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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1977.9-1982.2 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 

1984.9-1986.9 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班 

  

 

教学经验 

1998－2004年 

 

 

«现代政治学»（本科生课程），«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硕士生课程），«现代西方政治理论

流派分析»（硕士生课程），«比较政治学导论»（硕士生课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硕

士生课程），«公共政策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博士生课程），«转型社会公共政策创新研究»（博

士生课程），«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博士生课程） 

2006-2011年 

《公共行政学》（本科生课程）、《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硕士生课程）、《公共政策分

析》（硕士生课程）、《公共政策研究的范式》（博士生课程）、《公共政策研究的方法》（博士生

课程）《政治学概论》澳科大通识课程、《公共行政学》澳科大通识课程、《公共政策分析》澳

科大 MPA学位课程、《公共管理沟通》澳科大 MPA学位课程 

2012-2013年 

《公共行政学》（本科生课程）、《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硕士生课程）、《公共政策分

析》（硕士生课程）、《公共政策研究的范式》（博士生课程）、《公共政策研究的方法》（博士生

课程）《政治学概论》澳科大通识课程、《公共政策分析》澳科大 MPA学位课程、《公共管理

沟通》澳科大 MPA学位课程、《公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澳科大慈善与公益组织硕士学位课

程 

2014- 

《公共政策研究的范式》（博士生课程）、《公共政策研究的方法》（博士生课程）《政治学概论》

澳科大通识课程、《公共政策分析》澳科大 MPA学位课程、《公共管理沟通》澳科大 MPA学

位课程、《公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澳科大慈善与公益组织硕士学位课程 

 

学术成果 

期刊文章: 

（近 5年） 

1、严强：《政治生活与政治学基础理论》《阅江学刊》2009年第 1期 

2、严强：《浅论政治学理论的类别构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 4期 

3、严强：《提倡官员讲真心话，容许官员说点错话》《人民论坛》2009年第 15期 



4、严强：《公共政策研究能力的要素》《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 6期 

5、严强：《公共政策分析的实质、特点和内容》《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 1期 

6、严强：《微观政治学缺失的原因与构建的意义》《阅江学刊》2010年第 1 期 

7、严强：《决策后政策论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 1期 

8、严强：《制度政治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阅江学刊》2011年第 2期 

9、魏姝、严强：《知易行难：“十一五”期间政治学学研究方法的进展与反思》《江海学刊》2011年第

2期 

10、严强、李君仪、吴婧：《对澳门养老福利政策的民意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 4期 

    11、严强、王忡：《对社会政策替代的新解释》《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 2期 

12、严强：《转型社会新资本体系结构》《阅江学刊》2013年第 1期 

13、严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研究》《阅江学刊》2014年第 2期 

14、严强：《社会治理演化的历史考察》《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 2期 

15、严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共政策研究范式选择》《江海学刊》2014年第 1期 

16、严强：《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下的公共政策分析创新》《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期 

学术专著: 

1、《社会历史理论》，1988，南京大学出版社，（严强、李华钰） 

2、《现代政治理论》，1989，南京大学出版社，（严强、包玉娥） 

3、《社会发展理论》，1991，2005（2nd）南京大学出版社；（严强、魏 姝） 

4、《列宁主义哲学史》，1991，南京大学出版社，（严强、严高鸿） 

   5、《东亚公共行政比较研究》，1996，南京大学出版社（严强、魏 姝） 

6、《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1996，中山大学出版社，（严强、孔繁斌） 

   7、《宏观政治学》，1996，2009（2nd）南京大学出版社，（严强、张风阳） 

8、《政治学方法论》，1998，苏州大学出版社，（张明、严强主编） 

9、《公共政策学》，2001，南京大学出版社，（严强、王 强：） 

   10、《政治学研究方法》，2006，江苏教育出版社，（严强、魏 姝） 

   11、《国家治理与政策选择》，2009，中央编译局出版社，（严强） 

    12、《公共政策学》，2010，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严强主编） 

13、《政治学基础》，2014，南京大学出版社，（严强、孔繁斌：） 

    14、《微观政治学》2014，南京大学出版社，（严强、李永刚） 

 

专著章节: 

