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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在这美好又充满希望的季节里，经过精心策划的《上海师范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月报》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近几年，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我校人文社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学校

实现由外延拓展向内涵提升的战略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学术文化氛

围，充分发挥管理部门在学校科研事业发展中的“规划、指导、服务”作用，社会科学管

理处将于 2014 年 3 月开始编发《学术月报》，旨在及时传递信息，通报情况，交流经验，

激励先进，完善管理，从而不断提升学校科研的核心竞争力，为推动学校新一轮发展做出

新的贡献。 

《学术月报》的主要栏目有学术纵览、基地动态、学科平台、项目管理、科研成果、

论点撷英、媒体视窗、大事记以及其他一些不固定栏目： 

 学术纵览：主要介绍各学院、各单位举办的有影响的学术活动及参加全国性或国际

性学术会议情况； 

 基地动态：主要介绍学校省部级及以上各类研究基地的学术动态； 

 学科平台：主要介绍各级各类学科建设的最新信息； 

 项目管理：主要介绍各级各类项目申报以及立项、结项情况； 

 科研成果：主要介绍我校教师取得的各类研究成果； 

 论点撷英：主要对我校教师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有影响的文章作简要介绍； 

 媒体视窗：主要收集各类媒体中有关师大学者、学术活动的报道； 

 大事记：主要对本月内所发生的有影响的各种学术活动进行梳理、编排，以备查询，

从而完善师大的科研档案。 

由于《学术月报》刚刚起步，信息采集工作还未全面展开，难免有疏漏之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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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广大教师能给予理解和宽容；同时，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老师能积极地向我们提供

各种学术信息，从而使信息交流平台更加全面、丰富、翔实，为开创我校人文社会科

学发展新局面做出贡献。 

 

 3 月，各单位广邀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我校讲学。据不完全统计，共邀请海内外

学者 29 人，举办各类讲座 29 场。其中，人文学院 11 场，教育学院 5 场，法政学

院（哲学学院）4 场，美术学院、外国语学院、谢晋学院各 2 场，对外汉语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音乐学院各 1 场。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教育学院

“学术前沿”以及外国语学院“华英论坛”在各学院中反响较大，成为我校论坛

讲座的佼佼者。 

 3 月 3 日，我校新获批一个上海高校 E-研究院和 1 个上海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3月，迎校庆 60 周年人文社科系列学术会议、讲座正式启动。3 月 9日，法政学院

迎校庆 60 周年暨法政学院建院 60 周年系列活动系列学术讲座展开，邀请中国社

会科学院教授刘作翔来我校做“权力相对性理论及其争论—以法国若斯兰的‘权

利滥用’理论为引据”的讲座。 

 3月 18日，由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的“赵丽宏长篇小说《童年河》研讨会”

在文苑楼举行。 

 3 月 19 日，“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成立，下设“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国际

城市教育研究中心”、“TALIS 上海研究中心及‘TALIS’工作小组秘书处”、“国际

与比较教育 E-研究院”、“上海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研究所”以及“上海市民办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中心”6个研究机构。 

 3 月 19 日，为进一步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提高我校此类项目的结项率、优良率，繁荣与发展我校

哲学社会科学，社科处会同财务处共同制定了《上海师范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并经校长办公会通过实施。 

 3 月 21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域外汉文小说研究深蕴学术潜力”报道以我校

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孙逊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文小

说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3月 21-24日由敦煌学研究所主办的“上海师范大学校庆六十周年·首届佛教疑伪

经研讨会”在会议中心召开。 

 截至 3月底，社科处先后组织了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国家社

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旅游局、上海市决策咨询项目等多个项目的申报工作。

我校教师积极参与申报。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 142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94 项。由于年初社科处组织了项目申报的预审工作，我校报送出去

的项目申报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上海市哲社规划办组织的初筛工作中，



 2 

淘汰率全市最低，只被筛选掉 1项。 

 2013 年，我校教师积极参与各种成果评奖，均有斩获。继 6 项成果获第六届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之后，又有两项成果分获第九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3 月 26 日，决策咨询奖颁奖仪式举行。4 月份，上海

市第十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评奖工作正式启动。社科处将精心组织好此项工作，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力争再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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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纵览 
3 月，有众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受邀来我校讲学，他们的讲座、报告在我校掀起了科

