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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党建园地

凝 心 聚 力

共 谋 发 展

6 月 22 日下午，我校召开了“2015-2017 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

论坛等大型活动的志愿服务工作；四是加强国际化

培计划”项目，与北京市属高校共同培养适应北京

教育，全英文 《国际金融》、《高级微观经济学》 获

市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需求的高水平人才；五

得教育部来华留学生英语授课品牌课程立项，《综

是选派 3 名教师党员对口支援西藏大学、贵州财经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党建特色和创新项目评选会”，在自下而上、层层推

合型卓越金融硕士留学生人才培养项目》 入选北京

选、好中选优的基础上共评选出先进基层党组织 29 个，其中先进二级党组织 5

市外国留学生一带一路奖学金项目。

网金融本科专业方向和金融实验班；其次加强课程

创新项目 10 项。这些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先进
经验和事迹本报将陆续进行报道。

党支部，51 名教工党员，392 名学生党员。两年

神，开展“如何做一名合格高校教师”的征文与座

来，学院党委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

谈会活动，组织“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硕士研究生导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理

师”专题研讨会，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念，紧密围绕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学院的发展目标，

以德施教；六是借助新媒体，创新学习方式方法，

党政密切配合，开拓创新，凝心聚力，共谋发展大

推出“金院党员之家”订阅号、“两学一做”系列

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社会

试题测试等线上学习活动，推动教育经常化。

服务等工作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战斗
堡垒和监督保障作用。

构建学习型党组织
加强师生的思想理论武装

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学院文化氛围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首先优化学科结构。增设互联

优秀教工党员 10 名、优秀学生党员 20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10 名；党建特色和

多、海归教师多的特点，解读全国思政工作会议精

构建和谐型党组织

学院党委积极鼓励党员骨干教师在学科建设中

个，先进教工党支部 10 个、先进学生党支部 14 个；优秀共产党员 30 名，其中

金融学院党委下设 5 个教工党支部，16 个学生

大学，受到对口支援高校的高度赞扬。

学院党委积极发挥群团组织凝心聚力的作用。

建设。李健教授带领其团队开创 《金融学》 慕课，

一是坚持每年举办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

坚持每天与学生进行网络互动，由于用眼过度，李

学院发展的重大事项，讨论并通过 《金融学院全员

健教授患上了眼部视网膜脱落的疾病，该课程选课

绩效管理办法》 等与教职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办

人 数 突 破 30 万 ， 成 为 全 国 最 受 欢 迎 的 MOOC 课

法；二是发挥工会“模范教职工之家”的作用，依

程，该门课被评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李健教

托合唱团、排球队等五支队伍，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授因此获得杰出贡献奖；最后科研成果丰硕。获批

体活动，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合唱团荣获校“教

8 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在

师节联欢会一等奖”、“红五月歌咏比赛最佳表现

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 等期刊发表 A 类

题教育、文体活动，运动会包揽男女团体和团体总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中国科学》、《经济

奖”等；三是坚持党建带团建，开展基础团校、主

以上论文 39 篇， 1 项成果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分第一名，团总支获校团委“社会实践优秀组织

优秀成果奖”
。

打造创新型党组织

建设服务型党组织

形成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发挥党员骨干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

学院党委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

学院党委注重搭建党员骨干服务平台。一是完

奖”，“匠心传播正能量作品”获国家级奖励；启动
“斯文·卓越大讲堂”，继续实施细节工程，提升学
生公民素养与人文素养；开展班级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和宿舍文化建设，6 个班级获北京市先进
班集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班级”、十佳先
锋班和十佳特色班；四是学院党委通过专题座谈、

施创新人才培养工程。一是积极推动教育教学改

善以“卓越人才培养项目”、毕业班党员服务队、

革，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在借鉴卓越学术人才培

两校区党支部“接力·面对面”等立体化的师生党

“五必访”多种形式，听取教师意见和建议，竭力

教育，结合“两学一做”，有针对性地开展系列学

养项目的基础上，推出了卓越职业人才培养项目，

员教育服务体系；二是全力支持全国政协委员王广

解决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助力青年

习教育活动。一是获得 3 项校级党建课题，获得 1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两年来,卓越学术人才培养项

谦教授和贺强教授等参政议政，两位委员就“学前

教师成长，学院设立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出台

三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股票发行注册制”等国

海外访学资助办法，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形

观”、“解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谈信仰”等系

目成员，与导师合作发表论文 27 篇；二是大力推
进本科生第二课堂建设，支持学生参加高端竞赛和
会议。100 余名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

