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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22年第 9期（4.25-5.8）                  总第 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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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首批 4位博士生获批留基委国家公派留学资格，

将受“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资助，分别赴

丹麦、英国、美国和爱尔兰高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双博士学位

攻读或联合培养。这四位同学分别是徐欣蕊、郭悦、汪一辰、

杨婧，指导老师分别是张勇安、卓悦、曾军和陈晓兰教授。

该项目是我院第二个创新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由中文系

曾军教授领衔申报。 

★中文系周展安副教授的文章《事的哲学：章太炎思想

的基调——以<国故论衡>诸子学九篇为中心》（原刊于《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 年第 12 期）荣获该丛刊 2021年

度论文奖，本次有 7 篇论文获奖。 

论文在全面把握章太炎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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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把《国故论衡》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本进行考察。

作者干脆地略过文学，而力求系统、深入、独立地阐发章太

炎诸子学，不著一字，反而触到中国现代文学与章氏思想同

样专注于“事”（实践）的底蕴。论文既是对章太炎研究的

推进，也示范了在传统内部发现传统的学术进路。 

 

学生培养 

◆截止 2022年 4月 29日，文学院送审学生论文 171 份，

已返还论文 115份。其中“双优”论文 29篇，总占比 25%。

“双优”指盲审总评成绩 90 分以上，分项成绩五 A。 

博士研究生论文送审返还 13 篇，其中“双优”论文 7

篇，占比 54%，尹倩和信世杰两份外审成绩均为“双优”。 

 

姓名 导师 学科 专业 论文题目 评分 

尹  倩 曾  军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学 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学理论的重塑 96 

信世杰 何建明 中国语言文学 创意写作 新世纪非虚构“打工叙事”研究 90 

李君威 葛红兵 中国语言文学 创意写作 情境论故事原理及其可能 94 

辛明尚 曾  军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学 文学阐释的差异与共识研究 91 

汪亮娟 丁治民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洪武正韵》研究 90 

常  凯 程恭让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 
从批判到互鉴：晚清民国佛耶对话

研究（1840-1949） 
94 

杨恩路 陶飞亚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 

“权势转移”与“洋为中用”：中

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研究

（1896-1937）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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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论文送审返还 102篇，其中“双优”论文 22

篇，占比 22%。 

 

姓名 导师 学科 专业 论文题目 评分 

李  娜 吴  浩 世界史 世界史 
从多边合作到双边协定：美国寻求与苏联

环境合作的路径转变（1969——1979） 
93 

陈长轩 张勇安 世界史 世界史 
台湾当局和万国基督教会联合会关系演变

研究（1951—1980） 
93 

李  宁 杨  晨 世界史 世界史 
凯末尔改革的乡村实践：以乡村学校为中

心 
93 

肖祎希 徐之凯 世界史 世界史 
毒品战争背景下美国对玻利维亚的毒品管

制研究（1983-1988） 
92 

赵河英 张勇安 世界史 世界史 
世界卫生组织与全球流感的防控

（1947-1977） 
92 

苏欣悦 吴  浩 世界史 世界史 
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对南部乡村贫困租佃

农救助计划（1933-1946） 
91 

鹿晓璇 张勇安 世界史 世界史 
世界卫生组织与脊髓灰质炎的全球防治

（1948-2000） 
91 

许  晋 柴  彬 世界史 世界史 
英国瘟疫治理政策研究：以伦敦大瘟疫为

中心 
91 

谭天扬 把梦阳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两汉“官侠合流”现象研究 99 

程丽萍 郭  红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明代行都司研究 98 

于浩蕊 把梦阳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两晋尚书制度再研究——以决策理论 

为视角 
92 

孙含玉 肖清和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文翔凤生平及思想研究 91 

管洪扬 舒  健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易代之际的认同：李穑及其弟子的 

抉择研究 
90 

张玉清 李  翰 
中国语

言文学 

中国古代 

文学 
《木天禁语》研究 95 

桂思琪 
YUE 

ZHUO 

中国语

言文学 
文艺学 形式的救赎：本雅明历史观的寄喻结构 93 

陈  洁 郑  幸 中国语 中国古典 阮元幕府金石題詠活動研究——以《八磚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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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学 文献学 吟館刻燭集》為中心 

楼舒彦 杨位俭 
中国语

言文学 

中国现当代

文学 
共同体视野下的《华工周报》研究 92 

陶永杰 朱  羽 
中国语

言文学 

中国现当代

文学 

“革命时势”与“新人理想”的互动——

王汶石小说研究（1956-1963） 
92 

宗  昊 曹辛华 
中国语

言文学 

中国古代 

文学 
清初诗人周体观研究 91 

王子瑞 饶龙隼 
中国语

言文学 

中国古代 

文学 
上古赋观念及体制变迁 90 

赵梦瑶 曾  军 
中国语

言文学 
文艺学 

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少数民族文学—

—以陈思和、特·赛因巴雅尔、洪子诚主

编的当代文学史为例 

90 

吉梦飞 曹辛华 
中国语

言文学 

中国古代 

文学 
潘钟瑞词及词学研究 90 

 