    《政治学基础》，2014，南京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政治学学科性质 

第一节 一门学科变为科学的条件 

第二节 反对政治学是科学的依据 

第三节 政治学能成为科学的理由 

第三章  政治学理论传统 

第一节 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历史发掘 

第二节 政治学基础理论的曲折演进 

第三节 政治学基础理论建构的途径 

第四章 政治学研究活动 

第一节 政治学研究的组成 

第二节 政治学的研究取向 

第三节 政治学研究的道德 

第五章 政治学研究手段 

第一节 政治学的量化研究手段 

第二节 政治学的质化研究手段 

第六章 政治学理论构成 

第一节 政治学理论的性质与功能 

第二节 政治学理论的形式构成 

第三节 政治学理论的类别构成 

第四节 政治学理论的层次构成 

第七章 政治学意义图景 

第一节 政治认识与意义图景建构 

第二节 政治学范畴的性质与功能 

第三节 政治学范畴的特性与发展 

第四节 政治学范畴的体系与原则 

第八章 政治学范畴体系 

第一节 政治关系类范畴 

第二节 政治主体类范畴 

第四节 政治制度类范畴 

第五节 政治文化类范畴 

第六节 政治系统类范畴 

第九章 政治学理论范式 

第一节 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第二节 政治学理论范式的实质与争论  

第三节 理论范式演变的影响因素与轨迹 

第四节 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类型 

第五节 政治学理论范式转换的实例分析 

第六節 政治学理论范式的区别与统一 

 

    《宏观政治学》，1996，2009（2nd）南京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政治生活环境 

第一节 政治生活环境的构成 

第二节 政治生活环境的作用 

第三节 政治生活环境的改变 

第三章 政治系统形态 

第一节 政治系统的性质与特点 

第二节 政治系统形态的实质与类型 

第三节 政治系统形态的更替与跃迁 

第四节 政治系统形态转型的性质与途径 

第四章 政治权力配置 

第一节 国家公共政治权力及其总量 

第二节 国家公共政治权力的横向配置 

第三节 国家公共政治权力的纵向配置 

第四节 政府公共行政权力的配置运行 

第五章 政治运行过程 

第一节 政治统治 

第二节 政治管理 

第三节 政治决策 

第四节 政治监督 

第六章 政治演变发展 

第一节 政治发展的实质与内容 

第二节 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 

第三节 西方政治发展的道路 

第四节 第三世界政治发展历程 

第五节 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势 

第七章 国际社会政治 

第一节 国际政治系统的构成与特点 

第二节 国际政治系统的主要行为体 

第三节 国际政治系统中的主要活动 

第四节 解决全球政治问题的途径 

后记 

 

会议论文: 



1、《小区治理结构类型与社会公共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台北，台湾两岸民间社会与公共参与学术研

讨会，2010年 6月； 

2、《社会管理中的公共政策创新》，山东威海，2011年全国政治学与行政学博导论坛暨“社会管理与政

治发展学术研讨会”，2011 年 8月； 

3、《地方政府创新途径选择》，澳门基金会、澳门理工学院联合举办“政府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国际

学术研讨会”，21011年 10月； 

4、“地方政府提升管制能力的目标指向和结构要素”，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暨公职局、澳门大学社

会科学及人文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澳门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学会联合举办“提升公共管治能力

2012年学术研讨会”，2012 年 6月； 

 

The objective directing and structure factors of elevating control capacity 

“研究项目 

澳门基金会、澳科大

项目 
《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外交交流研究：回顾与展望》 

国家教了重大招标课

题 
《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 

 

学术机构及社会任职 

1、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所长 

2、 江苏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兼职研究员 

3、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专业资格认证及奖项 

专业资格认证 

1、江苏省公共行政学会副会长 

2、中国公共行政学会理事 

3、中国公共政策学会常务理事 

4、中国国家教部高教司政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 3、4、5届委员、秘书长 

奖项 

1、“从国家为主体向以社会为主体的飞跃”（江海学刊、«回顾与反思»，1989），获中宣部纪念十一届

三中全会十周年研讨会论文奖（首届五个一工程奖）（1989）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第二卷）（南大出版社，1992），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1993） 

3、«现代政治理论»（南大出版社，1989），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 

4、“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力量”（江海学刊、新华文摘，1993），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993） 

5、«社会发展理论»（南大出版社，1990），获江苏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4） 

6、«社会改革控制论»（南大出版社，1990），获江苏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4） 

7、«宏观政治学»（南大出版社，1996），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9） 

8、«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价值与知识的论辩»，（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 

9、«东亚公共行政比较研究»（南大出版社，2001），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 

   10、《公共政策学》（南京大学网络学院课程）申报国家教育部精品课程（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