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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2021 年 1 ⽉ 13 ⽇下午，政治学系 2020 年度⼯作总结⼤会在

法商北楼 125 召开。会议上由各位负责教师分别就第五轮学科评

估⼯作、2020年的科研⼯作、政治学系本科⼈才培养⼯作、研究

⽣⼈才培养⼯作、年度财务报告以及党建、⼈事⼯作情况做汇报。

要闻

官⽅微信在农历新年之际推出2 0 2 0年度回顾

第三届第三次全体教师⼤会暨2020年度总结⼤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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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下午政治学系教⼯第三党⽀部联合上海市⼈⼤

常委会研究室党⽀部以全国“两会”精神为主题开展联合⽀

部活动，政治学系教⼯第三党⽀部书记张振华主持。学校办

公室党⽀部观摩了此次活动。

       上海市⼈⼤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李刚介绍了全国⼈代会

的主要议题、上海代表团的主要⼯作等，并回应了有关⾹港

选举法修改等⽅⾯的话题。

       政治学系教⼯第三党⽀部副书记、教研室主任杨建党和

⽀部教师党员王逸帅结合⾃⼰多年研究⼈⼤制度的体会，分

别就党内⺠主与⼈⺠⺠主、党的领导和⼈⺠当家作主、中国

⼈⼤制度与西⽅议会之间的关系进⾏了交流发⾔。

       学校办公室党⽀部党员、校党委书记梅兵在发⾔中指

出，⻓期以来，上海市⼈⼤和华东师⼤建⽴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和深厚的感情基础。在市⼈⼤的指导和⽀持下，华东师⼤

将进⼀步利⽤多学科优势，积极服务上海和⻓三⻆经济社会

建设。梅兵还向⼈⼤研究室⽀部介绍了毕业⽣就业情况，强

调师范⼤学要在教师教育⽅⾯进⼀步发挥所⻓，切实承担起

服务社会发展的使命。

       市⼈⼤常委会研究室调研处⼀级调研员、机关⼯会副主

席戴亚，市⼈⼤常委会研究室理论处副处⻓杨初，政治学系

党委书记赵正桥、副主任何明、学校办副主任李梦隽等参加

上述活动。

教⼯第三党⽀部与市⼈⼤研究室党⽀部联合举⾏学习

2021“全国两会”精神主题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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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强化党建引领，促进组织⽣活同中⼼⼯作深度融合，建⽴

健全基层党⽀部与教研室联合学习制度，3⽉17⽇下午，政治学

系教⼯⼀⽀部与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教研室围绕学⽣就业、教育

评价、学科发展等议题组织召开3场专题会，以“务虚”的形式

说想法、谋未来，以“务实”的作⻛谈问题、定举措。

        本次学⽣就业指导活动旨在对2017级公关专业本科毕业班学

⽣进⾏就业摸排及指导，活动邀请2017级本科班主任徐锋⽼师参

加，教⼯⼀⽀部党员及2017级部分学⽣代表现场及在线参会。活

动⾸先由同学们分享⽬前在找⼯作时遇到的问题、困惑及需求，

随后⽼师们针对⽬标岗位选择、职业发展规划等问题提出了建

议。

        在就业指导活动后，教⼯⼀⽀部集体学习研讨《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总体⽅案》（以下简称《⽅案》），教师们围绕

《⽅案》结合⾃⾝⼯作交流了学习⼼得。

        在⽀部⼯作会议的基础上，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教研室⽼师

围绕“⼗四五规划”及今年⼯作规划等问题，召开教研室务虚

会。各位⽼师结合学科未来五年的机遇与挑战、课程框架建设、

教材编写及政治传播学科优势打造等话题，从实现卓越育⼈⽬标

及教师⾃⾝发展规划的⻆度，畅谈年度⼯作计划及五年规划。

        接下来，政治学系教⼯⼀⽀部与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教研室

将继续联⼿，在“⼗四五规划”背景下，紧密围绕中⼼⼯作，以

政治引领为关键，以学⽣诉求为导向，开展多元学教研活动，推

动教学改⾰向纵深化发展，不断提升育⼈实效。

教⼯第⼀党⽀部组织⽣活暨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教研

室务虚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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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下午，华东师范⼤学政治学系教⼯第四党⽀部、上海交通⼤学中⽂系党⽀部及图书馆

