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记者 臧莺

由上海开放大学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尧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

联合举办的 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成员国终身学习视角下的教

育体系开发能力建设研修班冶
近日在上海开放大学举行遥

此次研修班为期两周袁学
员由中国尧柬埔寨尧菲律宾和卢
旺达四国教育部提名的教育决

策者和领军研究者组成遥据悉袁
研修班主要面向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成员国及 野一带一路冶国
家袁 为其搭建一个非常好的上
海终身教育与世界联通尧 促进

终身学习经验和专业知识增长

的平台袁是上海服务国家野一带
一路冶建设尧发挥桥头堡作用的
具体行动袁 充分彰显上海与联
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互学互鉴尧 共同发展的上海精
神袁 也充分展示了与世界分享
上海经验尧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中国智慧遥

研修班的培训内容非常全

面袁 涵盖了如何将终身学习纳
入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方方面

面遥 学员将深入理解国际终身
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模式, 学习
将终身学习作为全面解决各国

教育问题的具体方法袁 并分享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优秀经验以

及提高农村地区学习机会的方

法遥 研修班还将安排学员走进
上海几个行政区的不同社区学

习中心进行实地考察袁 以反映
上海终身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经

验和实践遥
更具实践价值的是袁 研修

班的专家还将帮助各国学员基

于所在国的具体国情提出终身

学习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建议

草案, 以便制定国家政策或战
略,在本国开展政策对话 ,并将
终身学习作为指导原则纳入他

们的教育制度和政策遥 这些成
果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

学习研究所编写的 叶终身学习
手册院政策与实践曳提供基础遥

上海开大研修班助野一带一路冶国家
建设终身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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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理博士生用思政课向祖国告白
野梅雅博论冶让学生读懂中国发展袁弘扬爱国精神

时报记者 臧莺

70年来袁 科学社会主义在
中国蓬勃发展袁 究竟有怎样的
演进逻辑钥70年来袁新中国能源
行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又取

得了哪些令人瞩目的成就钥 近
日袁华东理工大学依托野梅雅博
论冶文化育人系列项目袁举办了
野青春告白祖国冶博士生讲思政
课系列主题活动袁 来自马克思
主义学院尧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
院等不同专业的青年教师及博

士研究生分 5期做客 野梅雅博
论冶袁从不同视角讲述新中国 70
年的伟大变化遥

在最近的一期 野梅雅博论冶
中袁华理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洁
净煤技术研究所尧国家能源煤气
化技术研发中心的 2015级硕博
连读研究生卫俊涛袁以新中国能
源行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为主

题袁为师生们介绍了我国的能源
生产尧能源消费尧能源技术尧能源
结构等方面的发展历程袁详细介
绍了我国现代煤化工行业的发

展概况袁展现了新中国从一个积
贫积弱的国家袁一跃成为当今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背后袁能源产业
所发挥的基石作用遥

卫俊涛还结合国家能源技

术创新野十三五冶规划袁详细解
读了与绿色能源尧 清洁能源相
关的关键技术袁 阐明能源产业
发展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具

有的深远意义遥 他向现场研究
生发出倡议袁 希望大家能够以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尧 投身能源
技术革新为己任袁不忘初心尧砥
砺前行袁为祖国的蓬勃发展尧为
未来的碧水蓝天贡献力量遥

许多学生表示在聆听这堂

思政课后袁收获良多遥 来自资源
与环境工程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胡汉文表示袁 作为新时代能源
化工专业的研究生袁 更应该筑
牢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
的发展理念袁 为建设更加清洁
低碳尧 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
系袁 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而不懈奋斗遥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胡博成表示院野通过 耶梅
雅博论爷袁我了解到学校洁净煤
技术科研团队的师生们坚持以

祖国发展为研究导向袁 不断艰
苦奋斗袁取得了以煤气化尧煤制
油等为代表的领先世界的煤化

工成就袁 他们是华东理工的骄
傲袁 更是值得全体青年人学习
的杰出榜样遥 冶

据了解 袁 野梅雅博论 冶自
2017年开讲以来袁已邀请 30余
位校内外优秀博士生和优秀青

年教师就时事热点尧社科前沿等
问题袁与学生们纵横捭阖袁坐而
论道遥本次野青春告白祖国冶系列
讲座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门野讲
述中国故事袁 读懂中国发展袁弘
扬爱国精神冶 的生动思政课袁让
广大研究生切实感受祖国的伟

