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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5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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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

在：  

一是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涵建设进一步增强。5 月份，为促使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各

项研究工作更好更快的发展，在广泛的调研基础上，社科处联合财务处、人事处等相关部

门制订了《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以实现与我校文科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

个方面并驾齐驱、两翼齐飞的发展态势。 

二是人文社科研究社会影响进一步增强。继 4 月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

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及《文汇报》等多家媒体对我校报道以来，我校

又有多位学者受到媒体关注。陆建非教授主导的语言教育改革新动向成为《文汇报》、“中

国教育新闻网”、“解放网”等媒体关注的焦点。此外，孙逊教授和刘畅副教授提交的科研

成果《“海飘”与“北漂”的比较及其启示》获得上海市领导重要批示，这反映了我校学者

参与决策咨询、建言献策的能力和质量正在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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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纵览 

 人文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柯马丁博士为我校师生做学术讲座 

5 月 6 日，人文与传播学院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邀请我校

特聘教柯马丁博士做了题为“对《诗经》起源的再思考（英文）”的学术讲座。 

柯马丁博士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文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学术领域涵盖先秦

两汉文学、文献学、历史、宗教，致力于早期文本的形成、接受、经典化研究，同时对中国

上古及中古诗歌的理论、美学、阐释实践有浓厚兴趣。在本次讲座中，柯马丁博士对中国

最早的诗歌——《诗经》的起源进行了重新思考，结合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深入论证了《诗经》起源的各种不同推论和探究，给在座的师生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学术

观点。 

 

 中国驻新西兰、瑞典前大使陈明明等做客外国语学院“华英论坛” 

5月 5日下午，中国驻新西兰、瑞典前大使陈明明教授，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

中心杨英姿主任做客外国语学院“华英论坛”，以“如何在大学期间打好翻译基础”为主题，

与师生们进行了讨论与交流，同时介绍了翻译资格考试的有关情况。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卜

友红老师主持会议，院长李照国、副院长金辉、英语系卢敏教授出席，50 余名师生代表共

同参加。 

陈明明大使以丰富的阅历和经历向同学们介绍了如何在大学期间打下坚实的翻译基础，

并强调了兴趣的重要性。他从多方面介绍了提高英语基础水平的方法，并推荐了各类资源

供同学们学习与参考。 

杨英姿主任向同学们详尽地介绍了全国翻译资格考试的背景、现状以及政策，开阔了

同学们的视野，让大家对该考试有了深入的了解。 

据悉，作为迎接校庆 60周年的学术活动，外国语学院通过“华英论坛”这一学习平台

和交流窗口，为师生们带来十余场精彩报告，每一个专家的渊博知识和为人治学的态度都

让师生们受益匪浅。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Daniela Kato博士做客我校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研究中心 

5月 7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Daniela Kato 博士来到我校国家重点学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在文苑楼做了一场题为“女性帝国之眼：半殖民中国中

的女性旅行作家”的讲座，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陈红主持了讲座，众多本专业和其它专业

的硕、博士生及青年教师前来聆听并参与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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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a Kato 博士首先介绍了人们对传统女性旅行作家的认识与误解。而后

Daniela Kato 博士介绍了中国半殖民时期即 19 世纪末至 1930年之间的四位旅行女性作

家，她们分别是：Isabella Lucy Bird、Emily Georgiana Kemp、Yosano Akiko（与谢野

晶子）、Hayashi Fumiko(林芙美子)，Daniela Kato 博士结合女性与后殖民理论对四位作

家的游记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四位女性旅行作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肩负不同的使

命，但其作品都显露出女性旅行作家所独有的特点。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王红宇老师应邀来我校教育学院开展为期 20 天的

讲学活动 

应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教授的邀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终身教授

王红宇老师来我院开展为期 20 天的讲学活动。此次讲学活动包括系列讲座和专题指导等。 

5月 6日晚，系列讲座开讲。王红宇教授为我院的硕士生、博士生做了有关“Curriculum 

Studies Topics”的讲座。王红宇教授讲述了课程论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轨迹，介绍了课程

论在美国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历史以及课程论在美国再概念化的过程，如，Elaine 

Riley-Taylor的生态空间（Ecological space）概念，Robert Helfenbein 的重要地理位

置和课程空间（Critical geography and curriculum space）视角，以及创造性课程（Co-

creative Curriculum）的内涵与实施等。同时，她还阐述了美国课程研究的前景，如中间

地带模式（ In-Between space）、交叉结合模式（ Intersection）以及并列模式

（Juxtaposition）等。这一系列讲座极大地促进了研究生对课程论在美国的演进与创新思

路的把握，拓展了学习的思路，提升了研究的视野。 

王红宇教授的讲座幽默风趣，她和蔼谦逊的性格，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也感染了在场

的每一位研究生。课后，研究生还就自己平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与王红宇教授进行了交流，

王红宇教授也为学生提供了相关资料以及拓展学习的思路和研究方向。 

除系列讲座外，王红宇教授还将与博士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如博士论文的选

题，博士论文框架的确立以及博士论文的写作要领等。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Fredrick Leong 教授为我校师生讲授文化与职业决策 

 5月 7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心理系教授 Frederick Leong做客我校教育学院，为

我校师生做了“职业心理学中的文化与自我：一种对于职业测评与咨询的文化制定方式” 

的报告。 

Leong 教授的报告主要讲述了职业心理学背景下的文化与自我。在不同文化下成长的

个体，其自我概念有所差异，集中体现于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主义文化群体中。并且，文

化与自我二因素互相影响，最终作用于个体的职业决策。相对于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

文化中的群体（以亚洲人为例）在职业决策过程中更倾向于采纳来自父母或亲近他人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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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卢布尔雅那大学美学教授艾尔雅维茨做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述“Art and：A Toothless 

Tiger，a Cuddly Panda or a Snow Leopard？（艺术与无牙的老虎、憨抱的熊猫或食肉的

雪豹？）——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观如何在历史中和在现实中被西方不同思想流派阐释” 

5月 9日，卢布尔雅那大学美学教授、第十四届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斯洛文尼亚美学学

会创始人、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科学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所长艾尔雅维茨教授做

客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做了题为“Art and：A Toothless Tiger，a Cuddly Panda or a 