学研究的波澜，给我校的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现摘选部分讲座略作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作翔做客我校，与我校师生分享“权利相对性理论及其争论—

—以法国若斯兰的‘权利滥用’理论为引据” 

3 月 9 日由法政学院举办的迎校庆 60 周年暨法政学院建院 60 周年系列活动中的法政

学术论坛学术讲座在文苑楼进行，中国社科院教授刘作翔应邀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题为“权

利相对性理论及其争论——以法国若斯兰的‘权利滥用’理论为引据”的讲座。法政学院

院长蒋传光教授出席并主持了该讲座。 

刘教授从“为什么要研究权利相对性理论以及其在中国的研究现状”、“法国诺斯兰的

权利相对性和权利滥用理论”、“从国外一些学者的不同观点讨论言论自由是否为一种绝对

权利”、“关于绝对权利本身的争论”、“权利的限度理论”五个方面分析了权利的相对性。 

 “通过对权利现象分析，任何权利都是有限度的，我们应该确立权利限度的观点。拥

有权利的同时意味着拥有限度，权利相对性理论来源于权利限度理论，有权利就有限度，

超越权利的限度就可能走向权利滥用。“明白权利相对性有助于我国社会冷静下来，对于一

些权利现象做认真的分析。在整个社会弥漫着权利虚无化、权利乌托邦的色彩之时，应该

科学地对权利现象作出一些界定，来解释权利现象。”刘教授最后总结如是说。 

 

 爱尔兰著名小说家 Deidre Madden 做客上海师范大学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 

3月 17日下午，爱尔兰著名小说家 Deidre Madden 应邀来访我校外国语学院，做客上

海师范大学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以“爱尔兰当代小说创作”为题给我校师生带来了一份

丰盛的文化大餐。国际交流处负责人向 Deidre Madden 赠予了“海外名师讲坛”的纪念品。

外国语学院师生代表聆听了讲座。 

Deidre Madden 生动形象地介绍了爱尔兰当代小说创作，并与学生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学生们对此均感到犹如醍醐灌顶，收获匪浅，尤其是对于今后的文学研究有较大的帮助。 

本次爱尔兰著名小说家 Deidre Madden 的讲座也是外国语学院“华英论坛”的第三讲，

同时拉开了学院“爱尔兰文化月”的序幕。据悉，外国语学院每年一次的“爱尔兰文化月”

系列活动，内容包括爱尔兰文化讲座，爱尔兰戏剧展演等丰富内容，今年又增加了“爱文

化——校庆手工贺礼征集”、“庆师大六十周年——爱尔兰文化月主题期刊和诗歌朗诵比赛”

等主题活动。 

 

 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黄福涛教授做客我校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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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7日，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教授黄福涛来到我校，围绕“高等学

校课程理论探讨——历史与比较的视角”主题与我校师生作了交流。 

黄教授对欧洲中世纪、近代和 20世纪的课程理论进行了梳理，从理念、制度和课程三

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包括自由教育（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学术研究）和专业教育（职业技

术）在内的三种经典课程理论的特点，并解释了这些课程理论在德国、苏联、法国、英国

和美国的应用状况。 

针对由上述三种课程理论发展而来的能力本位的教育，黄教授进行了分类。一是以美

国、英国等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型”，以行动主义为导向，强调与职业相对性的技能

训练；二是以德国、荷兰等国家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型”，以建构主义为导向，在强调职业

技能训练之外，也强调学习能力等综合能力的提升。黄教授在以不同国家为案例进行分析

的同时，指出现代课程理论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一是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界限逐渐模糊；

二是由重视知识的课程理论转向重视能力的课程理论；三是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

中心的课程设计；四是从重视大学招生的“入口”转向重视学生学习成果的“出口”；五是

由重视学生从书本上学习转向通过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和海外交流来学习。黄教授提出，

我国在现阶段应该怎么样建立起适应中国大众化、多元化高等教育的课程理论是应该着重

思考的问题。 

 

 日本神奈川大学副校长、汉学家铃木阳一先生做客我校，讲述“江户时代日中文化交

流：图像、建筑、庭院” 

3 月 18 日，日本神奈川大学副校长、汉学家铃木阳一先生，应邀前来国家重点学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做了一场题为“江户时代日中文化交流：图像、建筑、庭院”

