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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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烈祝贺我院五位博士研究生成功申报 2019 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获
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以联合培养方式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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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一级学科

1

范文豪

郭长刚

世界史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2

来

源

江时学

世界史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3

刘春燕

张勇安

世界史

美国

杜克大学

4

杨恩路

陶飞亚

中国史

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

5

郝玉满

王晓明

中国语言文学

美国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国别

留学学校

★上海大学申报的《践行上海城市精神，传承创新海派文化——上海大学
开展“310：与沪有约海派文化传习活动”》荣获 2019 年上海市教育系统落细落
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案例。经过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评审，共遴
选产生了 12 个示范案例、15 个优秀案例。
“310：与沪有约海派文化传习活动”是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策划并
承担的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项目，项目以三场研习营和十场精品讲座为主要载
体，主要覆盖大中小学生，并辐射广大市民，至今已成功举行了三季，取得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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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反响和文化辐射效应，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传承弘扬海派文化做
出了创造性探索和创新型开拓。2018 年 4 月，本项目获得教育部第四届“礼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特色展示项目称号。

*新人加盟*
热烈欢迎中国史学科引进的廖大伟教授正式加盟我院。
廖大伟，1961 年生，江苏建湖县人，研究方向为近代上海史。

*学术信息*
◆ 历史系江时学教授的文章《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发表于《人
民日报》理论版，刊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

◆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信世杰（导师：何建明）的文章《2018 年度中国创意
写作发展报告》在《写作》上发表，刊于 2019 年第 2 期。

*一周资讯*
5 月 27 日（周一），上午，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成立大会在上海市委宣传
部举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潘敏，黄浦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余海虹，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严爱云，上
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分管领导闵辉，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徐旭，北京大学毛泽东管
理思想高级研究班建设委员会党委书记张显龙，市委宣传部相关处室负责同志，
上海红色纪念场馆负责同志以及本市新闻、文化和红色文化研究院战略合作单位
的代表，我校宣传部部长胡大伟，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王晴川，文学院、
医学院（筹）党委书记竺剑、文学院院长张勇安及部分教授代表出席了会议，上
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思怡主持了大会。
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是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由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中
主编：宋桂林