Snow Leopard？（艺术与无牙的老虎、憨抱的熊猫或食肉的雪豹？）——马克思主义美学

或艺术观如何在历史中和在现实中被西方不同思想流派阐释”的专题讲座。  

艾尔雅维茨教授围绕马克思主义和多维视角下的艺术，结合多年对美学和文艺学的研

究和把握，用比拟的手法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观究竟是怎样在历史和现实的大潮

中被西方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所阐释的，观点新颖，论述清晰，给在座的同学奉献了一场

丰富且生动的学术盛宴。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晓群做客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讲述“西方古典

史学的建构性特征” 

5月 9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晓群做客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做了

题为“西方古典史学的建构性特征”的专题讲座。 

吴晓群教授以 John Burrow的一句话作为讲座开场白，指出当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两

个问题，即史学研究过于局限于对史家思想和写作风格的研究，并以现代的方式来猜度古

典作家及其作品。她以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的故事来解读口述与记忆，指出记忆史学

是建立在口述材料基础上的古代史学，而文献史学则是建立在文字资料基础上的现代史学。

接着，吴晓群教授通过分析古典史学中的神话思维和理性思维，指出以神话来解释历史事

件的原因及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符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然后，她通过分析古典史

学与修辞的关系，指出史家对修辞技法的运用只是方法并不是目的。最后，吴晓群教授总

结说，史学研究中由于建构的普遍存在，史家的记录与史实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其所表达的传统与文化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当下学术询问质

疑古典的真实性。 

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深受启发，尤其是世界古代史专业的同学积极提问，吴晓群教

授逐一详细解答，并推荐了相关研究书目。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认识到古典史学研究中

的一些误区，吴晓群教授对于记忆与真实，建构与谎言的解读，理清了同学们对古典史学

的研究思路，使同学们对现代史学方法与古典史学构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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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协文史馆馆长赵珩做客我院人文大讲堂 

5月 9日，中国政协文史馆馆长、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著名学者赵珩做客

我校人文学院人文大讲堂，做了了题为“红毹记胜——从清代中叶的花雅之争到皮黄的鼎

盛”的讲座。 

赵珩馆长主要从红毹、皮黄等戏剧中的专业名词入手，通过回顾“从宋元杂剧到明代

传奇、昆山腔在清代中叶以前的辉煌、四大徽班进京拉开徽汉合流序幕以及皮黄形成的鼎

盛时期——清代同光时期”等方面的内容，讲了不同种类的戏曲所经历的不同的发展历程，

重点强调了昆山腔和京剧的来源及其鼎盛的原因和表现，讲座期间还穿插讲述了几种不同

的皮黄组成要素论，包括“二元素论、三元素论和四元素论”等不同观点，丰富了同学们

的知识面。赵珩馆长的本次讲座信息量相当大，是对戏曲研究的一个集中演绎，给戏曲爱

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和优质的成果。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邓纯东研究员做客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5月 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研究员应邀为我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了题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专题报告。 

邓纯东院长报告的内容包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宣传思想工

作、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党的建设。邓院长结合自身学术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脉络发展、精神实质，加深了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的理解。 

邓纯东院长提议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立长

期的合作交流关系。汪青松院长希望邓纯东院长常来上海师范大学指导，共同打造马克思

主义教育与研究的理论阵地。 

 

 《人文艺术》主编查常平博士做客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 

5月 13日，圣经学者、《人文艺术》主编査常平博士做客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做了题

为“后现代之后来临中的另现代艺术”的精彩讲座。 

查常平博士是著名艺术批评家，其用批判的视角、艺术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他

认为西方社会已跨过以城市化、消费化、信息化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进入到以人类化、个

人化、精神化为标志的另现代社会，而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结合了前现代、现代、后现

代、另现代时代精神的混现代社会。由于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没有稳定的内在基础，当今的

中国社会是一个信仰迷茫的社会，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失去土地的城市农民心灵的缺失，以

及社会思潮落后于物质现实的社会畸形。查常平博士的艺术思想，内含着其对生命的深刻

体验，他认为另现代的艺术就是一种生命的艺术，作品本身反映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感、



 6 

另类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强烈的内心感受；另现代艺术强调多种媒介的相互交融与互

相转换，力求一种穿梭于时空与媒介中的文化漫游经验，其以文化转译为特征，是超文本

的、跨媒介的艺术表达形式，体现了当今社会流动的心灵存在，是多语言的，变动的生存

经验的反映。查常平博士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理论与事实证明相结合，将高深的另

现代艺术讲的生动有趣，使同学们对另现代艺术有了清晰的了解。会后查常平博士与参加

讲座的学生就有关另现代艺术的收藏价值，以及艺术创作与个人兴趣之间的关系，展开了

积极热烈的讨论。 

此次讲座加深了同学们对另现代以及另现代艺术的了解，正如查常平博士所说的，未

来，一定是个越来越充满人类性或人性的时代，人生的归宿不在沙发上，在路上。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白傑瑞（Gerard A. Postiglione）教授做客我校教育学院，

分享“中国教育改革面面观” 

5月 13日，应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教授的邀请，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白傑瑞（Gerard A. Postiglione）教授莅临教育学院，为学院的硕、博士生作了一场主

题为“中国教育改革面面观”的讲座。教育学院副院长胡国勇教授主持了讲座。 

白傑瑞教授以 21世纪技能为切入点，就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东西方教育

模式的差异，颠覆性科技（disruptive technology）对教学活动的影响等问题，与同学们

进行了分享和讨论。此外，同学们还就少数民族教育的公平问题，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问题

以及欧美国家教育差异性问题等与白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 

 

 上海要为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作贡献——人类记忆与文明变迁：沪、港、澳“世界记

忆工程”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国际社会已发出迫切呼吁，极力保护任何载体的珍贵档案，务求令人类记忆更加完整，

从而更好更好地传承文化和创造未来。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记忆名录”，

与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是实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宪章中规定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促进文化遗产利用，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重要

性认识的一项工程。截止 2013年，我国已有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代内阁秘本档、东

巴古籍文献、清代科举大金榜、“样式雷”建筑图档、《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侨批档案

—海外华侨银信、元代西藏官方档案等 9个项目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而作为南方文化中

心的上海，拥有众多珍贵的文献档案，但惜无一入选。 

在此诉求下，2014 年 5 月 17 日，人类记忆与文明变迁——沪、港、澳“世界记忆工

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会议中心召开。此次会议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

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澳门文献信息学会联合举办，由中心主任孙逊教授主持。上海师

范大学党委书记陆建非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他代表会议主办方对各位来宾致以热烈的欢迎，