的讲座。 

铃木阳一教授介绍了江户时代中第一次日中文化交流是在明清王朝交替时期。因为明

朝面临亡国危机，明朝遗臣，僧侣都来到日本，客观上促成了日中文化的交流。接着铃木

阳一教授从风景、庭院、歌舞伎、曲艺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风景上人

们喜欢把松岛与象泻同西湖类比；潇湘八景催生了日本各地的“八景”比较著名的有近江

八景及金泽八景；歌舞伎则受到中国的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化的影响，国姓爷取材自郑和，

金平则受到关羽之子关平的启发。 

 

 《上海师范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正式实

施 

3月 19日，由社科处和财务处共同制定的《上海师范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

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经学校讨论后正式颁布实施。 

《管理办法》的颁发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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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提高项目的结项率、优良率，繁荣与发展我校哲学社会

科学。 

《管理办法》全文约 1140 字，共分七个部分 12 条，主要包括立项、经费、开题、中

期以及结项。《管理办法》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做了说明，

并指出在课题获准立项后，课题组须在两个月内进行开题论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完

成后，实行预结制度。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全部研究任务后，需递交三份最终成果，由社科

处组织同行专家评审，评审费用由社科处承担。项目负责人根据专家反馈意见进行修改，

然后才可正式进入结项程序。《管理办法》对立项和结项的奖励也作了规定。 

《管理办法》具体内容可以从社科处网页“项目管理”中下载查看。 

 

 李伯重先生做客我校人文学院人文大讲堂 

3月 21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国务院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李伯重先生应邀来到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为我校

师生就经济史和史学理论两个方面分别作了题为“中国的早期近代信息革命：明清商业信

息传播方式的创新”和“史学之树常青：永远的‘新史学’”的讲座，讲座在文苑楼举行，

由人文学院教授黄纯艳主持，尹玲玲教授、陈大为副教授、姚潇鸫副教授、董大学老师等

出席。 

在《中国的早期近代信息革命：明清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的创新》的讲座中，李伯重先

生通过对《邸报》的分析阐释了明清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的创新。《史学之树常青：永远的“新

史学”》的讲座中，李伯重先生与在座师生就史学理论和新史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交流，他的认识和想法对有志于学术的同学而言很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 

 

 叶书宗先生讲述“史学研究的读与写” 

3月 24日下午，叶书宗教授为非洲研究中心师生做了一场题为“史学研究的读与写”

的讲座。叶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历史、当代国际问题的教育和研究工作，曾任上海师大历史

系主任、长江文化研究所所长、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学科带头人、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

著有《苏联的革命与建设》、《苏联兴亡史》（合作）《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 年苏军入侵捷

克斯洛伐克揭秘》等书。 

叶教授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从史学研究的读与写两个方面谈起。一方面，他认为

读书要有系统性，学会拓展知识链；要持之以恒，理解力的提高与知识的积累成正比；在

此基础上，要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另一方面，研究历史要勤练笔头，善于用文字表

达；同时，写作内容从命题到内容须有时代感。叶教授结合自己研究苏联史、劳动力的商

品化等具体问题，娓娓道来，系统详细的分享了自己做学术的心得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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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我校旅游学院《旅游科学》获期刊类装帧设计优秀奖 

3月 15日，由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华文出版物

艺术设计大赛”在北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行。《旅游科学》获本届大赛期刊类装帧设计

优秀奖。本届大赛经三轮遴选，有近 300幅作品从全国 2000余幅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我校音乐学院教师王超获得杰夫林国际合唱指挥大赛季军 

3月 16日，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音乐厅举行的第一届杰夫林国际合唱指挥

大赛上，我校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王超与众多选手同台竞技，最终获得第三名，成为获此殊

荣的亚洲第一人，前两名分别由俄罗斯指挥 Makarova、Kardasevich 夺得。  

大赛由俄罗斯文化部支持莫斯科柴院主办，以俄罗斯指挥大师 Boris Tevlin 命名，每三

年举办一届。本次大赛吸引了 51 名各国指挥参加，最终有 29 名指挥进入决赛。决赛第一

轮淘汰 16名指挥，13名指挥入围第二轮，8名指挥晋级第三轮。除 1名波兰及 1名中国指

挥外，其余 6 名皆为俄罗斯指挥，表现出俄罗斯指挥的强大实力。担任本次大赛评委会主

席的是俄罗斯大作曲家 Shchedrin，副主席由俄罗斯人民艺术家指挥家 Kontorovich 担任，

大赛艺术总监由指挥家 Soloviev 担任，还有两位亚洲指挥家 CaoTongyi,Gulmira 和三位欧洲

指挥家 Mishkinis,Morales,Pavlovitch 担任大赛评委。 

 

