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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拥华教授的论文在《文艺研究》上发表

近日，《文艺研究》第 12 期目录公布，汤拥华教授的论文《何谓剧场性：

一种元理论的考察——与王音洁〈复象与镜像——当代剧场与影像创作的流动图

景〉对话》在该期上发表。

 吴君如副教授、郑伟教授、韩蒙如老师的论文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上发表

近日，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SCI）第 12 期目录公布，吴君如副教

授、郑伟教授、韩蒙如老师的论文 Cross-Dialectal Novel Word Learning and

Borrowing 在该期上发表。

 我系五位老师的项目入选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

近日，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我系朱志荣教授的

项目《审美意象的历史发展及其理论建构研究》，朱国华教授的项目《阿多诺文

艺美学著作翻译、笺注与研究》，谭帆教授的项目《中国小说评点史及相关文献

整理与研究》，刘志基教授的项目《基于公共数据库的古文字字符集标准研制》，

金雯教授的项目《18 世纪欧亚文学交流互鉴研究》入选项目名单。

 白于蓝教授的项目入选 2021 年度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

项名单

近日，202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评审结果公布，

我系白于蓝教授的项目《出土商周秦汉文献通假语料的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入选项目名单。



 刘成国教授点校的著作入选 2021 年度读者喜爱的中华书局双十佳图书

近日，2021 年度读者喜爱的中华书局双十佳图书名单公布，刘成国教授点

校的《王安石文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入选 2021 年度读者喜爱的中华

书局十佳图书（古籍学术类）。

 我系多位老师的著作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我系朱志

荣教授的《中华美学精神丛书》，郑伟教授的《〈华夷译语〉分类考释》，顾宏

义教授的《宋人笔记辑佚（全二册）》，朱惠国教授合著的《明清词谱要籍整理

与汇编》《现代诗歌理论丛书》，胡晓明教授合著的《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彭

国忠教授合著的《陈廷焯全集》《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 8—10 辑）》，

袁博老师的《写给孩子的中华名山传说》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

专项规划。

 赵庸副教授的项目入选海外出版发表项目（论文类）

近日，海外出版发表项目（论文类）立项名单公布，赵庸副教授的项目《前

中古期汉语元音高化链移和引起的元音音系重组》入选。

 范劲教授的论文获第三届“《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优秀学术论文双年奖”

（2019-2020 年度）

近日，第三届“《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优秀学术论文双年奖”（2019-2020

年度）名单公布，范劲老师《<肉蒲团>事件与中国文学的域外发生》（原刊于

2019 年第 3期）获奖。

 朱国华教授获 2021 年度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

近日，2021 年度宝钢教育奖评审结果公布，朱国华教授荣获“宝钢优秀教

师特等奖”，成为全国获此殊荣的 8位教师之一。

 我系系友、作家格非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顺利召开，我系 1981

级系友、作家格非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我系多位老师的课程入选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名单及校级课程思政示

范项目立项名单

近日，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名单及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立项名单公布，

罗岗教授的“鲁迅精读”课程入选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拟推荐名单（本科教

育），凤媛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一）”课程入选校级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立项名单，吕志峰副教授担任负责人的“中国语言文学课程思政教育研究中

心”入选校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立项名单。

 吕志峰副教授担任负责人的线下课程“古代汉语（一）、（二）”入选 2021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一流本科课程

近日，2021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公布,共 317 门课程为

2021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吕志峰副教授担任负责人的线下课程“古

代汉语（一）、（二）”入选 2021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一流本科课程。

 我系入选 2018-2020 年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近日，我校档案馆公布 2018-2020 年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名单，我系入选。

 梁艳副教授获 2021 年度能达奖教金

近日，校 2021 年度能达奖教金获奖名单公布，我系梁艳副教授获奖。

 “分众”杯第十三届中融华语原创文学大赛暨第五届上海市大学生原创文学

大赛圆满闭幕

近日，我系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上海市作家协会华语文学

网共同承办的“分众”杯第十三届中融华语原创文学大赛暨第五届上海市大学生

原创文学大赛圆满闭幕。本届大赛以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的名言“诗人的天职是

还乡”为主题，呼吁写作者们洞察作为生存本源而存在的“还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次大赛收到了有效来稿 886 篇。经过进行三轮匿名评审，第十



