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10月 16日，华东师范大学将迎来建校 70周年这一重要“里程碑”时刻。自 2018年“迎双庆、促发
展、惠民生”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以来，学校遵循“精心谋划、隆重简朴、深挖内涵、统分协作”的原则，围绕卓越
育人、卓越学术、卓越文化、卓越发展的主线，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得到了广大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朋友的热
切关心和大力支持。 在此谨致以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
求实成就卓越，教育创造未来。70周年校庆是学校传承历史文脉、展示发展成果、擘画未来蓝图的重要契

机。校庆期间，学校将举办通识教育和思维训练论坛、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与卓越育人论坛、“幸福之花”学科
交叉发展论坛以及卓越学术系列报告；举办庆祝华东师范大学建校 70周年大会和文艺汇报演出；启用校史
馆和举办系列展览等，以卓越学术支撑卓越育人，以卓越文化推进卓越发展，办一个温暖而奋进的校庆。
学校热忱欢迎各界校友和师大朋友光临学校或参加“云校庆”。如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发生变化，学校将

及时告知校庆期间活动调整安排的相关事项，敬请关注 70周年校庆专题网站。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华东师范大学
2021年 10月 8日

日 期 时间 活动名称 地 点

10月15日
（周五）

9:00 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与卓越育人论坛 普陀校区逸夫楼报告厅
9:30 文创嘉年华 闵行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C区外广场
19:30“幸福之花”学科交叉发展论坛 普陀校区科学会堂

10月16日
（周六）

7:30 校庆日升国旗 普陀校区群贤堂前大草坪、闵行校区图书馆前大草坪
8:00 校友返校接待 普陀校区群贤堂前大草坪、两校区各院系接待点
8:00 文创嘉年华 普陀校区群贤堂前大草坪
10:00庆祝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大会 普陀校区体育馆
14:00通识教育和思维训练论坛 普陀校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19:30庆祝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文艺汇报演出闵行校区图书馆前大草坪

10月17日
（周日）

7:30 上海10公里精英赛（华东师大跑团） 普陀区长风地区
9:00 教育发展大楼奠基仪式 普陀校区教育发展大楼工地
10:00第15届国际文化节 普陀校区校训碑大草坪

华东师范大学 70周年校庆期间活动指南（10月 15日、16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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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国家的奋斗史
中，年轻人感悟“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

爱党爱国的强烈共情点燃电影国庆档

七天票房逼近2019年同期的历史最高纪录，
上海以超两亿元领跑全国城市票房

今天零点，灯塔专业版国庆档实时总票

房定格在 43.87 亿元 。 这一数据逼近疫情

前、2019 年同期 44.66 亿元的档期历史最高

纪录。上海以超两亿元领跑全国城市票房排

行榜。

疫情下强势复苏的国庆档中， 毫无疑

问，《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 两部主旋律

影片均步入了 10 亿元票房行列，奏响档期

最强音 。 其中 ，《长津湖 》 上映八天票房

34.12 亿元， 近 7000 万人次观众走进影院

感受和传递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堪称现象

级作品。 这部抗美援朝题材影片不仅连续

七天实现票房逆跌，截至昨天，它还打破 16

项中国电影市场纪录，同时以 5．3 亿美元暂

列 2021 年全球票房第四。

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看来，

国庆档影片以爱党爱国的时代情绪激发观

众强烈共情。“尤其是《长津湖》，影片的战争

场面、视听奇观都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业抵达

了新的高度，足以媲美世界一流水准；而故

事里每一个饱满鲜活的人物都以极强的代

入感引观众回望历史，与国庆节浓郁的爱国

主义氛围、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的大众情感形

成了无缝对接。 ”

技术层面媲美世界顶尖，内容层面链接

着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这样的中国电

影，理所当然能成为一部“全民电影”。

独属于中国人民的精神
世界，好莱坞大片无法抵达

江南鱼鹰哨响，连长伍千里归乡，抗美

援朝新兵伍万里奔赴战场； 战地千里冰霜，

长津湖畔的钢七连磨刀霍霍向野心狼。借助

中国电影工业的能级提升，《长津湖》以三小

时的视听盛宴， 将 71 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

的世纪对决呈现在大银幕上。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认

为，《长津湖》 通过描绘出顶层战略布局、基

层连队、美军对手三重视角的全景式历史画

卷， 完成了从个体到国家的家国同构叙事，

“特别是影片回归正确的历史观， 这是它收

获观众认可的根本前提”。正确的历史观，即

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放在中华民族由近代

衰亡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来认识，“抗

美援朝的硝烟已散去近 70 年 ，其间 ，再没

有帝国主义列强随意武装侵略中国。 电影

用震撼人心的故事说清楚了那场战争的必

要性、正义性。 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

它是立国之战， 也是我们立和平之威的重

要一拳”。 茛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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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明天上午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纪念辛

