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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20年第 8期（5.25-6.7） 总第 4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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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月 27日，在新上海大学组建 26周年之际，学校隆

重召开全校干部大会。文学院党政团队荣获“上海大学优秀

领导班子”称号，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勇安代表班子做了题

目为《打造追卓越、创一流的文院梦之队》的发言。

*学术信息*

◆中文系丁治民教授的文章《宇内孤本<永乐大典韵总

歌括>名实关系考论》（原刊于《辞书研究》2019年第 5期）

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20年第 3期全文转载。

◆中文系刘旭光教授的文章《艺术作品自身：“拟像”

时代的艺术真理论》（被人大复印资料《艺术学理论》2020

年第 2期全文转载;《作为惠爱的“审美”》发表于《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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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辑刊》，刊于 2020年第 3期。

◆中文系谭旭东教授的文章《<狮子爱尔莎>：认识生命

的价值》发表于 2020年 6月 5日《文艺报》。

◆中文系李海霞副教授的文章《螺丝钉精神的文学表

达》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刊于 2020年第 3期。

◆中文系张薇副教授的文章《莎士比亚的七种肖像》发

表于 2020年 6月 4日《解放日报》。

◆中文系周展安老师的文章《探求中国现代思想的基

底》发表于《读书》杂志，刊于 2020年 6月。

◆文化研究系王晓明教授的文章《Introduction:

Imagining the future in East Asia》发表于《Cultural Studies》

（SSCI、A&HCI ），刊于 2020年 3月。

◆历史系朱子彦教授的文章《汉晋之际河内司马氏的家

世、交游圈与门风》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刊于 2020

年第 3期。

◆历史系张勇安教授与其博士研究生乔晶花合作的文

章《北约与跨大西洋的空气污染治理（1969—197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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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历史》，刊于 2020年第 2期。

◆历史系杨雄威副教授、韩戍老师的文章《“一盘散沙”

病象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逻辑 》、《失败的整合：国民政府

教育部对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同时发表于《史林》，刊于

2020年第 1期。

*双周资讯*

5月 25日（周一），文学院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了“以

笔聚力，以文战疫”获奖征文交流会，校团委副书记王杰，

学院团委书记赵影、团委副书记迪拉热，中文系谭旭东教授、

汪雨萌、谢尚发老师，征文获奖同学以及 100余名热爱文学

的上大学子一起参加了交流会，会议由学院 18 级汉语言文

学专业本科生李清泉主持。

本次征文比赛在校学工办、研究生工作部、校团委的指

导下，面向全校本科生、研究生开展，发动学生拿起手中的

笔，记录下防疫抗疫见闻，抒发内心的爱，表达对“逆行者”

和广大战斗在一线的工作者的敬意，倡导积极向上的奉献精

神。自 2 月 24 日征文启事发布以来，共收到来自文学院、

社会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等院系同学提交的作品近百

篇，同时还吸引了社会人员投稿。经专家评审，共有 29 位

同学 32篇作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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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5日（周一），中文系举办高端视频讲座，邀请复

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教授主讲《试论<野草>的三组潜文本》，

讲座由中文系葛红兵教授主持。来自中文系的 170余名本硕

博学生，以及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者与广大学子共 300人参

加了线上讲座。

5 月 26 日（周二），下午 6 点，学院本科生党支部和

19级中文硕士研究生党支部在 ZOOM 平台开展“双结对”劳

动教育主题读书会，本科生党支部书记梁爽主持了读书会。

读书会选取三首劳动主题的古诗词：《观刈麦》、《四时田

园杂兴》和《清平乐•村居》进行学习分享。

5月 27日（周三），学院第八届启思论坛颁奖仪式暨云

上交流会在网络平台举行。自 2月份以来，文学院发起启思

战“疫”第八届启思论坛征文活动，受到同学们的积极响应，

经过学院专家评审，共评出 31 篇获奖作品。学院党委副书

记袁铭，副院长倪兰，中文系副主任张萍、副教授李翰、周

海天老师，院团委书记赵影，以及论坛投稿同学参加了交流

会，会议由学院 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叶紫欣主持。

5月 28日（周四），下午，学院党委召开“四史”学习教

育动员部署会暨专题报告会，会议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举行。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勇安，

党委副书记袁铭，党委委员、副院长倪兰、姚蓉、宁镇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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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四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全体成员、各教工党支部、研

究生党总支及各研究生党支部、本科生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及

支部委员参加会议，会议由院党委副书记袁铭主持。

5月 28日（周四），应学院中文系主任黄景春教授邀请，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引驰，

