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是中国历史最
悠久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其前

身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于 1929

年，并于 1988 年 6 月在国内率先
成立新闻学院。九十年来，新闻学
院始终与民族同呼吸、与时代共

命运，作育国士，恢廓学风，为党和
国家的新闻舆论事业培养了大批
优秀学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进入新时代，新闻学院因势而

谋，应势而为，在秉承“好学力行”

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改革创新
发展，持续锻造学科核心竞争力，

在诸多领域开中国新闻传播教育

之先河，努力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
科建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

继承红色传统
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建一流课程思政

新闻学院坚守新闻舆论工作
的职责使命，不断巩固高校意识

形态阵地，发扬“两典一笔”传统，

牢牢树立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闻学院的根和魂。

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
育，确立新闻舆论工作“定盘星”。

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

新闻学院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教育，以培养政治正确、理想

高远、操守优良的新闻传播人才。

经过多年的努力，学院形成了一
个平台、一个教学研究团队、一门

核心课程、一套教学方法的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教学体系。通

过这一体系，让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入教材、入课堂、入头脑，使学生
做到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确立新闻舆论工作的“定

盘星”。核心课程《马克思主义新
闻思想》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和
教育部网络共享课程，引领全国
的马新观教育教学；马新观教学
团队 2018 年被评为复旦大学“十

佳教学团队”并被授予“钟扬式教

学团队”称号，同时被上海市教委
列为 2019 年“为人为师为学”先

进典型进行宣传推广。
课程思政多管齐下，凸显思

政育人价值。新闻学院于 2016 年

就制订了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方案，并被列为复旦大学课程思
政示范学院。近年来，重点打造和
组建了一个“专业课程 + 前沿讲
座 + 特色实践”三位一体的新型
课程思政框架，全方位、立体化地

将专业教育与思政育人融合，凸
显思政育人价值。2019 年，共有
11 门专业课程通过了学校课程
思政项目验收，并报批上海市领
航课程。重点打造了“走进新闻传
播”和“新时代的中国国情教育”两

个系列讲座，作为思政育人的第
二课堂，引导学生坚定新闻职业
理想，明确人生定位，关注现实重
大议题和国家发展动态。

新闻学院与澎湃新闻网合作

启动了“记录中国”实践项目。该

项目自 2016 年启动运行以来，足
迹遍及全国 20 个省份，涵盖 39

个县市，采访对象 200 余人，切实
增强了学生的“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该项目荣获 2016 年团中央全国
大中专学生专业实践“千校千项”

最具影响好项目，2017 年、2018

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专业实
践优秀项目二等奖，2018 年度上
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8 年，新闻学院把一批能
写本子、拍片子、撰稿子和画动漫

的学生聚拢在一起，策划组织了

展现钟扬教授奉献精神的《种子
的初心》以及老系主任陈望道首

译《共产党宣言》历史故事的原创
手绘微视频；与二更视频合作摄
制纪录片《寻找钟扬》；与上海电视
台纪合作摄制纪录片《信仰之源》；

自制拍摄《脚下有泥土，心中有阳
光》复旦人在基层系列纪录片等，

赢得良好的社会口碑。

把握学科规律
深化共建机制
育一流新闻人才

新闻学院不断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着力培养理想信念坚定、业

务能力精湛、适应全媒体时代要
求的创新型、复合型卓越新闻传
播人才。

大胆创新，实施“2＋2”本科培

养方式。新闻学院自 2012 年开始
施行本科生跨学科、跨专业的“2＋
2”培养方案，即把四年制培养进程
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两个
学年）学生必须学习非新闻传播
学类专业知识，第二阶段（后两个

学年）再从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

告学、传播学四个专业中选择一
个专业，学习新闻传播学专业知

识。事实证明，这一全新的培养方
式有助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卓
越新闻传播人才，毕业生获得了

用人单位的高度肯定。

开眼看世界，推动新闻传播教
育国际化。新闻学院素有“面向世

界、开放办学”的传统，重视对外交
流与合作。目前，已与美国、英国、

法国等近40 国家和地区的一流院
系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学生交流和
项目合作关系，学生在读期间出境
出国交流率超过 70%，在读外国留

学生人数约占学生总数的1/5。在
全国新闻传播重点学科评比中，新

闻学院的国际化办学名列前茅。

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夯实新

闻传播教育基础。新闻学院高度

重视教材建设，通盘谋划、大力支
持教师编写、出版思想正确、内容

充实、体系完整的新闻传播类教

材。教师们已经编写、出版 9 部“十

一五”“十二五”教材，其中多部为
国家级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

2018 年，新闻学院获批设立“新闻

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进一步助推教材建设，满足人才
培养需要。

部校共建，开创新闻传播人才

培养新模式。2001年12 月，中共
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签订
协议共建新闻学院，开创了我国新

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这一模
式促进了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
科研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有助

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为
党和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培
养造就高素质后备人才。2013 年

