识，“心中有嶙峋千壑，眼里

有百里山河，将来人民一声呼唤，

我们能从容地披挂上阵”。

“经此一疫，我更加珍惜身

上的这一身白大衣，这是我平凡

的人能够从事的最好的职业。”中

山医院2010届博士毕业生周宁也

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的一名心血管内科

医生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

国家的建设者和保卫者的身影

中，见到你们。”

“学校要搭建舞台，造就学

生、为国育才；学生要用好舞台，

成就自己、回报国家。”焦扬叮嘱

同学们，步入复旦，是人生的高光

时刻，但不能让进入复旦成为自

己的人生巅峰，“希望同学们在复

旦提供的沃土上学会选择、抓紧

当下，珍惜时光、努力成长，为国

家的新长征蓄能，也为自己的人

生长征奠基。”

课堂上，焦扬提到今年的新

生调研，也引用《中庸》的话：“行

远自迩，登高自卑。”成才之路，如

何既志存高远，也脚踏实地？

作为老师和学姐，焦扬为同

学们送上了一份秘笈：做心有所

信、德才兼备的理想者，用理想信

念校准人生的定盘星，用正确三

观铸就人生的主心骨；做厚积薄

发、融合创新的学习者，坚持博观

约取、厚积薄发，坚持博专结合、

融合创新；做自律自强、担当乐群

的行动者，既德才兼备、早日成

才、为国奉献，也恪守学术规范，

遵守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同时，

团结才能有为，乐群才能卓越；做

知行合一、服务人民的奋斗者，乐

读无字之书，涵养大众情怀。

这其中，有学校倡导的“五维

育德”，也有始终坚持的“宽口径、

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教学理

念；有校风学风，也有“五为、四

守、九不要”的学习观；有学校正

在大力发展的各类融合创新平

台，也有着力构建的实践育人体

系；有延续“种子精神”的好老师

好团队，也有研支团、博讲团、博

医团、选调生等学生中的榜样；有

疫情防控下的要求，也有对同学

们日常学习生活细节的叮嘱，对

食堂大叔、宿管阿姨和保安小哥

乃至菜鸟驿站多些感谢……

一句句嘱托，来自学校发展

历程中的实际经验，饱含着学校

和师长对新生们的殷切期盼。

从问道、明道、弘道
到笃志、笃学、笃行
接棒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方向

“追望大道，求索不息；信仰

恒在，历久弥新。100年来，一代

代复旦人在报国奋斗的征途上，

坚持问道、明道、弘道，奠定了今

日复旦之辉煌；一代代复旦青年

在追求真理之路上，坚持笃志、笃

学、笃行，传承红色基因、光大复

旦精神。”

上百个故事描绘着复旦百

年星空的璀璨图谱，对新一代复

旦 青 年 的 殷 切 期 望 在 其 间 流

淌。在讲到学校发展成就时，现

场爆发连续的掌声；而在讲到那

些感人的故事时，一些新生眼中

闪着泪光。焦扬说：“有太多的

故事想和大家分享。”两个多小

时的课堂无法将它们一一说尽，

那赓续百年的传统与精神，仍是

留给新生们在未来的征途中学

思践悟。

课堂进入尾声，焦扬寄语同

学们：“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交到

了各位手上。希望大家在未来的

复旦生活中，心中有信仰、脚下有

方向，学思践悟、奋发有为，走好

人生的长征路，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听了这堂思政课，环境工程

与科学系2020级新生郭一品创作

了一首小诗表达感悟：“复旦人 是

我们新的名字 共同的身份/它背

后是悠久的历史渊源/它肩上是

沉重的使命担当/它心中是坚定

的理想信念/它前方是耀眼的一

路辉煌……我们以不平凡的一年

作为我们新的起点/优秀先辈 总

是义无反顾 点燃革命星火/滚滚

后浪 今朝前赴后继 屡次创造奇

迹/心中有烛光 照亮前方的路/光

荣的复旦 任重而道远/而心中有

信念 方能行而致远。”

历史学系 2020 级新生潘蕊

彤感叹，一位位前仆后继的复旦

人，一个个为民族复兴牺牲自我

却精神永存的中国魂，都使我心

中的那个声音愈发清晰：“你也要

这么做。”

这堂课让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2020级新生朱悦悦感触最

深的是对“信”的理解。“宏大如翻

译《共产党宣言》，细微至采集一

粒粒种子，这信念流淌在每位复

旦人的血液里，成为伴随我们一

生的烙印。如果说疫情之下‘90

后’已经可以独当一面，那么数十

年后，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征

程必定会见证我们‘00后’复旦人

的担当！”

“什么是信？”航空航天系

2020级新生张子泥也对“信”这个

字有了新的认识。“凡心所向，素

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只

要心有所信，无论素履还是逆旅，

定能与信仰相会于远方的灯塔。”

这堂课还带来了什么？药学

院2020级新生张辰宇说，心中作

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又激昂而

起，成为复旦人的欣喜亦油然而

生。在疫情之下的艰难时刻，复

旦的白衣战士在他的家乡武汉拼

命，他深深地记着，于是选择了复

旦上医。今天在思政课上再次聆

听他们的故事，越发坚定：“愿效

前辈之伟大精神，接过挽救人民

生命之重担。”

文/李沁园 摄/成钊

生于生于““非典非典”，”，考于考于
““新冠新冠”，”，这不平常的一这不平常的一
届学子在这注定载入届学子在这注定载入
史册的一年踏入复旦史册的一年踏入复旦
校园校园，，如何开启追逐梦如何开启追逐梦
想的新篇章想的新篇章？？

站在两个百年奋站在两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交汇点上斗目标的交汇点上，，在在
未来将加入主力军甚未来将加入主力军甚
至成为领军者的当代至成为领军者的当代
复旦人复旦人，，如何走好这一如何走好这一
代青年人的长征路代青年人的长征路？？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复旦大学建校115周年，陈望道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

言》首个中译本100周年……焦扬为同学们指明了2020年的不平凡

之处，并带领大家从校史中探寻复旦人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