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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管理，多措并举，我校文科各类项目结项取得可喜成绩。近年来，社科处采取了多
种措施，对在研的各类科研项目进行全过程管理，对省部级以上的项目采取了预结项的措
施，我校的文科项目结项在数量提高的同时，项目结项的质量也得到了提升。近日，我校
四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通过全国哲社规划办的验收，并均获得“良好”等第。一项全
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也通过验收。上海市哲社重大项目“唐诗学建设工程”也顺利通过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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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脉络与课题
3 月 5 日，台湾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承淑教授应邀来到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

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作了一场题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脉
络与课题”的讲座。讲座在文苑楼 1405 室进行，学科点负责人刘耘华教授主持了讲座，
学科点部分教师以及众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博士及其他专业的学生前来聆听并
参与了互动。
杨教授首先从 Holmes 和 Toury 的翻译理论出发，在着重阐述描述性研究这一课题的
基础上，介绍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其文化转向。而后，她对近
10 年翻译学界的最新研究探索进行了梳理和讲解，认为 21 世纪的研究重心有转向译者的
趋势。杨教授结合自己所做的“日治时代的口译研究”课题，将“译史与译者研究”这一
新兴研究领域介绍给在场师生，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翻译和译者在创造、改变以及影
响历史走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杨承淑教授以其深厚的专业素养，从“口译”、“译者”、“翻译者的功能”等新颖的研
究视角，就翻译研究提出了一些高屋建瓴的见解。在场师生对这些话题兴趣盎然，踊跃与
杨教授互动，讨论热烈。
（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公众历史传播与探索——‘跟我学历史’新媒体平台实践分析
3 月 7 日，浙江大学教授陈新受邀来人文与传播学院，做了题为“公众历史传播与探

索——‘跟我学历史’新媒体平台实践分析”的讲座，讲座在文苑楼 1405 室举行。
本次讲座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上午半场的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的内容：一、国内公
众历史传播的现状；二、陈新教授的个人参与实践；三、陈教授对于公众史学的理解；
四、在陈教授看来，我们应该肩负的任务。而在下午半场，主要是同学们关于新媒体平台
的讨论，为了更好的学习公众史学，我们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此次讲座，内容丰富、逻辑清晰，讨论环节中，大家积极互动，研讨学术，使在座师
生们深受启发。薛明扬、王平、郭蓓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上海市高校体育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和指导意见。(人文与传播学院)



商学院”城市经济学”学科取得标志性国际成果
3 月 13 日，商学院城市经济学建设传来喜讯。该院青年教师张元庆博士撰写的论文

“Estimation of partially specified dynamic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s with
fixed-effects”在城市经济学领域国际一流期刊《区域科学与城市经济学》（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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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51(2015）37-46)上发表。这是张元庆博士 2014 年以来在
SSCI 和 SCI 类刊物上正式发表的第 4 篇学术论文，他还有一篇论文已被计量经济领域的
国际一流期刊《Econometrics Reviews》录用。这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标志商学院城市经
济学学科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 2013 年商学院城市经济被学校立项为“第七期重点建设学科”以来，在学校和学
院的大力扶持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目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教育部人文
社科基金 1 项，在 A 类和 B 类刊物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8 篇。
学科目前已经搭建了三个学科平台，一是校级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城市发展研究中
心”，二是“上海经济学会城市发展专业研究委员会”，三是校级联合的“中国城市与产业
经济学研究联盟”。此外本学科申报的“住房与城市发展工作坊”被纳入“2015 年上海师
范大学文科振兴计划”建设项目。通过这些学科平台，本学科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扩大学
术影响力，已经成功举办“城市发展高端论坛”、“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年会经济
（管理学科专场）”、“首届（2014）中国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学学术年”等学术活动，获
得了广泛的赞誉。2014 年学科建设单位还被吸纳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单
位、“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单位。
本学科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在不到 2 年时间内共获横向课题 7 项，上海市决策咨询
项目 8 项（其中两项为直接申报），课题经费 100 多万。为响应学校文科振兴计划关于
“进一步加强学校服务城市发展的能力，加快决策咨询服务平台的建设，为上海市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的号召，学科组也积极申报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委托
学校发布的决策咨询研究项目。在去年立项完成两项的基础上，今年学科组成员申报的
“上海来沪人口住房供需关系及其策略”、“智慧城市建设中人流聚集风险实时动态预警机
制研究”、“上海建设国际投资贸易枢纽的路径选择与发展战略”、“基于典型企业调查的上
海“新金融”产业发展对策研究”和“上海中心城区商业服务模式转型研究”均被立项。
（商学院）



地理学支持下的旅游研究：一种学术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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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我国知名旅游规划专家、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应邀来我校旅游学院访问，
院长康年，副院长高峻等与吴必虎教
授会面，共同探讨旅游教育发展和学
术交流。期间，吴必虎教授为我院教
师和研究生做了题为“地理学支持下
的旅游研究：一种学术研究途径”的
专题讲座。
通过对近十年旅游研究学术路径
的回顾，吴必虎教授分析了世界旅游
研究格局，阐述了地理学对旅游研究
的渗透路径：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旅游规划→目的地管理，提出旅游目的地管理是今后
旅游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结合自身及国内旅游规划专家的学科背景，结合地理学理论在
旅游研究中的运用，吴必虎教授提出了旅游学依赖于学科杂交，扎根于若干母学科基础研
究的“骡子途径”理论。
（旅游学院）