大巨变袁 学习前辈们履职敬业尧
追梦筑梦尧 奋斗圆梦的精神袁感
受时代对研究生的召唤袁激发广
大研究生的爱国热情遥

时报记者 臧莺

游戏对儿童发展和身心成

长到底有多重要钥 游戏在哪些
方面可以对儿童实施正向引

导袁提升儿童各方面的能力钥随
着社会的发展袁 越来越多家长
和教育一线工作者开始意识

到袁 游戏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为引发社会各
界对儿童游戏的关注袁 共享全
国各地校内外教育工作者对儿

童游戏工作的思考与实践袁近
日袁 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游戏高
峰论坛在中福会少年宫举行袁
来自全国 30多家单位的百位
校内外教育工作者参加了论

坛遥
在论坛启动仪式上袁 主办

方为野全国优秀游戏案例冶个人

及组织奖获得者颁奖遥据了解袁
此次论坛特设了游戏方案征

集袁 以更好凝聚全国教育同行
的创意与智慧遥 来自上海尧北
京尧江苏尧浙江尧重庆等多个省
市的老师积极响应袁 向主办方
发送了 野古镇定向探寻记冶野沙
滩保龄球冶野飞花令要要要西埂莲

乡话诗词冶野垃圾巧分类 游戏

大篷车冶等 400多个有趣新颖尧
寓教于乐的活动方案遥 经过仔
细评选袁主办方最终选出了 34
个游戏案例袁汇编成叶优秀游戏
案例集锦曳袁并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分享袁 为青少年游戏教育的
未来发展迈出探索的脚步遥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张

东燕也受邀来到论坛袁她以野游
戏与青少年成长冶为主题袁为广
大教师作主旨报告遥报告中袁她

充分诠释了游戏在青少年成长

发展中的重要意义遥她表示袁游
戏是儿童最初接触社会尧 融入
社会的一种训练方式袁 也是儿
童本能的生活方式遥 好的游戏
能给予儿童充分的生活经验袁
正向引导儿童发现自身的兴

趣尧拓展人际交往曰游戏还是一
种教育工具袁 不仅能促进儿童
知识尧技能的掌握袁还能帮助儿
童加强价值观尧道德尧审美等方
面的教育遥

论坛还举办了特色游戏工

作坊遥 野游戏精神与艺术课程冶
野游戏 耶玩家爷冶野快乐铛铛车
游戏育童年冶等精彩专题分享袁
令现场教师创意迭出袁 大家在
交流中碰撞出更多灵感火花袁
探索出游戏创编尧开展 尧推广
的途径与妙招遥

首届长三角金融社会工作
论坛举行

在游戏中积累生活经验袁探游神奇世界

时报记者 魏小潭

日前袁首届长三角金融社会
工作论坛在上海商学院举行遥论
坛以野融合与赋能院新时代金融
社会工作的建设与发展冶 为主
题袁致力于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袁主动对接上海野五
个中心冶建设袁尤其是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任务袁集聚长三角乃至
海内外金融与社会等领域专家尧
学者的智慧袁聚焦上海和长三角
城市社会服务能级的发展和提

升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求袁呼应国家和社会发展
普惠金融尧 精准扶贫等政策关
切袁切实推进金融服务与社会发
展的研究与实务遥

作为论坛的发起者袁 上海
商学院旨在搭建和联通长三角

高校协作桥梁袁 推动中国金融
社会工作新领域的构建与发

展袁 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学术
交流平台袁 为金融社会工作营
造学以致用的学术环境遥

除主论坛之外袁 与会嘉宾
还分别围绕 野金融社会工作发
展尧 构建与实践研究冶野资产建
设尧金融公益与社会工作实务冶
野金融素养尧社会保障与社会风
险研究冶 三个论题进行分论坛
探讨遥 为持续推进上海地区的
金融社会工作相关研究和实务

工作袁 论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
野上海金融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冶
成立揭牌仪式遥

图为与会教师兴致勃勃地加入特色游戏工作坊袁探索游戏创编尧开展小妙招遥 汪晓燕/摄

蓝聚萍院与新闻学院同岁的复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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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钰嫣 张申博

