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artment 

of 

Politics 

政治学系 系情简报 

 要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2018 年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公布 

 学术：朱光磊《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规律的几点初步认识》讲座顺利举办 

 教学：2017 年度本科教学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我系于晶、王向民老师获奖 

 党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专题会 

 风采：我系王向民教授入选 2017 年度上海“社科新人” 

 科研：刘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何以兼容 

       郑维伟|十九大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具体指什么？ 

2018 年 1、2月（总第 34 期） 



 

  

系情动态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2018年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公布 

学术活动 

讲座：朱光磊《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规律的几点初步认

识》 

教学实践 

2017年度本科教学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我系于晶、王向民

老师获奖 

党工妇青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专

题会 

政治学系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召开 

师生风采 

我系王向民教授入选 2017年度上海“社科新人” 

刘擎、吴冠军教授参加南海青年学者高峰论坛 

媒体视野 

探索与争鸣|刘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何以兼容》 

上观新闻|郑维伟：十九大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具体指什么？ 

吴冠军《激活你的日常》入选 2017 年度十大好书 

目
录 

主
编 

王
子
蕲 

责
编 

陈
超
逸 
杨
雪
艺 

图
文 

政
治
学
系
宣
传
中
心 



 

1 政治学系 系情简报 

系情动态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2018 年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公布 

  

1 月 19 日，经过考生报名，政治学系组织资格审核及综合考核后，政

治学系政治学理论和中共党史专业确定了拟录取的博士生名单，已经按

照有关规定将录取名单公示。  

  

序号 专业 姓名 导师 综合考核成绩 

1 政治学理论 莫丰玮 吴冠军 210 

2 政治学理论 万敏 马奥尼 214.8 

3 政治学理论 陈加乙 王向民 256.4 

4 政治学理论 张颖 陈俊 262.6 

5 政治学理论 池伟添 崇明 256.4 

6 中共党史 樊士博 齐卫平 259.6 

 

 



 

2 政治学系 系情简报 

学术活动 

 朱光磊《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规律的几点初步认识》顺利举办 

1 月 12 日，南开大学党务常委、副校长朱光磊教授应邀在我校闵行校

区法商北楼报告厅作了题为《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规律的几点初步认识》

的学术讲座。讲座由社科处主办，政治学系、社会发展学院联合承办。  

朱光磊教授现任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

科评议组政治学组成

员、教育部政治学学

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政治

学会副会长等职，2003

年获全国首届高校百

名教学名师奖，研究

成果多次获教育部和

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朱光磊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史背景。

紧接着，他从“狭、窄、中、宽、泛”五个角度概括了当前学术界对“服

务型政府”建设的不同理解，并指出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需要在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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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条件下来推进的事业，需要较好的财政支持与较高的管理水平作为支撑。

此外，服务型政府建设还是一个“主体多元”、 “双向互动”的过程，并

要求创新公共服务的实施方式。 

政治学系学术委

员会主任萧延中教授

主持本次讲座，社会发

展学院文军院长对讲

座进行了点评。政治学

系赵正桥书记、社会发

展学院熊琼书记以及

政治学系王向民教授、

杨建党副教授、黄波粼

副教授、张振华副教授、

陶逸骏博士等参与了

相关活动。讲座持续了

两个小时，在全场嘉宾

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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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2017 年度本科教学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我系于晶、王向民老师获奖 

1 月 4 日下午，我校 2017

年度本科教学总结表彰大会

在闵行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C

区报告厅举行。校党委书记童

世骏，校党委副书记杨昌利，

副校长梅兵、李志斌、周傲英、

戴立益，校教学委员会委员、老校长王建磐，校教学委员会主任谭帆，副

主任季浏，校督导组组长郑寅达等出席大会。校教学委员会委员，教学督

导，获奖师生代表，2017 年度新进教师，各学部、实体院系党政负责人、

书院负责人、分管教学领导、教务老师，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学生代表

等近 200 人参加大会。 

大会表彰了宝钢优秀教师奖、能达奖教金、“学生心目中最优秀教师

奖”等多个教师获奖项目。政治学系于晶老师等 11 位教师荣膺“学生心目

中最优秀教师奖”，这一奖项的入选标准是连续被五届本科毕业生评选为

优秀教师。 

教学贡献奖和本科教学年度贡献奖是学校全新教学荣誉体系的核心

组成部分。2017 年，我校有 28 位教师荣获本科教学年度贡献奖。政治学系

王向民老师获此殊荣。副校长李志斌、校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季浏共同为获

奖教师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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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工妇青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专题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2017 年 12 月 29 日，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高年级党支部于法商北