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将于 10 月 9 日上

午 10 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

届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 新华

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 ， 人民网 、

央视网 、 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

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 、 新华社客户

端 、 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转播 。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出版
共79篇约51万字，其中15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

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十九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已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收入

自 2019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

至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这段时

间内的重要文献，共 79 篇，约 51 万字。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稿 39 篇，其他中央领导同

志的文稿 15 篇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 、国务

院、中央军委的有关文件 25 篇。有 15 篇重要

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 真实记录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这一时期面对国

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 特别是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

推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攻坚克难、化危为机，砥砺前行、开拓创

新，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事，取得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 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

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的伟大历史进

程； 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提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在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社

会主义政治建设，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

面做好香港、澳门和台湾工作，坚定推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以及编制“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擘画蓝图等方面提出的重

要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取得的重大成就和

创造的新鲜经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册的出

版， 为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提供了重要教材， 对于全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夺取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荩 主要篇目介绍刊第三版

神舟十三号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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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长假，上海线上线下消费总额765.88亿元
商业新地标领跑，线下消费回流明显，会商旅文跨界融合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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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红色足迹成为这个国庆长假

旅游休闲的最火主题———以家庭为单

位，青年学生跟随长辈、年轻父母带着

孩子乘坐红色专线车，参观红色景区、

革命纪念地，观看红色主题展览、经典

文艺演出。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上海共接

待游客 1794.53 万人次， 其中红色旅

游持续升温， 纳入假日监测统计的 8

家红色主题类景区 （点 ） 接待游客

16.78 万人次。 长假七天，上海文化旅

游类消费收入达到 258.55 亿元。

国庆假期，中共一大纪念馆、龙华

烈士陵园、 陈云纪念馆等成为沪上红

色旅游热门目的地。 “七天假期，围绕

‘红色’主题，我们制定了近十条微游

线路， 每天由导游带着游客漫步上海

街头，按照不同系列追寻红色足迹。 ”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告诉记者，

行程中既有走进中共一大、二大、四大

纪念馆，国歌展示馆，周公馆等经典红

色纪念地，也有前往古北市民中心感

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强大生命力，

更有“打卡”黑石公寓、杨树浦水厂木

栈道、 幸福里、 上生·新所等热门地

标，带领游客体验这座超大城市日新

月异的变化和建设人民城市的生动

实践。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

年自由则国自由！ ”假期中，在中共四

大纪念馆宣誓厅， 一阵洪亮而童稚的

声音响起， 浦东新区明珠小学学生用

这种形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

的期许。

利用国庆假期带着孩子参观红色

场馆、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家长不在

少数。金牌导游耿燕告诉记者，当她在

红色微游中开始讲解五卅运动时，孩

子们全都听得很认真。 她希望这次特

殊的国庆旅程， 会在孩子心里种下一

颗红色的种子，与孩子一同茁壮成长。

据悉，国庆七天假期，已有过万人

次乘坐了红色专线车， 且绝大部分都

为个人自发或结伴出行。

一批红色主题展览与主旋律文艺

演出也在这一期间受到追捧。如东方

明珠的《信仰的红色印记》全国巡展、

金茂大厦的“永远跟党走———庆祝建

党百年连环画体验展”等建党百年红

色主题展览，以及上海大剧院芭蕾舞

剧《闪闪的红星》、东方艺术中心杂技

剧《战上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话剧

《浪潮 》、 保利大剧院话剧 《家有九

凤 》等剧目演出 ，让市民游客在观剧

观展中， 同时接受艺术的熏陶与思想

的洗礼。

数据统计显示， 全市 170 家主要

旅游景区点七天累计接待游客 89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7%；开

放式文化旅游区域累计接待游客 1550.97 万人次； 主要公园七

天累计游客游园量达 549.97 万人次， 其中郊野公园接待 51.56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6.13%。 全市重点文化场所累计接待游客

284 万人次；全市公共文化场所接待市民 55.82 万人次；全市各

演出场所接待观众 64.5 万人次。

坦桑尼亚小说家古尔纳
获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

“爆冷”背后，他提升着
东非文学的世界“能见度”

■有书评人表示，看似“爆冷”的背后，恰给
予了学界和读者重新审视打量非洲文学的机
会，真正将少为人知但杰出的文学作品引入大
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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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强势复苏的国庆档中，《长

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两部主旋律影片

均步入了10亿元票房行列，奏响档期最

强音。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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