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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就如何贯彻第六次党代会精神邀请党外人士建言 

12 月 14 日下午，学校召开双月座谈会，各民主党派和统战团体

负责人、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近 30 人围绕“在

推进学校科学发展中，如何贯彻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主题建言献策，

党委统战部部长吴珍美主持会议。校党委书记陆建非、校长张民选、

党委副书记黄刚出席并讲话。陆建非介绍了党代会报告突出的五个方

面：一是全面客观地总结了过去五年来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鼓舞了士

气；二是科学审慎地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充满了信心。三

是求真务实地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具体的任务，树立新理念；四是与时

俱进地提出了科学管理的目标，有了新认识；五是因地制宜地保持了

两个报告朴实的文风，明确新追求。张民选从学科建设是龙头、教师

教育是使命、提高整体实力、校园建设比翼齐飞、教学质量月工程、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六个方面，通报了学校近半年来的各项工作。

他特别强调，学科建设要实施 3+1+X 的发展战略，教师教育要做大做

强，内涵建设要扎实推进。黄刚在讲话中指出，党代会报告在起草之

初就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不少同志在征求意见稿上斟字酌

句地作了批注，亲自交到校领导的办公室，这种精神令人敬佩；学校

新闻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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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来的六件大事和取得的成果凝聚了大家的心血和智慧。与会人

士纷纷表示校领导的工作介绍和情况通报非常令人振奋、使人激动，

使大家对学校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和希望。他们就学科发展、教

学质量、管理制度、招生制度、课程改革、奉贤校区建设和发展等方

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学校就第六次党代会报告听取统战成员意见 

10 月 19 日，学校举行双月座谈会，就《上海师范大学第六次党代

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学科建设等听取党外人士意见。校党委书记

陆建非，校长张民选出席并讲话。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无党派人士、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校党代会筹备工作办公室代表等 30 多人参

加，党委副书记黄刚主持会议。陆建非在讲话中指出，我校统战工作

一直以来比较有特色，党外人士很多都是我校各领域的专家和骨干，

希望党外人士在我校的各项工作中继续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发

挥更大的作用。张民选通报了我校近期学生就业、教学质量月活动、

学科建设、公选副校长和校长助理、做精做强教师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强调今年是我校“十二五”规划和“085 工程”内涵建设的开局之年，

我们要努力坚持科学发展，深化内涵发展，注重特色发展。与会人员

围绕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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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负责人培训班开班 

11 月 25 日至 26 日，根据校党委的统一部署，由党委组织部、统

战部和校党校联合举办民主党派负责人培训班。校党委书记陆建非作

动员报告，校党委副书记、党校校长黄刚主持开班仪式并讲话，组织

部、统战部、校党校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正副主委等近 30 人参加了会

议。组织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盛春和统战部部长吴珍美分别主持

结业典礼和专题报告会。 

韩正市长再次就我校民革党员建言作批示 

日前，继 2008 年与 2010 年之后，韩正市长再次就我校民革支部

副主委涂象融的建言亲笔作出批示。涂象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

普通信件方式给市政府《关于建立上海市家庭燃气火灾预警监控系统

的建议》寄出不到 4 天，韩正市长立即做出亲笔批示，沈骏副市长也

及时作出批示：“请市建交委牵头，会同申能公司等单位研究此事，并

及时与市消防局沟通，共同加强防范，减少居民生命、财产损失。” 

 

学校举行“欢度古尔邦节联谊会” 

11 月 9 日下午，学校举行“欢度古尔邦节联谊会”，来自新疆、甘

肃等地的 100 多名穆斯林学生欢聚在奉贤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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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舞，庆祝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共同的新年——古

尔邦节。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莲华出席并讲话，奉贤校区管委会、

校办、统战部、学工部、保卫处、团委、后勤实业中心等部处负责人

和人文、商学、金融、旅游（旅专）等学院（校）分管学生工作副书

记参加了活动。 

 