利用腾讯会议视频直播平台，为我校师生做了题为《中古文

学再思考——定位•特质•变趋》的学术讲座。这是我校中国

语言文学学科举办的高端视频系列讲座的第 3讲。

5月 28日（周四），市国资委系统举行“四史”学习教育

主题党课暨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原馆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执行

院长张黎明同志作《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回眸党的艰苦创

建和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党课报告。

5月 29日（周五），学院“生涯导航”系列活动之“我有

一个职场梦” 在腾讯会议平台开讲。活动邀请了三位毕业的

优秀校友前来分享交流，他们分别是 2007 级硕士研究生丁

驰、2011级硕士研究生潘一帆、2012 级本科生覃松。学院

党委副书记袁铭、团委书记赵影、辅导员杜晓艳、梁爽，以

及近百名同学参与线上交流，活动由 18 级本科生李清泉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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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0日（周六），上海大学与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

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上海市中山学社、上海市历史学会联

合主办的“上海大学与五卅运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文

学院召开，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的 3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

开幕式由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主持，上海大学党委书记

成旦红、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分别致开幕词。

5月 30日（周六），下午，学院分工会主席崔佳等老师

前往宝山殡仪馆，参加学院退休教师姚国云老师的追悼会，

崔佳老师代表学院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姚国云老师生于 1933

年 11月，1959 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复旦大学历史

系、云南省大理师范学校、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担任教师、

图书管理员等职，1993 年 11 月光荣退休。2020 年 5 月 28

日，姚国云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 87岁。

5月 31日（周日），下午，学院举办了“六一”儿童节亲

子活动。学院工会、妇委组织学院教职员工 14 周岁以下子

女“云”相约，共有小朋友和家长 4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由学

院工会主席、妇委主任崔佳老师主持并致辞，邀请到了参加

上海驰援武汉抗击疫情医疗队的海燕阿姨与小朋友分享抗

疫一线与病毒斗争的故事；儿童文学作家谭旭东叔叔也结合

自己的成长故事，为小朋友们讲解阅读的重要意义。此次活

动受到小朋友和家长们的欢迎，大家参与积极性很高，都表

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教职员工子女度过了一个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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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节日，彰显了文学院大家庭的凝聚力。

6 月 1 日（周一），2019 级中文系研究生团支部获评

2019-2020年度上海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此次评选共有

43 个团支部参评，由评委老师进行材料初审考评，选出 16

个团支部进行线上公开团支部互评和为期五天的大众评审，

最后综合各项得分评选该支部为十个年度“五四红旗团支部”

之一。

6月 2日（周二），下午，文学院历史系教工党支部在

线上召开第二季度党员大会，会议由支部书记严泉同志主

持。

6月 2日（周二），下午，学院与新东方上海学校举行

校企合作沟通会暨就业与实习基地签约仪式，学院党委书记

吴仲钢、党委副书记袁铭、团委书记赵影、本科生辅导员梁

爽、唐传星、迪拉热·达吾提、新东方上海学校人力资源部总

监舒强、招聘经理王庆雅、招聘主管徐雪颖、招聘专员马丽

丽、吴艾静等出席活动。

6月 3日（周三），下午，国家电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召

开关于红色文化党建课题研讨推进会，会议由上海市电力公

司廖怀庆同志主持，院长张勇安、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执行

院长张黎明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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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4日（周四），下午，2020年上海高校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基地建设工作推进会于在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

举行。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梁建敏，上海市教委体卫

艺科处副调研员蒋萍芳、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主任陆

晔、上海市艺教委办公室马丽娅、叶开江以及“文教结合”上

海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地建设计划的十个基地负责人

出席。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上海大学中华

古诗文吟诵和创作基地主任、诗礼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文

学院副院长姚蓉教授、基地办公室主任助理刘慧宽作为代表

参加了会议。

6月 5日-6日，文学院 2020届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专业国

际学生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顺利举行。答辩共有来自俄罗

斯、葡萄牙、埃及、墨西哥、柬埔寨、阿根廷等国的 20 位

研究生参加，主要来自文学院的两个特色英文硕士项目（国

际关系与外交学；中国研究）。上海交通大学郑华教授、中

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魏红霞研究员分别担任两组的答辩主

席，文学院张勇安教授、郭长刚教授、Iris Borowy教授、王

栋教授、刘义教授、吴浩副教授、魏峭巍副教授、陈浩副教

授任答辩委员会成员，黄薇、Rajiv Ranjan、杨晨、王佳尼等

年轻老师一起参加了答辩。

《周志》团队期待您的来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