 我校两项成果获得第九届上海市决策咨询优秀成果奖 

3月 26日，2014年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工作会议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对第九

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我校苏智良教授主持《保护世界

第一个日军慰安所遗址报告》，获成果一等奖；陆建非教授主持《上海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研

究报告》，获成果二等奖。 

苏智良教授主持获奖的研究报告提出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

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军的军事性奴隶制度与德国屠杀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一样，是二战

时期最为典型的法西斯的、反人类的战争罪行。因此保存、保护世上第一个慰安所遗址并

建立“慰安妇”纪念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有利于人类对战争和暴行的反

思，为了人类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为了人类的和平。 

陆建非教授主持获奖的研究报告系统梳理了上海民工子女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色亮

点，并运用现状调查分析方法，对上海当前民工子女教育状况进行了翔实分析，提炼了特

色做法和机制，剖析了困扰其后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并为破解这些瓶颈问题提出了五个角

度至少 12条建议，为深化上海民工子女教育改革和为上海市政府教育决策咨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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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 
3月 31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结束，我校教

师申报踊跃。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 142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94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 9项，其中包括 1 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据

悉，2014年上海地区共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971 项，经过上海哲社规划办公室审核，

最终报送 1829项，淘汰 142项。我校申报 142项，最终报送 141项，初选淘汰率最低。我

校报送数在上海地区位列第三，仅次于华东师范大学（194项）和上海社科院（173项）。

其他几所单位申报数是华东政法大学（120项）、上海交通大学（114项）、上海大学（114

项）、复旦大学（106项）、同济大学（92项）、上海财经大学（73项）。 

我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各单位分布情况如下： 

序号 学院、部门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项目 

1 人文学院 47 16 

2 法政学院（哲学学院） 27 8 

3 外国语学院 17 6 

4 对外汉语学院 8 2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 3 

6 体育学院 3 1 

7 教育学院 12 17 

8 商学院 8 14 

9 青年学院 1 1 

10 机关   3 

11 图书馆 4 3 

12 旅游学院 3 7 

13 音乐学院   5 

14 高教所   1 

15 学报   2 

16 数理学院   1 

17 美术学院   3 

18 生环学院   1 

 合计 142 94 

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不在上表的统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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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平台 

 2013 年，我校一流学科“宗教学”严格执行工作计划，建设成效显著。 

“宗教学”共有成员 8人，2013年共发表论文 29篇，其中 CSSCI刊 11篇，出版著作

7部。举办伊斯兰教、基督教会议一次。 

著作成果列表： 

负责人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方广锠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04-01 

方广锠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 21册到第 30册、第 31册到

第 40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3-01 

方广锠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中央研究院（台湾） 2013-12-01 

顾卫民 
 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正式

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03-08 

侯冲 
 

民间私藏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汇编第二辑 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3-06-01 

王招国 
 

敦煌本《御註金剛般若經宣演》の文獻學的研究 东京：大东出版社 2013-06-28 

 

 首届佛教疑伪经研讨会召开 

3 月 21-24 日，由我校敦煌学研究所方广錩教授主办的“上海师范大学校庆六十周

年·首届佛教疑伪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徐汇校区西部会议中心举行。上海师范大学副校

长刘晓敏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哲学学院崔宜明教授、王建平教授、侯冲教授、国际交

流处夏广兴教授、人文学院徐时仪教授及陈大为副教授等相关专家应邀出席。国际知名学

者美国耶鲁大学 Shinohara 教授、日本创价大学辛嶋静志教授、法国远东学院郭丽英教授、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以及来自新加坡、美国和北京、上海、浙江、山东、

台湾等地的专家学者 21 人参加了研讨会。 

本次会议举行了六场研讨会和一场专题讨论会。与会者充分肯定疑伪经研究在中国佛

教研究中的重要性，对疑伪经的研究方法、疑伪经判别标准、疑伪经出现背景、疑伪经文

本内涵和新发现疑伪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和交流。会议紧张而有序，讨论热烈而友

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主任在大会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会议严肃、

认真、热烈、务实、开放，既加深了对老问题的认识，又提出了新问题，开拓了新视角。 

 