学术信息 

◆中文系杨位俭教授的文章《重解劳动与文学的关系—

—“一战”前后的劳动观流变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刘旭

光教授的文章《平凡而生动的：社会主义新国画的审美精神

——以上海中国画院 1957—1966 年的创作为中心》同期刊

发于《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2 年第 4 期。 

◆中文系博士后李会康和饶龙隼教授合作的文章《汉武

帝朝乐语新造对多方人文的统摄》刊发于《浙江学刊》2022

年第 3期。 

◆中文系博士后邹莹和谭旭东教授合作的英文文章《教

养类绘本中权利的建构和消解》（The construction and 

disruption of hegemonic power in picturebooks）刊发于新西兰

怀卡托大学出版的学术刊物 Waikato Journal of Education 



5 

主编：宋桂林                         责任编辑：郑丽                 本期编辑：宋桂林 

2022年第 1期。 

◆历史系廖大伟教授的文章《孙中山对中国实现现代化

道路的思考与选择》刊发于《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 2期，

并登上“学人风采”版块。 

 

媒体声音 

◆4 月 24 日-26 日，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先后接受中国国

际电视台采访，谈俄乌冲突、法国总统大选、欧盟与印度关

系和当前拉美经济社会形势。 

◆Dina 是 2021 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来自哈萨

克斯坦。疫情封控管理期间，她成为了小区里的新闻宣传联

络员和核酸候检秩序维护员，她用相机和笔杆子记录着一个

个感人的抗疫故事，她所制作的视频“外国人眼中的上海抗

疫故事”被澎湃新闻宣传报道。 

 

防疫抗疫 

近期，文学院 2018 级本科生叶天楠的叔叔即上海福迈

公司董事长叶枝茂先生为上海大学捐赠 520箱翻趣杯酸奶，

于近日送达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东区和嘉定校区，令上大师生

切实感受到同心战疫的“沪”助真情。 

4 月 28 日上午，由四川省都江堰市慈善会捐赠的 3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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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蜀宝矿泉水颠簸了两千余公里，运输 38 小时，终于抵达

了上海大学宝山校区。“蜀宝”是四川当地以大熊猫为灵感

而命名设计的矿泉水，捐赠发起人——文学院历史系 2018

级本科生岳贵杨同学的家长，意在将这“川”越山河的援助

送至上海大学，助力守“沪”，同蜀（SHU）一家人。 

 

双周资讯 

4 月 29 日（周五），晚，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党支部与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党支部在线上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联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

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机关党委第三总支书记、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部长魏宏，招毕办党支部书记、主任陆瑾，文学

院党委书记吴仲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丁佳蒙，研究生第

二党总支书记、研究生辅导员刘菁出席，共建支部党员及部

分入党积极分子参与活动。会议由汉硕党支部书记黄曹蕾主

持。 

5 月 3 日（周二），晚，文学院团委组织召开了“青春

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团学骨干学习座谈会。文学院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丁佳蒙，文学院团委书记宋亚丽，团委副书记

迪拉热，团委委员张旭、刘菁、卜敏，以及文学院团学骨干

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文学院研究生团总支成员成思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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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5 月 6 日（周五），晚，文学院团委组织召开了“逐梦

青春赛道，传扬战疫精神”青年榜样事迹分享会。文学院党

委书记吴仲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丁佳蒙，党委组织员、

本科生辅导员赵影，团委书记宋亚丽，团委副书记迪拉热，

团委委员张旭、刘菁、卜敏，本科生辅导员梁爽，国际生辅

导员郭鸣，以及 150 余名文学院学生出席会议。会议由团委

书记宋亚丽主持。 

5 月 6 日（周五），上午，由文学院中文系和创意写作

中心举办“上海大学中国儿童文学创意写作学论坛（之四）”

在线上顺利进行。本次论坛由中文系谭旭东教授召集组织，

汪雨萌博士和邹莹博士主持，肖水博士作总结发言。 

 

迟到的消息 

4月 21日至 24日，文学院于每天下午连续举行了 4场“春

季线上招聘交流会”，为用人单位和学生搭建分层分类的“零

距离”交流平台。来自教育、咨询、出版、新闻等行业的十

五家招聘单位在云端与同学们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此次

招聘交流会分为 4 个专场：教育类专场、文化传播类专场、

企业类专场一与企业类专场二，活动吸引了 200余人次在线

参加。上海大学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胡春华、胥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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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隽茂老师，文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院长张勇安，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丁佳蒙，本科生辅导员赵影、梁爽、迪拉热，

研究生辅导员宋亚丽、刘菁、卜敏参加本次招聘交流会。 

 

 

 

 

 

 

 

 

 

 

 

 

 

 

 

 

 

《周志》团队期待来讯，您的信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