 7 

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中国语境下文化记忆的宝贵性，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

工程“为世界提供了一面镜子，同时也为人类保留了丰富的记忆”；表示上海师范大学将借

此次研讨会之机，力争在人文学科领域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作出自己

的贡献。 

本次会议的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区议会主席 Ray Edmondson先

生、项目申报委员会主席 Rujaya Abhakorn 先生、顾问及发言人朱福强先生，以及世界记

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Alla Aslitdinova女士、Helen Javis女士，有成功申报经验

的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理事长杨开荆女士、会长邓骏捷先生、副理事长沈振辉先生，以及国

家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文教机构相关学者与会。会议希望通

过三地学者的交流，共同探讨保护人类记忆的新途径与新思路，以推动上海的相关工作进

入“世界记忆名录”。 

会议的亮点之二，是我校有三位专家在会议上发言。苏智良教授的《日军“慰安妇”档

案申遗的价值》，以大量来自各地档案馆和实地调查而得的文字、图片资料，介绍了二战时

期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及周边国家犯下的强迫受害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政府犯罪行为，

呼吁此类档案申遗，有助于完善保存日军“慰安妇”档案，使人类认识到二十世纪残暴的

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灾难，谴责反人道的罪行，并汲取历史教训。潘悟云教授的《方言——

人类身上的一本历史记录》，将方言视作人类记忆的活化石，通过方言资料的收集与解读，

建立数据庞大、信息丰富的方言库，并运用特殊的研究工具与方法，不仅可以唤醒记录于

其中的历史记忆，而且可以帮助解决包括人类起源和迁徙在内的重大人类学问题。钟翀博

士的《地图文化与上海的都市生长记忆——上海城市地图的进化谱系及城市历史形态学研

究的展开》，介绍了上海的古地图与近代地图进化谱系，通过对上海苏州河、老城厢这两个

新、旧典型地带的图上分析，以及大量的图片资料，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近代以来上海城市

急剧扩张的过程。他表示上海古旧地图资料申遗不但能够促进此类文献档案的保护，还可

借此推动不同于以往研究中江南市镇线性发展模式的思维方式。 

除了我校三位老师，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黄显功主任也作了《尺牍----封存人类

记忆的纸上春秋》的发言。他向“世界记忆工程”专家介绍了上海图书馆馆藏文献中最为

著名、最具价值的尺牍文献。尺牍作为源于个人和机构的文献产物，封存了宝贵的记忆信

息。中国尺牍文献的源流和历代尺牍的研究成果证明，存世的中国尺牍文献是亟待保护的

文化遗产，而图书馆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会后还组织了与会专家赴上图参观考察，上

图特地准备了有关我国古代尺牍和家谱的原件，使与会代表大开眼界。 

本次会议的亮点之三，是世界记忆工程组织成员和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分别介绍了“世

界记忆名录”的性质、作用，以及澳门成功申遗的宝贵经验。Ray Edmondson 先生的《历史

记忆的属性与世界记忆的哲理》（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HILOSOPHY 

OF “MEMORY OF THE WORLD”），Rujaya Abhakorn 先生的《“世界记忆名录”在世界文明和

城市发展研究的潜在用途》（The Potential Use of MOW Documents in the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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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ivilizations and Urban Development），朱福强先生的《记忆、城市发展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三个记忆项目》（Memory,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Three UNESCO 

Memory Programs），邓骏捷先生的《澳门中文文献遗产的特点和价值》，杨开荆女士的《澳

门记忆与文献遗产》，从世界记忆工程的渊源、意义及其对世界文明、人类历史、城市发展

的意义等各个方面展开论述。专家们对此次会议提出的拟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慰安

妇”研究档案、汉语方言库、城市古旧地图、中国古代尺牍和家谱等项目表示了很大的兴

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就相关申报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张民选成为亚洲首位荣膺“全球教育领导者”的杰出人士 

  5月 12日，校长张民选应邀赴美国旧金山，出席由北加州亚洲协会（Asia Society 

Northern California）举办的表彰全球教育领导者活动，并获得“全球教育领导者”荣誉

称号。 

此次活动共有来自旧金山湾区商业、公共事业、外交、文化及媒体各界约 350 余人参

加，摩根士丹利亚太地区荣誉主席、摩根士丹利全球顾问董事 Jack Wadsworth 主持。活动

中共有四位教育界人士获得表彰，他们分别是：科技美国（Tech for America）的执行总

裁柯普（Wendy Kopp）、在线教育平台 Coursera 的联合创始人科勒（Daphne Koller）和吴

恩达（Andrew Ng），以及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主办方对张民选的颁奖致词是“他重

新塑造了上海的教育格局，让城市中的孩子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全球教育领导者”荣誉是亚洲协会常设的年度奖项，专门表彰在经济、艺术、文化、

外交等领域的精英人士。此次颁奖是近几年来首次对教育领域杰出人士进行表彰，张民选

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士。 

 

 法政学院（哲学学院）退休教授高惠珠的著作被“求是理论网”向全国党员干部公开推

荐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经强调，要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

进各项工作。为此，“求是理论网”向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推荐了九本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著作，

以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我校法政学院（哲学学院）教授、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常

务副所长、上海市哲学学会副秘书长高惠珠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科学发展观的深

度研究》名列其中。同时被推荐的其他八本著作分别是：清华大学林泰的《唯物史观通论》，

中共中央党校王中汝的《经济、社会与国家——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的社会变迁》，中国社

会科学院李崇富和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平的《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复旦大学孙承叔

的《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吉林大学孙正聿等的《马克思主

义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崇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郭杰忠以及北京大学李士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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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郭湛的《社会公共性研究》，中共

中 央 党 校 韩 庆 祥 的 《 发 展 与 代 价 》 （ 详 情 可 见

http://www.qstheory.cn/zs/201312/t20131205_299150.htm）。 

高惠珠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科学发展观的深度研究》是被推荐的九本中的第

二本著作，作者均为我校已经毕业或者在读的博硕士研究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2010年

公开出版。该书选择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十一个专题，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实践、新成果进行阐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作了

新研究。每一专题的写作中都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有关研究的成果以及新进展。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来校指导决策咨询内参编撰 

随着“应用文科振兴计划”的出炉，为进一步提高我校中青年学者参与决策咨询研究

的积极性，促进研究成果转化，5月 20日，由社科处主办的决策咨询内参编撰培训会在会

议中心 5 号会议室举行。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处处长张义春、专家梁绍连、潘春

