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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时间：2021. 1.1 —2021.3.31）

❋ 本期要目 ❋

【教育教学】

❖ 学院与厦门千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实习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线举行

❖ 喜讯|社会学专业获认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 学院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顺利完成

【科学研究】
❖ 学院举行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辅导会

❖ 《科学·经济·社会》杂志 2021 年第 1期重装上阵

【学术交流】
❖ 知行讲堂“校友”系列第九讲

❖ 知行讲堂“爱智”系列第十四讲

【交流合作】

❖ 学院负责人赴成都市青羊区少城街道办、成都市高新区石羊街道办考察交流

❖ 学院负责人访问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 甘肃省高等学校文史哲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认证与教材建设委员会成立大会

在兰举行

【队伍建设】
❖ 尚建飞教授来校报到

❖ 青年研究员郭昱辰博士来校报到

【学生工作】

❖ 智库基金奖助学金颁奖典礼成功举办

❖ 本研各班级召开新学期主题班会

❖ 学院设置 2021 年春季学期学院主要领导接待日

【校友工作】
❖ 学院负责人赴成都拜访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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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

学院与厦门千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实习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线举行

1 月 15 日下午，学院与厦门千畅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举行线上实习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厦

门千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李存明先

生、人力行政中心总监庄千苗女士、总裁助理

林兆裕先生，学院党委书记孙立国、院长陈声

柏、党委副书记马世英、厦门千畅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全体职工以及学院部分师生代表参加了

本次揭牌仪式。双方表示，将通过实习实践基

地建设，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厦门千畅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98级校友李存明创办的企

业，主要致力于高端智力服务方面的工作。

教务处负责人来学院调研指导工作

并召开专题座谈会

1 月 25 日下午，教务处处长郭明宙、副处

长乔振峰及质量管理科王晓菊一行来学院进行

调研指导。学院党委书记孙立国、院长陈声柏、

系主任及教师代表 1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郭明

宙处长听取了学院教育教学工作情况，充分肯

定了我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并就学院人才培养、

课程思政建设、本科教学等工作提出针对性指

导意见，乔振峰副处长就有关政策问题进行了

交流发言。

学院举行 2021 年本科教育教学工作

专题研讨会

2 月 1 日，学院举行 2021 年本科教育教学

研讨会。学院部分教师及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党委书记孙立国主持。会议以学校十届

校党委首轮巡察反馈意见为导向,以落实人才

培养目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重点,围绕深化

“双一流”建设项目谋划和“十四五”规划开

局展开讨论。本次教育教学专题会议突出了问

题导向，进一步凝聚了干部教师的共识，为“十

四五”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

喜讯|社会学专业获认定为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 月 22 日，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公布2020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7 号），

社会学专业获认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

学院举行 2021 年春季学期教育教学

工作会议

2 月 25 日下午，学院召开了 2021 年春季学

期教育教学工作会议。会议结合学校十届校党

委首轮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及学院2021年

工作任务要点，在开学前对学院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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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安排。学院班子成员及部分教师参加了会

议。党委书记孙立国重点强调了本年度的核心

任务是规范教育教学管理秩序，完善教学评价

体系，建立教学情况反馈机制。参会人员学习

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相关内容。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顺利完成

