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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21年第 03期（1.18-2.28）寒假特别版        总第 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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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21】

1 号），对 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予以公布，我校 3 个本科专业获得教育部批准，其中我院考

古学（专业代码 060103）名列其中。 

★文学院 3门课程被认定为 2020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

流本科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型 

国学与国学前沿 宁镇疆 优质在线课程 

西方文论 曾  军 线下课程 

中国手语文化 倪  兰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 中文系曹辛华教授的古诗词教学课《杜甫诗歌解读》

喜获“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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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 2020年度“中国政府

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获奖名单，文学院2名国际学生Celi 

Reyna Maria Fe、Anil Solmaz 经过全国各高校推荐人选的

开放名额竞争，最终全部成功获选，这也是我院国际学生第

一次获得该项荣誉。 

Celi Reyna Maria Fe（陈瑾萱），秘鲁籍 2019级全球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Zapata Velasco Gaston Antonio

老师。 

ANIL SOLMAZ（阿尼尔）土耳其籍 2019级中国语言文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倪兰老师。 

 

菁菁“文二代” 

◆学院办公室丁佳蒙老师喜得贵子，祝愿小宝宝健康快

乐成长！ 

 

新书速递 

◆中文系尹楚兵教授辑校的《高攀龙全集》（全 3 册）

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于 2020 年 9月出版。 

高攀龙是明代政治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东林学派领

袖。该书是明代以来首次对其著述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搜

集了高攀龙现存全部著述共十余种，并从尺牍集、法书、笔

记、总集、他人别集、方志、族谱、年谱、《东林书院志》

等辑佚诗文、语录、书札、日记、家训、对联等三百一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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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尽可能为读者呈现出高攀龙著述的全貌。整理者对高攀

龙现存著述精心遴选整理底本，针对高氏现存著述之间存在

的作品重出互见、文字歧异以及《高子遗书》有意删节改写

的现象，《高攀龙全集》对此作了细致的比对、去重和校勘，

整理者还参校了高攀龙现存稿抄本，明清诗文、奏疏总集。

通过以上工作，最大程度上为学界呈现了高攀龙著述的原

貌。《高攀龙全集》一书还兼具资料汇编的作用，附录部分

广泛搜辑了高攀龙生平传记、版本序跋等众多相关资料，以

方便读者对其生平、思想及著述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高

攀龙全集》一书的出版，为学界对高攀龙和东林党、东林学

派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 

 

学术信息 

◆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结项情况公布，中文系邵炳军教

授主持的重大课题“两周文研究”和中文系博士后张春娟老

师（合作导师：杨绪容）主持的一般课题“上海歌剧文献整

理与研究”顺利结项，结项等级均为“良好”。 

◆中文系邵炳军教授的《文化变迁与“鸱鸮”意象的生

成及演化》发表于《中州学刊》2021 年第 1 期。 

◆中文系谭旭东教授与其博士研究生柳伟平合作的《镜

像·互文·象征：一个儿童文学新文本——论李东华长篇儿

童小说<焰火>》，谢尚发老师的《“灵魂的自传”——重勘

《爱，是不能忘记的》写作前后》同时发表于《南方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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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 2期。 

◆历史系刘长林教授与其博士研究生雷乐街的《民国北

京自杀救助中“先警后医”现象的逻辑考察》发表于《安徽

史学》2021年第 1 期。 

◆历史系宁镇疆教授的《先秦学术史上的“私家著作”

问题》发表于 2021 年 2 月 22日《光明日报》。 

◆历史系黄保罗教授的《中西经典中的孝观念比较辨》

被《华夏文化论坛》总第二十四辑收入，出版于 2020 年 6

月。 

◆历史系魏峭巍副教授的《山东临淄东古城村北遗址西

周墓（M4040）发掘简报》发表于《文物》2021 年第 2 期。 

◆历史系赵争老师的《辨伪与求真：百年来的古书反思》

发表于《社会科学报》1743 期 5版。 

 

团学动态 

◆文学院团委在思想政治引领、组织建设、校园文化与

宣传、志愿者与社会实践、学生会与社团指导、创新创业等

方面扎实开展工作，在 2020 年上海大学共青团年终工作总

结评估中获评“优秀”。 

◆文学院获得“2020 年上海大学辅导员队伍建设季”系

列活动优秀集体奖。 

上海大学第十六届思想政治工作年会获奖论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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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作者 奖项 