 “国际与比较教育”和“道德文明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获批上海市高校研究基地 

3月 3日，上海市教委公布上海市高校各类研究基地名单，我校教育学院教授胡国勇为

主要负责人的“国际与比较教育”获批上海高校 E-研究院，哲学学院教授崔宜明为主要负

责人的“道德文明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获批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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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成立 

3 月 19 日，“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成立。“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以下称研

究院）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研究中心在国内学界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较高的地位，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学术团队在 PISA 研究、国际组

织教育发展、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城市教育发展研究等领域具备了一定的话语权。“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下设“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国际城市教育研究中心”、“TALIS上海

研究中心及‘TALIS’工作小组秘书处”、“国际与比较教育 E-研究院”、“上海学生职业生

涯发展教育研究所”以及“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中心”6个研究机构。 

研究院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我校在国际与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使我校成为国内一

流的国际与比较教育学术研究重镇、人才培养基地和决策咨询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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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视窗 

 陆建非：母语退化不能只怪英语 

近日，针对多地提出“降低中高英语分值、提高语文分值”的改革方案以及“去四级

化”、“四六级滚出大学”的叫喊。陆建非教授提出了自己观点，他认为任何类别的语言

教学实质上是人文素养的教育，她的魅力在引导人们向真、向善、向美，使学者“习得”

而非“死记”活生生的话语，渐渐地敏于观察、善于思考，乐于交际。陆建非认为英语学

习推动了中国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初期，更多的年轻人是为了出国留学、移民或打工而

恶补外语(主要是英语)，如今还加上升学、就业、晋级、旅游等因素，使得学习英语的目

的多元交叉。中国人英语水平的普遍提高，推动中国更快更深地融入全球化进程。 

在英语考试效果为何不尽如人意方面，陆建非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受语言学习先天

能力的制约，真正能实现无障碍地跨文化交流与沟通的人不会超过 3%。这便使得花了大本

钱的学习者以及家长大失所望。另一方面，英语考试已经率先实现“四化”——等级化、

标准化、行政化、产业化。标准化实属无奈。  

英语考试被妖魔化之后，人们又将母语的弱化归罪于英语，说它挤占了母语文化的时

间与空间。但如果孩子不学英语，他们的母语(即所谓的语文)水平即刻就会明显提高吗？

一定程度上，语文课程难以诱人，母语水准下滑，主要是信息时代的“浅阅读”、“少阅

读”所致。 

我们在英语学习上我们需冷静而慎重地权衡“矫枉过正”后的利弊得失，避免情绪化

的抱怨、宣泄和误判。 

“一年多考”、“社会化考试”等或许成为新的招数，然而，对于不甘落后，锱铢必

较的“考试族”来说，一次性压力定会变成持续性折腾，学校成本也随之转嫁给家庭。因

此，注重中学课业成绩、分类指导教学、运用信息化手段连接和扩大校内外“语义场”，

使英语变成“兴趣”而非“噩梦”等理念和举措应成为现实驱动的正道。与其为英语学习

减负，倒不如重新认识英语的本质以及它与母语的关系，遵循外语学习规律并努力改变教

学现状。 

 

 周中之教授接受《现代领导》专访 剖析奢靡之风与腐败雾霾 

在全党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我校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马克思主义学院周中之教授接受《现代领导》杂志社专访，从专家学者的角度剖析了奢靡

之风与腐败的问题。该专访文章已发表在今年第 2期《现代领导》杂志上。 

周中之教授是国内研究经济伦理学的知名学者，特别是在消费伦理问题上，在国内外

学术杂志和大报理论版上发表了近 30篇消费伦理的论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习近平

总书记针对党内“作风之弊、行为之垢”，严肃地指出要扫“四风”，反对奢靡之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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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教授从学者的角度，谈了反奢靡之风的政治价值。他认为，奢靡是过度的、畸形的消

费。“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古今中外，无论哪个政权，一旦奢靡成风，将直接动摇其

执政的根基，甚至走向灭亡。古罗马帝国、中国的北宋就是典型的例子。要站在政权生死

存亡的高度认识奢靡之风。 

周中之教授认为，奢靡之风为腐败打开了一条通道，假消费之名，大搞腐败之实，因

此，党内的奢靡之风一日不除，腐败问题就一日得不到真正解决。驱除奢靡之风要依靠制

度的力量，也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将制度约束和道德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 