语言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以汉语教学为例
3 月 16 日，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及应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部主任

陶红印博士应邀来到对外汉语学院为广大师生做了题为“语言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
合——以汉语教学为例”的学术讲座。前来聆听讲座的不仅包括我校师生还有来自复旦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昆山分校等各院校的师生。三楼
的多功能厅济济一堂，座无虚席。
报告伊始，陶红印教授对当下语言学现状做了分析。他指出：有些语言研究成果并没
有在汉语教学上体现出来。理论研究如何转化为二语教学中可以实际操作应用的课堂材料
和活动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报告中，陶红印教授基于自身的研究经验，重点介绍了语
音的研究如何与口语教学结合，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也介绍了如何把词
汇的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在最后的提问互动环节中，师
生们纷纷就与相关报告相关的内容提出问题，陶红印教授非常谦和而亲切地一一作了回
答。
讲座为广大师生进行应用语言学研究开拓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引发了我们对
当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现状的思考。（对外汉语学院）



规划导向 目标引领 做好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工作
为了进一步做好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的申报工作，学校于 3 月 17 日召开了高峰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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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工作会议。会议由副校长刘晓敏主持，各高峰高原申报学科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本
次会议。
会上，刘晓敏传达了上海
市教委对高峰高原学科申报
的要求，分析了存在的问
题，并就即将开展的专家论
证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他
指出，此次高峰高原学科建
设强调“规划导向、目标引
领”。高峰学科要国际影响力及国内目标性兼顾，我校所能申报的是 III 类、IV 类高峰学
科及 I 类、II 类高原学科。III 类高峰学科要求“若干方向国际领先，带动学科整体进
步”，IV 类高峰学科要求“按需求布局，教委组织，同城协调”。高原学科要在整体建设
的同时，注重特色建设，争取进入国内前 20%。I 类高原学科要求一级学科点进入国内前
三名或前 20%，各一级学科点中至少 1-2 个二级学科或方向达到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水
平，II 类高原学科的特色学科方向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学科申报要求“个性化设计、补缺式投入”，要明确目标以及支撑指标、差距和问
题、重点突破领域、重点建设特务、支撑任务实施的经费预算等。学科建设成效实施多元
评价和预算绩效评价。在申报过程中，申报书存在缺乏“目标—任务—预算”之间的逻辑
联系以及“个性化方案”个性不突出等问题。
会议指出，从 3 月起，市教委已经逐步开始对各高校申报的高峰高原学科实施方案进
行专家论证，论证重点包括学校整体建设方案和学科建设方案两方面内容。本次高峰高原
学科建设方案的申报对学科建设来说，既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也是对学科建设情况的
一次总结，各学科负责人要全面总结学科建设的经验，认真填报学科建设方案，做好迎接
专家论证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在学科建设方面做出特色，取得好成绩，不断增强学科综
合实力，显著提高学科发展水平。



“关于国际儿童文学的创作趋势和研究现状
3 月 18 日，澳大利亚麦考利大学英语系教授 John Stephens 受邀来外国语学院，做

了题为“关于国际儿童文学的创作趋势和研究现状”的讲座，讲座在文苑楼 708 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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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者曾为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主
席，熟悉当今儿童文学的发展状态，
围绕国际儿童文学最近的创作态势，
分析和阐述其创作趋势，并结合本人
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大家分享国际最前
沿的理论与资讯。
John Stephens，澳大利亚麦考利
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目前仍兼任研究

生课程教学），曾任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主席。他从事儿童文学教学和研究 30 年，研究兴
趣还涉及文学、电影、文化研究等领域。他是西方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流权威学者，
对于世界儿童文学的交流和推广贡献卓著，在欧美、亚洲多国开展过学术讲座。（外国语
学院）



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王弘治获得吕叔湘语言学奖一等奖
日前，2014 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叔湘语言学奖获奖公告正式公布。本次评奖共评

出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我校人文学院教师王弘治的论文《中古知系声母在汉语方言
中演化的音系特征》和《早期支思韵的音值及其演进》获得一等奖。
该奖项是由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生前捐资设立的，评奖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至
今已评选十七次。该奖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自 2012 年起正式更名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叔湘语言学奖”。主要表彰对中国境内的某种或某些语言文字的现
状或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有成绩的青年学者。



全球气候变化风险适应——目标与现实的差距
3 月 19 日，日本庆应大学（Keio University）环境信息学院／政策与媒介研究院严

网林教授及松永光平博士等应邀来我校旅游学院访问，并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全球气候
变化风险适应——目标与现实的差距”的学术报告。
报告中，严网林教授通过对日本严岛神社、3.11 海啸事件、蒙古国气候变化等典型
事件及恢复力响应，深入浅出的介绍了灾害风险适应性及恢复力相关研究的最新国际进
展，指出目前已有研究与实践对灾害恢复力认知的不足，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共鸣与热烈讨
论。同时，松永光平博士对 5 维世界地图系统的研制进展，与旅游学院青年教师杜士强等
做了热烈讨论。
本次学术报告会观点新颖，内容丰富，加强了学院灾害风险管理等学科相关研究的国
际学术交流，同时拓展了广大师生的研究视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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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热岛及其对城市暴雨的影响: 以日本仙台和东京为例
应我校旅游学院地理系、城市发展研究院邀请，日本东北大学地理系教授境田清隆教