楼 325 会议室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专

题组织生活会，同时召开民主评议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首先，政治学系硕士研

究生高年级支部书记王嘉洁

同志组织党员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集

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

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

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党的十九大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提纲挈领，带领党员同志掌握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并进

一步强调每位党员应当理解自身的基本义务与责任，加强主动学习，提高

学习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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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工妇青 

在学习过后，

政治学系硕士研究

生高年级支部书记

王嘉洁同志从完善

支部建设基础性工

作、做好党员发展

与管理工作、及时

完成学校的中心工

作与规范组织生活

会四个板块，报告年度工作情况，并向通报党支部班子查摆问题、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情况。总结目前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集体理论学习活动

开展的不够，理论学习程度不够深入；工作和会议组织程序的规范性有待

提高；党建工作落实程度不够，且组织生活内容和形式上都较为单一。为

改进工作中的不足，支部书记认为今后当提高认识，创新党建工作的思想

观念，强化监督检查，严格落实责任，追求工作方法创新，从而提升工作

质量。 

最后，支部全体按照个人自评、党员互评、民主测评的程序，进行党

员评议。每位党员同志皆从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

用合格四个方面认真审视自身以及支部成员存在的问题。综合党员的自评

与互评内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思想上，对党的理论学习不

足，且主动性和计划性不强，理论联系实际不够；行动上，由于进入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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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工妇青 

求职和论文写作阶段，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懈怠，许多同志参与集体学习和

组织生活的积极性也有所减弱；生活中，与同学和老师的交流不够，发挥

带头作用还要加强。所有同志在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之后，都承诺严肃对待

自己的不足，并及时改正。 

 通过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会，进一步增强了支委班子与支部

成员间，支部成员相互间的交流及认识，明确了支委班子工作中的不足，

以及党员个体的缺陷，有助于每位党员同志严肃对待并及时纠正问题，促

使在支委层面和党员个体层面做到自观、自悟、自净、自践初心，进一步

强化党的观念、提高党性修养，更好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政治学系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召开 

  1 月 18 日中午，政治学系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在法商北楼 125 室召

开，会议由系党委书记赵正桥主持，学校办公室冯舸，系主任刘擎、副主

任于晶、副主任何明、系党委副书记王子蕲等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了会

议。本次民主生活会主要围绕“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

项决策部署”这一主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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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风采 

 我系王向民教授入选 2017 年度上海“社科新人” 

    为促进上海市青年社科人才的成长，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组织开展了“上海年

度社科新人”评选活动。经评审委员会评定，共有 7 位候选人最终被评为

2017 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我系王向民教授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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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风采 
刘擎、吴冠军教授参加南海青年学者高峰论坛 

 

1 月 13 日—14 日，由南海青年

学者论坛、爱思想网、三亚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 2018 年南

海青年学者高峰论坛在三亚顺利

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

学等高校和单位的 30 余位知名学者共同围绕“不确定性世界的现代政治”

论坛主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和深入的学术交流。 

本次论坛分为主旨发言和自由讨论两个环节，与会学者围绕论坛主题，

以多元政治哲学框架对近年来现代性政治的核心板块，即欧洲和美国相继

发生的政治进程激进逆转作出当代政

治哲学的诠释、反思和回应。刘擎、吴

冠军教授参加了本次高峰论坛。华东

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作《深度全球化

与逆全球化——“特朗普主义的政治

哲学分析”》精彩发言。 

 



 

6 政治学系 系情简报 

媒体视野 

 2018 年 1、2 月科研情况（以姓氏笔画数排序） 

 

 探索与争鸣|刘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何以兼容 

 上观新闻|郑维伟：十九大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具体指什么？ 

 

吴冠军《激活你的日常》入选 2017 年度十大好书 

 

南方都市报 2017 年度十大好书

榜单揭晓，我系吴冠军教授著作

《激活你的日常》榜上有名。 

《南方都市报》评：吴冠军以

刁钻的角度、犀利的文风将日常现

实中所蕴含的哲学元素加以提炼、

分析，引导读者透过通俗文化的迷

雾，看清生存与政治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