根据兰州大学 2021 年硕士招生复试录取

工作的相关安排，学院于 3月 27 至 28 日进行

了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在学院

研究生工作招生领导小组、各研究生导师及志

愿者们的通力合作下，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

试工作顺利完成。今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 85

人，其中哲学专业 16 人，社会学专业 12 人，

社会工作专业 57人。

科学研究
学院举行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申报辅导会

2 月 21 日，陈文江教授、陈声柏教授及拟

申报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教师参加了

项目申报辅导会。两位专家结合自身申报经验

以及评审经验对每一份课题申报书的具体内

容，从研究方向、科研设计、问题表述、框架

思路、课题名称及研究队伍等方面提出了改进

建议。

《科学·经济·社会》杂志 2021 年第 1 期重装上阵

《科学·经济·社会》杂志创办于 1983 年，系融科学

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术季刊。2021 年杂志

进行重大改版，将聚焦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数智技术与人

文精神、量子科学与社会变迁、大数据时代科技伦理、统计

哲学与社会测量、新文科理念下的计算社会科学、新技术与

社会治理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开辟专栏，突出问题意识，聚焦

学科交叉。

改版后的《科学·经济·社会》将会以“崇尚科学精神，

追求世界真知；注重学科交叉，聚焦前沿问题”为宗旨，做

优秀学术成果的培育者、良好学术生态的营造者、时代发展

变迁的记录者，做好走出去战略的助推者，为海内外不同志

趣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探索世界真知的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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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代表性科研成果列表（1-3 月）

类 型 作 者 题 目

论 文 周亚平

Transitional leaders in China: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acumen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卷: 27 期: 1 页: 11-28
特刊: SI(SSCI)

论 文 王 英

An Evaluation of Self-Care and Caregiving Training Curriculum Content for Chinese
Immigrant Caregivers: A Participatory Design Approach,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JAN 2021 (SSCI)

论 文 马 崟

Customer Behavior as an Outcome of Social Media Marketing: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Marketing Activity and Customer Experience, SUSTAINABILITY 卷 : 13
期: 1 文献号: 189(SSCI)

论 文 张美宏 张载哲学中的人生筹划问题，《人文杂志》2021年第 1期(CSSCI)

论 文 薄 谋
数学工具主义者对归纳问题的认识论分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1年第 1

期(CSSCI)

学术交流

知行讲堂“校友”系列第九讲

1 月 7 日，德国弗莱堡大学宋文良博士做

客“校友”系列讲座第九讲，作了题为“胡塞

尔认识论现象中的自身意识问题”的学术讲

座，他讲到自身意识问题的两个层面，即心理

和物理的界限，主观和客观的界限，并分别从

意识研究和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

知行讲堂“爱智”系列第十四讲

3 月 20 日，云南师范大学毕文胜教授做客

“爱智”系列第十四讲，作了题为“何谓知识？

—从苏格拉底到波普尔的考察” 的学术讲座，

他讲到葛提尔问题并非在传统意义上界定知

识，整个知识论领域似乎忘记了知识的本质及

其所获得的条件，因此并非知识论，而更应该

是信念论，这也许是当代知识论最根本问题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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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

青年研究员郭昱辰博士来校报到

郭昱辰，汉族，北京市人，博士毕业于法国索邦大学。

主要研究领域为想象，虚构和假装；心智哲学与行动哲学；

分析美学； 文学哲学； 表演哲学。亦对道德心理学与元

伦理学、心理学哲学有兴趣。目前已在国外高水平期刊发

表论文多篇。郭昱辰博士于 2021 年 1 月 7日来校工作。

尚建飞教授来校报到

尚建飞，汉族，陕西延安人，2008

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要

研究兴趣为中国传统德性论、价值观和儒

道经典文本诠释。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一项、省部级项目两项，作为骨干成

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魏晋玄学

道德哲学研究》，在《哲学研究》《哲学

动态》《中国哲学史》《道德与文明》《现

代哲学》《人文杂志》等国内一流学术刊

物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科研成果获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两项。尚建飞教授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来校工作。

陈春文教授荣休

根据校人〔2021〕30 号文件，陈春文教授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退休。

陈春文，男，汉族，生于 1961 年 3 月，山东省平原县人，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兰州大

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象学会专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理事、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甘肃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科学·经济·社会》主编、《现代

西方思想文库》编委、《德国哲学》编委、《现象学文集》编委、甘肃省敦煌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现当代德国哲学，现象学，古希腊哲学，尤其专注于海德格

尔哲学研究，长期从事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德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著作的翻译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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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学院负责人赴成都青羊区少城街道