来受邀出席培训会并分别作了报告，我校各级各类决策咨询项目在研者以及部分青年教师

参加了本次活动。财务处、内涵办等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培训会。 

此次培训会的主题是我校教师应该如何对接社会需求，如何捕捉热点、焦点问题，如

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咨询成果，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培训会上，专家们结合自己编撰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两份内参《专家反映》

和《决策参考信息》的有关经验，分别从决策咨询的任务和职责、决策咨询重点与热点的

把握、决策咨询内参的选稿和编撰特点、市领导批示稿件的特点以及做好决策咨询工作的

有关建议等五个方面对决策咨询稿件的写作做了讲解。专家们还结合典型案例，具体介绍

了稿件选题、内容、形式评判的标准，加深了我校教师对决策咨询成果写作要求的认识。 

整场培训会场面热烈，直到会议结束，与会教师仍意犹未尽，与专家们展开了互动，

积极咨询各种问题。授课专家以扎实的政策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赢得了一致好评。与

会教师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活动让他们受益匪浅，并将转变观念，力争多出成果，多出精品，

为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此次培训活动是“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社科

处将全面启动这一计划，通过新型智库、发展报告、决策咨询项目、学术刊物和工作坊等

五大平台的建设，来进一步实现我校文科的发展与振兴。 

 

 红学六人谈在人文大讲堂开讲 

5月 23日，“红学六人谈：个人与阶级——红楼梦研究的两种范式”在我校人文学院开

讲。本次讲座由六位学界知名学者主讲，分别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孙逊、复旦大学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陈维昭、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桂奎、《红楼梦研究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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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崔传荣、萧凤芝、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詹丹。 

本次讲座围绕红楼梦的研究范式，对当前学界的红学研究做了有针对性的探讨，主要

从“个人与阶级”的视角阐述了红楼梦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以及这两种不同范式之间的

区别与联系。指出《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古典小说最高峰，它的学术和研究价值会随着

学界更深层次的挖掘愈加凸显，而价值的凸显需要不同研究范式的进一步运用才得以实现。

讲座中的各位主讲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维度对个人与阶级这两种不同的红楼梦研究范式

进行了详实探讨，论述清晰，内容全面，观点新颖。六位学者的讨论也引起了在座学生和

老师的强烈共鸣，这场讲座加强了红学研究界的交流和沟通，也进一步推动了红学研究的

深入和发展。 

 

科研成果 

 我校 2013 年度人文社科科研奖励工作圆满完成 

科研奖励是既是对科研人员工作的尊重，也是对我校科学研究工作的促进，他增强了教

师的价值感、胜任感和科研的自信心。根据学校《科学研究奖励办法》、《文艺体类成果奖

励办法》（2013年 5月修订），经个人申报、部门初审、社科处审核，网上公示和复核，我

校人文社科 2013年度科研奖励完成。本次奖励共奖励人文社科教师 375 人，奖励总金额达

485 万元。本次奖励共奖励论文 512 篇（包括博士后和离退休教师 31 篇），国家级和省部

级科研项目 170项，各类获奖成果 14项。 

 

 《外国中小学教育》2013 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率创新高 

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近期公布的 2013 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统计数据显示，

《外国中小学教育》2013 年 1-12期发表的 119 篇论文中，有 18篇论文被全文转载，索引

数达到 90 篇，创历史新高。在专题资料《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教育》的全文转载数中，

《外国中小学教育》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六。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数据在 CSSCI 来源期刊

中处于中上水平。近五年《外国中小学教育》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数呈上升趋势，

2008年为 6篇，2009年为 14篇，2010 年为 12 篇，2011年为 15篇，2012 年为 17篇。学

界和期刊界普遍认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量是人文社科期刊领域中一个客观公正

的评价标准。《外国中小学教育》2013年全文转载数和索引数在国内同类期刊中处于领先

地位，充分证明了本刊的论文质量和学术影响力。 

2014 年 5 月 19 日，《外国中小学教育》杂志社副主编夏惠贤教授出席了由上海新闻

出版局局长、副局长主持召开的高校期刊负责人座谈会。在会上，夏惠贤教授汇报了本刊

2013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统计数据，阐述了杂志创刊 3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随着

时代变迁所呈现出的新特点、新优势和未来发展的全新愿景，发言赢得了与会领导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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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院校期刊负责人的一致好评。 

 

项目申报 

 我校获得两项“面向未来 30 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课题 

5月 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公布《面向未来 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

究课题中标结果，我校陆建非教授申报的“上海提升全球城市品牌形象与增强城市吸引力

研究”和苏智良教授申报的“上海全球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研究”获得立项，

资助经费均为 15万元。 

陆建非教授主持的课题针对上海城市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城市品牌无法准确定位，城市

吸引力与国际大都市的差距逐渐拉大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诠释国际大都市与全球城市之区

别，运用现代城市品牌和城市吸引力等相关理论，通过对国外全球城市品牌形象和城市吸

引力等相关案例研究，系统分析上海城市形象发展的基本脉络，并结合当前上海城市能级

提升的基本战略，判断上海在未来 30年内能否成为文化软能力为其重要支撑之一的新崛

起的全球城市，首次提出城市品牌及吸引力依附于城市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观点，探索如何

打造上海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的城市品牌形象，建立起上海全球城市吸引力的基本框

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上海加快全球城市品牌形象提升和城市吸引力增强的基本

途径和具体措施，畅想上海未来 30年的形象品牌和以支配力及吸引力为内核的全球影响

力。 

苏智良教授主持的课题指出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大码头，同时也是文化

繁荣的活源头。在 21世纪的今天，上海正朝着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迈进。但上海

的全球影响力，与亚洲的东京、新加坡、香港和西方的伦敦、巴黎、纽约等相比还有一定

的差距，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的提升尚存在较大空间，因此本课题以申请世界文化

遗产这一目标为中心，提出历史文化资源的综合保护策略，并最终指出上海“从文化消费

中心转型到文化创造中心”的合理路径，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面向未来 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是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

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指示精神，为了科学分析和预测未来 30年上海城市发

展的趋势和远景，明确上海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

所承担的责任，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战略目标，向社会公开招标的决策咨询课题。

该课题于 4月 1日向社会发布，截止到 4月 20日共收到有效申请 281份。经组织专家会

议和面试比选两轮评审，最终确定 68个课题组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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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物 

