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文学院
2020 年第 1 期（寒假双月版 12.30-3.1）

周志

总第 480 期

文学院周志:忠实记录学院一周内各个方面
发生的新闻。

喜 报
★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公布 2019 年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建设点
名单。上海大学 15 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我院两个专业（汉
语言文学、历史学）成功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

★由出版人杂志社和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19 书业年
度评选”颁奖典礼于 1 月 9 日在北京励骏酒店举行。中文系孙小力教授的《杨维
禎全集校笺》（全 10 册）获“年度古籍类图书”。

★2020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审结果近期公布，中文系谭旭东教授
的《新中国 70 年儿童电影发展史》和《新中国 70 年儿童戏剧史》、历史系徐有
威教授的《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第一辑)》（同时获得 2019 年
度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务扶持资金的资助），中文系 2019 级博士生
柳伟平的《儿童哲学启蒙读本》（导师：谭旭东）三人四种著作入选。

★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基金、自筹经费项目
评审结果公布，历史系侯庆斌老师，中文系博士后陈冠豪（合作导师：黄景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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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博士后高云澄（合作导师：刘旭光教授）获批立项。
学科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请人

青年基金项目

侯庆斌

青年基金项目

陈冠豪

青年基金项目

高云澄

北伐前后法国对华外交档案搜集、整理、
历史学
翻译与研究（1925-1931）
中国文学

京沪港台当代传说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鉴赏方法论研究——以

艺术学
明代工艺美术的理论与创作为中心

★在上海大学蔡冠深颁奖典礼上，中文系李强老师荣获蔡冠深奖，并担任
了颁奖典礼主持人。

*文院新人*
欢迎历史系考古与文博学科引进的安来顺教授，中文系创意写作学科引进
的张永禄教授加盟文学院。
◎安来顺，男，1962 年生，天津人，天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国际博物馆协
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博物馆学科主编，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任职于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农业博物馆、国际友
谊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博物馆协会，研究
方向为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研究。
◎张永禄，男，1975 年生，湖北荆州人，上海大学文学博士。曾任职于江
汉师范学院、上海政法大学，研究方向为创意写作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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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
◆历史系王栋教授的第四本英文专著作《龙门石佛与文化遗产：当古老遇见
现代》今年将在美国精装版、简装版和电子版同时发行。
◆历史系陈浩老师主编的英文图书《Competing Narratives between the
Medieval Nomadic People and their Sedentary Neighbors》由塞格德大学出
版。
◆中文系朱渊青老师主编的《考古学的考古》、《新史学发覆》、《器物学
与艺术史》系列图书由中西书局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出版发行。

*学术信息*
◆中文系钱文亮教授的文章《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在《南方文坛》上
发表，刊于 2020 年第 1 期。
◆中文系丁治民教授的文章《<全宋诗>辑补二十六首》在《温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刊于 2020 年第 33 卷第 1 期。
◆中文系葛红兵教授成为《语文教学通讯》（A 刊）2020 年第 1 期封面人
物并发表文章《人工智能写作：可能性及对人类文学生活的挑战》。
◆中文系谭旭东教授在《中国艺术报》发表文章《重视民族故事的创意改
编》，刊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其文章《守正创新与文化设计：2019 年童书出
版与儿童阅读推广观察》、《创意写作与作文教育变革》分别刊于《编辑之友》
2020 年第 2 期及《语文教学通讯》2020 年第 1 期,并作为《语文教学通讯》封面
人物专题介绍。
◆中文系刘旭光教授的文章《“纯乐”“绝美”与“真我”：论“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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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而上维度》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刊于 2020 年第 1 期。
◆中文系曹谦副教授的文章《苏联“审美学派”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
论的转型》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刊于 2020 年第 2 期。
◆中文系刘旭光教授的《审美能力的构成》、钱文亮教授的《开阔视野、
鉴往知来——评<中国新诗总论>》被《新华文摘》2020 年第 4 期转载。
◆历史系江时学教授的文章《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在《国
际政治研究》（双月刊）上发表，刊于 2019 年第 6 期。江时学教授的文章《中
国拉丁美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被 1 月 15 日的“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
◆历史系王栋教授的英文论文出版，Dong Wang, “‘An Influence from the
Souls of these Stone Saints:’ Early American and Japanese Discovery of
an Ancient Site in North China,”发表于《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刊于 2020 年第 1 期（pp. 44-70）。
◆历史系王栋教授的英文论文出版,Dong Wang, “The ‘Letter Should Not
Beg’: Chinese Diaspora Philanthrop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John
Fitzgerald and Hon-ming Yip, eds., Chinese Diaspora Charity and the
Cantonese Pacific, 1850-194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99-120.
◆历史系王栋教授的特约英文评论文章出版,Dong Wang, Review of Jane
Hunter, ed., Christianity, Gender,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Leide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24 (2017): 305-401, H-Diplo
Forum, no. 910, December 12, 2019.