宽巷子国际化社区考察交流

3 月 12 日，陈声柏院长一行 4人赴成都

青羊区少城街道宽巷子国际化社区进行考察

交流。双方充分交流了宽巷子社区“公共空间

—街巷—院落”为一体的特色社区服务创新举

措和成效，并就社区建立专业实践基地（成

都）、城乡基层干部培训基地和非学历教育等

方面深度合作达成一致意见。

学院负责人赴成都市青羊区少城街

道办、成都市高新区石羊街道办考察

交流

3 月 13 日在成都市举办的“校社深度融

合”座谈会上，学院与成都新民社会组织发展

中心、成都焕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围绕“实践

教育基地”“公园城市研究联盟”“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成果转化中心”等进行了全方位探讨

交流，并就以上工作落地细节达成共识。

学院负责人访问西南民族大学民族

学与社会学学院

3 月 15 日，院长陈声柏教授、周亚平教授

访问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与刘

勇院长、范召全副院长、张原副院长、《民族

学刊》王珏副主编进行座谈。双方就教学传统、

人才培养和办刊经验进行交流，并就设立社会

工作联合实习基地、研究生推免等方面达成合

作共识。一行还参观访问了《民族学刊》编辑

部和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

与社会工作实验室。

甘肃省高等学校文史哲类专业本科

教学指导、认证与教材建设委员会成

立大会在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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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甘肃省高等学校文史哲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认证与教材建设委员会成立仪式暨

全体委员会议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陈声柏院长出席会议，并在全体委员会议上作了“研讨班教学

在‘新文科’理念下的哲学专业中的改革与实践”专题报告，介绍了我校哲学专业在新文科理念下

努力建设一流专业采取的相关举措和成效及兰州大学哲学专业近 20 年坚持研讨班教学改革探索的

经验。

党建管理

学校党委第二巡察组向学院党委反

馈巡察情况

1 月 19 日上午，兰州大学党委第二巡察组巡

察哲学社会学院党委情况反馈会召开。校长严纯

华，第二巡察组组长周莉箴、副组长王仕丁，党

委巡察办徐鹏彬，学院师生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周莉箴反馈了巡察情况意见。徐鹏彬代表党委巡

察办提出了巡察整改工作要求。孙立国作了表态

发言。严纯华作了总结讲话。他要求学院全体教

职工不忘初心，对照使命，加强党的建设，提高

党建工作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学院召开 2020 年度民主生活会

1 月 19 日上午，学院召开 2020 年度民主生

活会。全体班子成员参加会议，校长严纯华和学

校第二督导组组长姚成福出席。孙立国代表班子

作对照检查，通报了 2019 年度学院民主生活会

整改落实情况。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带头作个人

对照检查，带头接受班子成员批评意见。之后，

班子成员逐一作对照检查，并开展相互批评。姚

成福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学院民主生活会会前准

备充分，查摆问题精准，原因剖析到位，相互批

评不回避矛盾，“辣”味足。严纯华校长作了总

结发言，他要求学院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标对表党中

央、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部对高等学校院系工作

要求，紧扣学校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

结合巡察反馈问题，把握“规矩”“和谐”“落

实”这几个关键点，进一步创新方法思路形式，

制定一体整改方案。

学院工会举办庆祝“三八”妇女节

艺术插花活动

为庆祝第 111 个国际“三八”妇女节，进一

步丰富学院女教工业余文化生活，感受插花艺术

带来的魅力，学院工会于 3 月 8 日下午举办艺术

插花活动。大气科学学院黄鸾老师为大家讲授了

插花艺术的历史、主要流派以及护花、养花、插

花的常识技巧，分享了多年来自己插花的心得和

宝贵经验。在她的指导下，女教工从鲜花的取材、

修剪开始，精心制作自己的插花作品，经过近一

个小时的操作，一盆盆错落有致、别出心裁的花

艺作品展现在大家面前。本次插花活动使学院女

教工了解了插花知识，享受到插花艺术的乐趣，

增进了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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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顺利召开

3 月 18 日下午，学院在城关校区与榆中校区同

时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学院党委委员、

党支部支委、班干部以及团干部等参会。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王树莲领学了两会期间习近平关于教育

的讲话精神。党委副书记马世英领学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

生党员侯立峰就党史学习教育有关内容发言。党委

书记孙立国介绍了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方案，并

提出了四点要求。邵永选副教授从党史角度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梳理与解读。全体参会人员共