野九十岁的人了袁你们看我
怎么样冶袁蓝聚萍笑着袁头顶的
白发在阳光下显得有几分飘

逸遥他语气轻快袁很难想象他在
过去的岁月里曾担过多少重

任袁经历过多少风霜遥他坐在柔
软的皮沙发里袁 拿着印有复旦
大学新闻学院字样的水杯喝着

水袁接受我们的采访遥背后是满
满的照片墙袁 仿佛讲述着过去
的复旦故事和家国往事遥

在不久前的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的 90周年院庆大会上袁同
样 90 岁的蓝聚萍作为校友代
表发言遥他希望野新闻系能更加
繁荣尧更加发展袁越来越好冶曰新
一代的新闻系学子敢于担当袁
时刻关心天下大事袁 做更好的
新闻人遥

赤子之心袁团结爱国

1947年袁 还在上中学的蓝
聚萍加入了地下学生联合会

(简称野地下学联冶)遥 他在野地下
学联冶 做着联系群众和组织学
生运动的工作遥有趣的是袁蓝聚
萍解读自己的名字要要要野聚冶是
团聚的聚袁野萍冶 是萍水相逢的
萍袁把萍水相逢的人团结起来袁
恰恰对应了他当年在 野地下学
联冶的工作状态遥

提起当年共处的同学袁蓝
聚萍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身

上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袁野当
时我们学生的思想都很单纯袁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冶遥

1950年袁 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袁 蓝聚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参军袁 同时他还带动了一大批
同学一起参军袁 其中有二十多
个同学加入了他所在的空军部

队遥蓝聚萍老师先到北京袁又跟
随部队去了全国各地袁 一共在
军队里待了 12年遥

1962年袁蓝聚萍回到上海袁
回到了复旦遥

心结复旦袁同岁之缘

野我对新闻馆很有感情袁进
复旦我就在新闻系噎噎现在有
时间还去新闻系看看冶遥早在解
放之前袁 蓝聚萍就到过复旦大
学袁 还参加过复旦大学举办的
一些活动遥 1949年 9月袁 新中
国成立前不久袁 他接到了组织
的安排袁 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
读书遥也正是从那时起袁二十岁
的蓝聚萍正式与同样二十岁的

复旦新闻系袁 建立起了情系一
生的缘分遥

野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的
名望很高袁很吃香冶袁对于自己
能到新闻系读书袁 蓝聚萍仍是

充满自豪遥据他回忆袁当时他们
1949级的班级就有 62人袁低一
级有七八十人袁 再低一级的差
不多都有一百多人了遥 因为抗
美援朝战争参军的关系袁 蓝聚
萍没有在新闻系读满四年袁但
是在这里袁 他跟着陈望道老师
一起工作袁得到了许多锻炼袁结
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遥 尽
管当时的同学们毕业后大多去

了北京袁 但他们现在仍然还保
持着联系遥

在蓝聚萍家中的照片墙

上 袁 还保留了一张过去的复
旦大学新闻馆的照片 遥 毕业
后的他对新闻系的感情日益

深笃遥 以前空闲时袁他就常常
和陈望道先生一起去新闻

馆遥 野新闻馆是解放之前创建
的 袁 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
馆遥 前面的广场也非常漂亮袁
现在都没有了遥 蓝聚萍不禁
对着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 袁
怀念起当年的往事遥

望道师友袁虽逝常怀

从 1949 年进入新闻系学
习起袁蓝聚萍就与当时的系主
任要要要陈望道先生一起工作遥
野我既是他的学生袁 又是他的
秘书冶袁即使是在参军期间袁蓝
聚萍也一直帮助陈望道先生

处理事务遥 1962年回到复旦大
学以后袁蓝聚萍就直接到了校
长办公室袁继续他在陈望道先
生身边将近十年的秘书工作遥
野当时我还和陈望道先生同住
噎噎他爱人没有了袁儿子也不
和他住在一起袁就叫我和他住
在一起袁进进出出都在一起冶袁
蓝聚萍展示着当年带女儿与

陈望道先生尧陈望道先生儿子

的合照袁 还有国福路 51 号陈
望道故居的照片遥

说起陈望道先生袁蓝聚萍
说道院野我当时很钦佩他袁真的
很钦佩他遥 冶陈望道先生在上
世纪六十年代只有 360 块的工
资袁日子过得节俭遥 省下一些
钱袁出于关心学生袁他捐出了
一万元钱修筑复旦大学的新