授于 3 月 22-25 日来我校讲学、交流，并作了题为“城市热岛及其对城市暴雨的影响: 以
日本仙台和东京为例”的讲座。
境田教授从城市热岛形成的原因讲起，以日本东北地区最大中心城市仙台为例，通过
在城市不同地点放置传感器和记录器，获得春、夏、秋三个季节仙台各个观测点的气温数
据，分析仙台城市的热岛效应。研究发现，城市热岛强度在小时和季节尺度均发生变化，
城市中心附近热岛效应显著。此外，境田教授通过对宫城县厅大厦的观测数据分析证实了
高密度建筑和地面粗糙度，使得凉爽的海风下行。境田教授利用日本气象厅等东京每
5km2 的气象观测数据，对东京的城市热岛和城市短时暴雨集中度地区的形成原因和机制
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受东风和城市高密度等地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东京西部三个
副中心池袋、新宿和涉谷形成了短时暴雨集中的地区。此外，受南风和北风的分别影响，
东京北部、南部分别形成了短时暴雨集中地区。
在讲座最后，境田教授指出密集的观测网络可以提供中小尺度的大量数据，这将有助
于城市大气科学数值模型模拟和灾害预测。温家洪教授等与境田教授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交
流与讨论。
此外，境田教授在访问我院期间，还与在 1987 年-1990 年留学日本东北大学地理系
的白光润教授，爱知大学蒋湧教授等开展深入交流，增进了中日两国地理学者之间的友
谊。
据悉，境田清隆先生曾任日本东北地理学会会长、日本学术会议地理学研究联络委员
会委员、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职务，主要从事气象气候学和环境
动态变化等方面的研究，长期致力于城市气候、日本东北地区 Yamase（从鄂霍次克海吹
来的冷湿东北风）与冷夏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沙漠化等方面的研究。曾承担《城市积雪
与气温的年际变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夏季气候变化与 Yamase 式冷夏的研究》、
《中国内陆地区荒漠化的地理学研究》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旅游学院

城市发展

研究院）



评弹在江南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
3 月 25 日，上海师大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举办“评弹与江南社会”系列讲座第二

十九讲，为该校评弹研究室的师生做了一场题为《评弹在江南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的报
告。
报告的第一部分，周先生从“何处是‘江南’”这一命题出发，指出评弹所盛行的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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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是指狭义上的苏锡常、杭嘉湖地区，“杏花春雨江南”也成为历代诗人所向往归宿的胜
境。报告的第二部分，周先生从曲艺在中国文化史上处于重要地位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评
弹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和意义。报告的第三部分，周先生重点探讨了评弹在江南文化中的
地位和意义。报告的最后，周先生在总结曲艺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贡献和影响的
基础上，指出曲艺对于中国建设文化强国有着巨大的作用。
唐教授对报告进行了总结，指出评弹对于江南社会的表达是全方位的，如今对于评弹
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在传承、发扬中国最美好的传统文化。周先生与在座的师生进行了交流
互动，对于报告中提到的关于上海市民社会心态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报告结束后，师
生们表示对于评弹这门传统曲艺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感悟。（人文与传播学院）



逃生与生存的‘体必能’：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谈大学生体能
3 月 25 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体育测量与评价协会主席、美国总统体质与竞技体育委员会
科学顾问、美国人体运动学科学院院士朱为模教授应邀来我校体育学院开设题为“逃生与
生存的‘体必能’：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谈大学生体能”的讲座。
朱教授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线索开始，告诉我们拥挤的产生，挤压后产生的力
量，并通过实际演练让学生切身体会拥挤时顺着人流走不由自主的感受以及逆流时所产生
的巨大力量。朱教授告诉我们有秩序的排队能较快分流，而从踩踏事件中让现代人看到了
什么是“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学校体育，对社会，对人类的生存、
发展任重道远。朱教授分析了中国学生的具体现状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他认为解决中国
青少年体质下滑的钥匙是强度体育、有氧能力和力量训练！
朱教授表示对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充满信心，并对未来的体育教师们给予极大鼓励，
他让研究生同学们学习和体验了心率表，认为科技发展下学校体育课也应数字化。（体育
学院）