12 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在复旦
大学新闻学院召开“部校共建”新

闻学院现场会，向全国高校新闻传

播院系推广这一模式。

推陈出新强化优势
建一流科研平台
出一流科研成果

围绕“双一流”的奋斗目标，

新闻学院在充分发挥既有优势的
基础上，开辟了诸多崭新研究方

向，以面对全球化、数字化带来的
新需求、新挑战。

传统优势持续发力，取得了

一批标志性科研成果。新闻学院

新闻传播学科是国家“985 工程”

“211 工程”首批和重点建设学

科，连续三期承担项目。近五年
来，新闻学院教师共主持各类纵

向科研项目 109 项，其中包括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13 项（其中重大
项目 2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项目 4 项（其中重大项目 1 项）以

及其它省部级项目 64 项。近五
年，新闻学院教师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960 余篇，其中 SSCI 期刊论
文 22 篇，CSSCI 期刊论文 280 篇，

在本学科国内权威期刊《新闻与

传播研究》上发表论文 14 篇，并

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
出版各类学术著作 75 部。近年

来，教师们的科研成果获得各级
各类奖项 70 余项，其中省部级以
上奖励35 项。

打造科研平台矩阵，联合攻

关国家重大课题。近年来，新闻学

院瞄准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重大
课题，聚集团队进行集中攻关，逐

渐形成了“问题意识、本土经验、学

术创新、国际视野”的“复旦学派”

特色，在引领国内新闻传播学研
究、带动学科发展创新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新闻学院现拥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
心、文化部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

新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上海新媒
体实验中心、复旦大学传媒与舆
情调查中心等研究机构，为学院

科研活动提供了重要平台。其中，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于
2000 年成立，翌年初被批准为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成为当时全国高校中唯一的
传播学研究基地，该中心在近年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的测评中获得优秀，是新闻传

播学科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地，

且在全国 151 个研究基地中总分
排名第四位。

此外，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学

科还积极服务全国新闻传播学界，
所创建的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新闻

传播学研究分会（原“中国传播学
会”）、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外新闻
传播理论研究和方法暑期学校、

全国研究生学术年会等，成为新
闻传播学者发表、交流研究成果
尤其是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的重要

平台，在全国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
响力。1981年出版至今的《新闻大
学》，是国内创办最早的新闻传播

学术刊物之一，在全国历届新闻传
播核心期刊评选中名列前茅。

屹立时代潮头
对接国家战略

推进一流社会服务

新闻学院以建设一流的新型
高校智库为使命，着眼治国理政

重大现实问题，在舆情调查、国际

传播、文化创新、互联网与国家治
理、传媒融合改革等方面不断提

升资政立言能力和水平，为国家

参与全球治理、重大体制机制改
革和政策运行提供全方位的决策

咨询服务。

协同跨学科攻关，建设国际

国内知名的智库矩阵。新闻学院

始终坚持引领跨学科融合创新的
前沿方向，提升平台聚合能力和

联合攻关能力，为党和国家提供

亟需的战略思想资源。近年来，由
新闻学院牵头主持的复旦大学传
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复旦大学传

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
学国家文化创新中心、中宣部复
旦大学新闻学院智库中心等形成

了多层次、多面向、精准立体的一
流智库平台矩阵，累计为中央和
地方党政部门提供咨询报告近

400 篇。新闻学院连续八年获得中
宣部舆情“好信息奖”，连续十年获
得上海市舆情工作先进单位称

号，现已建设成为中央和地方倚
重的重要智库，在全国同类院校
中居于领先地位。

聚焦前沿议题，服务国家战略
与地方发展。新闻学院的国家战略

服务聚焦网络安全与国家治理，为

中央提供高质量的资政服务；地方
战略服务重点则为上海全球卓越
城市、“四大品牌”以及上海媒体转

型服务。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
研究中心在网络社会心态、国内与

国际舆情、网络理政、网络空间安
全四个方向形成了国际领先、国内

前沿的特色研究方向。复旦大学传

媒与舆情调查中心 2008年成为中
宣部舆情直报点之一，建立全国唯
一的全国大学生舆情调查与研究

基地，领衔成立“全国高校传媒与
舆情调查协作联盟”，被新闻媒体
评价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舆情调

查机构之一。
引领产学研融合，支撑中国

传媒业改革创新。新闻学院积极

拓展同政府以及商界组织、高校、

研究机构以及海内外知名智库的
互通往来，打造一条集生产、学习、

研发为一体的融合生态链，全面
支撑中国传媒业改革创新。当前，

复旦大学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已
与澎湃、上观、界面、今日头条、腾

讯、阿里、科大讯飞等知名新媒体

机构合作，成立新媒体工作室，针

对新媒体业界前沿课题展开合作
研究。此举旨在全面支撑新闻传

播学科的高峰学科建设，为上海
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创新支撑，为
新技术新应用提供孵化环境，为

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具有前瞻性资
政信息、数据基础和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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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开拓创新 加快推进新闻传播一流学科建设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壮丽七十年·奋进“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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