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artment 

of 

Politics 

政治学系 系情简报 

 要闻：华东师范大学“林清轩人才培养发展基金”捐赠仪式举行 

 学术：邰浴日副研究员参加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教学：安阳师范学院姚远峰副校长一行来我系走访交流 

 学工：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集体参观龙华烈士陵园 

 党建：我系教工支部赴横沙岛体验社会主义新农村 

 科研：齐卫平—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实践 

陆钢—一带一路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思想纵横） 

2017 年 11月（总第 32期） 



 

  

系情动态 

华东师范大学“林清轩人才培养发展基金”捐赠仪式

举行 

学术活动 

邰浴日副研究员参加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2017年学

术年会 

讲座“老龄化背景下公众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态度的

演变：以香港为例”成功举办 

讲座“从新闻纸发现世界、国家与自我”顺利举办 

研讨会西方凭什么先富起来 ——《西方世界的兴起》

顺利举办 

“田野中的国家”研讨会暨“治理与国家”工作坊顺

利举办 

教学实践 

安阳师范学院姚远峰副校长一行来我系走访交流 

“政要起航”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党工妇青 

第十六期联合党校顺利开班 

我系教工支部赴横沙岛体验社会主义新农村 

师生风采 

《血路》互动沙龙读书会顺利举办 

政治学系创新支部生活立项答辩会顺利召开 

政治学系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集体参观龙华烈士

陵园 

媒体视野 

交流培训 

玉溪师范学院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目
录 

主
编 

王
子
蕲 

责
编 

陈
超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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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轩人才培养发展基金”捐赠仪式举行 

  11 月 8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林清轩人才培养发展基金”捐赠仪式

在法商北楼 325 会议室举行。上海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赠 30 万元，用

于资助我校文哲政等专业的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以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上海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来春、董事长

秘书陈伟华、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曾璐，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对外联络处处长邢和祥，政治学系党委书记赵正桥、副系主任何明、

党委副书记王子蕲，哲学系党委副书记武娟，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徐燕婷，

以及政治学系数十名师生共同出席捐赠仪式。活动由政治学系团委书记陶

婧老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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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邰浴日副研究员参加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11 月，邰浴日副研究员参加西南财经大学承办的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

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成都），并宣读论文《和平转型，何以可能？——论匈

牙利发生政治剧变的国内条件及深层动因》。 

讲座“老龄化背景下公众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态度的演变：以

香港为例”成功举办 

11月 28日，讲座“老龄化背景下公众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态度的演变：

以香港为例”在法商北楼 325 会议室成功举办。主讲学者为新加坡国立大

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博士。其曾任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

策研究学系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高级副研究员及乔

治亚州立大学访问学人，拥有兰州大学法学学士、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及香港城市大学公共行政博士学位。 

讲座“从新闻纸发现世界、国家与自我”顺利举办 

11 月 29 日，讲座“可见的中国：从新闻纸发现世界、国家与自我”在

法商北楼 125 顺利举办。主讲学者卞冬磊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新闻思想史、传播思想史。在《新闻学研究》（台湾）、《二

十一世纪》（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新闻与传播研究》、《国

际新闻界》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2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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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研讨会西方凭什么先富起来 ——《西方世界的兴起》顺利举办 

11 月 22 日，第十三讲三友沙龙在闵行校区举办。三友沙龙自 15 年开

始举办至今已有 3 年，我系多位老师应邀参与，自此三友沙龙与政治学系

结下不解之缘。本期主题为“西方人凭什么先富起来——《西方世界的兴

起》”。会议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罗建秋、华东师范大学传

播学院副教授甘莅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刘秀梅、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副教授黄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研究员邰浴日、华东师范

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潘祥辉、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张振华、华东

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邹月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郝红霞九

位专家学者现场指导。在场学生与老师围绕主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对于

西方率先成为资本聚集地得出结论——产权明晰，然而我国如何借鉴西方

经验走出自己的富国之路仍需学者们的持续探索。 



 

2 政治学系 系情简报 

学术活动 

“田野中的国家”研讨会暨“治理与国家”工作坊顺利举办 

11 月 18 日至 19 日，华东师范大

学政治学系与公共事务与政府治理

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田野中的国家”

研讨会暨“治理与国家”工作坊。来

自中央编译局、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市委党

校、浙江省委党校等单位的 20 余位

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会。开幕

式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公共

事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王向民教授主持。随后，系主任刘擎教授和系学

术委员会主任萧延中教授简要发言，并热烈欢迎本次与会专家学者。随即

由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复旦大学刘建军教授先后进行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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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安阳师范学院姚远峰副校长一行来我系走访交流 

11 月 2 日下午，安阳师范学院姚远峰副校长、王卫民处长等一行 5 人

来我系就行走访交流。双方在法商北楼 325 室，就本科教学管理、人才培

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次交流会由我系党委书记赵正桥老师主持。赵正桥老师首先介绍了

政治学系的发展情况，对我系的发展历史、学科建设情况做了相关介绍。

其后，由我系主管本科教学的系副主任于晶老师向大家汇报了我系的人才

培养特色等。汇报完毕后，姚副校长等人就迎评准备工作、教学档案管理、

制度建设等相关工作提出了一些问题，赵老师和于老师分别就这些问题作

了详细解答。 

一同前来交流的还有安阳师范学院教务处解国旺副处长、规划评估处

杨海生处长和王洪瑞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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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政要起航”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11 月 16 日，政治学系“政要起航”系列活动之“研途有你——读研这些