学校举行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报告会 

9 月 21 日下午，学校民主党派和统战团体联合组织的纪念辛亥革

命 100 周年报告会在会议中心 2 号报告厅举行。校党委书记陆建非出

席会议，学校统战部、民主党派、统战团体代表 100 余人参加。上海

市政协常委、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殷啸虎教授作了题为

《民主•共和•现代化：辛亥革命的当代启示》的报告。会议由校党委

副书记黄刚主持。 

 

校领导通过各种形式慰问看望党外人士 

国庆节、重阳节前夕，校领导通过各种方式慰问我校民主党派、

统战团体负责人，无党派人士，离退休党外人士。校党委书记陆建非、

校长张民选、副书记黄刚等领导，专门邀请党派团体负责人、无党派

人士聚集一堂，畅谈学校发展规划，共谋教育发展大计。黄刚与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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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负责人，看望了我校民盟会员 103 岁的赵善继老先生和 97 岁的曹融

南老先生等统战成员。 

 

学校举办纪念辛亥百年历史图片展 

10 月 9 日，上海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图书馆

共同主办的“上海•辛亥往事”——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图片展开幕

仪式在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图文信息中心一楼展厅举行。校党委副书记

黄刚，校党委常委、旅游学院（旅专）党委书记张国凤，副校长高建

华，部分学院、机关部处负责人，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代表出席。

展览以 82 块展板、400 多幅珍贵历史照片、近 3 万文字资料，比较全

面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状况。此

次展览为期一个多月，24 日移师徐汇校区校史馆，至 11 月 23 日结束。 

 

学校召开民主党派班子委员座谈会 

12 月 21 日，民主党派班子委员座谈会在会议中心 3-4 号会议室举

行，统战部部长吴珍美介绍了我校统一战线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机制。

与会代表围绕“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思考”这一主题，就如何结合实

际，做好党派工作；怎样立足本职，发挥党派人士作用等方面畅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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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并就搭建党派间沟通平台、加强党派成员自身建设等提出了诸多

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我校少数民族学生再次获徐汇区民族联捐助 

12 月 17 日下午，徐汇区民族联在区统战大楼会议室，举行徐汇区

高校民族团结进步共建仪式，并为来自上师大等 7 所高校的 70 名少数

民族困难大学新生，送上了 7 万元助学金和 350 本励志图书，我校来

自数理、生环、信机、人文、教育、旅游、商学院的维吾尔、哈萨克、

藏、壮、回族的 10 名 2011 级学生获得捐助。 

 

校统战系统代表出席康健社区团拜会 

12 月 21 日中午，徐汇区康健社区举行各界人士新年团拜会，区

统战部、区侨联，我校统战部、侨联、民族联负责人应邀参加，街道

各界人士近 200 人进行了迎新团拜活动。区统战部副部长钱燕、我校

统战部部长吴珍美分别致辞，社区党工委副书记陈海滨代表社会各界

向我校生环学院的麦尔耶姆•喀斯木和数理学院的苏普热姆•努尔兰颁

发了助学资金，主持人宣读了麦尔耶姆•喀斯木写给街道各界的感谢

信，康健社区党工委书记张学富提出了 2012 年康健社区“康乐工程”

“凝聚服务，协商共治，文明和谐，求实奋进”的十六字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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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7 名少数民族学生获吴明福基金会资助 

11 月 30 日，上海市少数民族联合会、吴明福助学基金会在上海大

学举行助学金颁发仪式，向上海师大等 17 所高校的 150 名家境贫困、

品学兼优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颁发了 37.5 万助学金，我校来自法政、人

文、生环、旅游和信机学院的龙鸿玉等 7 名少数民族学生参加了助学

金颁发仪式，并获得每人 2500 元的资助。 

 