东荣町地质灾害的脆弱性空间分析
3 月 26-27 日，日本爱知大学（Aichi University）三远南信地域协同研究中心蒋湧

教授应城市发展研究院和地理系的邀请来我校旅游学院进行访问、交流，并做了题为“东
荣町地质灾害的脆弱性空间分析”的学术报告。
蒋湧教授认为数据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和价值，随着密集型数据挖掘技术的不断发展，
基于 GIS 技术从密集型数据中挖掘出相关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具有重要价值。蒋湧教授应
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将统计数据与调研数据相结合，以日本爱知县东荣町地区为例，对
该地区地质灾害的人口、交通、避难所脆弱性特征信息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精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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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师生与蒋湧教授就密集型数据下的空间数据挖掘分析应用开展了热烈的学术讨
论。大家一致认为蒋湧教授空间数据挖掘研究十分深入，充分展示了 GIS 空间分析在地域
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应用价值。
蒋湧教授还与温家洪教授课题组进行了一天的学术交流，深入探讨了城市人口的时空
动态分布、城市三维建模、城市避难、避难所选址和应急物资储备等问题，并与课题组和
上海杰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就城市灾情观测系统的系统设计与开发进行了深入
的研讨。（旅游学院）



日本花柳流派大师应邀赴舞蹈系讲学
3 月 28 日，音乐学院在校妇委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留学人员联合会的协助

下，迎来了远道而来的日本长崎花柳派民间老艺人花柳寿寿出大师，举办了一次国际舞蹈
交流活动；舞蹈系学生与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们进行课堂学。
日本长崎花柳大师民间老艺人花柳寿寿出首先给同学们介绍日本舞文化的渊源，并且
解说与中国文化相通的“傩舞”；再来诉说了一般日本舞蹈内容所取用的题材，大部分舞
蹈作品都是源自于生活习俗。通过大师细致的讲解，同学们与老师都对日本舞的起源与发
展有了一定的基本了解。
本次授课主要是就“日本舞
文化解说”与“舞蹈课堂教学”
两方面展开，在了解的基础上，
花柳寿寿出大师分发已准备好的
扇子道具供学生学习使用，本次
学习的舞蹈是将日本宇治茶道文
化与舞蹈相结合的作品，主要动
作创作源于歌曲中的歌词，经过
一个半小时的学习，让大家深切
感受到日本不一样但同样讲究手、眼、身法、气韵这四大点的舞蹈。在活动结束前，热心
的花柳寿寿出大师将扇子赠予我系学生作为纪念，同时，此次亲自帮助翻译的上海市欧美
同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副秘书长、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吴霞琴教授和舞蹈系主任
高娟敏副教授分别代表各部门向日本大师赠送纪念品。
通过花柳派大师的细心授课耐心教学，与授课后文化答疑交流，使在场的每位同学与
老师一同见识到了日本独到特有的舞蹈文化，也使同学们亲身体验到了与中国舞风格迥异
的日本舞蹈。相信这一次特别的日本传统舞传授活动既增加了中日间的友谊，又让参与者
收获颇多，受益匪浅。（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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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城市经济学”学科取得标志性国际成果
近日，商学院城市经济学建设传来喜讯。张元庆博士撰写的论文“Estimation of

partially specified dynamic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s with fixed-effects”在城
市经济学领域国际一流期刊《区域科学与城市经济学》（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51(2015）37-46)上发表。这是张元庆博士 2014 年以来在 SSCI 和 SCI 类刊物
上正式发表的第 4 篇学术论文，他还有一篇论文已被计量经济领域的国际一流期刊
《Econometrics Reviews》录用。这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标志商学院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
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 2013 年商学院城市经济被学校立项为“第七期重点建设学科”以来，在学校和学
院的大力扶持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目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教育部人文
社科基金 1 项，在 A 类和 B 类刊物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8 篇。
学科目前已经搭建了三个学科平台，一是校级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城市发展研究中
心”，二是“上海经济学会城市发展专业研究委员会”，三是校级联合的“中国城市与产业
经济学研究联盟”。此外本学科申报的“住房与城市发展工作坊”被纳入“2015 年上海师
范大学文科振兴计划”建设项目。通过这些学科平台，本学科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扩大学
术影响力，已经成功举办“城市发展高端论坛”、“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年会经济
（管理学科专场）”、“首届（2014）中国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学学术年”等学术活动，获
得了广泛的赞誉。2014 年学科建设单位还被吸纳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单
位、“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单位。
本学科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在不到 2 年时间内共获横向课题 7 项，上海市决策咨询
项目 8 项（其中两项为直接申报），课题经费 100 多万。为响应学校文科振兴计划关于
“进一步加强学校服务城市发展的能力，加快决策咨询服务平台的建设，为上海市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的号召，学科组也积极申报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委托
学校发布的决策咨询研究项目。在去年立项完成两项的基础上，今年学科组成员申报的
“上海来沪人口住房供需关系及其策略”、“智慧城市建设中人流聚集风险实时动态预警机
制研究”、“上海建设国际投资贸易枢纽的路径选择与发展战略”、“基于典型企业调查的上
海“新金融”产业发展对策研究”和“上海中心城区商业服务模式转型研究”均被立项。
（商学院）



音乐学院教授在 SSCI 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近日，我校音乐学院蒋存梅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通过选取先天失歌症者（俗称五音不

