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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21年第 28期（10.18-10.24）              总第 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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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 2 门本科生课程获 2021 年度上海市一流本科课

程申报资格。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型 

中华古典诗词吟诵 姚  蓉 优质在线课程 

全球文明通论 张勇安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历史系三位博士研究生辛思思、侯子卓、闭宇婷同学

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资格。三位入选同学均属于上海大学国

家留学基金委“区域国别研究与全球治理”创新项目 2021

年派出人员。 

姓名 指导教师 

辛思思 刘  义 

侯子卓  江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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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宇婷 Antonio Zapata 

 

★10 月 18 日，第二届白马湖全国网络文学评论大赛揭

晓，中文系 2020级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卢璐璐获二等奖。 

★10 月 23 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的第七届上海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成果展举行，我院倪兰、谭旭东老师

指导的项目参加了现场展示并获三项奖项。 

奖项名称 项目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优秀展示

项目奖 

西南农村儿童课外阅

读状况调查与研究 

高昕、刘心怡、薛

诗影、张杏莲、邹

应菊 

谭旭东 

优秀项目

报告奖 

上海聋生语言发展状

况调查报告 

郜文婧、和子晴、

张婷、何小一 

倪  兰 

我最喜爱

的项目奖 

西南农村儿童课外阅

读状况调查与研究 

高昕、刘心怡、薛

诗影、张杏莲、邹

应菊 

谭旭东 

 

新书速递 

◆历史系陶飞亚教授参与编写并撰写导言的《近代基督

教史料汇编》（英文、全三十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作品简介：本书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现代中国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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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献影印系列”之一种。自 2009 年至今，该系列已累计

出版 20 余种 300 余册，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受

到学术界一致好评。本书收录 19世纪中期至 20世纪中期的

一百多年间，在华传教士出版的英文基督教刊物 7 种，按创

刊时间依次为《中国差会之声》（China Mission Advocate，

1839），《福州信使》（The Foochow Messenger,1903—1940），

《海南通讯》（Hainan Newsletter，1912—1949），《兴

华报》（The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1914—1941），

《汾州》（Fenchow, 1919—1936），《华西教区通讯》（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of Western China，？—1951)，

及《安庆通讯》（The Anking Newsletter，？—1948）。

最后两种创刊时间不详，依据收入本书最早一期的时间排

序。 

◆中文系郑妞老师的著作《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

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21年 10 月出版。 

作品简介：本书将上古音限定在周秦两汉时期，结合传

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材料，系统考察了牙喉音特殊谐声字的上

古语音面貌，对上古音研究中与特殊谐声字相关的一些理论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认为，特殊谐声字的产生原因很

复杂，大都与规律性的历史语音演变无关，真正的特殊谐声

字数量并不多；绝大多数特殊谐声字上古当是单辅音，与中

古音形成系统对应，其读音上古已经形成。复辅音学说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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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上古汉语的内证材料、历史语音的发展演变以及音系的声

韵配合上存在一定的矛盾。 

 

学术信息 

◆中文系曾军教授担任主持人，与朱立元（复旦大学文

科资深教授）、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刘康（美国

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对

谈的《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对谈》

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 9 期。 

◆中文系谭旭东教授与博士后邹莹的《新世纪幼儿图书

出版产业观察》一文发表于《出版广角》2021 年 9 月下目录

（总第 396期）。 

◆历史系江时学教授的《美国搅局无妨中拉合作推进》

一文发表于《环球时报》2021 年 10 月 19日。 

江时学教授与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王晨辉的《金砖国家

如何参与“一带一路”——以巴西为例》一文发表于《同济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32卷第 4期。 

 

一周资讯 

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国际线上系列讲坛近日举办。此次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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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由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和温州大学创意写作学科联合

发起，由谭旭东教授、张永禄教授和温州大学易永谊教授召

集，谭旭东教授、邹莹博士和温州大学郭垚博士联合主持,

邹莹博士进行了同声传译。来自上海大学，温州大学以及兄

弟院校的 170多名师生参加了线上讲坛。 

10 月 19 日（周二），下午，文学院举行干部宣布会，

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段勇、校党委组织人事部组织处副

处长于伟出席会议，院系党政负责人、教师及行政人员代表、

工青妇负责人等 30 余人参会。 

于伟同志宣读了校党委关于文学院新一届领导班子任

免的决定：吴仲钢同志担任文学院党委书记，张勇安同志担

任文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宁镇疆、倪兰同志担任文学院

副院长，丁佳蒙同志担任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袁铭

同志不再担任文学院党委副书记。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段勇为丁佳蒙同志颁发了《上海大学新任干部行为规范》。