校门 袁 又捐钱给国年路做绿
化遥 这两件事对蓝聚萍触动非
常大遥 他还经常和陈望道先生
一起在校园里四处走走袁去学
生寝室看望学生袁和学生聊聊

天遥 野那时候学生并没有什么
顾虑袁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和望
老说袁什么都谈冶遥 蓝聚萍保存
着一本叶陈望道传曳袁泛黄的书
页上还有不少自己的笔迹遥

1977 年陈望道先生去世
以后袁 蓝聚萍依然留在复旦袁
在总务处室做后勤行政工作袁
现在退休在家中休养袁精神奕
奕袁依然时刻关心着国家社会
发展遥

今年袁 蓝聚萍获得了由中
共中央尧国务院尧中央军委颁发
的 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冶纪念章袁家中的照片
墙上也新增了两张照片遥 蓝聚
萍将纪念章拿出来袁 满怀笑容
地戴在脖子上让记者拍照袁这
是属于他的荣耀遥

野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冶袁蓝
老师总结自己的经历时说道遥
今年已经九十高龄的他说袁野我
还有很多事情想干袁 只是年纪
大了袁也不行了冶遥 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袁 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担当袁他希望袁这一代新闻学
院的学生们能够承担起时代的

使命袁继续与国同行遥

姻拓展阅读

复旦新闻学院 90年里的多个野第一冶
臧莺

1929年开启现代新闻教育
之先河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
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传播

教育机构袁 在今年迎来了她的
90 华诞遥 在 90 年的光辉历程
中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先后为
国家培养新闻传播人才 12000
多名袁 今年院庆大会就吸引了
1000多名校友重回母校遥

1929年 9月袁 复旦大学按
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改科

为系袁 原中国文学科分别设立
中国文学系与新闻学系袁 复旦
大学新闻学系正式成立遥

此前袁 复旦大学国文部主
任邵力子自 1924 年年初起开
设叶新闻学及现代政治曳袁为复
旦大学最早开设的新闻学课

程遥 是年秋袁国文部附设野新闻
学讲座冶袁由陈望道主持遥

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首

任系主任袁 中国文学科谢六逸
教授亲自拟定了 叶复旦大学新
闻学系简章曳袁提出了新闻学系
的培养目标 野在养成本国报纸
编辑与经营人才冶曰在教学内容
上袁野则在灌输新闻学知识袁使
学生有正确的文艺观念及充分

之文学技能袁更使之富有历史尧
政治尧经济尧社会与各种知识袁
而有指导社会之能力冶遥 谢六逸
还聘请叶申报曳总经理助理戈公
振尧叶时事新报曳 编辑周孝庵尧
叶申报曳编辑赵君豪等业界著名
人士来新闻学系主讲 叶中国报
学史曳叶新闻编辑曳叶新闻学曳等
课程遥

据了解袁90年来袁复旦新闻
学院领风气之先袁 创造了多个
野第一冶院 老系主任陈望道翻译
叶共产党宣言曳第一个中文全译
本袁创办了中国第一座高校野新
闻馆冶曰第一个引入了公共关系
学科袁 发表了第一篇传播学研

究论文袁出版了第一本传播学专
著袁主编了第一套完整的新闻学
教材袁创建了国内第一家新闻学
院袁在国内第一家开设传播学全
套课程袁建立了国内首个新闻传
播学博士后流动站袁第一家实践
部校共建机制噎噎

今天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袁
已成为复旦大学 野课程思政冶教
学改革的排头兵袁新近还获批国
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袁承担
了全国新闻学科新时代话语体

系尧教材体系建设的重任遥
在复旦新闻学院庆贺 90

岁生日之际袁 复旦大学原新闻
系主任王中半身铜像在学院图

书馆一楼大堂落成揭幕遥 与复
旦新闻学院同龄的 90 岁校
友要要要1949级新闻学系蓝聚萍
也到现场为新闻学院送祝福袁
并寄语新闻系的学生后辈袁敢
于担当新时代使命袁野做更好的
新闻人冶遥

蓝聚萍老人在家中留影老校友们齐聚复旦新闻学院院庆活动现场 图片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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