计民生问题提交 10 余项提案，郭田勇教授、韩复

成良好的育人环境。

列党课；三是针对师生党员组织“纪念长征胜利

龄教授分别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咨询专家和央视财经

80 周年”、“重温入党誓词”、“两学一做我先行”

奖；支持 20 余人次参加了全国性学术论坛或研讨

评论员；三是依托六家科研机构，出版 《全球金融

四是组织业务培训、经验传授、谈心等形式关爱指

学院党委高度重视领导班子与师生的思想政治

项首都思想政治课题；二是举办“谈谈我们的价值

等主题党日活动与“弘扬井冈山精神”专题培训；
导行政教辅学工团队成长；五是针对学院年轻教师

会，并有 2 篇论文被评为会议或论坛的优秀论文；

治理报告：2015-2016》、《中国中小微企业金融服

三是引导学生开展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高质量完

务 发 展 报 告》、《中 国 家 族 信 托 行 业 发 展 报 告

成 APEC 领导人会议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2016》 等系列研究成果；四是积极承担北京市“双

金融学院党委将继续坚持立德树人，强化思想
引领，夯实工作基础，深化改革创新，为学院的
“双一流”建设提供更加坚强的政治保障。
（金融学院党委）

沉痛悼念我国著名财政学家、财政学科奠基人姜维壮教授逝世
2017 年 8 月 23 日晚，我国著名财政学家、中国财

碍和异地求学的精神压力。姜维壮入学后，每天早上

学界首次颁发此类奖项。而此时的姜维壮教授已在病

政理论奠基人之一，我校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姜维壮，

背诵俄语专业书，白天泡在图书馆里，钻研老师布置

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 95 岁。

的书目。四年后，姜维壮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苏

中，4 月 23 日，他在病榻上接受了这份沉甸甸的奖

生世坎坷志不屈

项。

联经济学副博士学位 （享受博士待遇）。

高风正气育后人

回国后，他被分配到财政部科研所工作。1962

姜维壮教授 1923 年 12 月出生于山东黄县的一个

年他主动请调中央财金学院。1971—1978 年，被调

“风霜雨雪七十载，教书育人多半生。桃李芬芳
夸富有，春风荡漾师生情。”这是学生们给他庆贺七

留下了他和母亲，还有一个年仅两岁的弟弟。“将来

到东北财经学院任教。1978 年 10 月，中央财政金融
学院复校后回到北京。1979 年以后，先后担任了中

十岁生日时，姜老即席吟诵的几句话。他不止一次提

一定要让孩子上学读书，即便拉着棍子讨饭……”这

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教授、研究所所长、科研处处

醒学生：“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科学的价值观、人生

是父亲对母亲最后的交待。父亲去世后，家里生活一

长，并兼院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院学位委员

观，要明确自己为什么学习为谁学习，这样才能在思

天比一天艰难，母亲勉强支撑到小学毕业，再也无力

会副主任、学报副主编、北京市人民代表、中央财经

想道德上站住脚。”

供他上学。

大学财政学院荣誉院长等职。

贫苦的农民家庭，4 岁的时候，父亲便离开了人世，

“我去想办法挣钱吧”，为了不再增加家里的负
担，他忍痛放弃了深爱的学习生活，在沈阳吉顺丝纺

姜维壮教授一生多波澜，“只因胸怀参天志，风
吹雨打壮行程”
，他的传奇人生，值得每个人敬仰。

当学徒，饱受老板的凌辱责骂和日本人的欺辱，那一
年他才满 14 岁。

在他的眼里，育人永远比教书更重要。

钻研不息为国民

据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1997 年，作为从未谋
信咨询考研问题，一个月之后，竟真的收到先生亲笔

然而苦难没有熄灭姜维壮求学的渴望，反而更

姜维壮教授是中国财政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致

还有一次，一个学生在研讨会上发言，批判马克

力于我国的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政策研究，先后发表

思的折旧理论。会后，他把学生叫到家里，拿出一大

书藏在厕所的纸篓下，干活儿歇口气的功夫，躲在厕

论文 15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译著等 30 余部，主

堆自己做的卡片：“这些都是马克思的折旧理论，你

持多项国家级、财政部、教育部等科研课题，十几项

拿回去看看吧。”学生看完以后把卡片还了回来，脸

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励。

上带着羞愧的表情，“姜老师，我错了。我根本就不

深夜。

1949 年 2 月参加革命，进入解
放区华北大学。
1950 年 10 月，参加抗美援朝，

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深刻论述了财政理论发

说话呢。否定一个东西可以，但一定要学了、看了、

从事调研工作。

展的重大命题，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为党

想了、问了，然后才能说。”这位同学从此也成了姜

和国家财政经济决策、财政制度法制建设提供了科学

老的忘年交，毕业多年还常常来信求教。

书柜。之后他开始在夜校补课，每天早晨四点，姜维
壮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坐在楼梯上看书背单词。