 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记音乐学院蒋存梅教授 

蒋存梅，1992 年毕业于福建师大音乐系，获得文学士学位；2001 年毕业于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生部，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05 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获得文学博

士学位。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12 月，蒋存梅博士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

究。研究方向是音乐心理学。近５年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国际 SSCI 或 SCI 收录的期刊

上。目前已于国外一些大学的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并已开始陆续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进入音乐心理学领域完全出于我对这一领域的好奇。我最初研究的是音乐表演美学

理论，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音乐表演理论中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都与心理学相

关。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开始接触音乐心理学，试图从音乐心理的视角寻找答案。” 

——蒋存梅 

 

蒋存梅教授开始转入音乐心理学研究，开始真正与心理学接触，源于一个偶然的机

会，2007年参加的全国脑与认知科学研讨会暨脑与认知科学国际研讨会给了她很大的触

动。之前中国音乐学的研究过分强调音乐的特殊性，很少与其他学科交叉联系，但在这个

会议上，她看到了中国认知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研究的接轨，并且也感受到中国学者在国

际学术界的影响；同时更让她兴奋的是，她看到了音乐学与心理学交叉的可能，并且隐隐

约约找到了可以解决音乐表演理论问题的途径。 

音乐学与心理学交叉的可能性，引起了蒋教授极大的好奇心，好奇心不仅让她有了研

究兴趣，而且也造就了她的研究热情和执着。正是这种好奇心和对研究的热情，冲淡了她

对困难的记忆，也正是这种好奇心成了蒋教授的成就。在跨学科的研究会遇到很多困难，

音乐学与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对蒋教授来说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统计知识，众所周知，心理

学是数据科学，所有结论建立在数据基础上。因此，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是研究的重要部

分，也是她花费时间最多的。除了心理学的知识，还有英语方面的困难，但是通过阅读英

文文献，减少今后英文写作方面的麻烦。蒋教授研究中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她将解

决困难的过程看成是一种学习或研究的经历，  

蒋存梅教授与与国际一些大学的实验室建立研究合作关系，这些研究合作经历使她受

益匪浅。通过研究合作，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她对心理学知识的进一步了解；同时也深化了

她对学术问题认识；另外，国外同行对学术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也使她受益

很多。蒋教授说：”研究合作是互惠的，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有现在的学术成果。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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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我的研究也为他们的学术成果增色，这是互惠的。”对国际学术期刊的论文评审也对

蒋教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尽管国际学术期刊的论文评审是免费的，但是它是国际学者应

该履行的职责。国际期刊编辑向你发出邀请，本身意味着他们对你的学术水平的认可。 

在音乐心理学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国际一些实验室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的

研究成果远不如人家。现在蒋教授最大的愿望也是她要花大精力做的就是组建自己的实验

室，能够在国际范围内招聘一两位博士毕业生扩充的研究团队，逐渐建立一个具有国际声

誉的音乐心理研究平台。 

 

学科平台 

 国际知名汉学家柯马丁博士受聘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特聘教授 

5 月 5 日，我校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举行特聘教授聘任仪

式，聘请国际知名汉学家柯马丁博士为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特聘教授，校党委书记陆建非教授代表学校向该中心特聘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博士颁发聘任证书并致辞。柯马丁博士表示，未来将在各方面与中心展开多层次、

灵活性的合作。  

柯马丁为德国科隆大学博士，曾任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

系主任、亚洲学讲座教授，同时也是国际知名汉学杂志——《通报》的主编之一，在北美

汉学界享有良好学术声望，学术领域涵盖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历史、宗教，致力于早

期文本的形成、接受、经典化研究，同时对中国上古及中古诗歌的理论、美学、阐释实践

有浓厚兴趣。主要著作有《早期中国的文本和仪式》《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华帝国表征中

的文本与意义》等。 

聘任仪式结束后，柯马丁博士为本校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作了题为“史记中的作者概念”

的讲座。柯马丁博士从古希腊时期及米歇尔•福柯的作者观念入手，对史记中的“作者”问

题进行了深入阐述，指出与先秦时代完全不同，史记中的“作者”开始具有清楚的个人意

识，并结合“孔子作《春秋》”、“屈原作《离骚》”等个案作出了比较性的分析。 

 

 国际知名学者李奭学博士受聘我校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特

聘教授 

5月 15日，我院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在文

苑楼 1405举行了特聘教授的聘任仪式，聘请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李奭学博

士为该专业特聘教授，学科负责人刘耘华教授主持了聘任仪式并颁发了聘任证书。 

李奭学博士为英美文学专业出身，1987年起从芝加哥大学“五系特聘教授”余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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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问学论道，199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明清中西文学关

系、明清西方文学汉译及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他在明末清初西方文学汉译领域所取得的

成果，尤其是在所谓“基督教文学”层面涉及到的西方文学作品之汉译研究方面，居该领

域国际领先地位。随后李奭学博士开始题为“英文文体浅说”系列讲座的第一讲“英文文

体论介绍”。 

作为“英文文体浅说”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李奭学教授首先介绍了关于文体论的诸多

概念，例如“新旧的问题观念”、“现代文体研究的开始”、“现代文体研究的开始”、“语言

学的文体研究”等等。而后选出文体论中的代表性人物，并简介其观点，例如：Leo 

Spitzer、Erich Auerbach、 Damaso Alonso、I.A.Richards 等等，随后李教授以具体的

例子讲解了翻译中的文体问题。李教授讲课旁征博引、生动有趣，使在座的学生与教师受

益匪浅。   

 “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座谈会召开 

5月 16日，“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座谈会在学校会议中心召开，就“应

用文科振兴计划”的方案征求了与会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及建议。校党委书记陆建非、校长

张民选及校学术委员会中的所有校领导与文科全体委员、文科各学院院长和部分职能部门

负责人、部分教师代表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副校长刘晓敏主持。 

陆建非作重要讲话。他说，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我们现在搞应用文科振兴计划

是高校应尽之责。最近专家提出来的文化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

我们高校的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在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当

中，要把握我们应用文科的发展规律和趋势。特别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利用我们学

校的学科综合优势和人才多样性，主动出击，多出精品力作；在经济转型、社会治理和观

念更新的年代，我们搞应用文科，不论从宏观也好，中观微观也好，都要贴近现实、聚焦

热点、交叉交融、做实载体、特色为先。 

张民选在讲话中对社科处最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他从文科振兴计划看到的危机分析

了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同类师范大学，多半都是文科见长的，很多发展比我们快或特色