全）、自闭症者和正常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人类的音乐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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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撰写出来的系列研究成果“Impaired explicit processing of musical syntax and
tonality in a group of Mandarin-speaking congenital amusics”和“Perception of
melodic contour and intonation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Evidence from
Mandarin speakers”分别被 SSCI 收录的两个高水平学术期刊《Music Perception》和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接受。
《Music Perception》是音乐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国际顶级期刊。迄今为止，除了蒋存
梅教授在该期刊发表两篇论文外(另一篇发表时间为 2011 年)，尚未发现其他大陆学者在
该期刊上连续发表论文。《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是自闭症
研究领域的国际顶级刊物。该期刊论文的接受率较低，仅接受 20%的投稿论文。
蒋存梅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进行博士后
研究。2010 年 12 月，加盟至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此期间，她在 SSCI 和 SCI 收录
的学术期刊上已发表十多篇英文学术论文，这些研究被国际同行多次引用，其中，仅
2010 年发表在《Neuropsychologia》的一篇论文引用率目前已达到 38 次，比同类论文高
很多。同时，蒋存梅教授还承担了国际一些高水平学术期刊的论文评审工作，比如
《Cognition》、《Brain and Language》、《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Psychophysiology》和《Scientific Reports》等期刊。目前，蒋存梅教授已经与国际
多家研究机构建立研究合作关系 (如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the U. 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 UK, Auckland University in New Zealand，and
Macquarie University in Australia)，并已发表合作研究成果。



姚小远副教授的研究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我校商学院姚小远副教授的研究论文《论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

新型模式》（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近日被《新华文摘》2015 年
第 3 期全文转载。
《论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型模式》全文约 18000 字，从先进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概念与内涵界定入手，进而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各自的发展进程中
不断地突破边界，向着对方的发展领域拓展，并形成了相互融合发展的趋势作为分析角
度，对最终形成制造业服务化这一新型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文章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基本
含义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并特别就如何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的路径作了分析。（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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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傩戏剧本整理与研究”举行开题会
3 月 27 日上午，学校举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傩戏剧本整理与研究”（批准

号：14ZDB077）开题报告论证会。中国傩戏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刘祯研究员，中
国傩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周华斌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古
代戏曲学会会长叶长海教授，上海戏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翁敏华教授出席会议并
对开题报告进行了论证。中国傩戏研究会创始会长、著名傩戏学学者曲六乙研究员寄来了
贺信与论证意见。
校长朱自强教授、副校长刘晓敏
教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副主任吴诤，校社科处、人事
处、谢晋影视学院负责人，子课题
负责人中央戏剧学院麻国钧教授、
贵州民族大学西南傩文化研究院院
长陈玉平教授、东华理工大学宣传
部副部长章军华教授等人出席了开
题报告论证会。
校长朱自强致欢迎辞，他对与会的各位评审专家、子课题负责人表示热烈的欢迎，对
我校以朱恒夫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表示由衷的祝贺。朱自强校长希望课题组能在全国
哲社规划办和上海市哲社规划办的领导下，在各位评审专家的关心支持下，精诚合作，克
难攻坚 ，砥砺奋进，取得让国家满意、同行满意、自己满意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同
时，他也表示学校及相关单位将尽力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并预祝开题报
告论证会圆满成功。
开题会由专家组组长刘祯研究员主持。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朱恒夫教授首先就课题设
计、重点、难点、工作计划、成果预期等基本情况作了汇报。与会专家对朱恒夫教授的报
告进行了评议与讨论，并向各子课题负责人作了咨询，从不同角度对该课题的研究思路和
具体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除了开题论证会现场几位专家所提出
意见外，中国傩戏研究会创始会长、著名傩戏学学者曲六乙研究员也寄来了贺信与论证意
见。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课题对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播傩文化、为民族的文化宝
库增添藏品具有重大的意义，并认为该课题聚集了国内一流的傩文化研究人员，前期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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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较多的相关学术成果，在傩文化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所提交的开题报告，无论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还是工作计划，都有明晰的思路和可行
的措施，相信课题组一定能够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这一重大课题。
首席专家朱恒夫教授对评审专家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回应。他感谢专家组对课题的充
分肯定和中肯建议，表示将依照专家组意见进一步完善课题设计，在广度上拓展，深度上
开掘，并代表课题组表达了一定会尽最大努力高质量完成课题研究任务的决心。



我校一国家教育学重点课题顺利通过开题论证
3 月 27 日，由我校张民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国际组织人才

培养与选送”开题论证会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领导列席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院长杨洁勉教授、原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江彦桥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黄志成教
授、华东师范大学赵中建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刘晓敏教授组成专家组，听取了课题
主持人张民选教授的报告，并对课题开题工作进行了评议。我校社科处处长陈恒教授出席
会议并代表学校致辞。课题组相关成员也到场旁听了论证会。
会上，张民选教授面向评
议专家介绍了项目的基本信
息、研究基础、课题设计、
研究计划等，并指出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多年来长期
关注国际组织教育问题，已
经出版了《国际组织与教育
发展》、《世界银行与教育发
展》等著作，发表了多篇有
关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选送的论文，并有决策专报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也正因为有了长期
扎实的研究基础，课题因其选题科学、基础扎实、方案合理、团队强大，获批 2014 年国
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本课题将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
学，结合上海师范大学自身力量，四校联合，下设六个子课题，历时三年完成。
各位专家在听取了张民选教授的开题汇报后，对本课题的现实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
并提出了若干建议：要开展跨学科研究，吸纳研究国际组织的相关专家；要开展应用研
究，及时总结研究成果；要开展动态研究，对新型国际组织所需要人才的素质要求进行研
究；要加强国际组织人才能力的内涵界定和研究；要对国际组织实习人才的选送进行研究
等。
经过论证，专家组一致同意本课题如期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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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两位教师获得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资助
3 月 30 日，经过学校初选推荐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教委组织专家答辩