-2责任编辑：聂林媛

本期编辑：郑丽

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教育卫生工作党委、上海大学共同发起成立，
也是全国首家由地方党委、党史研究部门、教育主管部门、高等院校四方携手联
创的红色文化研究院，未来将成为立足上海、面向全国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窗口。
会上四家发起单位代表共同为研究院揭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为张黎
明教授颁发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聘书，为忻平教授颁发上海红色文化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聘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代表研究院与北京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进红色文化研究和思政教学。潘敏同志作了
总结讲话。
5 月 27 日（周一），中文系姚蓉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
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17ZDA258 ）中期评估会在杭州成功召开。会议由上
海大学出版社副总编邹西礼先生主持。来自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南京师范
大学、苏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
者参加了会议。
5 月 27 日（周一），《全民国词（第一辑）》新书发布会暨诗词文献学高
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由中文系特聘教授曹辛华领衔编纂的《全民国词（第一辑）》
揭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曹辛华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词集
编年叙录与提要”的阶段性成果《全民国词（第一辑）》进行了广泛讨论。上海
大学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特聘教授王卓华向与会嘉宾汇报了“全清诗歌总集文献
整理与研究”取得的系列成果。
5 月 27 日（周一），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应邀作题为“敦煌与于阗：
公元十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往”讲座。讲座由历史系陈菊霞教授主持，历史
系宁镇疆教授、舒健副教授、美术学院苏金成教授等来自各高校的师生、文化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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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者五十余人聆听了讲座。
5 月 27 日（周一），由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举办的
“拉美政治文化研讨会”在宝山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上海外国语
大学等高校机构的多位学者和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
讨论拉美政治文化的学术会议，会议由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教授主持。
5 月 24 日至 28 日，历史系安东尼奥·萨帕塔（Antonio Zapata）教授与张
琨老师，带领文学院博士生萨尔瓦多·马力拉罗（Salvador Marinero）、露西
娜·卡尔索格里奥（Lucila Carzoglio）贡萨洛·吉喜诺（Gonzalo Ghihhino）
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办的拉丁美洲协会年会“我们的美洲：公正与包容”。年
会中，团队以上海大学的名义组织了一场题为“中国与拉丁美洲：全新的跨国视
角”的小组发言，发言涉及冷战时期中拉关系、中拉之间经贸关系、中国与阿根
廷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等议题。
5 月 28 日(周二）， “院长面对面——坚守学术自律，争做创新人才”活
动在 406 会议室举办。该活动由姚蓉副院长主持，上海大学党委研工部部长王国
建、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文学院青年教师代表历史系魏峭巍、黄薇，中文系黄河、
周海天做了主题分享，文学院 30 余名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活动。
5 月 28 日(周二），文学院第七届“启思论坛”顺利举行。本届启思论坛共
设国学、西学和当代中国三个分论坛，评议人分别为蔡锦芳教授、谭旭东教授、
朱善杰副教授。上海大学学工办副主任许烁、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崔海霞、文学院
副院长倪兰以及优秀指导教师代表历史系曹峻参加了颁奖仪式。
5 月 31 日（周五），校妇委会和工会女工部在图书馆报告厅举办了＂我爱
你中国——巾帼追梦”朗诵会。我院崔佳、聂林媛、周薇、梁爽、迪拉热·达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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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宋亚丽、杨丹阳作为代表参加了活动，朗诵的作品分别是《祖国啊，我亲爱
的祖国》、中文系姚蓉教授原创的《风雨兼程四十年》，分获二、三等奖。
5 月 31 日（周五），由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高原学科、上海大学中国创
意写作中心主办的“上海大学网络文学论坛”在 306 会议室举行。《探索与争鸣》
主编叶祝弟，中文系谭旭东教授，文学院创意写作中心副主任许道军，安徽大学
周志雄教授，上海政法学院张永禄副教授，以及上海市社科院、华东政法大学、
武夷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 20 多人出席论坛，论坛由中文系陈鸣副教授主持。
5 月 31 日（周五），第三期“文苑下午茶”在教工之家进行，分管研究生
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姚蓉和教学秘书杜晓艳在现场与老师们进行了交流互动。
5 月 31 日（周五），由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和余杭仓前街道办事处、
章太炎故居联合举办的“章太炎与五四”学术工作坊启幕。与会代表参访了梦想
小鎮和章太炎故居，然后在苕南书院出席由仓前街道主持的“纪念章太炎先生诞
辰 150 周年座谈会”，就太炎研究现状、前景及太炎思想的当代意义做出讨论。
中文系周展安老师在会上做了交流发言。
6 月 1 日-2 日，中文系张薇副教授参加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双年会暨
“新中国 70 年外国文学研究”研讨会，做了题为“论新中国 70 年马克思主义莎
评”的大会主旨发言。发言分析了以赵澧、方平、朱维之、卞之琳、孙家琇、孟
宪强、杨周翰、张泗洋、王元化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莎评者的观点，概括了 70
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莎评的成就与不足，总结其特点，并提出研究的展望。
6 月 1 日-2 日，“第七届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论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
星云文教馆举行。本次会议以“人间佛教与传统文化”为主题，由上海大学道安
佛学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文学院和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联合主办。开幕式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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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恭让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魏常海教授、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邓子美教授、西
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教授、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佛光山人间佛教研
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上海星云文教馆馆长满莲法师，以及来自海峡两岸多所著名
大学的近四十位学者和部分 2019 年人间佛教写作奖学金博硕士研究生等共近百
人参加了研讨会。
6 月 2 日（周日），文学院四名本科生参加了 2019 年上海市历史学本科专
业四校论坛，17 级历史专业孟鑫同学获得优秀论文奖。
6 月 2 日（周日），下午，“佛教中国化：问题、方法与思路”学术工作坊
在上海大学举办。本次工作坊由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文学院主
办，上海花地文化有限公司协办，海峡两岸的 9 位学者围绕佛教中国化议题，从
不同视角展开深度讨论，来自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上
海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教授及博硕士研究生 40 余人参加了工作坊。

迟到的消息：
5 月 19 日-23 日，应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的邀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劳
曼教授（Prof. Lars Laamann）在上海大学访问一周。劳曼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满
学家、清史专家，主要关注清朝的民间宗教和药物史，著有《满洲历史读本》、
《晚晴基督教异端人士》和《麻醉文化：中国药物史》，自 2012 年起担任国际
著名学术刊物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的主编。

欢迎各位老师提供信息，您的信息很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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