校统战理论研究中心举行学术沙龙 

12 月 14 日下午，校统战理论研究中心举行学术沙龙，校党委副

书记黄刚，统战部负责人以及统战理论研究中心成员共 20 余人参加。

黄刚在讲话中指出，我校统战理论研究中心的成立，搭建了平台，整

合了力量，聚焦了热点，形成了合力，中心成立 3 年来成果累累，收

获颇丰，他希望中心成员要更好地利用好这个平台，增强研究意识，

善于捕捉理论热点，并把统战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结合起来，与统战

工作实务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我校的统战工作。统战部部长、中心

副主任吴珍美介绍了市统战理论研究会 2011 年工作情况和 2012 年工

作思路。中心副主任、人文学院教授邵雍介绍了中心成立以来的工作

概况以及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中心成员就明年中心工作思路和研究

方向及研究重点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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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联组织部分骨干成员参观漕河泾高科技开发区 

7 月 4 日上午，校侨联部分骨干成员冒着酷暑，参观了漕河泾高科

技开发区，开发区侨联负责人姚向东的热情接待。在开发区的陈列室

里，开发区秘书长王晖为侨联一行仔细地讲解了漕河泾高科技开发区

的历史、地位以及发展前景。侨联的老师们纷纷表示大开眼界，并为

漕河泾高科技开发区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供稿：侨联 李嘉） 

 

少数民族教工欢聚一堂庆祝“五节” 

9 月 8 日，校统战部、人事处和民族联组织全校少数民族教工和少

数民族离退休老同志，欢度开斋节，庆祝教师节和中秋节，喜迎国庆

节和重阳节。校长张民选、校党委副书记黄刚出席并讲话，校统战部、

人事处等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聚会。（供稿：民族联 何玉海） 

 

“张斌奖学金”捐赠仪式在奉贤校区举行 

9 月 13 日，学校举行由原九三学社师大主委、著名语言学家张斌

先生出资的“张斌奖学金”捐赠仪式，副校长丛玉豪、校社科处、校

教育发展基金会、对外汉语学院相关领导、教师代表以及对外汉语学

党派团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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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2011 级新生及家长出席了本次活动。（供稿：对外汉语学院） 

 

欧美同学会组织第 14 次中日友好交流活动 

9 月 16 日至 19 日，由校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吴霞琴牵线的上师大与

日本长崎各界妇女代表团第 14 次友好交流活动在上海顺利举行，欧美

同学会多位会员参与了接待和交流活动。（供稿：欧美同学会） 

 

欧美同学会组织联谊活动欢庆“三节” 

9 月 21 日校欧美同学会组织联谊活动，欢度教师节、中秋节和国

庆节，40 多位会员参加了活动。（供稿：欧美同学会） 

 

周进华应邀参加民进市委迎国庆茶话会 

9 月 29 日下午，校民进委员会副主委周进华应邀参加民进市委举

办的迎国庆茶话会。出席茶话会的有民进市委新老领导邓伟志、王慧

敏等。（供稿：民进 史兴伟） 

 

九三委员会新班子专题研究下阶段工作 

10 月 12 日，九三学社上师大委员会举行换届以来首次委员会（扩

大）工作会议，全体委员、各支社负责人出席，会议由主委董亚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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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供稿：九三杜海清） 

 

校侨联举办全体会员联谊会 

10 月 19 日，校侨联会全体会员欢聚一堂、共叙友谊。市侨联文化

交流部部长华洁蓉、校党委副书记黄刚、徐汇区侨联副主席冯志强、

漕河泾开发区侨界联合会秘书长姚向东、康健街道统战部陈娄、康健

街道侨联会副主席戚伯意、校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施斌等领导应邀出席，

100 多名侨联会员参加了大会。（供稿：侨联 千里草） 

 

校民进委员会举行“庆国庆颂和谐”主题活动 

10 月 19 日下午，校民进委员会举行“庆国庆颂和谐”主题活动，民

进市委组织部蒋泽芬、校统战部副部长施斌等领导应邀出席，70 余名

会员参加，副主委李丹主持会议。（供稿：民进 史兴伟） 

 