主编：宋桂林

4
责任编辑：郑丽

本期编辑：聂林媛

◆新书《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 9 辑）》近期出版，其中收录的文章有：
历史系王栋教授的文章《面向东西：从四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看二十世纪上半叶
中美关系史》，这是中社科院近代史所李珊翻译的王栋教授英文著作中的一章；
中社科院近代史所魏兵兵撰写的关于王栋教授图书的书评《教会大学的本土性、
地方性、跨国性和全球性——评<经营上帝的高等教育：美中文化交往与岭南大
学，1888～1952>》。
◆历史系刘招静老师的文章《时间的经济伦理学：中世纪基督教会视域中
的“出售时间”问题》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刊于 2019 年第 6 期。
◆历史系王思怡老师的文章《Memorials and memory: The cu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rauma narratives—using the examples of exhibitions
on the theme of “comfort women” in East Asian Society》发表于《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A&HCI)Volume 53, 2020 - Issue 1: The Study of "Comfort
Women": Revealing a Hidden Past。

*寒假资讯*
1 月 4 日（周六），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在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谈中国与
拉美的人文交流。
1 月 4 日（周六），上海市历史学会 2020 年度理事会与会员大会在上海市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大楼举行。会上，增选历史系陈菊霞教授、刘长林教授、郭红
副教授为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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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周一），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夏昀教授参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与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新馆展陈研讨会”，江时学教授做了题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的主旨发言。
1 月 10 日（周五），下午，由中文系谭旭东教授主编的《给孩子讲中国故
事》系列图书（江西教育出版社 10 月版，全 8 册）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图书订货
会江西出版集团展厅举行。新书发布会现场，主编谭旭东讲述了带领上海大学创
意写作团队创作这套中国故事的初衷：做中国的“格林兄弟”，为孩子讲好中国
故事，让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传播好中国声音。
1 月 13 日（周一），首批 2 名研究生（历史系安永娜、胡冬敏）喜获英国
惠康基金支持的中英医学人文双硕士项目的优秀硕士学位。自 2014 年 4 月，上
海大学文学院与苏格兰思克莱德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签署了学术合作备忘
录，开展“医疗社会史研究生交换项目”，在成功互派了三期学生赴对方高校交
流访学的基础上，2017 年 1 月成功启动 “上海倡仪”惠康项目。 日前，第一
批(2017 年 9 月-2018 年 9 月)参与此项目的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安永娜、胡冬敏
已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顺利通过英国思克莱德大学的硕士论文考核，这意味着在
上海大学的硕士学位之外，这两位学生也将获得英国思克莱德大学的卫生史硕士
学位。
1 月 13 日（周一），“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基地” 基地副主任、中文系
姚蓉教授来到校外实践基地上海大学附属小学，参加该校书香项目组工作推进
会，指导诗歌吟诵。附属小学朱燕校长、附小办公室主任、基地办公室主任助理
以及项目组成员 20 余位青年教师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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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学院和系党政负责人吴仲钢、张勇安等分别走访新进教师代表、
教授代表、离退休教师、困难教师等，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并
向他们送上新春祝福。
2 月 4 日（周二），历史系教授、民盟市委副秘书长廖大伟任上海民盟同舟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为抗击疫情，其积极组织募捐。至今，共收到捐款 150.2
万元，收到护目镜、手套、口罩等价值几百万元物资，相关款项、物资已捐给湖
北黄冈、孝感等疫情严重地区。
近日，历史系全球学专业的张琨博士、夏婷婷博士和已经毕业归国的 Qasim
博士分别在阿根廷《十二页报》（Página12）、秘鲁《共和报》（La República）
和巴基斯坦《每日时报》（Daily Times）等当地主流媒体上发文介绍中国政府
和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情况。
3 月 1 日起，为了做好学院教职工的疫情防护工作，学院工会为每位老师准
备了消毒防疫用品，由学院值班老师陆续发放给在校工作的教师。

让我们共同携手防疫抗疫，
期待早日相逢在泮池岸边、伟长楼前！

欢迎各位老师提供信息，您的信息很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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