比我们明显；二是原来的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很快；三是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的学科名额分配比例发生了变化。希望通过应用文科振兴计划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传统优

势的人文学科，文史哲教要继续攀高峰；二是目前还不太强的领域，正好也是社会热点，

如社会学、人口、国际关系、法学、经济等领域要迅速成长。 

刘晓敏介绍了本次会议的两个议题，一个主要议题是对“应用文科振兴计划”进行讨

论并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另外一个附加议题是对教育部下发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

规程》进行学习、宣传。他指出，“应用文科振兴计划”是社科处经过广泛调研，深入征

求校内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部

分，它将引导我校文科今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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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与会委员及教师在会上建言献策，提出了中肯改进意见。大家总体认为“应用文

科振兴计划”为我校应用文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计划设计有新意、有力度，不但有

战略眼光，而且可操作性很强。希望学校能持之以恒，通过若干年的建设，为我校应用文

科的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使我校文科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并驾齐驱、比

翼齐飞，进一步提高我校文科的综合实力、学术水平与社会影响力。 

 

 我校教师提交的研究成果获得市领导重要批示 

我校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孙逊教授、刘畅副教授提交的研究成果《“海飘”与“北漂”

的比较及其启示》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内参《决策参考信息》2014年第 10期

刊载，并报送上海市党政领导决策参考。日前，该成果得到上海市政府相关领导的高度评

价，并做出了重要批示。 

该研究成果指出近年来，上海人才高地效应的充分凸显，外来人才集聚的规模日益扩

大，人才结构也更加完善。但是，与“北漂”相比，“海漂”在其生存发展的总体状况上

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漂”对上海文化建设的反哺作用。在此

基础上，研究成果进一步指出“海漂”之所以在活力、影响力等方面落后于“北漂”，主

要与上海在文化生态建设上的缺失有关。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策性因素的影

响，二是文化主体相对单一，三是文化平台相对短缺，四是文化创意园区的效能没有充分

发挥。针对上述问题，研究成果提出了以下对策与建议：上海应当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

革，进一步提升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吸引力；推动社会资本在文化产业领域的优化配置，实

现和增强文化建设主体的多元化；完善“海漂”自主创业的政策和机制，提高文化创意园

区对“海漂”的培育优化功能。 

此次是孙逊教授报送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第二次获得市领导的批示。此前，孙逊教授

发表在《上海思想界》（内参）上的报告《上海公共文化发展的优势和“短板”》，获得副

市长翁铁慧的重要批示。这也反映和体现了我校学者参与决策咨询、建言献策的能力和质

量正在逐步提高。 

 

 青年学院校重点学科“青年学”建设成效显著 

自“青年学”列入第七期校重点学科（文科）建设项目以来，学科组一直致力于围绕

学科团队、科研成果、社会服务及学术交流等规划目标，积极、稳步、深入推进学科建

设，经过一年的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一、科研立项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高层次项目立项实现零的突破 

建设期间，“青年学”学科在争取高层次项目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学科建设负责人

黄宏基教授申报的《中国都市青少年发展报告》成功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

设（培育）项目，实现了我校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零的突破。另有陈宁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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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申报的《上海市大学生责任感的发展特点与培养路径研究》成功立项为 2014年上海市

学校德育实践研究课题。邓蕾老师申报的《世代关系视野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意愿研

究》成功立项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课题。 

二、科研成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较大的进展 

在一年的建设期内，学科组成员共发表论文近 80篇，其中发表在《心理学报》、《心

理科学》、《中国青年研究》等核心期刊论文逾 30 篇。另外，出版了 2013 年上海青年发展

报告《生态文明与当代青年》和 2011-2013年度《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蓝皮书》。 

学科组积极加强社会服务，向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与管理中心、共青团上海市委等部

门报送简报、专报近 10 篇，并借助这些渠道，向市委市政府报送研究简报，“上海大学生

对台湾反服贸运动的反响”等调研引起市委办公厅的高度关注；近期通过网络舆情研究，

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报送了“‘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可能引发的新社会不公”专报。 

三、加强学术交流，实现学术共享 

一年以来，学科组共举办 3场学术研讨会，承办了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

届学会学术活动月”中的相关活动，举办“2013 年青年学者论坛”和“知青梦与中国梦

论坛”,举办各类讲座、培训近 50场。 

 

媒体视窗 

 陆建非主导的语言教育改革新动向成为媒体报道焦点 

  近日，在校党委书记、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上海师大分会会长陆建非教授主

导下，由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上海师大分会主办、上海师大外国语

学院、中国日报 21世纪教育传媒和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协办的“母语与外语的对话与携

手——语言教育改革新动向”为主题的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会议当天就有光明

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海社会科学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

东方教育时报、上海日报、东方早报、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城市导报当代教育周刊、

Shanghai Daily、瞭望东方和上海教育电视台等 10余家媒体记者到场。研讨会上，来自

我校和《中国日报》社、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等 10家单位的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更是成

为记者们争相报道的热点。 

陆建非在会上提出的多种语言（包括上海话）需共存共享、互补互动、各安其位、各

尽所能的观点，以及对未来外语教育教学做出的八点预判，引起了记者们的极大兴趣。连

日来，《上海教育》杂志、东方卫视、东方都市广播、上海广播电台等媒体记者专程来校

或发出邀请，对陆建非进行了个人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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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撷英 

 孙逊、刘畅： “海漂”与上海文化生态建设 

上海文化的发展、建设应当注重集聚多样化的文化艺术人才，尤其是培育一个富有

活力的“海漂”群体。然而，当下“海漂”的文化生态相对逼仄，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上

海文化多元性、集聚性的缺失。培育和优化“海漂”人才的文化生态，是推进上海文化体

制改革和文化多元主体建设的重要环节。 

一、“海漂”与“北漂”的比较 

近年来，随着上海人才高地效应的充分凸显，外来人才集聚的规模日益扩大，人才

结构也更加完善。在此基础上，“海漂”在上海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为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与“北漂”相比，“海

漂”在其生存发展的总体状况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主创业的活力不强。“海漂”在创业过程中，往往要面对市场准入门槛