校民建支部与外贸、财大联合召开专题研讨会 

10 月 26 日下午，民建支部十余位会员在党委统战部长吴珍美的率

领下前往上海外贸学院松江校区，参加了“上海‘十二•五’经济发展热

点问题专题研讨会”。民建市委专职副秘书长、组织部长庄子群，组织

部副部长林永健，三校党委统战部长，松江区委统战部及松江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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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校统战部代表出席了研讨会。（供稿：民建 张剑光） 

 

民盟开展“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 

10 月 28 日，民盟组织开展“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盟员们参

观了由校统战部、宣传部、组织部、图书馆主办的“上海-辛亥往事—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历史图片展”，加深对孙中山先生和其他仁人志士当

时在上海的革命活动的了解、对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在教育改革等社会

发展的认识、对辛亥革命追求民主共和等思想精髓的体会。（供稿：民

盟 李正云) 

校侨联组织参观秦山核电站 

11 月 3 日，校侨联组织会员前往秦山核电站参观。会员详细了解

了核电站的工作原理和电站的各种设施，并对三期工程的每一期的工

作特点和优势有了初步的印象。参观结束后，会员们还考察了新近开

发的南北湖景区，浙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自然风貌令每一位会员耳目

一新。（供稿：侨联 董亚明） 

 

九三原主委朱世昌教授在高端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 

在 11 月 14 日上海第一次“中微子超光速实验及相对论问题学术

研讨会”上，九三学社上师大支社原主委，上师大原物理系主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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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相对论研究资深专家朱世昌教授与美籍华裔科学家、原美国 Alabama

大学教授张操、中科院胡素辉教授、上海交大杨文熊教授一起应邀作

主题发言。（供稿：九三 杜海清） 

 

校农工举办文化讲座，落实农工市委通知精神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校农工召开专题会议，

学习讨论有关文件，计划安排系列文化活动。为此，校农工已于去年

12 月 12 日邀请孔子的七十五代孙孔祥骅先生为全体党员作了《儒家学

说与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讲座，宣讲了儒家学说的渊源、内涵和

特点及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发展的影响。通过学习和讨论，大

家进一步明确了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意义。（供稿：农工 李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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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上海师大委员会召开换届大会 

7 月 8 日下午，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师范大学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

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民进上海市委主委蔡达峰，中共上海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陆建非，

民进上海市委秘书长黄山明，民进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师大统

战部、上海师大各民主党派、中共上海师大有关分党委负责人等也应

邀出席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上海师范大学第四届委员会，高湘

萍任主委，许庆祥、李丹、周进华任副主委，孙继奋、肖伟军、吴雅

萍、林静容、唐新安、戴兮任委员。（供稿：民进 史兴伟） 

 

致公党上海师大支部举行换届大会 

8 月 25 日下午，致公党上海师范大学支部在会议中心召开第七次

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袁雯、秘书长凤懋

伦、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张女欢，校党委副书记黄刚、统战部部长吴

珍美，兄弟党派代表等领导出席。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支部委员会，

田红炯为主委，李嘉、王幼军为副主委，王承云、陈伟民任委员。（供

稿：致公党 李嘉） 

党派团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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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上海师大委员会举行换届大会 

9 月 28 日下午，九三学社上海师大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议中心召

开。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周锋、组织部部长王黎云、校党委副书记黄

刚，以及统战部部长吴珍美和上师大兄弟民主党派的代表等出席会议，

九三学社 40 名正式代表参加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上师大第

三届委员会，董亚明任主委，武斌、赵梗明、方旭东人副主委，杜海

清、蔡泖华、庄雷、林洪平、吴文艳、王龚任委员。（供稿：九三 杜

海清） 

 

农工党上海师大委员会换届工作顺利完成 

10 月 28 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师范大学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

