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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与奥斯陆大学签署协议
合作共建“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
我校首创的海外中国研究中心合作机制进入新一轮发展。该中心
加强知识共享，
促进学术合作，
进一步推进在气候、
能源、
治理、
医学等领
域的跨学科项目。

2 月 26 日，复旦大学与挪威
奥斯陆大学签署合作共建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协议。复旦
大学校长许宁生、奥斯陆大学校
长斯万· 斯杜伦（Svein Stølen）出
席线上签约仪式并致辞。复旦
大学副校长陈志敏和奥斯陆大
学副校长欧瑟· 戈尔尼茨卡（Åse
Gornitzka）共同主持签约仪式。
许宁生对两校专家和工作
小组表示感谢。他指出，复旦大
学与奥斯陆大学的合作源远流
长，
奥斯陆大学是已有 25 年历史
的复旦大学北欧中心的创始成
员之一。此次签约，掀开了两校
合作的新篇章。当今面临的严
峻挑战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
的发展，因此国际科研合作对于
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至关
重要。希望中心的成立能够促
进两校在人文社科、医学等领域
的合作，并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共同发展前沿学科。
斯 杜 伦 在 致 辞 中 表 示 ，复
旦大学与奥斯陆大学合作共建
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将两
校既有的良好合作向前推进了
一大步。希望通过该中心加强

知识共享，促进学术合作，并进
一步推进在气候、能源、治理、
医学等领域的跨学科项目。复
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不仅是
一个两校之间的双边合作项
目，还将面向挪威、北欧甚至整
个欧洲。期待双方互相开放各
自的合作网络，探索更多未来
的合作机会。
签约仪式后，由两校专家学
者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召开了第
一次会议，讨论中心未来的发展
方向，并就中心的成立仪式及首
次研讨会的相关安排达成共识。
复旦大学首创海外中国研
究中心合作机制。在新一轮的
发展中，中心在国内将继续依托
复旦发展研究院，在挪威落地奥
斯陆大学人文学院，在文理医各
个领域搭建高质量的合作研究
网络。中心将继续保持与国际
合作伙伴的密切联系，开发、协
同优质学术资源，通过圆桌讨
论、系列讲座、主题论坛、访学计
划等形式，推动形成开放的合作
研究社群。
文/文 松 张 圆 刘春荣 钱斯蕴
摄/成 钊

“长宁区复旦中学哲学教育基地”揭牌
哲学学院和复旦中学联手打造
复旦中学和复旦大学哲学
学院共建的“长宁区复旦中学哲
学教育基地”签约暨揭牌仪式 2
月 24 日举行。双方将以签约合
作为新起点，通过改革创新教育
理念与模式、教学内容与方法，
促进优质学科和师资资源协同
共享，不断完善具有复旦特点、
长宁特色、一流水平的拔尖人才
培养体系，促进复旦中学全面提
升教育质量。希望以此次合作
为契机，把复旦中学建设成为一
流的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长宁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王
岚，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周亚明为基地揭牌并讲话。
2020 年 5 月，长宁区与复旦
大学签订共同建设复旦中学战
略合作协议。经双方共同策划，

复旦中学哲学教育基地合作项
目去年 11 月起开始实施。项目
主要包括哲学课程、师资培训、
实践活动。未来，该项目会与复
旦哲学学院已有的中学生哲学
夏令营等品牌活动相结合，开展
更多活动。
项目以兴趣班的形式开展，
时长两年，每周二下午开课一
次，
单次课程时长 90 分钟。授课
团队采取模块化、专题式的授课
方式，教师均来自哲学学院，沈
语冰教授、郁喆隽、谢晶、徐波副
教授等老师目前已授课 7 次。一
学期下来，师生均受益匪浅，项
目取得良好社会反响。长宁区
将进一步在区域范围内推广该
项目。
文/殷梦昊 张思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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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 个学雷锋日志愿服务行动侧记

