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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20 年第 30 期（12.14-12.20） 总第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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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大学 2020 年度关键业绩考核中，文学院获优

秀，全校共有 8 个院系获评优秀。

教学信息

◆历史系主任徐坚负责的《课程思政教学的整体性和系

统性建设方案：以历史学专业课程群为中心》获上海大学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文学院 6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获 2020 届上海大学“优

秀毕业论文奖”，6 名指导教师获“优秀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奖”。

专业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汉语国际教育 王梦辰 对外汉语教学中“把”字句教学顺序问题研究 王淑华

汉语言文学 陈静姝 川剧《白蛇传》版本比较研究 曾 军

汉语言文学 连 捷 论中国上古神话的碎片化 饶龙隼

汉语言文学 陈元瑗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的俄狄浦斯问题 肖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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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 孙小洋 网络玄幻小说的传统元素研究——以《诛仙》为中心 许道军

历史学 郭哲晟 灌输民主：美军占领时期的日本教育改革 朱 虹

◆文学院 8名教师的本科生课程在 2020-2021 学年秋季

学期学生评教中获得 99 分以上的成绩。

课程 主讲老师

《史汉比较读书会》 王培军

《美的玄思——文艺美学十讲》 朱洪举

《<庄子>精读》 苗 田

《西方文论 B(1)》 曹 谦

《大众考古》 郑晓蕖

《中国古代文学 A(3)》 李 翰

《国学与国学经典》 宁镇疆

《中国当代文学 D(2)》 李 云

◆学校考评办对 2020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进行考评，共

抽检历史系本科生论文 16 份，文学院 3 名本科生及指导教

师在 2020 届毕业论文抽检中获得 90 分及以上。

专业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评审成绩

历史学 华雨舟 赵 争 90

历史学 曹若颖 张呈忠 91

历史学 姚一凡 魏峭巍 90

学术信息

◆中文系张寅彭教授编纂，刘奕副教授点校的《清诗话

全编·乾隆期》（全 12 册）入选 2020 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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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好书榜单。

◆中文系刘旭光教授原刊于《文学评论》2019 年第 5 期

的论文《审美能力的构成》入围上海市社联 2020 年度十大

推介论文。据悉，上海大学共有两篇论文入围。

◆中文系曾军教授与博士生汪一辰合作的论文“Western

Marxism” in Mao’s China 一文发表于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HCI) 2020 年 22 卷第 5 期。

◆中文系谭旭东教授的论文《我国幼儿读物出版的特点、

问题与创意发展方向》刊于《编辑之友》2020 年 12 期。

谭旭东教授、2020 级创意写作博士生王海峰合作的论文

《创意写作学的理论奠基与创新——评葛红兵<创意写作学

理论>》发表于《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 10 期。

谭旭东教授、2019 级创意写作博士生柳伟平合作的论文

《国外“防疫抗疫”童书出版观察与分析》发表于《江苏海

洋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年 5 期。

◆历史系宁镇疆教授《由它簋盖铭文说清华简<周公之

琴舞>“差寺王聪明”句的解读》一文发表于《出土文献》

2020 年第 4 期。

◆《热风学术》网刊第 19 期（2020 年 12 月冬季刊）推

出，该刊物自 2016 年 3 月创刊，主编为文化研究系罗小茗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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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风采

◆2019 级创意写作博士生柳伟平的长篇儿童小说《三十

六只蜂箱》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11 月优秀畅销书排

行榜。

◆我院 4名国际学生荣获 2019-2020 学年上海大学国际

学生奖学金,18级全球学专业博士研究生Cengiz Mert Bulut

获学业奖，19 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Augustina Adzo

Bansah 获公益之星，19 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Anil Solmaz

获学术之星，18 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Dina 获文体之星入围

奖。

◆18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李昔潞、张歆晨、叶紫欣

的散文分别在《新华书目报》11 月 5 日、12 月 3 日、12 月

10 日刊出，汤昊天、叶紫欣、李昔潞、黎雨萱的 5 首儿歌分

别在《农村孩子报》12 月 1 日、12 月 8 日刊出，指导教师

为中文系谭旭东教授。

一周资讯

12 月 15 日（周二），上午，招毕办主任陆瑾、副主任贺

利、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党委副书记袁铭、团委副书记宋

亚丽、辅导员张旭前往智慧湾科创园调研。文学院校友、上

海新汇文化娱乐集团副总裁、副书记、上海声像出版社有限

公司社长、总编辑程峰，文学院校友、华东政法大学 5G 互

联网平台主任童潇，文学院校友、环保文化和产品运营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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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韬等一同参与调研。

12 月 15 日（周二），学院举行“生涯导航”系列活动之

“简历制作与面试技巧”活动，邀请了中公教育资深讲师刘

姗分享简历制作与面试技巧。学院党委副书记袁铭、团委副

书记宋亚丽以及毕业班学生参加了活动，宋亚丽主持了活动。

12 月 16 日（周三），上海大学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景学中心共

同举办“寻找思想史中的失踪者马丁·路德” 的线上会议，

邀请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

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三十余位学者共同

探讨。上海大学中欧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芬兰华人学者黄保

罗教授主持了开幕式，200 余位学者参与了会议。文学院院

长张勇安主持了闭幕式，并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12 月 17 日（周四），上午，社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张乃琴

等一行来访文学院，探讨交流“四史”学习教育、就业、招

生、科创等相关工作，党委副书记袁铭等参加交流会。

12 月 17 日（周四），为深入学习“四史”，迎接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由文学院主办，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

社科学部博士参与的“迎百年—‘四史’学习与学术对话博

士沙龙”举行，党委副书记袁铭、辅导员刘菁参加了活动。

12 月 18 日（周五），上午，上海大学研究生教育大会开

幕，党委书记吴仲钢、院长张勇安等出席主会场开幕式，副

院长姚蓉、导师代表、教学秘书、辅导员、研究生代表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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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分会场同步观看开幕式，随后进行了分组讨论。

12 月 18 日（周五），文学院举行上海大学-根特大学教

育合作项目宣讲会，项目负责人中文系杨位俭副教授、党委

副书记袁铭、外事秘书孙玉、辅导员迪拉热、项目在读学生

沈欣婷、吴韬玉以及部分学生参加了交流会。

12 月 18 日（周五），由学院研究生会主办的“孔子文化

月”——“文化流芳”书法教学活动举行，此活动是“珍习

儒学经典，体悟先贤气度”孔子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

12 月 19 日（周六），“寻见海派”口述史研习营第三季第

一期举行，30 余名营员一同前往上海市静安区实地寻访，深

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现状，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

究中心副秘书长竺剑等出席了活动。

12 月 20 日（周日），下午，应历史系邀请，兰州大学郑

炳林教授在腾迅平台作题为“敦煌碑铭赞与唐史研究中的若

干问题”的讲座，讲座由陈菊霞教授主持，上海大学和其他

高校的师生等 200 余人在线与会。

迟到的消息

12 月 7 日（周一），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在中国国际电视

台英语频道 World insight 节目谈委内瑞拉议会选举。

12 月 11 日（周五），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在钓鱼台国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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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主办的

“2020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并在第一单元作题

为“新兴大国合作的机遇及挑战”的发言。

《周志》团队期待来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