学科服务部党⽀部联合开展以“纪念⾰命先烈 迎接建党百年”为主题的联合主题党⽇活动。该活

动包括在上海交通⼤学图书馆进⾏的座谈以及参观上海⻰华烈⼠纪念馆两部分，座谈活动由中⽂

系党⽀部刘佳林书记主持，来⾃三个⽀部共40余名党员参加了活动。

        中⽂系党⽀部刘佳林书记对参与共建活动的两个⽀部表⽰欢迎和感谢。政治学系教⼯第四党

⽀部杨⼀帆书记对组织和参与沟通的⽼师表⽰感谢，并介绍了政治学系的学科设置与教⼯第四党

⽀部的具体情况，并认为通过⽀部共建能够互取所⻓，更好地促进各⾃的⽀部建设与学科发展。

       政治学系教⼯第四党⽀部党员、政治学系副主任何明⽼师也表达了对此次活动组织者的感

谢，并对政治学系的学科设置与⽀部建设进⾏了补充介绍。

        来⾃三个⽀部的党员代表分别结合⾃⼰的⼯作，结合党建这⼀主题，分享了⾃⼰的⼼得。

        为进⼀步增加党史学习的⽣动性，特别是在清明节来临之际，三个⽀部的党员⼀起前往⻰华

烈⼠纪念馆，以图⽂、影像和讲解等形式学习党史，缅怀先烈，迎接建党百年。“⻰华千古仰⾼

⻛，壮⼠⾝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般鲜艳⼀般红。”党员在参观过程中共同缅怀先烈、

寄托哀思，从⾰命先烈的事迹与精神中汲取到了信念⼒量。

        建党百年，⻛华正茂。通过此次活动，政治学系教⼯第四党⽀部通过跨校联合⽀部活动，使

得党员们上了⼀次⽣动的“⼤党史”教育课。

纪念⾰命先烈 迎接建党百年�政治学系教⼯第四党

⽀部与上海交通⼤学中⽂系党⽀部、图书馆学科服务

部党⽀部联合主题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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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晚6点，由华东师

范⼤学研究⽣会主办、政治学

系研究⽣会承办的第 168期

“丽娃⼤讲堂”系列学术讲座

在第⼀教学楼214教室正式开

讲。

       活动由政治学系主任、上

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领

军⼈才吴冠军教授主讲，他以

“透过⼤众⽂化，思考政治哲

学”为题，为同学们带来了⼀

场精彩的思想盛宴。

 

吴冠军⽼师主讲“丽娃⼤讲

堂”系列学术讲座第168期�

透过⼤众⽂化，思考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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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20年11⽉⾄2021

年1⽉，为解答学⽣们论

⽂写作过程中的常⻅疑

惑，提升学⽣们的学术规

范意识，帮助同学们更好

地完成学年论⽂、毕业论

⽂，政治学系开展了“本

科论⽂指导”系列讲座。

从寻找论⽂的“问题意

识”、运⽤好研究⽅法，

到写好⽂献综述、梳理正

正⽂的逻辑重点、提升写

作技巧，诸位指导⽼师根

据他们⾃⾝多年撰写和指

导论⽂的经验，为⼤家提

出了许多切实的建议。

 

       为帮助导师深⼊指导学⽣学术实践，也使学⽣们对所学

专业和教师有更深⼊的了解，政治学系⾃2020年12⽉到

2021年1⽉期间，举办了五场本科⽣导师师⽣⻅⾯会。

       在⻅⾯会上，各位导师以教研室为单位向学⽣们介绍了

各专业的基本情况、发展动态，还有各教研室的主要研究领

域、核⼼教师队伍以及各个导师⾃⾝的研究⽅向，并向同学

们提出了以学业为基础的发展期望。学⽣们在⼏次⻅⾯会中

积极发⾔，阐述个⼈对学科的最初印象及未来愿景。

       有些学⽣在⻅⾯会中表达了学习过程中的困惑，有的学

⽣对未来发展⽅向感到迷茫，还有的学⽣感到阅读政治学专

业书籍有难度等。针对这些问题，导师们都给出了详细且多

样的解答，表⽰会根据学⽣的学习能⼒、兴趣，指导学⽣合

理制定学习计划，选择适合的发展⽅向的选择和学习⽅法。

       各教研室决定着⼿开展读书分享会，让教师们带领学⽣

们读书，引导学⽣们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以提升

学⽣们的⽂献检索能⼒、社会实践能⼒和科研创新能⼒。

 

