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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百人百事·纪念谢希德先生诞辰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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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奋进新时代
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其精神，
汲取奋斗力量，
继续开拓前行

许宁生慰问参加活动家属代表
●

焦扬在纪念展开幕仪式上致辞
●

为深切缅怀谢希德先生为复
旦发展和教育科学事业所作出的
卓著贡献，
学习其崇高精神品格，
3 月 19 日下午，纪念谢希德先生
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在江湾校区
物理楼举行。
校党委书记焦扬、上海市政
协副主席张恩迪、上海市教育发
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中国外
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原局长周明
伟、谢希德之子曹惟正出席活动
并致辞。
复旦大学原校长王生洪、上
海市科协相关同志、
谢先生生前学
生代表、
校友代表、
兄弟高校代表、
复旦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会前，校长许宁生一行前往
江湾校区物理楼观看了“大音希
声 德育天下才”图片展，慰问了
谢先生家属代表。
焦扬在致辞中指出，我们致
敬谢先生，
就要弘扬她心有大我、
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先生与党
同龄、
大爱至诚，
对党和人民无比
忠诚、
对教育事业无比热爱，
永远
激励复旦师生不忘初心、为国奋
斗；
追随她追求真理、
勇攀高峰的
科学家精神，先生的科研初心和
强国担当，永远激励复旦师生不
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传承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
育家本色，
先生的为师为学之风、
办学治校之道，永远激励复旦师
生扎根中国、守正创新、勇担重
任，继续向世界一流前列的更高
目标迈进；
学习她坚忍不拔、
乐观
豁达的人生品格，先生坚忍不拔
的意志、
不懈追求的勇气，
永远激
励复旦师生在前进道路上攻坚克
难、
奋勇拼搏。
“大学之大，
在于伟大的精神
传 统 ，在 于 追 求 卓 越 的 学 脉 传
承。我们对谢先生最好的纪念，
就是传承她的精神、汲取奋斗力
量、继续开拓前行！”焦扬强调，
复旦人要学习颂扬老校长的光辉
一生，党旗领航铸魂育人，把她
“听党话、跟党走”的人生轨迹和
为国为民、
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和三全育人的

生动素材，学习追随她的家国情
怀和崇高师德，将其化作不懈奋
斗的强大动力；总结发扬老校长
的办学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创新，
领会她的办学思想和开拓精神，
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自觉把学
校发展放到两个大局中考虑谋
划，
始终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把
改革作为“关键一招”，始终坚持
在开放环境下搞自主创新，提升
国际合作能级；继承弘扬老校长
的精神理想，
加快迈向一流前列，
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
人、
为国育才的使命，
强化服务报
国、
创新强国的担当，
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张恩迪在致辞中表示，谢先
生担任第七届上海政协主席期
间，
不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带领
政协制定了系列制度，使政治协
商、
民主监督有章可循；
带头参加
政协活动，积极听取各界人士意
见，
使市政协民主气氛更加浓厚、
协商监督更加有效、团结联系更
加紧密。作为政协委员，谢先生
对教育和科技领域尤为关注，提
出要切实提高小学教师的地位和
待遇，
加强小学师资队伍建设；
提
出要培养文理相通，理工相通的
交叉型、复合型人才。谢先生心
怀天下、大爱无疆，她的理想、信
念、
情操、
人格将永远铭记在所有
人心中。
王荣华讲述了谢先生培养学
生、铸魂育人的往事，爱国爱党、
知行合一的情怀，
讲真话、
讲实话
的人格力量。
周明伟说，谢先生用一生谱
写了她最喜欢的“命运交响曲”，
她注定会在复旦的历史上，在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史
册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曹惟正说，
漫步在复旦校园，
妈妈的影子无处不在。妈妈博大
的爱国情怀、孜孜以求的爱国精
神将永远留在复旦人的心中。
会上，谢希德纪念文集作者
代表，谢希德生前同事、学生，复
旦物理系师生代表等先后发言。
文 / 李斯嘉 魏羽彤

3 月 18 日 下 午 ，由 解 放 日
报·上观新闻与复旦大学联合
推出的“挚爱·至德”——谢希
德百年诞辰纪念展开幕仪式在
解放日报社举行。展览以谢希
德一生忠于党、热爱祖国为核
心主线，贯穿于她 79 年人生历
程的各个阶段，充分展示了她
的主要经历、重要成就和个人
生活，突出反映了她的高尚品
德和人格魅力。
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副
主席金炳华，上海市教育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复旦大
学党委书记焦扬，清华大学国
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原局
长周明伟，复旦大学资深教授、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贾树
枚，新民晚报原总编辑丁法章，
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裘新，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社长
李芸，解放日报总编辑陈颂清
等复旦大学、上海市委宣传部、
解放日报社领导，以及谢希德
家属、学生、同事，复旦大学多
个院系代表，谢希德生前担任
社会职务的机构代表，校友代

表等出席仪式。
焦扬在致辞中对解放日报
社精心策划组织本次展览，对
广大校友积极征集捐赠谢老的
珍贵文献实物、支持策展工作
和学校文化建设，对复旦大学
校友会、上海校友会和各地校
友、谢老亲属参与支持系列纪
念活动表示感谢。
“谢老的一生，不仅深刻诠
释了‘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
精神，也是‘海纳百川、追求卓
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上海
城市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民族
复兴和爱国洪流的代表性剪
影。”焦扬说，把复旦办成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并为民族复兴做出切实贡献，
一直是谢先生为之奋斗的目
标。致敬大师、纪念先生，就要
继承她的强国报国宏愿，站在
新百年的起点上，弘扬她炽热
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坚定的共
产 主 义 信 念 ，发 扬 她 教 书 育
人 、勤 勉 治 学 的 作 风 ，传 扬 她
追 求 真 理 、无 私 奉 献 的 品 格 ，
颂扬她坚忍不拔的意志、不懈
探索的勇气，以更加昂扬奋发
的姿态，开启迈向世界一流前
列的新征程。

陈颂清表示，谢希德先生
集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于一身，从征集到的大量展品
中可以看到她 79 年人生历程中
的各个重要时刻，她的追求、风
采和奉献。最令我们印象深
刻、备受感动的，是贯穿于谢先
生一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
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名坚
定的爱国者，谢希德先生用她
的信念和毅力、热情和奉献，为
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种精神不仅属于复旦，属于
上海，更属于中国，
属于世界。
谢希德家属代表、弟弟谢
希文追忆了姐姐少年时代与疾
病顽强斗争的过程和热爱读书
的点滴，
以及在贵州度过的艰苦
岁月和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刻
苦学习、表现突出的故事，表达
了对姐姐的深切怀念与敬意。
在揭幕式上，解放日报社
代表和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代
表分别向复旦大学捐赠了谢希
德先生的珍贵文献档案。
曹惟正、叶令、王荣华、葛
剑雄、朱民、金晓峰、周明伟、丁
磊、金炳华在嘉宾圆桌环节，先
后发言追忆谢希德先生。
文 / 殷梦昊

● 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蓝精灵校友合唱团在仪式现场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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