近几年来，周中之教授用其专业知识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受到了媒体的欢

迎，这次专访是《现代领导》杂志对周中之教授的第 3次专访。 

 

 法政学院教授马英娟就“新版上海交通白皮书提出将适时出台小客车额度有期限使用”

的措施接受了东广早新闻的采访 

3月 5日，我校法政学院教授马英娟就“新版上海交通白皮书提出将适时出台小客车

额度有期限使用”的措施接受了东广早新闻的采访。马英娟指出，出台这一措施之前，必

须首先进行合法性论证，尤其在目前关于私车额度拍卖制度的合法性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的

情况下，再出台私车额度有期限使用措施必须非常慎重。从程序上讲，对这样一项事关老

百姓切身权益的措施，必须由上海市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地方性法规，比

如，要召开听证会，广泛征求民意。同时，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要实行“新人

新政策、老人老政策”，新的举措不能适用于之前已经购得私车额度的小客车车主。 

此外，作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法眼看天下”的嘉宾，马英娟教授自 2012年起多次参

与该栏目相关法律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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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撷英 

 刘俊升 李丹：Unsociability and Shyness in Chinese Children: Concurrent and Predictive Relations 

with Indices of Adjustment 

The primary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short-term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unsociability, shyness, and indices of adjustment among Chinese children. Participants were 787 children (ages 

10–14 years) in an urban area in China. Assessments of unsociability, shyness, and adjustment were obtained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cluding peer nominations, self-reports, and school record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ile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shyness, unsociabi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socioemotional and school 

difficulties. In particular, unsociability appeared to act as a risk factor for later peer problems and internalizing 

difficulties across the school year. Some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also observed in th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unsociability and indices of adjustment.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meaning and implication 

of unsociability in Chinese culture. 

Social Development Vol23 No.1  February 2014, pp119–136   （教育学院） 

 胡天翊：Foreground-background salience effect in traffic risk communication 
Pie charts are often used to communicate risk, such as the risk of driving. In the foreground-background 

salience effect (FBSE), foreground (probability of bad event) has greater salience than background (no bad 

event) in such a chart. Experiment 1 confirmed that the displays format of pie charts showed a typical FBSE. 

Experiment 2 showed that the FBSE resulted from a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efforts in processing the messages 

and that a foreground-emphasizing display was easier to process. Experiment 3 manipulated subject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indset and explor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splays format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indset. In the default mindset, careless subjects displayed a typical FBSE, while those who were 

instructed to be careful reported similar risk-avoidant behavior preference reading both chart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 are discussed.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Vol. 9, No. 1, January 2014, pp. 83-89.（教育学院） 

 
 

3 月份各学院学术会议、讲座信息一览表 

学院 人文 教育 
法政 

（哲学） 

马克

思 
外语 商 音乐 美术 谢晋 

对外

汉语 
旅游 

讲座 11 5 4 1 2 0 1 2 2 1 0 

学术

会议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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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日  期 负责单位 内        容 

3月 3日 社科处 我校新获批一个上海高校 E-研究院和 1个上海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3月 6日 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学术前沿”系列讲座开讲，胡国勇教授“新自由主义与日本教育
改革”首场成功 

3月 6日 人文学院 苏智良教授出席市委宣传部抗战纪念会议 

3月 6日 音乐学院 上海制笛大师韦世德先生我校音乐学院举办讲座 

3月 7日 教育学院 
美国经济与教育研究中心（NCEE）代表团一行参观我校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中心 

3月 7日 人文学院 浙江大学陈新教授做客校庆六十周年系列学术讲座，讲述“史学理论” 

3月 9日 
法政学院（哲
学） 

刘作翔教授应邀来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作学术报告 

3月 12日 旅游学院 旅游学院召开 2014年重点团队科研项目评审会 

3月 12日 人文学院 
王宁教授来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做学术讲座，讲述“世
界主义的文学和文化维度” 

3月 12日 人文学院 胡晓明教授作客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说“衣” 

3月 13日 教育学院 陈永明教授做客教育学院“学术前沿”系列讲座，讲述“我的教育科研之道” 

3月 13日 谢晋学院 台湾著名剧作家王安祈女士来谢晋影视艺术学院举办 “伶人三部曲”讲座 

3月 15日 旅游学院 旅游学院《旅游科学》获期刊类装帧设计优秀奖 

3月 15日 美术学院 “纯粹视觉——上海市当代学院版画学术展” 在我校无形画廊开幕 

3月 16日 音乐学院 我校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王超在俄罗斯夺得杰夫林国际合唱指挥大赛季军 