本科论⽂指导系列讲座及导师师⽣⻅⾯会系列活动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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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助⼒卓越⼈才培养，发挥书院跨学科育⼈特⾊，⼤夏书院联合⼈⽂社科专业院系，于2021年寒假期间

举办了“跨学科卓越⼤学⽣冬令营”，通过“学术讲座+课题引领”的形式，邀请⼈⽂社科各学科⻘年学

者，为同学们打造⼀个卓越学⼦与⻘年教师共同交流学习成⻓的平台。1⽉26⽇上午9点，⼤夏书院2021年

跨学科—卓越⼤学⽣冬令营开幕式暨导师⻅⾯会在线上举⾏。

        为便于学员对不同专业的学科知识均能有所涉猎，且对导师所研究课题有更为直观深⼊的了解，开幕式

还安排了⻘年学者云集的导师⻅⾯会。⻅⾯会以讲座形式展开，按照学科分为三组。第⼀组围绕“项⽬设计

与执⾏、如何发现研究问题”展开，由社会⼯作系何姗姗和⼴告学系秦雪冰两位⽼师主讲；第⼆组⽂史专

场，中国语⾔⽂学系张春⽥和历史学系赵崧杰两位⽼师由小⻅⼤地分别展开讲授了各⾃领域的前沿内容；第

三组的政治学系邰浴⽇⽼师和法学院陈肇新⽼师，与嘉宾和同学们展开了⺠主与法制议题的讨论。

        讲座结束后，每位学员有两天的时间对这场学术盛宴进⾏消化吸收，之后可以不仅仅局限于本专业，而

是更多地考虑个⼈学术兴趣和需求来填写导师选择意愿。在统计完学员意愿后，导师将结合其意愿和提交材

料进⾏组员选拔，而冬令营的主要环节，暨导师带领学员开展课题研究也将在师⽣匹配完成后开展。在课题

研究期间，各学科的优秀⻘年教师们将充分发挥本组学员跨学科的优势，带领他们完成相应的课题研究任

务，最终成果将于三⽉中上旬的冬令营结营仪式上进⾏展⽰。

 

邰浴⽇副教授参与⼤夏书院跨学科-卓越⼤学⽣冬令营

开幕式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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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政学本科专业⼊选2020年度国家级⼀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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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华东师范⼤学“林清轩⼈才培养发展基⾦”
资助项⽬申报⼯作启动

        2020年12⽉18⽇，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主办，上海⽇报社、巨量引擎上海分公司承办，东⽅

⽹、上海⼴播电视台等单位⽀持的“SHANGHAI 

 LET’S  MEET上海城市短视频挑战赛”公布获奖名

单。政治学系学⽣团队表现优异，在王帆⽼师指导下，

2020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研究⽣祝东秀、柴若楠、郝

欣宇三⼈的作品《上海⻆落⾥的国际范⼉》最终从7600

余个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荣获“‘ZUI上

海’短视频�ZUI融上海⽂化奖”。该短视频从海派

⽂化视⻆出发，将创作镜头聚焦于华东师范⼤学留学⽣

街头学写毛笔字、⼈⺠公园英语⻆这两个极有代表性的

上海⽇常“⻆落”，反映了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多元

包容的⽂化特质。在此次挑战赛最终的69个优胜奖作品

中，政治学系本科及硕⼠⽣团队的作品达到10件之多，

为上海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作贡献了⾃⼰的⼀份⼒

量。在汇总各参赛学⽣作品后，官⽅微信在3⽉16⽇推

出了政治学系“上海城市短视频挑战赛”获奖作品赏。

课程思政育⼈探索再添

实绩�官⽅微信推出

“上海城市短视频挑战

赛”获奖作品赏

2021年 1-3⽉ 总第45期

        为弘扬华东师范⼤学⼈⽂社会科学专业在⼈才培养、学术创新和社会服务上的优良传统，推

进华东师范⼤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进⼀步提⾼⽂史哲政法专业学⽣的实践创新能⼒，构建