同观看了党史教育视频《张一悟：时代变迁精神永

恒》。

学生工作

学院举办智库基金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1 月 9 日下午，2020 年智库奖助学金颁奖典礼在齐云楼 304 举行。兰州大学 82 级杰出校友、学院

兼职教授、甘肃省一带一路国际知识产权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智库奖助学金”捐赠人冯治库，学院班

子成员、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典礼。魏保华、刘政晔、吕孟凡、冯晓燕、孟德忠同学分别代

表各类获奖人员发言。经过严格评选，此次共 58 名同学获奖。颁奖典礼后，冯治库先生为师生们带来

了题为“学习、知识与人工智能”的讲座，启发同学们思考关于学习、知识、人工智能的发展之间的关

系。陈声柏院长对讲座进行了总结，期望同学们能充分发挥潜能，刻苦钻研学业，感恩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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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慰问 2021 年春节留校学生

2 月 8 日下午，学院召开了 2021 年春节留

校学生慰问座谈会。学院班子成员、院长助管、

系主任与全体留校学生欢聚一堂，共迎新春。

党委书记孙立国代表学院向春节留校的同学致

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向因疫情影响无

法返家的河北籍、辽宁籍、黑龙江籍同学表达

关切，与会师生围绕生活、学习等各方面进行

了深入交流。班子成员代表学院向留校本科生、

研究生发放了节日慰问礼包，向留校同学致以

新春问候，恭祝大家新春愉快，学业有成。

学院团委召开校创暨暑期实践动员

大会

3 月 11 日下午，学院校创暨暑期实践动员

大会于天山堂 A403 举办。团委书记夏睿、学生

团委副书记李厚泽、主席团成员何容、青年发

展中发展中心主任王璐瑶、副主任任朵朵、19

级和 20 级本科生参加会议。会上介绍了校创和

暑期实践活动的具体流程与要求，鼓励同学们

通过专业研究与社会实践培养学术兴趣与创新

实践能力，增强团队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本研各班级召开新学期主题班会

新学期伊始，学院组织本科生、研究生各

班级开展主题班会。学院班子成员、班主任、

辅导员深入班级参加主题班会。各班从学习生

活、思想动态和社会实践等方面对班级和个人

上学期表现做了总结并制定新学期目标计划。

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系主任、班主任为学生答

疑解惑并提出具体要求，希望大家培养良好的

学习习惯，合理规划学习和生活。

本科生班级

班级 时间 主持 地点 参会老师

2017 级

哲学

3月 6日

15:00
雷雪

腾讯

会议

陈声柏、马世

英、宋珊

2017 级

社会学

3月 5日

14:00
牛嘉暄

天山堂

A104

马世英

刘宏涛

2018 级

哲学

3月 3日

16:30
冯晓燕

天山堂

A104

孙立国、马世

英、张言亮、

张睿明

2018 级

社会学

3月 4日

16:30
田宏伟

天山堂

A104

马世英

夏睿

2019 级

哲学

3月 3日

10:00
王璐瑶

天山堂

A110
王树莲

2019 级

社会学

3月 4日

15:00
黄君

天山堂

A110
马世英

2020 级

哲学

3月 4日

14:30
李文馨

天山堂

A306

孙立国、马世

英、唐远雄、

田宝祥

2020 级

社会学

3月 3日

10:30
曾庆鸿

榆中二

教 A402

孙立国、马世

英、台文泽

研究生班级

班级 时间 主持 地点 参会老师

2018 级

哲学

3月10日

15:00
郭韬

齐云楼

349

王树莲

夏睿

2018 级

社会学

3月 7日

16:00

孙嘉伟

焦婷婷

齐云楼

311
夏睿

2019 级

哲学

3月 8日

10:30

丁林辉

范金燕

齐云楼

349

马世英

夏睿

2019 级

社会学

3月 8日

10:30
李治东

齐云楼

311
夏睿

2019 级

社工

3月11日

19:00
刘学朋

齐云楼

304
王树莲

2020 级

哲学

3月12日

19:00

赵胜男

张雨

齐云楼

311
夏睿

2020 级

社会学

3月 9日

19:00
胡钰涛

齐云楼

349

王树莲

夏睿

2020 级

社工

3月10日

14:30

周玉元

陈莎莎

齐云楼

304

王树莲

夏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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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设 2021 年春季学期学院主要

