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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19 年第 35 期（11.25-12.1） 总第 475 期

文学院周志:忠实记录学院一周内各个方

面发生的新闻。

★热烈祝贺文学院荣获 6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序号 编号 课题名称 首席专家

1 19ZDA174 民族大调查的学术回顾、文献整理和当代价值研究 潘守永

2 19ZDA213 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 廖大伟

3 19ZDA239 “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 程恭让

4 19ZDA249 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 宁镇疆

5 19ZDA258 东林学派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 尹楚兵

6 19ZDA316 东亚汉字文化圈《切韵》文献集成与研究 丁治民

★中文系李强老师荣获 2019 年上海大学蔡冠深优秀青年教师奖。

★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陈海博士荣获 2019 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

划资助。

*学生培养*

★热烈祝贺文学院 16 级多名本科生同学获得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及出国学习资格。



2
主编：宋桂林 责任编辑：郑丽 本期编辑：宋亚丽

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名单

序号 姓名 录取专业 录取学校

1 王梦辰 汉语国际教育 复旦大学

2 唐宇轩 汉语国际教育 上海大学

3 班悦 汉语国际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4 徐玮泽 汉语国际教育 上海大学

5 江梦丹 文物与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6 姚一凡 文物与博物馆 浙江大学

7 曹若颖 中国古代史 西北大学

8 白金钘 世界史 上海大学

9 何欣钰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上海大学

10 冯茜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 四川大学

11 聂长乐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上海大学

12 王晶 汉语言文字学 上海大学

13 陈元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上海大学

14 秦娴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上海大学

15 葛雨馨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上海大学

16 高心同 创造性写作 中国人民大学

17 孙小洋 创意写作 上海大学

出国名单

序号 姓名 留学国家 录取学校

1 瞿立晨 比利时 根特大学

2 崔东川 比利时 根特大学

3 邵君 比利时 根特大学

4 梁晨 比利时 根特大学

5 沈欣婷 比利时 根特大学

6 陈明霞 英国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新书速递*

◆中文系孙小力教授数十年的心血之作——十大册《杨维祯全集校笺》问

世，2019 年 10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孙小力，中文系教授，1954 年生于上海，1986 年 7 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

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专注于元明诗文领域，著有《杨维祯年谱》，发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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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诗学书目汇考》、《元代江浙文人的串联风气和文艺创新》、《杨铁崖明清印

象考论》等多篇论文，整理有《帝京景物略校注》。

《杨维祯全集校笺》是自元明以来首度面世的杨维祯诗文全集，是对杨氏存

世作品的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全书精选底本十九种，并且广罗校本，别集以外，

各种总集、方志、游记、书画著录、大型类书，以及传世墨迹图像，皆在收录参

校范围，因而汇录了现存所有的杨维祯作品，和具有参考价值的异文。较之此前

的别集整理，以及《全元诗》《全元文》相关部分，收录更加完备。本书笺注包

括写作时间、交游关系、人物生平、时事政治、地理环境、名物制度、词语典故、

诗歌溯源等，力图准确反映作品背景与内涵。杨维祯交游广泛，本书的相关考辨

有助于揭示元明之际东南文坛真实面貌。元明以来流传杨维祯诗文作品数以千

计，真伪掺杂。其真实作者或难作定论，或属张冠李戴，本书均予摘出，分别纳

入《存疑》《辨伪》二编。附録八卷，除辨伪外，选录师友诗文、碑传数据、诸

本序跋，以及底本原书篇目汇录、著作版本考述、年谱简编等等。书末还附有篇

名索引和人名索引，以便研读。

*学术信息*

◆历史系张勇安教授的《以毒品为武器：美国对华冷战宣传的新媒介

（1950-1962）》（原刊于《历史研究》2019 年第 4期）、中文系葛红兵教授的

《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文学及文学活动研究》（原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期）同时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收录

于 2019 年第 6期。

◆中文系邵炳军教授的《政治生态变迁与春秋文作家群体社会阶层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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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发表于《中州学刊》，刊于 2019 年第 11 期。

*一周资讯*

11 月 25 日（周一），中午，由文学院研究生会举办的“孔子文化月”—“孔

子街坊”和“我爱记《论语》”线下填空抽奖活动，在西区益新食堂门口举行，

全校师生踊跃参加了活动。

11 月 25 日（周一），下午，文学院在 208 会议室举行第十一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政领导班子专题读书研讨会。研讨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学习主题，以熊思东教授《新时代地方大学建设的思考与

作为》专题报告为学习资料，开展专题学习讨论。党委书记吴仲钢，党委副书记、

院长张勇安，党委副书记崔海霞，党委委员、副院长倪兰、宁镇疆，教工党支部

书记周薇，党委组织员丁佳蒙及学生党员代表徐东明、李宁、李菲芸等同志参加

了学习讨论。会议由吴仲钢同志主持。

11 月 27 日（周三），上午，文学院在 206 会议室举办“课程思政”教师培

训及教学研讨会，上海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顾晓英，文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中文

