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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应用展现数学之美

“5G 通信编码技术——极化

码，虽然看上去复杂，但实际上应

用的就是线性代数的工具。”在这

学期的《高等代数》在线课程中，

谢启鸿提炼了极化码的本质，建议

学生在掌握线性代数和抽象代数

的基础上自主阅读原论文。谢启

鸿强调：“数学的理论研究是人类

认识自然、探索宇宙的基本工具，

数学在生产实际中的应用，更是人

类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取得进步的

强大武器。”

2016年开始录制在线课程，次

年9月起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谢启鸿积累了三年的《高等代

数》在线教学经验。每周将授课视

频提前发送给学生，课上时间在微

信群中答疑和讨论。比如，面对成

千上万条新闻，如何判断每篇报道

与不同主题之间的相关性？谢启

鸿告诉学生，潜在语义索引也是矩

阵的奇异值分解在大数据科学中

的应用之一——通过文章数字化，

将每个词出现的加权词频放入矩

阵，应用奇异值分解，就可以得到

答案。

先辈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近十年，数学对科技创新的推

动作用越发明显和重要。面对新

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谢启鸿希

望数院学子，“将所学所得应用于

科技创新、服务于国家发展”。

“苏步青先生放弃日本优越的

工作生活条件，毅然回国任教；谷

超豪先生为了国家需要，一次次转

变研究方向；八十多岁的李大潜先

生坚持每年给数院新生上‘开学第

一课’。”在教学视频最后，谢启鸿

描绘出复旦数学星空的图景，老一

辈复旦数学人的家国情怀与时代

担当熠熠生辉，也传递着师者的期

许：“以老一辈复旦数学人为榜

样，将个人的发展融入到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图伟业中，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课程思政实践取得的成果承

载着教学团队的集体智慧与付

出。录制视频前，上海数学中心执

行主任吴泉水教授、数学科学学院

院长陈猛教授等五位教学团队成

员，三次进行网上集体备课。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工科’的发展，是科技创新和

产业变革的焦点，也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增长点，以此切入，能抓住

时代的脉搏，打动学生的心。”吴

泉水建议。

“希望学生在领略数学之美的

同时，切实感受到新时代赋予复旦

数学人的机遇与

挑战。”陈猛说。

同学们分享的
课程感受

大一学生卞

诗瑞曾经困惑抽

象理论能得到哪

些应用，这门课

程 解 开 了 疑 惑

——“数学，一直

都在我们身边，

无论高深或是粗

浅的领域，背后

都 有 数 学 的 影

子。”

吴强说：“李

大潜院士有句话

让我感触颇多：

‘我们每个人的

前途和命运，归

根到底，是和我

们国家的前途和

命运联系在一起

的。’国家培养了

我们，我们应该

用自己的行动回

馈国家。”

老一辈数学

家的经历让吴家

茂更加深刻地理

解了：“虽然学术

无国界，但科学

家有祖国。复旦

人应当用知识和

才能推动国家走

在时代前沿。未来，知识和技术应

该为全人类共享，我们要与世界上

有相同理想的青年人一道，不断尝

试、大胆创新，拓展知识和技术的

边界，用我们的力量改变时代，推

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和进

步！”

刘子为说：“正如如苏步青老

校长所言‘爱祖国，为祖国的前途

而奋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

责。’新一代复旦数学人应当传承

并发扬复旦数院的红色基因，刻苦

学习，未来学以致用。”

谢启鸿备感欣慰地回答大家：

“新时代需要像你们一样爱党、爱

国、有责任、有担当的年轻人，你

们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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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等
代
数
》
：
传
承
先
辈
精
神
面
向
时
代
需
求

让
专
业
学
习
﹃
有
劲
儿
﹄﹃
有
温
度
﹄

学科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相结合

培养服务治国理政的卓越人才

课程思政专业建设开展伊

始，学院申报政治学与行政学专

业作为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同时

将“国际政治”专业也纳入课程

思政示范专业试点。学院重视

将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同

本土政治学教材体系建设紧密

结合，通过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

融入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

并将中国政治学理论成果积极、

及时转化到政治学教材教学体

系建设，发挥专业课育人的课程

思政效应，培养国务学生的政治

自信和政治认同意识。

筚路蓝缕，守正创新，建好
专业主干课程

1984 年，国务学院浦兴祖

教授开全国风气之先，为本科生

开设了政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30多年

来，课程建设与改革开放同向同

行，成为学生学习中国政治的入

门课、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基本

功。课程团队曾获“国家精品课

程”“国家优秀教材奖”等奖项，

实现了课程、教材、在线资源的

一体化。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程

以“一体两翼”为建设思路。“一

体”：做好课堂教学，形成丰富多

彩的教学形式，包括“我来上一

课”“走进人大”“专家请进来”等

互动教学。“两翼”：一翼是教材，

课程教材不仅是政治学教材中

最畅销，也是第一本译为外文、

走向海外的政治学教材；另一翼

是实践，课程在国内较早探索将

实践内容算入学分，任课教师带

领学生去人大、政府部门考察、

调研、实习，完成调研报告。

课程强调从实际案例出发，

强化学生的理解与思考。课程

将“树立四个自信”“破除历史虚

无主义”“人民主权观”“爱国主

义”“法治精神”“民主意识”“民族

团结”等七大思政元素与教学章

节紧密结合，引导学生价值观发

展。例如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实践案例支撑“民族、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概念、内涵及历史发展”