领导接待日

3 月 15 日，为进一步密切学院领导与广大

本科生的沟通联系、畅通学院师生建言献策的

交流渠道，广泛听取同学们对学院工作的意见

建议，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学院设

置书记、院长接待日。接待日设置接待时间为

本学期每周二 8:30-12:00 和 14:30-18:00，地

点为榆中校区 25 号办公楼 311 会议室。

学院开展考研复试指导线上座谈会

3 月 19 日上午，学院召开本科生考研复试

指导线上座谈会。学院部分教师及备考毕业生

参会。此次座谈会由 2017 级哲学班班长雷雪同

学主持。张言亮教授从复试前的准备及考核方

等方面对同学们进行了指导，其他几位老师分

别做补充并在随后进行了模拟复试。模拟复试

中老师对每一位同学的自我介绍都进行了评

价，让同学们明确了自我介绍的注意事项及如

何呈现自己的学术潜力。老师们还就每位同学

具体的专业困惑进行了指导，鼓励同学们以积

极心态迎接复试。

学院举行考博经验分享交流会

3 月 23 日，研究生会举办了 2021 届考博经

验分享交流会。考取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的

2018 级哲学孟德忠和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

研究生的2019级社会工作胡宗成应邀进行考博

经验分享。各专业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交流会。

孟德忠主要从学习的目的、考博过程中个人状

态的控制与调整和申请博士的注意事项三个方

面与同学们进行了分享。胡宗成则从读博动机、

考博准备、读博审视和如何读书四个方面展开。

两位同学的分享为有考博意向的同学提供了丰

富的资源、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途径。

学院团委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3 月 26 日，由学院团委、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化教

育促进会联合打造的“远程课堂”在甘肃临潭的“远

程直播互动公益教室”如期开课，来自兰州大学、纽

约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十余名志愿者为临潭地区的

中学生开展了以语文、数学、外语为核心课程的公益

支教活动，探索该地区第一个直播互动课堂，为临潭

学生提供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的新通道。为丰富下彭家

营幼儿园儿童的文化生活、通过“爱幼”增强同学们

的道德素质修养、社会责任感，学院青年志愿者工作

指导中心策划开展“青草青——呵护下彭家营幼儿园

小芽儿成长计划”志愿活动，3 月 19 日组织招募、培

训志愿者，将于 3 月 19 日起每两周的周四下午组织一

次志愿活动。

学生党支部联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实践

活动

3 月 8 日下午，学生党支部联合参观了张一悟纪念

馆和兴隆山烈士陵园。在张一悟纪念馆，同学们参观

了“张一悟生平事迹展”和“榆中革命斗争史展”，

瞻仰了张一悟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革命生涯，重温

了波澜壮阔的甘肃红色革命活动。同学们在聆听了讲

解员对烈士们英雄事迹和解放兰州战役历史的讲述之

后，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鞠躬

敬献鲜花。此次参观活动是党史学习教育的一次实践

活动，对同学们了解学习相关党史、坚定党员信仰、

树立远大目标、承担民族使命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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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团委讲解第二课堂成绩单相关

细则及问题

学院于 2020 级本科生起，实施第二课堂

成绩单制度。针对学生对于第二课堂成绩单相

关细则的疑问，我院学生团委副书记李厚泽于

3月11日针对第二课堂成绩单细则的相关疑问

为 2020 级本科生进行了讲解。他从创新创业、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化艺术、体育活动、