评审并审定，我校生命与环境学院肖胜雄教授、外国语学院武新玉副教授成为 2014 年度
上海市“曙光学者”。他们获得资助的项目分别是“非平面有机碳纳米带的合成及性能研
究”，资助经费 15 万元；“中国禅与美国现代诗歌转型（1912-1963）”，资助经费 5 万元。
“曙光计划”项目是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倡议并与上海市教委共同设立和管理的
人才培养项目，对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年，各高校和
上海社科院共推荐了 128 名青年教师申报“曙光计划”。经专家评审、上海市教育发展基
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审定，确定 56 人入选 2014 年度“曙光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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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社科处切实加强项目的过程管理，着力改变“重申报、轻结项”的
观念，把结项率和优良率作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预先提醒，提前告知，确保了项目的
如期完成。近日，我校四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过结项，均获“良好”等第；一项全国教
科规划课题通过结项验收，获得“良好”等第；一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顺利结
项。



古代朝鲜汉文小说与中国小说的文化因缘
项目负责人为人文与传播学院赵维国老师。项目的最终成果为 27 万字的同名书稿。

该成果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搜集整理朝鲜史籍、文集中的中韩小说关系史料五万
余字，是研究者在浩瀚的经史子集书籍中采摭而来，不仅涉及到中国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
播、接受，也涉及到朝鲜士子对于中国小说的批评、排斥，为学界进一步研讨韩国汉文小
说提供了文献依据；立足于朝鲜文献，梳理朝鲜汉文小说观念的发生、发展，并对朝鲜慕
华崇儒思想观念下的政治体制进行考察，论述了创作主体——作家所接受的系统的儒家文
化教育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朝鲜小说观念、“丙子虏祸”下的朝鲜士子心态等，学界
罕有论述，这些论述弥补了朝鲜小说作家创作研究的不足；以历史小说、婚恋爱情小说、
梦游小说等类型讨论传奇体小说与章回体小说，从外在形态到内在的思想，论述朝鲜汉文
小说与中国小说的文化关系。



吴方言虚词的语法化与类型学考察
项目负责人为人文与传播学院郑伟老师。项目的最终成果为 20 万字的书稿《早期和

现代吴语虚词的语法化与类型学研究》。该项研究所用的理论框架为语法化和类型学。语
法化和类型学（尤其是历时类型学）对汉语标准语的历时和共时语法的研究也已经有了显
著的贡献。然而用它来探讨南方方言的研究还很少，更加缺乏对某个大方言作全面系统的
研究。该成果在这方面作了一点尝试，集中探讨了吴语历史上和现代方言中多类虚词的功
能及其演变。涉及虚词类型包括指示词、体貌助词、时间词、趋向补语、被动标记等。作
为第一部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结合文献和方言全面讨论方言虚词史、方言语法史的专
著，相信会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语跨层结构的词汇化研究
刘红妮的最终成果为 50 万字的同名书稿。该成果首次比较系统、深入地对汉语跨层

结构的词汇化进行考察，展现出汉语跨层结构词汇化在句法、语义和语音上的全貌以及演
变的动因、机制和路径规律，推动和促进汉语词汇化的事实和理论研究。该成果针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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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重点但却薄弱的领域，对汉语跨层结构词汇化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在理论和实用两方面
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从本体角度出发，对于各类汉语词典的编纂、中文信息处理、语言
教学等方面也不无启示。跨层结构词汇化所形成的词语相当一部分也正是词典和中文信息
处理中要处理和有分歧的地方所在。对跨层结构词汇化的研究就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促进作
用。对语言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语法教学，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旅游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研究
吴国清的最终成果为 20 万字的书稿《区域旅游公共服务一体化：机制•模式•测评》。

该成果从研究角度而言，突破多从单一行政区或单项旅游公共服务层面以及单一提供主体
角度，从“时空－功能、提供主体、受益范围”多维度综合视角诠释区域旅游公共服务一
体化内涵，对区域旅游公共服务一体化提供机制进行全面的解构与重构/总体顶层设计
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从研究范围而言，突破多集中于对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结构、功能和游客感知评价、满意度分析等，对多重约束条件下动态的区域旅游公共服务
一体化提供的可抉择机制、模式等进行理论推演，研究区域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测评方法的
选择等；从研究成果而言，在对已有经验事实的观察分析以及提供机制、模式等总结提炼
基础上，选择“长三角”为实证样本，初步探索区域旅游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实施路
径，在国内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具有较强的实践示范借鉴和政策指导意义。



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美国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研究
由教育学院黄海涛副教授主持的全国教科国家青年课题《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美国本