事”在法商北楼 325 举行。本次交流会分别邀请了留学、保研和考研三个

方向的嘉宾，曾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

乐靖老师，从华南师范大学推免到我系的

倪晓奇同学，以考研成绩第一考到我系的

童水英同学，与来自不同年级的 22 位学

生进行交流。 

11 月 23 日，政治学系“政要起航”系列活动之“行业你我他——学长来

帮忙”在法商北楼 325 举行。本次分享会的主题为“揭开行业面纱”，邀请

了三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学长学姐，分别

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团委书

记宋玲，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人力资源主管姚银科，复旦大

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科教部张翔，与

来自政治学系不同专业的同学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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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工妇青 

第十六期联合党校顺利开班 

11 月 1 日，由吴泾镇党委、社会发展学院

党委、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法学院党

委、音乐学系党总支、政治学系党委联合举

办的第十六期联合党校在法商北楼报告厅顺

利举行开班仪式，并进行了第一次集中授课。本次党校开班仪式由政治学

系党委书记赵正桥老师主持。开班仪式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齐

卫平老师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学习领会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题，进行了第一次授课。其后，国际共运史专家周

尚文教授为大家带来了主题为“十月革命 100 周年的历史反思”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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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工妇青 

 我系教工支部赴横沙岛体验社会主义新农村 

11 月 7 日，为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我系教工一支部、二支部和部分党外同志，驱车赶往横沙

岛民生村，观察、体验社会主义新农村。在驱车前往目的地途中，微信群

里进行了“乡村振兴战略”知识抢答，主要题目有“新时代‘三农’干部的要求

是什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有哪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有

哪些”，教工踊跃回答。到达横沙岛后，大家在农场主张先生和村支委顾先

生的带领下，前往民生

村村委会大院进行实

践学习。顾先生主要介

绍了民生村的家底、党

建促产业经营的做法

和村景规划等，并计划

于 2030 年外岛种粮大

户承包到期后，村委将

按合同收回土地经营

权，实施土地流转，开展大田承包，改良种植品种，让单一种植发展多种

经营，建立现代农村产业体系，让党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在民生村落地生

根。黄昏时，老师们下地割稻子，体验了一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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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风采 

《血路》互动沙龙读书会顺利举办 

11 月 8 日，政治学系第十六期联合党校在

法商北楼 127 教室举行《血路——革命中国中

的沈定一（玄武）传奇》读书互动沙龙。读书

会由中共党史专业党支书王晨烨主持，政治学

系副教授田锡全老师应邀出席。 

政治学系创新支部生活立项答辩会顺利召开 

 11 月 22 日，政治学系创新支部生活立项答辩

会在法商北楼 325 室召开。此次共有中共党史研

究生党支部等 7个支部参与申报创新支部生活立

项。赵正桥、王子蕲、何明、王向民、田锡全 5

位老师担任评委。 

政治学系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集体参观龙华烈士陵园 

11 月 26 日，政治学系第十六期入党积极分子培

训班学员开展了爱国主义实践教育活动，集体参观

了龙华烈士陵园。期间，学员们集体瞻仰了由江泽

民同志题词“丹心碧血为人民”的烈士纪念碑、烈士

纪念馆、革命历史石雕、长明火、烈士墓地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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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视野 

2017 年 11 月科研情况（以姓氏笔画数排序） 

 解放日报｜齐卫平 王可园：增强党的领导力，人民认同是关键 

 光明日报｜齐卫平：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实践 

 上观新闻｜齐卫平：十九大报告多出的第二部分，讲了什么内容，用意何在 

 学术探索｜齐卫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 

 思想理论教育｜齐卫平：“四个伟大”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人民日报｜陆钢：一带一路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思想纵横） 

 社会科学｜陆钢：苏联国际市场大战略失败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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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培训 

玉溪师范学院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11 月 16 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培训中心迎

来玉溪师范学院 42 位教师前来交流学习。本次培训

为期 14 天，是经过华东师范大学许可，受合作交流

办委托，由我系承办的玉溪师范学院骨干教师高级

研修班。我校教务处处长雷启立、合作交流办副主

任田愿静激、政治学系党委书记赵正桥等接待了玉溪

师范学院教师一行。开班典礼由政治学系教师陈超逸

主持。开班典礼结束后，由华东师大校团委副书记梁宏

亮老师带领培训学员开展破冰活动。 

本次培训包括基础教育、实践教学、导师指导三

个部分。学员们通过一个阶段的学习，掌握了新知识，

提升了教学技能。在导师教学阶段中，每位学员都配

备了相应专业的导师，学员们跟着各自专业的导师进

行随堂听课及课后交流，与师大同学互动讨论。这样

学术沙龙式的培训方式受到学员们的一致好评，学员们表示收获颇丰。 

结业典礼上，华东师范大学交流处处长白勇、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党委书记赵正桥、以及玉溪

师范学院领队朱崇明为学员代表颁发了结业证书

并讲话。结业典礼由政治学系教师陈超逸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