高、民营企业市场占有率低、应对风险的能力差等问题，难以得到全面有效的政策保障和

资金支持，其自主创业的活力并未完全释放出来。以电影产业为例，“海漂”自主创办的

企业和个人工作室不仅规模偏小，而且竞争力也相对比较弱，与北京相比存在比较大的差

距。“北漂”自主创办的影视机构已经构成了北京影视产业的重要一极，如“北漂”导演

余治林创办的艾美思特影视文化公司陆续制作了《炫舞天鹅》、《北漂鱼》等一系列产生

较大反响的小成本影片，广东艺人郑云的工作室拍摄了三百多部手机电影，网络浏览量超

过二十亿人次。 

第二，创新成果不够丰富。与“北漂”相比，“海漂”在成果产出的规模效应、市

场竞争力等方面也相对落后。如在影视行业内，近年来由“北漂”主创的影视剧在影视市

场上占据了不小的份额，如宁财神编剧的《武林外传》等影视剧曾产生出较大的轰动，甚

至“北漂”自身也已经成为颇受市场关注的热点题材，出现了与之相关的《北京爱情故

事》等一系列影视作品。然而，由“海漂”担纲主创的影视剧则数量较少，即使是反映

“海漂”生活的《蜗居》等作品也多是由沪外影视公司制作，“海漂”人才没有得到充分

的利用，其成果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及“北漂”。 

第三，人才队伍相对薄弱。虽然“海漂”群体中陆续涌现出廖昌永、王自健等优秀

的文化艺术人才，但从总体上看，与“北漂”相比，“海漂”的人才队伍相对薄弱，尤其

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层次文化人才相对匮乏。譬如，“北漂”的队伍中出现了主持人董

卿、朱军、导演尚敬、演员佟大为、黄渤、王宝强、歌手李玉刚、旭日阳刚组合、西单女

孩任月丽、画家方力钧等一大批知名文艺人才。与之相比，“海漂”中间缺少具有较大知

名度的名导演、名演员、名作家、名学者和高端文化管理人才，而人才流失的现象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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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刚刚获得柏林电影节影帝的廖凡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也有过

一段“海漂”经历，但最终成名于北京。又如，北京近年来着力打造的“798”艺术区、

宋庄画家村等创意园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大批艺术人才，而上海虽然也

有 M50、田子坊、1933老场坊等艺术创意园区，但与北京艺术园区的地理位置相对分散不

同，上海的艺术园区大多处于地租和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市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海漂”艺术家的集聚。 

二、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海漂”的生存发展存在不足之处，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漂”对上海文

化建设的反哺作用。从总体上看，“海漂”之所以在活力、影响力等方面落后于“北

漂”，与上海在文化生态建设上的缺失有关。 

第一，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海漂”在生存发展状况上所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譬如，在人才政策上，“打分制”的户籍制度限制了“海漂”

的落户和就业，一些大学毕业生由于这一制度无法进入更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单位，有的毕

业生则为落户上海而放弃自身专业，这都对“海漂”自身的发展形成了制约，降低了他们

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在人才引进的政策上，虽然上海早在 2010年制订了关于文化人才发

展的规划，但对于“海漂”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位和规划。与之相比，北京早在 2004年

就颁布了《北京市鼓励和吸引优秀文化体育人才来京创业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及实施办

法，正式将“北漂”纳入人才范畴，允许其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或《北京市工作居住证》，

同时还允许他们创办各类文化团体或公司，组织策划各类文化项目。 

第二，文化主体相对单一。在当前上海的文化生态建设中，文化主体单一是一个比

较突出的问题，“体制内”的文化机构在各自领域内一家独大的局面始终存在，民营文化

企业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大量文化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民营企业尤其是“海

漂”自主创办的小型企业、工作室发展乏力。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准入门槛较高，也阻

碍了“海漂”对社会资本甚至外资的吸纳利用，而资金问题也成为困扰“海漂”自主创业

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上海相比，北京的文化主体更加丰富，“北漂”创业的活力也更强。

在相关政策法规下，北京近年来已经放宽了文化市场的准入条件和领域，完善市场准入机

制、激励机制和融资担保机制，支持和鼓励不同类型的资本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由此产

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北漂”创办的文化企业越来越多，而社会资本的参与力度也越来

越大，“北漂”的活跃及北京文化市场的活跃都与此有关。 

第三，文化平台相对短缺。上海本身具有比较发达的媒体环境、丰富的文化资源，

能够为“海漂”的发展提供较大的平台效应。但是，与“北漂”相比，“海漂”的文化平

台相对匮乏，这阻碍了“海漂”人才的展示、推介和提升。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

道》、《梦想剧场》等栏目，吸纳了一部分“北漂”艺人参与其中，为他们提供了“一夜

成名”的机遇；北京甚至出现了以“北漂”为主体的“北漂”春晚，并自 2011年起已连

续举办四届，这些活动都成为“北漂”自我展示的平台。而上海的大型演出和大型选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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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对“海漂”的关注度不够，如东方卫视陆续推出的《我型我秀》、《中国梦之声》等节

目往往偏重于偶像效应，对“海漂”人才的发掘和展示缺少规划，更不必说出现像“北

漂”春晚之类以“海漂”作为主体的文艺演出。 

第四，文化创意园区的效能没有充分发挥。“海漂”中的大多数人集中在文化创意

产业，而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虽然处在全国领先的地位，但文化创意园区对“海漂”的吸

聚优化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现。如位于莫干山路 50号的 M50园区是“海漂”艺术家密

集的一个艺术展示区域，但过度商业化、同质化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园区的发展，也使其在

吸聚外来人才方面的效能大大削弱。一方面，过度商业化造成运营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致

使许多“海漂”创业者无法承担高昂的租金；另一方面，培育能力的匮乏也使得他们的创

业只能局限于“小打小闹”，难以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因此，要真正提升

“海漂”的活力、影响力，增强其对上海城市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反哺能力，就应当要提高

文化创意园区对“海漂”及其创业活动的吸聚优化作用。 

三、对策和建议 

针对“海漂”在其生存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加

以改进和完善。 

第一，加快推进上海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上海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吸引力。上

海历史和现有的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在吸引外来文化人才和改善文化生态环境方面也做了

不少的努力。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离历史赋予上海的地位和责任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就

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加快推进上海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上海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吸引

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先行调整改革现有文化管理机构是前提。现在，市文广局的职能比

较有限，偏重于“小文化”范围内的广播电视行业和“体制内”的机构、企业，其责权相

对也比较有限，难以在全市范围内谋划和协调“大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为此，建议成立

上海市文化建设和发展委员会，总体主导、协调和谋划全市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工作，包括