科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研究工作，日前通过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验收，获得“良好”等第。
黄海涛的最终成果为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总计 23 万字的专著《学生学习成果评
估：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专著遵循“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这一逻辑框
架，分“概念解读、历史演进、运行机制、反思与展望、比较与借鉴”五个部分对美国高
校“学生学习成果评估”这一质量保障范式进行了系统、全面地论述，着力回答了美国高
校学生学习成果评估“是什么”、“怎么样”和“有何用”这三个基本问题。
该成果是国内首次将“美国高校学生学习成果评估”作为“主角”而进行的系统研
究，阐明了其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学生学习增值，强调教育成效证据”，对解决现阶段我
国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唐诗学建设工程
由我校人文学院特聘教授陈伯海先生主持的上海市哲社重大项目“唐诗学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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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顺利结项。在 3 月 19 日下午举行的结项验收会上，复旦大学黄霖教授、陈尚君教
授，华东师大谭帆教授、黄珅教授，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共五位专家对项目的成果进行了
评审。上海市哲社规划办公室主任李安方、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社科处负责人以及
课题组主要成员参加了会议。
该项目的成果着眼于“唐诗学”学科的整体性建构，从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总结三
个方面配套、有序地从事系统建设工作，编撰成系列专著《唐诗学书系》8 种，共计 900
万字以上。
验收会由专家组组长黄霖主持。专家
们一致认为：该项建设工程的实施具有重
大意义，一是从观念上明确揭示出建设
“唐诗学”的目标，并为这门学问的建立
发掘和清理了广泛的历史资源，提供了大
量切实的基础材料并进行初步的理论概
括，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底基；二是
通过“书系”的组合，提示了一条从目录学经史料学再提升至理论总结以研治唐诗学的阶
梯式通道，为继续推进学科深入发展提供必要的凭借与可行的门径；三是从方法论的角度
来看，将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概括等不同门类的学术传统结合起来、互参互用，为相关
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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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外史》傅注校正



图书信息：

原著：
（清）陈球
注释：
（清）傅声谷
校正：黄卫星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 年 3 月



图书介绍：

“互文性”(或“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e)
是现代文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术语，它由法籍学者朱丽娅
•克丽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 1966 年率先提出。在 1969 年出版的专著《符号学:语

义分析研究》中，克丽斯蒂娃进一步把“互文性”与巴赫金的“对话性”相联系:巴赫金"
他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提到: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
文本都吸收和转化了别的文本。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清嘉庆年间，秀水陈球所创作的纯骈文小说《燕山
外史》
，无疑是一个“互文性”叙事文本的典型案例。首先，31000 字的《燕山外史》是
根据明末秀水冯梦祯撰写的 1300 字的传奇小说《窦生本传》改编的。其次，清光绪年
间，永嘉傅声谷又用 130000 字为《燕山外史》详细作注，撰写成《<燕山外史〉注释》，
初步展示了《燕山外史》与成千上百个文献的互文关系。再次，由于骈文文本微观的对偶
结构，使上联句和下联句之间形成了互文对位，如同音乐中的和声与复调，这一点又很接
近于古文修辞中的“互文”。为了突显这种对称性，在本书《燕山外史》原文中，我们还
保留了少量的繁体字或异体字。
从嘉庆十六年(1811 年)《燕山外史》正式出版，到光绪五年(1879 年)《<燕山外史>
注释》正式出版，其间整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68 年)。至今，《燕山外史》已经 203 岁
了; 《<燕山外史〉注释》也已经 135 岁了。在这一二百年中，虽然出版了多种文本形态
的《燕山外史》，也出版了《燕山外史》或《<燕山外史〉注释》的标点本，但是，我们还
没有看到《燕山外史》的校对本和《<燕山外史〉注释》的校证本的问世。本书试图对傅
声谷的《<燕山外史〉注释》作比较全面的校证；同时，为了厘清傅声谷对《燕山外史》
原文作了哪些改变，我们也对《燕山外史》原文进行了初步的校对。
本书所用的傅声谷《<燕山外史〉注释》的版本，是“东阻师古斋刻本”，这是迄今
发现的《<燕山外史〉注释》中最早的、也许是唯一的刻本，上海图书馆有藏本，本书简

新书快递

学术月报

称为“傅注刻本”。
“傅注刻本”对《燕山外史》原文作了一些删改，本书采用了《燕山外史》的两个非
常重要的版本-一一“三陋居版”和“醇雅堂版”来作校对。“傅注刻本”的“注”并不简
单，有“旁注”、“夹注”、“补注”和“注”的主体一一一“段后注”。
“傅注刻本”虽然对《燕山外史》作了开拓性的注释，但自身也“伤痕”累累。突出
的问题在于:不少注释未注明引文出处；不少引文虽有出处标记却张冠李戴；不少引文出
处过于简略。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个条目之下的每一个具体注释，都有一
个书的“家”。当然，对那些没有出处的注释，最好能找到直接的书证(顺便也对部分有出
处的注释补充一些更早的书证)，那些书证往往就成为这些注释内容之“故乡”；不然，则
退而求其次，在一些重要的类书或辑供中找到这些注释的书证(顺便也补充一些其他的书
证)，那些书证往往成为这些注释内容之“第二故乡”。对那些引文出处过于简略的注释，
本书都给出了具体标记。
《燕山外史》曾走进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把
《燕山外史》当作“白话文运动”的批评对象。解放后，人们又把鲁迅对《燕山外史》的
批评当作神圣的判决，于是，《燕山外史》几乎在各种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消失
了。而在越南，一部明•青心才人创作的长篇小说《金云翘》，经阮攸改编为“六八体”喃
字叙事长诗《金云翘传》(也称《断肠心声》)，不仅成为越南古典文学中的“高峰”，也
成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认为：陈球把冯梦祯的 1300 字的传奇小说《窦生本传》，改
编成 31000 字的“四六体”骈文小说《燕山外史》，其复杂性、创造性、艺术性和互文
性，丝毫不亚于阮攸。我们相信: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纯骈文小说《燕山外
史》，有理由重新走进《中国文学史》，也一定能走进《世界文学史》。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