3月 17日 教育学院 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黄福涛教授来我校教育学院讲学 

3月 17日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美国怀俄明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 Paula院长、Len先生和张昭洁教授一行三
人来到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交流访问 

3月 17日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周中之教授接受《现代领导》专访 剖析奢靡之风与腐败雾霾 

3月 17日 人文学院 
郑大华教授做客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讲述“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的几个问题” 

3月 17日 美术学院 
台湾师范大学罗青教授做客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讲述“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 

3月 17日 外国语学院 爱尔兰著名小说家 Deidre Madden 做客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 

3月 18日 人文学院 
铃木阳一教授来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做学术讲座，讲述
“江户时代日中文化交流：图像、建筑、庭院” 

3月 18日 人文学院 赵丽宏长篇小说《童年河》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3月 19日 外国语学院 著名口译学家柴明熲教授做客我校“华英论坛” 

3月 19日 社科处 
《上海师范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
办法》颁布实施 

3月 20日 教育学院 “美丽中国”首席执行官潘勋卓在上海师范大学发表演讲 

3月 20日 教育学院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考察我校教师教育基地 

3月 20日 教育学院 陈建华教授做客教育学院“学术前沿”，探讨“参与式规划方法的时间探索” 

3月 20日 教育学院 拓展 21世纪有效教学——全球城市教育网研讨会 

3月 20日 
法政学院（哲
学） 

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教授辛嶋静志讲述“文献考证揭
示的佛教本来面貌——《般若经》的产生以及佛经中的大乘、观音、阿弥陀、
一阐提等本来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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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1日 
对外汉语学
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吴英成教授做客我校，讲述“国际汉语中转站：新加坡
战略” 

3月 21日 人文学院 
李伯重先生做客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讲述“中国的早期近代信息革
命：明清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的创新”和“史学之树长青：永远的‘新史学’” 

3月 21日 谢晋学院 云南艺术学院院长吴卫民教授来谢晋学院举办“戏剧学导论”学术讲座 

3月 21日 
法政学院（哲
学） 

首届佛教疑伪经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3月 22日 人文学院 邢晏芝女士做客人文大讲堂大分享“评弹教育和评弹教学” 

3月 24日 人文学院 
叶书宗先生应邀来人文与传播学院非洲研究中心做讲座，分享“史学研究的
读与写” 

3月 25日 
法政学院（哲
学） 

上海一中院研究室主任、法学博士刘言浩来法政学院举办讲座 

3月 25日 
法政学院（哲
学） 

法国远东学院教授郭丽英来我校，分享“印度佛经在中国的承传与演变——
从翻经到刻经、写经到经变” 

3月 25日 人文学院 
王瑞来先生做客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分享“庆朔堂前艳闻飞：
从范仲淹风流韵事公案看宋代士大夫生活日常” 

3月 26日 社科处 第九届上海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颁奖仪式举行 

3月 26日 美术学院 艺术家勒路石应邀来校 讲述青年时期创作之路 

3月 27日 人文学院 
封越健先生做客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讲述“十八世纪徽商典铺的经
营管理和典当制度” 

3月 27日 人文学院 
Falk Pingel 博士做客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讲述“德国历史哲学的理
论与实践” 

 

 

 

主办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 

联 系 人：     耿  亮    电话：64322433    电子邮箱： geng@shnu.edu.cn 

通 讯 员： 

 

人文学院 张  虹 zh77@shnu.edu.cn 

教育学院 蔡冬青 caidq@shnu.edu.cn 

法政学院 李洪献 lihxian@shnu.edu.cn 

马克思主义学院 段成俊 dcz1207@shnu.edu.cn 

外国语学院 帅  晴 shuaiqing@shnu.edu.cn 

商学院 吕  雪 lvxue@shnu.edu.cn 

音乐学院 安  磊 anlei@shnu.edu.cn 

美术学院 徐  立 xuli@shnu.edu.cn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周胜南 zsn@shnu.edu.cn 

对外汉语学院 张汶静 zhangwenjing@shnu.edu.cn 

旅游学院 傅  晶 tristar@shnu.edu.cn 

体育学院 褚敏明 cmm@s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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