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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19 年第 39 期（12.23-12.29） 总第 479 期

文学院周志:忠实记录学院一周内各个方

面发生的新闻。

*感谢·爱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29 日止，文学院有 83 位教职工积极参与了“一日捐”

活动，文学院分工会共收到爱心捐款 10376.2 元，已上交上海大学工会帮困基金

会。在此，对参加捐款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爱的奉献，你们的爱

心将汇聚成一股暖流，温暖那些需要帮助的老师们。

文学院分工会教职工参加“一日捐”名单

序号 姓名 序号 姓名 序号 姓名

1 刘招静 29 钱小飞 57 丁治民

2 陈浩 30 刘旭光 58 吕永林

3 谭旭东 31 张智慧 59 郑丽

4 张勇安 32 宁镇疆 60 郭红

5 郑妞 33 陈冠豪 61 张琨

6 张萍 34 李翰 62 朱继平

7 宋桂林 35 尹楚兵 63 舒健

8 刘长林 36 郭丹彤 64 宋亚丽

9 赵争 37 蒋华杰 65 景春雨

10 王敏 38 倪兰 66 杨谦

11 朱羽 39 孙玉 67 邵炳军

12 吴仲钢 40 冯春英 68 王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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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崔海霞 41 杨绪容 69 袁丽

14 丁佳蒙 42 陈晓兰 70 姚蓉

15 秦菲菲 43 吕建昌 71 梁爽

16 崔佳 44 苗田 72 张薇

17 谢尚发 45 把梦阳 73 周薇

18 饶龙隼 46 杨晨 74 朱善杰

19 黄薇 47 杨丹阳 75 许道军

20 赵影 48 朱虹 76 徐之凯

21 曹辛华 49 严泉 77 唐传星

22 汪雨萌 50 忻平 78 李强

23 韩戍 51 黄景春 79 常红星

24 聂林媛 52 程恭让 80 王三义

25 陶飞亚 53 迪拉热 81 廖大伟

26 凌锋 54 徐有威 82 罗小茗

27 高明 55 成庆 83 焦姣

28 吴静 56 曹峻

何为“一日捐”：

“一日捐”是响应上海市政府的号召，“捐助一日工资，奉献一份爱心”

温暖需要帮助的人，这项活动在我校已经开展多年，所得捐款全部纳入“上海大

学教职工帮困基金”统一管理，用于帮助学校患重大疾病者和困难教职工，每年

固定资助两次，一次是“十一”帮困，一次是“元旦、春节”帮困，除此之外，

如有教职工遇到重大疾病和困难，会给予临时帮困。2019 年我院教职工得到校

院帮困资助计 11 人次，合计金额：18500 元。

*学术信息*

◆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今年 10 月换届改选，历史系廖大伟教授当选第四届理

事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于 1984 年，挂靠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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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

◆历史系廖大伟教授领衔主编的《上海社会与纺织科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9 月出版。

*一周资讯*

12 月 25 日（周三），下午，文学院党委扩大会议在文学院 306 会议室举行，

会议主要内容为 2019 年度文学院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会议上半场为教工

支部书记述职评议，下半场为学生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学院党委委员、党代表、

党支部组织生活督导组成员、研究生专职委员、本科生辅导员、教工支部书记、

学生支部书记等参加会议，校学工办刘畅老师出席，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

同志主持。

12 月 26 日（周四），下午，文学院在 208 会议室举行第十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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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教师队伍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学习主题，结合袁振国教授《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专题报

告，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院党委书记吴仲钢，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勇安，院党

委副书记崔海霞，副院长姚蓉、倪兰、宁镇疆，教工党支部书记严泉、朱善杰、

周薇，党委组织员丁佳蒙等同志参加了学习讨论。会议由吴仲钢同志主持。

12 月 27 日（周五），下午，文学院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学海厅召开“2019

年工作总结暨表彰会”。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段勇，学院党委书记吴

仲钢，院长张勇安及学院全体教职工出席会议。会议由院团委赵影老师和历史系

陈浩老师主持。会上,副院长倪兰、姚蓉、宁镇疆，党委副书记崔海霞，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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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许道军，历史系副主任舒健分别向全体教师汇报了一年的工作。同时，对

2019 年优秀教师进行了表彰。党委书记吴仲钢代表学院对一年来教师的辛勤工

作表示感谢。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段勇对文学院 2019 年所取得的各

项成果表示祝贺、对文学院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对文

学院未来的发展提出新的期望。

12 月 27 日（周五），下午，上海大学语文教育沙龙第二期在上海大学附属

实验幼儿园举办。沙龙由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团共同举办，由

上海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创意写作中心、蒋静语言名师工作室、上海大学附

属实验幼儿园承办。特级教师蒋静出席沙龙并致辞，上海大学语文研究中心主任

谭旭东教授，儿童文学作家、《好儿童画报》资深编辑王轶美，上海电影学院吴

丽娜博士做专题讲座。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蒋静语言工作室学员，集

团臧文英名师工作室、邵炜名师工作室、集团各成员校、项目校的语文教师 50

余位出席沙龙。沙龙由集团办公室主管肖青峰主持。

12 月 27 日（周五），文学院团委学生会 2019 年度述职大会暨总结表彰会

在文学院 506 室举行。学院团委书记赵影、团委副书记宋亚丽、17 级本科生辅

导员唐传星、团委副书记迪拉热出席了活动。总结大会由学院学生会成员傅桋桓

和郎雅涵主持。

12 月 29 日（周日），文学院挂靠社团年终总结大会在文学院 306 会议室举

办。出席大会的老师和嘉宾有学院团委书记赵影、学院团委副书记迪拉热、上海

大学社团联合会主席种瑞璇、学院团委学生会副主席魏风钰、学院挂靠社团的社

长与骨干成员、学院社团联合会全体成员。大会由学院社团联合会袁子懿和朱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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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主持。

欢迎各位老师提供信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