三届中融华语原创文学大赛获奖作品 43 篇，评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6名、三

等奖 12 名、入围奖 23 名。第五届上海市大学生原创文学大赛获奖作品 13 篇，

其中一等奖 2名，二等奖 4名、三等奖 7名。

 “语文之美 教育之责”第五届语文教育论坛顺利举行

12 月 5 日，我系与上海高校“立德树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

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语文之美 教育之责”第五届语文教育

论坛顺利举行。我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谭帆教授，副主任、《中文自修》杂志主

编王意如教授，副主任、我系党委书记吕志峰副教授，我系系主任文贵良教授，

副系主任汤拥华教授出席论坛。上海市教委语文教研员曹刚老师、薛峰老师，上

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郑桂华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

校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刘擎教授做主题报告，校教育学部董蓓菲教授做专题发言。

百余位全国各高校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教师、各省市语文教研员和中小学语文教

师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参与论坛，分享语文教学之道，探讨教育树人之责。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t6isnbTxGAo1cc6XdQALPA）

 我系参加校“导师指导能力提升”专题研讨会

12 月 9 日,我校召开“导师指导能力提升”专题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请五家

培养单位作为代表分享“导师队伍建设方案”，我系系主任文贵良教授作为我校

文科院系的唯一代表做了汇报，汇报内容包括我系导师队伍发展状况、导师队伍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导师队伍建设成功经验与做法、导师队伍发展新举措等四个

方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顺利举行

12 月 12 日，以我系彭国忠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

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顺利举行。会议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参加会议的专家组成员有我系陈大康教授、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安徽大学

丁放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杜桂萍教授、西华师范大学伏俊琏教授、北京大学廖可

斌教授、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



教授。我系党委书记吕志峰副教授及课题组成员韩立平副教授、唐玲副研究员、

赵惠俊老师、刘宏辉老师等出席。

 中国茅盾研究会换届选举圆满完成

12 月 25 日，我系协办的中国茅盾研究会第九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九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顺利召开。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

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副主任李晓东、一级主任科员饶秋晔参会。我系系主任文

贵良教授主持会议并致辞。我系系主任助理凤媛教授宣读了中国鲁迅研究会、中

国郭沫若研究会等兄弟学会的贺信。中国茅盾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兼秘书长

杨扬教授作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大会依次选举文贵良担任秘书长，选举刘铁

群、刘永丽、吕周聚、谢晓霞、阎浩岗、俞敏华等十四位理事担任常务理事，选

举贺仲明、贾振勇、李永东、李跃力、文贵良、杨联芬、赵思运等七名理事担任

副会长，选举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杨担任会长。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TIAHshXuSfGsLGCAUH0fPw）

 我系举办 2021 秋季生涯起航月系列活动

12 月 1 日，青年学者班主任赵庸老师在人文楼 4108 室举行“如何启航学术

之路”主题活动，与同学们就初入研究生阶段所产生的困惑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12 月 15 日，青年学者班主任韩蒙如老师在人文楼 4110 室举行“如何撰写

博士研究计划”主题讲座，向同学们介绍博士研究计划撰写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例如提前做好规划、了解博导要求、在批判性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炼研究问

题、注意学术写作格式等方面。

12 月 17 日，青年学者班主任顾文艳老师在人文楼 4330 室举行“如何成为

一个编剧”主题讲座，主讲人为青年编剧、上海大学电影艺术系的张贝思老师。

张贝思老师分享一个中文系学生如何成为职业编剧的经验，为对编剧行业感兴趣

的同学提供了建议。

 系列讲座与沙龙

12 月 10 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詹丹在人文楼 4430 室主讲

“文本解读的整体与局部 ”，姚云帆副教授主持。

https://mp.weixin.qq.com/s/TIAHshXuSfGsLGCAUH0fPw）


12 月 11 日，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李遇春教授在腾讯会议线上主讲“关

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观念与方法的思考”，凤媛教授主持。

12 月 17 日，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锋杰在人文楼 4430 室主讲“如何重评

‘文以载道’？”，王冉冉副教授主持。

12 月 20 日，上海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朱恒夫在人文楼 4330 室主讲“历史剧

的性质与创作方法”，程华平教授主持。

 党建工作

12月 3日，我系党委于人文楼 4330室开展入党教育党课暨入党答辩会活动。

系党委书记吕志峰、党委副书记徐燕婷、系特邀党建组织员李莲娣老师、关工委

孙桂华老师，辅导员梁庆、宫亦楠，组织员方中书及 40 余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

本次活动，活动由徐燕婷老师主持。

12 月 22 日，我系党委于人文楼 4108 室召开 2021 年度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

作述职交流会，系党委委员、党政班子中的党员、教工及学生党支部书记以及专

职组织员等 2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系党委书记吕志峰主持。

 人事信息

我系退休教师，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德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12 月 19 日 21 时 53 分在上海杨思医院逝世，享年 95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