创新型⼈才培养体系，华东师范⼤学林清轩⼈才培养发展基⾦会已启动华东师范⼤学“林清轩⼈

才培养发展基⾦”资助项⽬2021年度的申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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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毅武2018年从华东师范⼤学本科毕业

后，考取⼴西壮族⾃治区河池市选调⽣，⽬

前在⾦城江区五圩镇⼈⺠政府任职，职务为

五圩镇⼈⺠政府党政办秘书、三境村挂村⼲

部，曾获2018年度“⾦城江区优秀共⻘团

员”荣誉称号。冉毅武深知三境村消除贫困

的任务艰巨，他与同事们遍访各小组的贫困

⼾制定对应的帮扶计划，使该村于2020年11

⽉实现全部脱贫。2019年开始，冉毅武同志

任五圩镇组织宣传⼲事⼀职，结合镇基层党

组织的实际情况，帮助四个村基层党组织分

别获得五星级基层党组织，四星级基层党组

织。他在⼯作的两年多时间⾥，从⼀位懵懵

懂懂的基层⼲部，逐渐转变成为⼀位能够从

容应对各种挑战的“战⼠”：2019年7⽉13

⽇凌晨，他从熟睡中被电话铃声唤醒，在河

流⽔位暴涨的紧急情况中，及时撤离了依河

而居的村⺠，并和⼤家共同解救了被洪⽔围

困的村⺠，⽤实际⾏动诠释着选调⽣的职责

和使命。

毕业选调⽣⻛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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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毅武

 
2018届政治学与⾏政学专业本科毕业⽣

现担任⼴西河池市⾦城江区

五圩镇⼈⺠政府党政办秘书

刘培

 
2019届新闻与传播专业硕⼠毕业⽣

现担任江西苹乡市组织部四级主任科员

       2019年华东师范⼤学硕⼠毕业后，刘培

考取了江西省委组织部选调⽣，⽬前在芦溪

县银河镇紫溪村挂职锻炼，职务为紫溪村党

总⽀书记助理，曾获2020年⻘年五四集体奖

章。紫溪村是省定⼗三五贫困村，刘培在下

村前就⽴志驻村⼀年要做满100件为⺠服务

实事,到村后他遍访了33个村⺠小组，积极

请教⽼党员⽼⼲部，找到了⾃⼰的⼯作⽅

法：到贫困⼾家⾥后不再拿着本⼦问东问

西，而是拿起扫把帮忙打扫院⼦；贫困⼾⾟

永⽣在蔬菜⼤棚做事时，他就去⼤棚⾥帮忙

摘⻩⽠，⼀边⼲活⼀边唠嗑；贫困⼾胡永⽔

想发展产业，他就帮忙申请贷款；他也不再

说普通话了，而是学着说本地宣⻛⽅⾔。下

村半年，刘培为⺠服务的实事已经做了不下

百件，他的⼯作⼴泛得到了⼲部群众的认可

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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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单位、亲爱的校友们：

       您好！2021届毕业⽣春季招聘⼯作已正式启动，衷⼼感谢各⽤⼈单位和⼴⼤校友

⻓期以来对华东师范⼤学政治学系就业⼯作的关⼼与⽀持!

       我系2021届共计122名毕业⽣。本科⽣51⼈（包括政治学与⾏政学专业与公共关

系学专业），硕⼠研究⽣62⼈（专业包括国际政治、新闻与传播（政治传播⽅向）、

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中共党史），博⼠研究⽣9⼈

（专业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共党史）。为更好地实现资源对接，政治学系特向⽤⼈单

位和校友们发出诚挚邀请，为我系提供宝贵的就业信息，⼴纳我系优秀⼈才。

       如您有招聘需求，请与我系就业⼯作联络⼈联系。感谢您对我系的理解与⽀持！

       在国内外环境和疫情变化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让我们勠⼒同⼼、携⼿共进！

衷⼼祝愿各⽤⼈单位事业前途似锦，祝愿⼴⼤校友⼯作顺利！

华东师范⼤学政治学系

2021年3⽉26⽇

官⽅微信发布      华东师范⼤学政
治学系致⽤⼈单位、校友的⼀封信

学⽣

⼯作

2021年 1-3⽉ 总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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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预 算 如 何

⾛进普罗⼤众 ?

