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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19年第 16期（5.20-5.26）                               总第 456期 

 

文学院周志：忠实记录学院一周内工作各个方面发生

的事件。 
 

 

  热烈祝贺我院两个项目在第十六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佳绩！ 

中文系杨位俭副教授指导的项目获得特等奖 

历史系忻平教授、吴静老师联合指导的项目获得三等奖 

祝贺获奖的老师和同学们！ 

 

*新书速递* 

◆中文系邵炳军教授主编、尹楚兵教授副主编的《诗礼文化研究》（第一辑）由中西书局 2019

年 5月正式出版发行。 

《詩禮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诗经》与先秦礼制互动关系的深入考辨，探究《诗经》的创作、

结集、传播历程与先秦礼制的生成、定型、流变历程之间的关系，将《诗经》的生成问题与“中国传

统礼制的生成、定型、流变与‘诗礼文化’的当代传承”问题有机联系，探究《诗经》与礼制共生互

动的客观规律，探讨华夏“诗礼文化”的内涵，发掘其在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独特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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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文化研究》（第一辑）分“《诗经》与礼制研究”、“《诗经》作品研究”、“礼学研究”、

“诗礼文献研究”、“诗礼文化内涵研究”、“诗礼文化传播研究”六大栏目，共收录相关论文 15

篇，会议综述 2篇。 

*学术信息* 

◆历史系刘义教授的文章《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along the New Silk Road:The"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在《ASIA JOURNAL OF THEOLOGY》发表，刊于 2019年 4月第 33卷。 

◆中文系葛红兵教授的《“五四”的“百年回旋”与杜威的语言》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

刊于 2019 年第 5期。 

◆中文系张薇副教授的文章《保罗·西格尔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在《上海师范

大学学报》发表，刊于 2019年第 3期。 

◆中文系刘奕副教授的文章《陶渊明友人“殷晋安”考》在《古典文献研究》发表，刊于第 21

辑下卷。 

◆中文系周展安老师的文章《“现实”的凸显及其理念化——对“五四运动”思想与文学内在

构造的再思考》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刊于 2019 年第 3期。 

◆中文系周展安老师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新时代”文学的使命》、博

士生尹倩（导师：曾军）《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产业链图谱解析：文化与传播》同时在《上海文学

发展报告（2019）》一书上刊登。 

◆全球学专业博士留学生 Muhammad Qasim Sodhar （导师：郭长刚）， 在境外期刊 Sociology 

of Islam 上发表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ter-Provincial Economic Disparity: Two Major Factors 

Behi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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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研究生论文成果阶段性汇总* 

姓名 导师 期刊名称 时间 论文题目 

李广旭 蔡翔 编辑之友 
2019年 

第 3期 
论新媒体对家宅的影响 

仇俊超 曹辛华 山西大学学报 
2019年 

第 2期 
清末民国医药报刊诗词考论 

李缙英 曾军 

江西社会科学 
2019年 

第 1期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艺术百家 
2018年 

第 4期 
“当代中国”是如何内在于“视觉文化研究”的？ 

小说评论 
2018年 

第 6期 
《城乡简史》个人性历史叙事与自我他者化 

张仰亮 忻平 

中国现代史 
2019年 

第 3期 
传统与裂变：1938—1941年中条山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 

中共党史研究 
2019年 

第 1期 
一九三八年前后中共对蒋介石国共合并动议的因应 

党史研究与教

学 

2018年 

第 6期 
“取而代之”：1941年中条山战役后国共两党在晋南的力量消长 

中国现代史 
2018年 

第 4期 
合力与消解：中共中央长期驻与上海及最终迁离的动因 

民国档案 
2018年 

第 4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作战指导体制探析——以中条山战役为中心 

近代中国 
2018年 

第 28辑 

抗日与统一：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战略意图探析——以中条山

根据地为例 

广西社会科学 
2017年 

第 9期 
论陈云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龚伟 宁镇疆 

中州学刊 
2018年 

第 4期 
由清华简《子仪》说到秦文化之“文” 

古籍整理研究

学刊 

2018年 

第 5期 
论《史记》《汉书》对西夷认知的差异 

道家文化研究 
2017年 

第 31辑 
“盗憎主人、民恶其上”正诂 

孟芯纬 王晓明 现代教育 
2018年 

第 12期 
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价值取向、特征和趋势 

何琛 周平 学海 
2018年 

第 3期 
马萨大达叙事在当代以色列接受中的政治与社会形态 

史晓云 唐青叶 外语教学 
2018年 

第 1期 
国外媒体“一带一路”话语表征对比研究 

崔一冰 张勇安 求是学刊 
2017年 

第 5期 
“大英帝国癌症运动”与英国大众防癌教育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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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资讯* 

5 月 21 日（周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论证会在文学院举行。上海大学研究生院

培养管理处毛建华处长，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吴中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

院副院长叶军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吴春相教授，文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姚蓉副

院长与国际教育学院阚怀未副院长以及专业负责人老师到场参加论证会。此次论证会由文学院副院长

倪兰主持。 

5 月 21日（周二），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办的“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杯赛女子甲 B组”

决赛中，上海大学女子足球队获得冠军，我院四位“铿锵玫瑰”参与其中，她们分别是 17 级历史学

专业郭珍妮、17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魏风钰、16级历史学专业白珍、15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吉云蛟。 

5 月 22 日（周三），下午，文学院中心组学习会在 306 会议室举行，主题内容为“《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学习心得

交流”，并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主题展。学院党委中心组成员、系主任、教工党支部书记、工青妇代

表等二十余人参与了会议，会议由文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勇安主持。 

5 月 24 日（周五），下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明词》重编及文献整理研究”首席专家周明初教授应邀来上海大学

做题为“明代疑难词人词作之辑考与整理举隅——《全明词》重编的思考 ”的讲座。讲座由中文系

姚蓉教授主持，饶龙隼教授、蔡锦芳教授、尹楚兵教授、刘奕副教授、李德强老师及多名文学院硕博

士研究生到场聆听。 

5 月 25 日(周六)，共青团上海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校本部图书馆报告厅隆重召开。学院党委

书记竺剑、党委副书记崔海霞作为嘉宾出席了本次团代会。我院通过层层选举共有 5位代表出席了本

次大会，分别是学院团委书记赵影、16级本科生瞿立晨、17级本科生穆友江山、17级硕士研究生张

笑、18 级硕士研究生陈驰。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 21位共青团上海大学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团委书记

赵影同志光荣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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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到的消息： 

5 月 14日（周二），下午，历史系安东尼奥·萨巴塔（Antonio Zapata）教授受邀做客南开大

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20世纪前半期 APRA与秘鲁的社会转型》为题发表了

精彩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董国辉教授主持，中国拉丁美洲史协会会长、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琦以及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近三十名研究生参加本场讲座。 

5 月 16-18日，由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和文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

与中东北非”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土耳

其、卡塔尔、埃及、阿联酋、以色列、匈牙利、丹麦、波兰、约旦、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十多个国家

的 7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中国与中东北非关系发展以及相关议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5 月 17-18日，文学院党委书记、青海招生宣传组组长竺剑、文学院丁佳蒙、上大青海籍师生李

晓溪、更秀吉等一行，赴青海西宁开展系列招生宣传活动。据悉，上海大学自去年起面向青海省一本

招生，2018年第一年就创下了超出一本线 121分的佳绩，今年是上大首次赴青海举办系列招生宣传

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在青知晓度，吸引更多优秀生源。 

 

 

  

欢迎各位老师提供信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