系、历史系 30 名教师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文学院副院长倪兰主持。

11 月 27 日（周三），由文学院承担的校级核心通识课《全球文明通论》“课

程思政第一课”在 J102 开讲。《全球文明通论》是上海大学本科生校级核心通

识课程，是上海大学课程思政建设首批、重点课程之一。主讲人文学院历史系刘

招静老师本次开讲的主题是“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

11 月 27 日（周三），下午，英国思克莱德大学格拉斯哥医疗社会史研究中

心 Georgia Grainger 博士做了题为《模糊的合法性：20 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



5
主编：宋桂林 责任编辑：郑丽 本期编辑：宋亚丽

英国的绝育活动》的讲座；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历史系 Karissa patton 博士

做了题为《从经验中习得—20 世纪 70 年代的节育推广教育、经验知识与妇女团

体的努力》的讲座；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Lain Sturges 博士作了题为《学术、工

业和国家的横向比较研究：曼彻斯特计算机断层扫描研究的历史》的讲座，文学

院师生参加了讲座。

11 月 28 日（周四），上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波副教授应邀来我院做题

为《旭烈兀与忽必烈的政教之争》的讲座，讲座由历史系舒健副教授主持。

11 月 29 日（周五），上海大学语文教育第一期沙龙在文学院举办。沙龙由

文学院、基础教育集团共同举办，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和创意写作中心承办。文学

院副院长倪兰，基础教育集团办公室副主任李志芳分别致辞。语文研究中心主任

谭旭东教授，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心主任钱文亮教授分别做新诗阅读和教学专题

讲座。语文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集团臧文英名师工作室、邵炜名师工作室、集

团各成员校、项目校以及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生等 60 余

位出席沙龙。沙龙由集团办公室主管肖青峰主持。

11 月 29 日（周五），我院举行了 2019 年第二次特聘教授年度交流会，交

流会由党委书记吴仲钢主持，考核小组成员倪兰、姚蓉、宁镇疆、宋桂林等老师

出席交流会。会上 Antonio Zapata、Tugrul Keskin、程恭让、丁治民、华学诚

（由丁治民教授代读）、徐坚、尹楚兵、张勇安、卓悦等 9 位特聘教授就 2019

年以来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工作以及今后的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交流。各位教

授近一年来成果丰硕、教学工作饱满并承担了很多社会服务工作，为我院发展做

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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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周五）,下午，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民主生活会，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段勇出席并作指导，校主题教育领导

办公室第三联络组组长韦蒨、组员裴志茹、回胜男等列席，会议还邀请了学院工

会负责人、系主任、党代会代表、教工党支部书记等参加会议。党委组织员丁佳

蒙就民主生活会前期准备情况作了汇报。党委书记吴仲钢首先代表学院班子作检

视剖析，随后学院班子成员吴仲钢、张勇安、崔海霞、倪兰、姚蓉、宁镇疆等 6

位同志逐一作检视剖析，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韦蒨同志代表联络组作指导点

评，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最后段勇同志作指导讲话，逐一点评班子成员发言，

要求班子对表对标，围绕中心工作认真落实推进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带领学院

持续快速高效发展。

11 月 29 日（周五），下午，第七期“文苑下午茶”在教工之家进行，各系

系主任与教师进行了沟通交流，听取了教师对系和学科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11 月 29 日（周五），下午，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Erika Dyck 教授应邀

来我院做题为《加拿大迷幻精神病学的医学实验、成瘾与药物政策》的讲座，文

学院师生参加了讲座。

11 月 29 日（周五），下午，由文学院、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办、院研究生

联合会承办的文德讲堂系列讲座之“记忆与认同—国之重宝在上海”在文学院

608 会议室举行。讲座的主讲人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黄薇老

师。讲座由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王思凌主持。

11 月 30 日（周六）,上海大学本科生学术论坛人文艺术分论坛在 J201 举办，

文学院承办了分论坛。来自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美术学院、外国语学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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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学院的 32 名本科生参与论坛。

12 月 1 日(周日),由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宗

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上海市宗教学会第十四届青年学者论坛在文

学院顺利举办，论坛主题为“宗教与历史：七十年宗教研究总结与展望”，来自

上海社科院、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的 60 余名青年学

者和评议专家参加了会议。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肖清和副教授

主持了开幕式，上海市宗教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晏可佳研

究员，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卢珮君女士，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

研究中心学术总监陶飞亚教授分别为大会致辞。

12 月 1 日(周日), 由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中国中东学会主办的“上

海大学第一届发展论坛:当代中东国家发展道路研讨会”在乐乎新楼举办。

欢迎各位老师提供信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