工作履历、技能特长、思想成长等多个方面进

行了讲解。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有机补

充、作为学院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推进第二

课堂和第一课堂互动互补、互相促进，从多个

维度形成学生在校的“成长足迹”。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

项

为激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创业, 培

养创新意识, 提高创新能力，我院积极配合校团

委，组织开展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

项工作。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的通知》和学校《关于

组织申报 2021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的通知》，经过学生个人申请、专家组立

项评审，共立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两项。

校友工作

学院负责人赴成都拜访校友

3 月 13 日，院长陈声柏一行 4 人在考察成

都社区发展治理后，随即与学院在蓉部分校友

举行了座谈交流会。陈声柏代表学院向校友们

致以亲切问候，并对大家长期以来对学院的关

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校友们纷纷回忆起在母

校学习生活的美好时光，畅谈在学校的收获、

工作的体会，表示今后将为母校发展做出新的

贡献，祝愿母校再创辉煌！同行的学院老师分

别从不同角度向校友们介绍了学院的学科发展

情况及愿景。

校友总会办公室（教育发展基金会

办公室）负责人一行来院调研

3 月 24 日下午，学校校友总会办公室（教

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田旭龙一行 7 人来我

院调研校友基金工作，并于学院相关人员进行座

谈。学院副院长王树莲回顾了学院过去一年校友

与基金工作开展情况和成效，介绍了 2021 年校

友与基金工作的规划与进度。田旭龙对学院过去

一年在校友基金方面开展的工作表示认可，希望

学院继续加强与校友的交流，校友总会办公室

（教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学

院开展工作。双方就校友基金工作的开展、校友

资源链接与服务、捐赠资金使用规划等工作进行

了充分的交流。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前身为哲学系。1975年元月成立哲学专业筹备小组，

1978 年正式建立哲学系并招收第一届哲学专业本科生。之后因应社会变革和学

科建设的需要，于 1994 年成功申办社会学专业并于 1996 年招收第一届社会学

专业本科生，哲学系随之更名为哲学与社会学系。2004 年 7 月，在哲学与社会

学系的基础上组建哲学社会学院。

学院始终重视学科建设与发展。1985 年建立中国哲学硕士点；2001 年建立

外国哲学和社会学两个硕士点；2003 年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

人口学三个硕士点；2010 年获批哲学、社会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此后哲学、社会学两个一级学科先后入选为甘肃省省级重点学科。2011 年开始

招收社会工作（MSW）专业硕士，并于 2013 年入选首批民政部社会工作人才培

训基地。1983 年至今，创刊并主办学术杂志《科学·经济·社会》。

同时，学院紧跟时代步伐、回应现实关切、汇聚各方力量，建成了兰州大

学社会与经济发展研究评价中心、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兰州大学生态

文明与生态研究中心、兰州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兰州大学社区健康跨学科研

究中心、社区发展与反贫困智库、兰州大学老龄科研基地等多个非实体研究机

构，有效支撑和服务于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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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学科建设规划中，哲学学科将在保持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传统优

势学科方向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

向；社会学（含社会工作）学科主要以社会问题为导向，积极捕捉现实世界的

变化，探索新时代下的社会学新议题，凝练特色研究方向，服务国家战略和地

方社会。

学院现拥有一批专业基础扎实、学缘背景优良、爱岗、敬业、乐教的师资

队伍。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55 人，其中专任教师 44 人（哲学 29 人、社会学 15

人），教授 14 人（哲学 10 人、社会学 4 人）、副教授 21 人（哲学 11 人、社

会学 10 人）、讲师 6人（哲学 5人，社会学 1人）、青年研究员 3人（哲学 2

人、社会学 1人）。

四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凝聚了数代学人的奋斗和心血。学院师生坚守“知

行合一、宁静致远”的价值诉求，发扬“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校训精神，

形成了学院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优良学风和精神传统，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各个领域的中坚人才，深受学界的普遍尊重和

社会的广泛赞誉。

2020 年 6 月 15 日，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 智库）发布“GDI

大学一流学科排行榜（2020）”，通过科学研究指数、人才培养指数、学科声

誉指数和二次评估指数四大一级指标科学评价516所院校艺术类学科外的90个

学科。兰州大学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分别位于此榜单第 26 位、第 2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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