王逸帅

1/13

让⼈⺠享有更

加美好的⽣活

⻬卫平

1/6

新论 |⻬卫平：
深 刻 认 识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 化

强 国 的 时 代 新

意蕴

⻬卫平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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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美好图景铺展在我们⾯前，

在这幅美好图景中，“社会⽂明程度得到

新提⾼”是⼀个重要⽅⾯。

在公众预算⺠主意识⽇渐增强的⼤背景下，财政

预算如何⾛好“群众路线”？以我国地⽅层⾯兴

起的参与式预算改⾰为切⼊⼝，对这⼀关乎到预

算⺠主治理的实践进⾏观察和思考⾄关重要。

党的⼗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繁荣发展⽂化事业和⽂化产业，提

⾼国家⽂化软实⼒”的部署，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化强国

建设”的任务和“建成⽂化强国”的⽬标。学习领会全会精

神，必须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化强国的时代新意蕴。

刘擎：尼采的

“超⼈”究竟

是什么⼈

刘擎

2/4

尼采惊世骇俗地宣告了上帝之死，他相信这揭⽰了⼈类

精神处境的真相。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们失去了绝对

可靠的信念，陷⼊了虚⽆主义的困境。这是很悲剧、很

可怕的处境吗？尼采的回答是，未必！



刘 擎 ： 我 为 什

么 要 上 《 奇 葩

说》 |  专访

刘擎（受访）

2/8

15

学 习 党 史  激
励全党守初⼼

担使命

⻬卫平

2/9

圆 桌 论 坛 第

0 5 5期

刘笑⾔（发⾔）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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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罩、线上教

学、“健康码”

成为⽇常，我们

还能回到“前疫

情”时代吗？

吴冠军

2/24

深⼊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有助于砥砺全党全

国各族⼈⺠紧密团结，凝聚起同⼼共筑中国梦的

磅礴⼒量。

我觉得《奇葩说》是⼀个有知识性、有思辨性的

讨论问题的节⽬，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尝试的机会

�是不是能够把学院⾥的学术知识、思想、思考

带⼊公共讨论。

所谓的“⾛出传统观念”，⾸先要明确是哪⼀种

传统；其次，我们也要知道，⾛出传统观念需要

⼗数年的努⼒，这个努⼒需要从政治、经济和社

会等多⽅⾯政策法规出发去协同架构。

⼝罩、“社会距离化”“全球距离化”，可能会

驻留在世界图景中很久，但是也给我们带来新的

可能性�在政治哲学层⾯上打开构建新共同体的

⼀个可能。



培元固本和守

正创新相统⼀

⻬卫平

3/2

2021年 1-3⽉ 总第45期

16

红 船 精 神 永 放

光芒

⻬卫平

3/13

把独⽴思考当

作吃饭喝⽔

刘擎

3/12

刘擎︱ 2 0 2 0西
⽅ 思 想 年 度 述

评 （ 上 · 美 国

⼤ 选 与 ⺠ 主 危

机）

刘擎

3/22

可以说，独⽴思考是⼀种⽣⽣不息的⽣活⽅式。

就像你每天吃饭、喝⽔、锻炼⾝体⼀样，需要坚

持和反复锤炼。

‘红船精神’正是中国⾰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命精神，⽆不与之有着

直接的渊源关系”，“红船，⻅证了中国历史上开

天辟地的⼤事变，成为中国⾰命源头的象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的重要讲

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意义，深

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作要求，⾼屋建

瓴、视野宏⼤、思想深邃，值得认真梳理与学习。

这是⼀场漫⻓的告别，带着绵延不绝的尾声，在

新的⼀年持续回响。⼀个时代蓄势已久的⼒量在

去年集中爆发，但不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正如

它并⾮突如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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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学习⾛到

今天⾛向未来

⻬卫平

3/22

刘擎｜ 2 0 2 0西
⽅ 思 想 年 度 述

评 （ 下 · 国 际

变 局 与 欧 洲 趋

势）

刘擎

3/23

2020年似乎到了范式转换的时刻。在经历了新冠

疫情的冲击与美国政治的危机之后，⾃由国际秩

序的⼤厦已经摇摇欲坠。

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与⽣俱来的鲜明品质，党的

历史也是⼀部学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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