3 月 4 日中午，
北食前集中服
务点人头攒动，各个摊位的志愿
者有条不紊地为师生们提供志愿
服务。第58个学雷锋日志愿服务
行动正在开展。校党委书记焦
扬、
党委副书记尹冬梅一行，
前往
邯郸校区集中志愿服务点走访慰
问志愿者，
参与志愿活动。
“让垃圾分类新风尚蔚然成风”
在北区生活垃圾集中投放
点，焦扬一行向学生党员志愿者
详细询问了园区垃圾分类的具
体开展情况。焦扬、尹冬梅与志
愿者一同将装满的干垃圾取出，
套上新的垃圾袋放回箱房中，边
干边鼓励党员志愿者们要多带
动同学加入志愿队伍，让垃圾分
类新风尚蔚然成风。
“特地从医院来为大家服务，
你们辛苦了！
”
在华山医院与五官科医院的
摊位前，一位刚结束问诊的学生
说：
“眼睛酸涩，
医生给了日常眼部
保健的小方法。
”
焦扬在询问了解
附属医院开展志愿服务的情况同
时，
关心说：
“医生们都要上午看门
诊，把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挤出来
参加义诊，
感谢你们！
”
“奉献社会的同时也会收获成长！
”
在手机贴膜摊位前，队伍一
字排开。衣物修补摊位前，物业
公司志愿者一针一线地为师生缝
补衣服。在自行车修理摊位前，
志愿者刚修好一辆自行车。
“修得

怎么样？
”
焦扬问。同学把自行车
前轮转了一下回答：
“修好了！
”
校团委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在
集中服务点现场设摊，为第十届
中国花卉博览会招募志愿者。焦
扬一行询问了学校青年志愿者的
基本情况，
鼓励大家：
“希望你们做
得越来越好，奉献社会的同时也
会收获成长！
”
“希望人人掌握一些最基本
的消防技能”
在消防安全宣传摊位，焦扬
与现场学生一起走进一顶临时搭
起的蓝色帐篷，感受身临其境的
灭火模拟体验。结束体验后，焦
扬慰问了学校微型消防站的队员
们，感谢专程前来支持志愿服务
活动的消防中队官兵们，
她表示，
希望人人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消防
技能，
一起保证校园安全。
“这些问题不论大小，
要想办
法解决！
”
“参加过什么志愿服务？学
习安排得过来吗？你们希望学校
在什么方面有所改进？
”
焦扬一行
与志愿者代表在北区食堂共餐，
仔细询问了大家学习生活情况和
志愿服务情况，
鼓励大家提建议。

一一听取了建议后，焦扬当
即说：
“同学们对学校当下存在的
问题有最直观、
最真实、
最可靠的
感受。不管大事小事，我们要立
即研究，
抓紧落实，
不能马上解决
的也要尽快拿出解决办法！
”
“你们代表了这一代复旦青
年学子的良好精神风范”
法学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和
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前往殷行街道
民星一村、新江湾城街道湾谷园
区开展活动。焦扬鼓励他们：
“在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
‘雷
锋精神’
闪闪发光，
非常高兴看到
大家自觉弘扬
‘雷锋精神’
，
把
‘团
结、
服务、
牺牲’
的
‘复旦精神’
融汇
在日常学习工作和行动中。
”
学校基本形成以复旦大学青
年志愿服务总队为
“体”
，
以院系二
级志愿服务队和专项志愿服务团
队为
“翼”
的
“一体两翼”
志愿服务
组织格局。截至 2020 年 12 月，
除
校青志服务总队外，全校登记在
册的院系二级志愿服务队 45 支，
研支团、
博讲团、
生态文明志愿服
务队等专项志愿服务队 15 支，
志
愿岗位向全校开放，全年可提供
志愿服务岗位数超过1万个。
文/祁 金 摄/成 钊 陈凤强 关惠文

①“复旦志愿者”已成为学校一张靓丽名片，学生党员志愿者担任的
督导员们指导垃圾分类。
② 焦扬与现场学生一起感受了灭火模拟体验，慰问了学校微型消防
站的队员们，感谢专程前来支持志愿服务活动的消防中队官兵们。
她希望人人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消防技能。
③ 法学院学生在社区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和法律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