党员大会，农工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金如颖、组织部副部长彭红文，

我校党委副书记黄刚、统战部与其它民主党派负责人，全体农工党党

员等 50 多人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师范大学

第二届委员会，李照国任主委，康爱石、许燕、朱新光任副主委，朱

丽新、王荣、陈丽菲任委员。（供稿：农工 陈丽菲） 

 

民进会员参加民进市委宣传骨干培训班 

9 月 15 日至 16 日，民进市委、市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民进市委



 

15 

宣传思想骨干、信息员培训班。来自民进各区县委、直属委员会等近

70 人参加了培训班学习。我校民进会员史兴伟作了题为《用快门记录

社情民意》的交流发言，杜伟英参加了培训。(供稿：民进委员会) 

 

董亚明增补为九三市委文教委员会委员 

12 月 13 日，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文教委召开年终工作总结会上，

增补了九三上海师大主委董亚明教授为九三市委文教委员会委员。（供

稿：九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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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会员史兴伟荣获“全国高师财务优秀通讯员” 

日前，我校财务处会计师、民进会员史兴伟荣获“全国高等师范院

校财务管理研究会 2007-2011 年度《高师财会通讯》优秀通讯员”。(供

稿：民进委员会) 

 

民进史兴伟摄影作品入选市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书画摄影展 

9 月 15 日下午，市各民主党派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书画、摄影

展在市民主党派大厦开展，我校民进会员史兴伟在井冈山拍摄的作品

《星火燎原》入选，并被置于布展摄影作品的最前面。（供稿：民进委

员会） 

 

民革董淮平论文获市社联征文一等奖 

校民革党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杂志社编审董淮平的论文《中

国政党制度与“中国模式”》荣获上海市社联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九十周年”征文评比一等奖，此外还获得民革上海市委“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征文一等奖。（供稿：民革支部） 

光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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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九三学社获九三市委宣传工作表彰 

12 月 15 日，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举行“2011 年度宣传工作表彰大

会”,我校九三学社荣获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三等奖，九三社员杜海清荣获 2011 年度九

三学社上海市委“优秀通讯员”称号。另外，我校九三社员、生环学

院化学工程与技术实验室负责人郭亚军教授被收入由九三学社老领导

谢丽娟作序、2011 年 9 月出版的《学林撷英——九三学社上海市科技

界人物风采录》一书，介绍他为催生新型催化剂而努力探索的先进事

迹。（供稿：九三委员会） 

 

2011 年我校统战理论研究屡获殊荣 

在 2011 年市委统战部举办的“上海市统战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总

结交流会”上，党委副书记黄刚作为高校唯一代表在会上作了交流发

言，我校同时获得市委统战部颁发的“2010 年度上海市‘统战调查研究

和理论研究’优秀组织奖”。在 2011 年市社联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90 周年”专题征文活动中，我校再次荣获“市统战系统理论研究优

秀组织奖”。在今年的上海统战调研课题申报中，我校统战理论研究中

心成员李建中申报的《统一战线与城市社会管理工作创新》获重点课

题。另外，我校还获得 4 个市委统战部一般课题、1 个市教委统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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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4 篇论文入选九三高校论坛第 46 次会议文集 

11 月 24 日，以“转型发展和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为主题的九三学社

上海高校论坛第 46 次会议在上海大学召开，我校九三学社主委董亚明

等 5 位同志参加论坛，副主委方旭东代表上海师大在论坛上作交流发

言，我校有 4 位同志的 4 篇论文入选论坛编辑的会议论文集，他们是：

方旭东的“高校文科专业亟需在研究生中设置主教岗位”，庄惠阳的“谏

言转型发展和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论高校科研创新之营造法式”，

杜海清、曲直姣的“塑造完美人格，提升综合素质，增强专业技能——

上海师大努力探索学生培养新模式形成鲜明特色”。（供稿：九三 杜

海清） 

九三学杜海清的社情民意被市政协采用 

九三学社上海师大委员会杜海清上报的《建议将翻译人才培养纳

入<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社情民意，由九三学社市委

报送市政协，被市政协采用。（供稿：九三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