的专业知识点，同时引出“民族平

等、民族团结、民族和谐”的价值

体系，帮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

的同时，深入理解党的民族政策，

提升思想政治素质。

包括“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在内，学院目前建设了15门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形成了政治学

类专业课程育人的合围之势。

如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的“国际

关系导论”结合中国特色国际关

系和大国外交理论最新成果，注

重国际比较和中外互鉴、历史和

逻辑，为学生提供一套全新的、

从中国视角、中国理论认识和分

析国际关系基本状况和趋势的

知识架构。郑长忠教授的“中国

共产党研究”讲授中国共产党组

织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的

内在机理，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华文明历史逻辑、现代社

会发展逻辑与共产主义运动逻

辑共同演绎的结果。陈周旺教

授的“政治学原理”讲授马克思

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理论逻

辑和知识体系，从人类社会文明

发展的历史逻辑，分析和把握世

界发展潮流、政治大局，引导学

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政治观，

提高对世界政治现象的解读能

力。这些课程通过透彻的理论

讲解和丰富的案例支撑，帮助学

生深刻理解中国政治制度优越

性，增强学生“四个自信”。

立足中国现实，建设完整的
政治学本土教材体系

从建系伊始，学院就以建设

中国自己的教材体系为己任。

坚持以教材建设为抓手，全方位

深层次改革课程思政。历经多

年的专业发展和教学实践，最终

形成完整的本土化教材体系，形

成了自己的教学理念、体例、话

语和理论。

政治学本科专业恢复之初，

学院为核心课程编写《政治学概

要》《比较政府体制》《当代中国

政治制度》等系列教材，并不断

修订、扩展，使之体系化、完整

化，迄今出版教材近150 种，其

中1992年之后出版的近90种，

基本实现教材本土化，在专业教

育中有效引导了学生正确认识

中国政治、了解中国治理、树立

政治自信、具备国家意识、拓展

全球视野。

自课程思政全面改革启动

以来，学院启动教材建设专项，

在原有基础上成立课程思政与

教材建设领导小组与专家组。

在职称评审中规定高质量原创

性教材等同于专著、列为研究成

果，加大教材建设力度。2017

年出版自编教材《西方国际政治

经济学》《我们如何具体操作协

商民主：复式协商民主决策程序

手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

与发展》《基层人大工作简明读

本》。2018年出版自编教材《发

展政治学》《国际发展合作》。辅

助教材读物数本，包括《移民政

治》《国外腐败问题研究》“城市

绣花针丛书”系列等。目前学院

在建教材项目 30 余项，将于

2021年年底前完成出版。

学生自主实践，明察国情民
情，发挥资政服务育人功能

学院将课程思政建设从课

堂延伸到课外，通过学生自主实

践，直接服务国家与社会需求，

构建起更加完整有效的课程思

政体系。鼓励学生自主创办思

政教育活动，并通过长期、定期

运作，发挥项目的品牌效应，形

成可持续的、可复制推广的思政

教育经验，发展出国务学院特有

的思政特色项目。

于2013年创办的学生自主

思政教育品牌“国箴务实”将学

术品格、国家意识与政治素养

的培育融于一炉。8 年来每年

发布 10—15 个研究课题，代表

性课题包括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认知情况研究、学生

党员发展质量保障和评估机制

研究、党建知识传播的新渠道

和新形式、海外网上组织生活

模式研究等。

学院引导师生对接国家战

略、参与全球治理。2007年始，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与学校联合发起，学院举办“青

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英文

简称YICGG）”，成为世界首个

关注全球治理方案设计及创意

的比赛。经过十余年发展，该赛

事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文/本科生院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作为作为““双一流双一流””学科学科、、上海高峰学科和意识形态要地上海高峰学科和意识形态要地，，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恪守立德树人的育人宗旨院恪守立德树人的育人宗旨，，围绕围绕““四个服务四个服务””的育人目标的育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观为引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学科建设与培养国家优秀人才的先进教学将学科建设与培养国家优秀人才的先进教学

探索相统一探索相统一，，引领师生知行合一引领师生知行合一、、扎根中国扎根中国、、放眼世界放眼世界，，通过课程思政和教材建设通过课程思政和教材建设，，

为正确处理课堂教学与政策实践为正确处理课堂教学与政策实践、、中国特色与国际比较中国特色与国际比较、、人才培养与国家发展诸人才培养与国家发展诸

关系提供创新模式关系提供创新模式；；在教学内容上在教学内容上，，努力做好中国道路努力做好中国道路、、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全球视野、、服务服务

社会四篇大文章社会四篇大文章。。

《《高等代数高等代数》》是数学科是数学科

学学院最重要的基础课之学学院最重要的基础课之

一一，，授课团队在培养学生逻授课团队在培养学生逻

辑辑、、推理和思维能力的同推理和思维能力的同

时时，，在教学中注重高等代数在教学中注重高等代数

的实际应用的实际应用，，将专业学习与将专业学习与

时代前沿紧密结合时代前沿紧密结合。。授课授课

教师之一教师之一、、数学学院教授谢数学学院教授谢

启鸿以基础研究与理论应启鸿以基础研究与理论应

用为抓手用为抓手，，使知识传授与价使知识传授与价

值塑造有机融合值塑造有机融合，，带领学生带领学生

体悟数学之美体悟数学之美，，传承复旦数传承复旦数

学人的家国情怀学人的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