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也包括“体制内”的文化机构和国企，以及“体制外”的民营

文化企业。总之，这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其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政策，整合资源，优

化环境，提供服务，从而大幅度提升上海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吸引力，使上海成为外来文化

人才创业和寻梦的首选之地。 

第二，推动社会资本在文化产业领域的优化配置，实现和增强文化建设主体的多元

化。在上述建议的基础上，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改变目前文化领域内单一的资本组织形

式和管理方式，降低文化市场的准入门槛，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领域，使社会资

本得到比较充分的吸纳、整合。同时，加大对民营文化企业的扶植力度，打破国有资本、

国有企业一家独大的局面。尤其是要着力培育一批对市场反应灵敏的中小企业和工作室，

形成文化产业的差异化发展。“海漂”本身是多样化的，有多样化的需求和多样化的才

能，需要多样化的舞台来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只有实现文化建设主体的多元化，才可能

为“海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多样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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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完善“海漂”自主创业的政策和机制，提高文化创意园区对“海漂”的培育

优化功能。上海应当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海漂”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在政策、资金等方面

加以一定程度的倾斜，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政策和机制。譬如，出台多样化的、刚柔相

济的户籍政策，逐步打破上海户籍与外地户籍在就业方面的不对等性，使“海漂”人才能

够在合适的岗位上为上海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对落户文化创意园区的小微型企业加

大保障力度，并根据其绩效和发展潜力适当地予以补贴；建立专门的“海漂”创业基金，

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潜力较大的创业项目予以资助；进一步加强文化创意园区对“海

漂”发展、创业的推动作用，将其与园区建设结合起来，在园区内形成“海漂”自主创业

的集聚效应，提升“海漂”的人才品牌、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利用上海现有的媒体优

势，为“海漂”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平台和途径，着力打造“海漂”艺术节、“海漂”艺术

展等活动，为他们创造“一夜成名”的机遇，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海漂”新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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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2 1 1       

学术

会议 
1 1          

 

 

 

 

 

 

 

 

 

 

 

 

大事记 
 

日期 责任单位 内容 

4月 29日 法政学院 荷兰著名文化哲学家罗布·里曼教授做客法政学院，分享“精神之贵的政治学” 

4月 29日 法政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唐波教授做客我校法政学院，讲述“期货市场与期货法漫谈” 

5月 4日 社科处 上海市教科项目申报校内评审 

5月 5日 人文学院 
国际知名汉学家柯马丁博士受聘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特聘教授 

5月 5日 外国语学院 中国驻新西兰、瑞典前大使陈明明等莅临我校外国语学院“华英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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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6日 人文学院 
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鲁西奇教授应邀来到人文与传播学院做了题为“中古时代沿

海港口与近海航路”的学术报告 

5月 6日 教育学院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王红宇老师应邀来我校教育学院开展为期 20天

的讲学活动 

5月 7日 人文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Daniela Kato 博士来到人文与传播学院国家重点学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 

5月 7日 教育学院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Fredrick Leong 教授为我校师生讲授文化与职业决策 

5月 8日 人文学院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著名礼制史研究专家吴丽娱老师受邀来人文与传播学

院人文大讲堂 

5月 8日 人文学院 
中国政协文史馆馆长、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著名学者赵珩老师做客

人文与传播学院，分享“纸短情长——中国的书札艺术” 

5月 8日 教育学院 
校长张民选做客教育学院“学术前沿”，阐述“自信、自省与自觉——上海 2012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5月 8日 教育学院 
香港教育学院何文胜博士做客我校教育学院，讲述“校本语文课程规划与教材设

计的基本理论” 

5月 9日 人文学院 

卢布尔雅那大学美学教授艾尔雅维茨做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述“Art and：A 

Toothless Tiger，a Cuddly Panda or a Snow Leopard？（艺术与无牙的老虎、

憨抱的熊猫或食肉的雪豹？）——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观如何在历史中和在现

实中被西方不同思想流派阐释” 

5月 9日 人文学院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晓群做客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讲述“西

方古典史学的建构性特征”。 

5月 9日 人文学院 
中国政协文史馆馆长、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著名学者赵珩老师做客

人文与传播学院，分享“红毹记胜——从清代中叶的花雅之争到皮黄的鼎盛” 

5月 10日 教育学院 2014上海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和教育国际论坛在我校举行 

5月 11日 人文学院 艺术美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5月 12日 
马克思主义学

院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邓纯东研究员做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述“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5月 12日 国际交流处 张民选成为亚洲首位荣膺“全球教育领导者”的杰出人士 

5月 13日 人文学院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教授石昌渝做客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讲述

“乾隆文字狱阴影下的小说创作” 

5月 13日 人文学院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Ann Bergren 和 Robert Gurval 做客人文与传播学院，阐述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古希腊罗马思想教学” 

5月 13日 人文学院 
人文艺术》主编查常平博士做客人文与传播学院人文大讲堂，分享“后现代之后

来临中的另现代艺术” 

5月 13日 教育学院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白傑瑞（Gerard A. Postiglione）教授做客我校教育学

院，分享“中国教育改革面面观” 

5月 13日 教育学院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张丽芳教授做客我校教育学院 

5月 15日 人文学院 
国际知名学者李奭学博士受聘我院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

心特聘教授 

5月 15日 教育学院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王红宇为教育学院师生做“非线性教学”讲座 

5月 15日 教育学院 丁念金教授做客教育学院“学术前沿”，讲述“我致力于创造的研究历程” 

5月 16日 社科处 “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座谈会召开 

5月 17日 人文学院 “人类记忆与文明变迁——沪、港、澳‘世界记忆工程’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5月 20日 社科处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来我校指导决策咨询内参编撰 

5月 22日 教育学院 《外国中小学教育》2013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统计创新高 

5月 22日 教育学院 
谢利民教授做客教育学院学术前沿，分享“‘问题解决过程’——草根研究者的

体验与思考” 

5月 23日 社科处 我校教师提交的研究成果获得市领导重要批示 

5月 26日 教育学院 浙江大学教授刘正伟做客教育学院。 

5月 28日 人文学院 彝族文学专家马克•本德尔来我校国家重点学科作学术演讲 

5 月 29日 人文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沛做客人文学院“人文大讲堂” 

5月 29日 人文学院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教授做了人文学院“人文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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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0日 人文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晏绍祥做客人文学院“人文大讲堂”，讲述“‘修昔底德’的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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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