涉高校热点网络舆情特征分析及五字应对战法 

袁  铭 

唐传星 

刘  菁 

二等奖 

“宣言精神”的育人价值及实践路径研究 刘  菁 二等奖 

建设新型高校院系心理工作室的路径研究 
迪拉热· 

达吾提 
三等奖 

“大思政”育人格局下办好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

路径探究——基于上海大学校园文化活动的调

研分析 

张  旭 

唐传星 
三等奖 

基于校史文化的高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

究 

宋亚丽 

张  旭 
优胜奖 

基于“挑战杯”的基础文科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以上海大学为例 

唐传星 

宋亚丽 
优胜奖 

构建“三链协同”的“四史”学习教育实践机制 
袁  铭 

宋亚丽 
优胜奖 

◆文学院研究生辅导员宋亚丽，在学生社区扎实开展学

生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育人实效，被评为“2020年度社区优

秀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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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资讯 

1 月 20 日（周三），学院召开 2020 年度领导班子民主

生活会，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段勇，校党委第四督导组

组长、学工办主任孟祥栋，副组长、党委巡察办副主任崔海

霞，副组长、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国正等有关同志与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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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倪兰、姚蓉、宁镇疆等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

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学院工会主席郑丽、历史系副主任舒健、

学科带头人代表邵炳军、学院党委组织员丁佳蒙等列席会

议，会议由吴仲钢同志主持。吴仲钢同志介绍了学院领导班

子关于 2019 年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

主生活会的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代表学院领导班子进行检

视剖析。吴仲钢、张勇安、袁铭、倪兰、姚蓉、宁镇疆等 6

位同志逐一进行个人检视剖析，相互间开展批评帮助。段勇

同志作了总结讲话。 

1 月 22 日（周五），下午，学院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选题交流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会议由学院副院

长宁镇疆教授主持，院长张勇安做申报动员。会议邀请了历

年已成功立项重大项目的教师代表陶飞亚、邵炳军、潘守永、

丁治民、郭丹彤、徐有威、杨绪容等教授分享经验，交流点

评。 

2 月 2 日（周二），下午，由上海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

部、文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共同举办的“笔

墨迎春·爱暖情浓”上海大学中外学生写春联送福活动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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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406会议室举行，来自校内各院系的中外留校学生参加了

活动。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思怡莅临现场，与同

学们亲切交流，并为同学们送上新春的祝福。活动邀请了上

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的苏金成教授为大家讲授书法知识。活

动中，苏教授向文学院题赠“书法兴趣坊”。 

2 月 3 日（周三），下午，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党委

副书记袁铭以及全体辅导员一行来到学生宿舍楼，看望、慰

问学院留校本硕博及国际学生。 

2 月 18 日（周四），下午，上海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

心线上举行 Webinar：US Foreign Policy Under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Post-Islamism 的主题讲座，会议由历史系

特聘教授 Tugrul Keskin 主持。 

2 月 23 日（周二），下午，由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大

学、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共同发起成立的“上海国企党建研

究中心”在上海大学举行成立大会和揭牌仪式。上海大学党

委副书记、校长刘昌胜，上海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白廷

辉分别致辞祝贺，上海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董勤，上海大学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思怡，上海市国资委系统 40 家红旗

党组织书记、部分党支部示范点书记、部分组织部门负责人，

上海大学相关处室负责人等 60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会议

由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思怡主持。研究中心旨在

探索高校和国资国企党建研究新模式。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

执行院长、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原馆长张黎明受邀担任中心

首任秘书长，上海市国资委组织处处长苏虹、上海大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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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张勇安担任中心执行秘书长。 

2 月 25 日（周四），学院师生通过网络、电视等方式

认真收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师生们一致认为，中

国脱贫攻坚战的巨大胜利既离不开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

擘画，也离不开无数基层扶贫工作者的辛勤耕耘、艰苦奋斗；

大会充分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自信。师生们表

示，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勇当

使命，在开局之年、献礼之年、赶超之年，追卓越、创一流。 

2 月 27 日（周六），下午，学院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平

台举行“Gale Scholar 数据库学术资源研究与利用工作坊”。

会议由院长张勇安、历史系陶飞亚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历史

学院罗宣教授特邀出席。上海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守永教授、

博物馆副馆长马琳教授，社会学院张江华教授、文学院饶龙

隼教授、杨位俭副教授、刘招静副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

学院蒋英副教授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分享。 

学院办公室聂林媛老师于 2020年 9 月赴虹口区人民政

府信访办公室挂职，负责虹口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其撰写

的“关于推广使用可降解垃圾袋，巩固垃圾分类成果的建

议”得到上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副市长汤志平作出批示。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特发感谢信，以感谢其热心参与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春节前后，学院和系党政负责人吴仲钢、张勇安、姚蓉、

宁镇疆等分别走访新进教师代表、教授代表、离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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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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过寒冬，迎来春日，《周志》与您再相逢， 

新一年，新起点，新征程， 

记录历史，记录文院，记录成长， 

期待来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