会上，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作表态发言，对校党委的信

任表达了感谢，并表示将把组织的信任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

力，继续同心协力，不忘初心，为文学院的发展一起开拓进

取，共谋学院发展的新篇章。 

10 月 19 日（周二），在学校举办的“颂党爱国 共铸师

魂”上海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暨教职工文艺汇

演活动上，文学院周薇、秦菲菲、张旭、宋亚丽、迪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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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鸣、杨丹阳、刘菁、宋汉泽、卜敏十位老师深情诵读《红

船，从南湖起航》，梁爽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并带来古典

舞《渔光曲》和健身操《东方律动》两个节目的精彩表演。 

10 月 20 日（周三），上午，应文化研究系和中国当代

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

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姬德强在学院做了题为“数字平

台的政治经济学”的讲座。讲座由徐偲骕老师主持，罗小茗，

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红明老师参与了讨论。来自文学院、法学

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本硕博同学以及线上 100 多位听众

一同聆听了讲座。 

10 月 20 日（周三），下午，19 级博士生党支部举行主

题党日活动。文学院研究生第一党总支书记、研究生辅导员

宋亚丽、19级博士生党支部全体党员、积极分子参加会议，

活动由党支部书记赵长杰同志主持。党支部策划的“党建科

研互融并进”系列微党课，包括《别开户牖——从<习近平

在上海>探析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变动世界中的国际

政治格局与青年党员的时代担当》《在叩问历史与当代建构

之间——论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的意义生成》《文史类

博士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与智识储备》等 4 个专题。 

10 月 21 日（周四），下午，上海师范大学李学斌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倪文尖副教授应邀参加上海大学“语文教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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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分别做“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方法与策略”“语文课

的老问题与新情况”的讲座。 

10 月 22 日（周五），下午，上海大学辅导员党史学习教

育暨校史教育主题班会展示活动在乐乎新楼学海厅举行。文

学院本科生辅导员张旭在主题班会初评中脱颖而出，作题为

《以五四精神触及青年灵魂》的班会展示，荣获二等奖。 

10 月 22 日（周五），下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路成

文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葛刚岩教授应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

究院、上海大学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地邀请，作为第

五十四期古诗文吟诵与创作工作坊主讲嘉宾，为文学院师生

讲座。工作坊活动由文学院副院长姚蓉教授主持，有三十余

位师生参加。 

10 月 22 日—23 日，由中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

上海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主办第三届全国三线建设学术研

讨会在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举行。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参加

了会议，就“四史”和三线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探

讨。 

10 月 23 日（周六），由文学院参与承办的“百年上大 红

色传承”第三届校史工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研究中

心揭牌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与上海大学”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进行。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后人及上海大学校友后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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莅临活动现场。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上海大学

党委书记成旦红，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原馆长、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黎明，

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大伟，文学院党委书记吴

仲钢，文学院院长张勇安，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阮竣，中

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尤玮，中共四大纪念

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童科，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

副主任、副馆长朱晓丽以及 3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

议由上海大学党委常委、总会计师、人文社科专委会副主任

苟燕楠主持。 

10 月 23 日（周六），第三届诗词与诗礼文化研究国际

论坛在上海举行。本论坛由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美术

学院主办，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上海大学教育部中华

古诗词吟诵和创作基地承办，来自海内外的八十余位学者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就诗词与诗礼文化进行了深入探

讨，在坚持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中西融合的学术特色基础

之上，使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又有所推进，呈现出学术性、创

新性与国际性并举的特点。 

论坛的开幕式由上海大学科研管理部副部长、文科处处

长曾军教授主持，上海大学党委常委、文科专委会副主任苟

燕楠教授、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中文系董乃斌先生、复旦大

学中文系教授蒋凡先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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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存先生、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教授林良娥女士分别致辞。 

10 月 23 日（周六），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

院系联盟 2021 年年会”上，历史系江时学教授被聘为高校

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院系联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0 月 22 日—24 日，中文系张薇副教授与研究生苏磊参

加了“上海国际莎士比亚论坛”，张薇做了题为“卞之琳莎

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莎学的融合”的发言，苏磊做了

题为“杨周翰的莎学特色：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莎评”的发

言。 

10 月 24 日（周日），下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

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举办第六期嘤鸣学术沙

龙，特别邀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吴大顺

教授与课题组成员展开座谈。活动又系第三届诗词与诗礼文

化研究国际论坛系列学术讲座之一，由项目负责人姚蓉教授

主持，项目组成员与硕博研究生等参与学习。 

 

 

 

 

《周志》团队期待来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