影响他求学的决心。1946 年，日本投降后，姜维壮

院学习。

被留在东北大区财政部税政金融处

这些科研成果所呈现的财政学术思想，在我国经

日子里，他换了几次工作，无论环境多艰苦，都没有

1946 年，进入北平华北文法学

知道这些东西。”姜维壮严肃地说：“那你怎么能随便

两年后，他从学徒改做出纳，账箱成了他小小的

“我当时就有一个决心，一定要学习！”在以后的

东龙口人。

回信，认真回复了问题。”

激励着他发奋图强。没钱买书，他卖掉衣服。白天把
所里看上几页；晚上别人睡了，他偷偷看书学习直到

姜维壮，1923 年 12 月 22 日，山

面的后生学子，为了考研究生斗胆给姜老师写了一封

依据。
他较早提出，财政监督是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

一个人带着几卷卷烟纸来到了北京，考入了北京华北

并提出依法理财、民主监督的财政管理思想；他指

文法学院。上学的日子依然清苦，可他还是刻苦学

出，强化预算监督职能是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是促

习，并因成绩优异而免除了学费。

进市场经济和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财政

姜维壮教授的学生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研究

1953 年，被国家选派赴苏联留
学，进入莫斯科财政学院。
1957 年，学成回国，被分配到

员童伟追忆道，“姜老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老
师对于我来说，是如父亲般的亲人。当时已是 70 岁

财政部科研所工作。

一眼学生过得好不好。”

院。

1962 年，主动请调中央财金学

高龄的老师，骑着自行车走上半个京城，只为上门看

大学三年级，北平解放。1949 年 2 月，姜维壮参

管理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实现和正确运用国家职能的
重要保证。他强调，财政信息要向公众公开、接受人

就为让孩子感受老人的伟大与不凡！可惜，这样的幸

1950 年，姜维壮调入中央劳动部政策研究室从

民监督，“努力营造一个实现强化预算监督职能的现

福时光并不太长，因为我发现，孩子的登门会让老师

事编译和调研。半年后，朝鲜战争爆发，姜维壮又一

代预算管理制度”，这些学术思想的提出，具有很强

无比重视，也就给老师增加了烦累。认真的老师像迎

次报名参军，加入到抗美援朝的队伍中。1950 年 10

的前瞻性和现实意义。

接领导检查一样，仔细做好准备工作。

月，他随部队到达鸭绿江边，由于当时国家为了保留

他还创建了“比较财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分别

这就是姜维壮教授，一位治学严谨的教授，一位

会副主任、学报副主编、北京市人

人才，将大学毕业生留在了后方，姜维壮被东北大区

从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收入管理、财政支出管理、财

育人不倦的师者，也是一位在时时不忘叮嘱后辈的长

民代表、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荣

财政部税收金融处留下从事调研。

政综合管理与监督四个方面构筑了完整的比较财政管

者。他为人谦逊宽容，待人诚恳，温润如玉，淡泊明

理研究框架。

志。

加革命，跨进解放区的华北大学。

抗美援朝结束后，姜维壮通过严格的考试，以优
异的成绩被选派为我国第一个留苏的财政学专业研究
生，进入莫斯科财政学院学习。在苏联的学习中，不
仅要承受巨大的学习压力，同时还要克服语言上的障

2017 年 4 月 21 日，中国财政学会在 2017 年年会

暨第 21 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授予姜维壮教授首届

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这也是我国财政

“有好几年的春节我都会带着孩子去看姜爷爷，

先生虽逝，风骨永存！
（财政税务学院、宣传部、校史馆、档案馆，中
国财经新闻网）

1979 年以后，先后担任了中央
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教授、研究所
所长、科研处处长，并兼院教师职
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院学位委员

誉院长等职。
2017 年 8 月 23 日 在 北 京 逝 世 ，
享年 95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