图书信息

作者：陈大为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 年 3 月



图书介绍：

陈大为老师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
一书曾入选《2013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3 月版。本书以敦煌净土寺和龙兴寺为重点，研究唐后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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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宋初敦煌僧寺的存在形态。该书首先以敦煌净土寺为中心探讨其与当时社会不同阶层、
不同民族人群的方方面面的往来关系，这对于我们了解净土寺在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
活动情况是有益的，为我们对敦煌地区其他寺院的研究做了铺垫，也无疑会推动我们对佛
教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次，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龙兴寺在敦煌地区政治、经济、佛
教、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沙州首寺。我们对敦煌龙兴寺进行了专
题性的研究，揭示了龙兴寺的社会功能，推进了敦煌佛教史的研究。再次，我们还对敦煌
寺院的建筑进行分析研究，并勾画出敦煌寺院的结构及其布局。第四，我们进一步将僧寺
与尼寺进行比较，在尼寺研究上取得不少成果。最后，对于佛教寺院的社会事业，我们专
章讨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揭示了佛教的世俗存在形态，了解其深厚的民众信仰
基础，方能解释佛教在唐代的兴盛的根本原因。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的历史是中古社会历
史的一部分，对敦煌寺院福田事业的探讨无疑增加了我们对于中古佛教发展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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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哲学，心远地自偏——法政学院（哲学学院）蔡志栋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15 年 2 月 13 日

记者：陈韶旭

天下熙攘，皆为利来利往，烦躁之中，这个时代愿意读哲学的人已经不多，愿意学哲
学的人更少，而毕业投身哲学研究工作的更是凤毛麟角。结庐在人境，需要的是心远地自
偏的境界。
初见蔡志栋，的确像他的华东师大恩师高瑞泉
所言“其貌不扬”，放在人堆里丝毫不显眼。约在浦
东康桥一家商场的餐厅见面，心细的蔡志栋早早就
关照了服务员。不待多找，记者就被带到了座前。
蔡志栋坐在角落里，身边是一个双肩背的大书包，
预备赠予记者的《章太炎后期哲学思想研究》已经
放在上面。
说起为何要读哲学系，蔡志栋十分轻松，他说
当年考华东师大，很多人进哲学系是被“扫进去”
的，因为分数不够，华东师大大门进去，专业小门
进不去。当时有几个同学第一志愿填的是哲学系，
被视作稀有动物。问起他们为何钟爱，居然答曰
“恐怕其他系科太难”。没有料到，进了哲学系之后，发现哲学更加难学。一直吵着要转
系，最终也没有能够得逞，还是毕业了。
蔡志栋也是第一志愿报哲学，当时中学成绩很好，总是考第一的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哲
学。在高三毕业时争强好胜，他萌发了去读那些没有人考的专业的念头，考古专业也在他
的视线之内。自然，这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父亲为了他特地研究了如何填报志愿，而
蔡志栋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第一志愿的选择权留给自己。最后，他以高出分数线 30 多
分的成绩入学。
回忆起本科的学习，蔡志栋特别怀念郁振华老师。郁老师上课没有废话，当时岁数也
只有 30 出头，要求同学们读原著训练思维能力。小班上课的时候，郁老师还会经常追
问。一次，蔡志栋解释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反映出是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郁老师
冷不丁地追问什么是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弄的蔡志栋大冬天出了一身大汗。这样的训练
提高了他文献解读的功夫，同时他也开玩笑地说，广泛地读原著让他能够随口背诵很多古
希腊明哲和康德的名言，偶尔也能唬人。蔡志栋对他的学生也会这样逼问，有时候还无意
识地将逼问带到生活中，惹得他妻子抗议说，“蔡志栋你吵架也像搞文字狱！”结果妻子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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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顾自做事情，留下他一个人发呆。
和其他一以贯之连读的博士不同，蔡志栋 2001 年本科毕业读了硕士，2004 年硕士毕
业之后在某个区的建设与交通委做了两年秘书工作。他的妈妈并非反对他读博士，而是觉
得家里负担太重了，妹妹在读高中，而农民家庭的收入又不多。于是，蔡志栋便经历了两
年“入世”的生活。可是，应酬过多让他逐渐厌倦。“顿顿有酒，有时候中午要赶两个场
子吃饭，我这个人又不善于交际，坐在那里发愣，实在太无聊了！”更重要的是，曾经的
书呆子蔡志栋在工作的两年里几乎没有碰过书，这更是让他厌倦写“八股文章”的秘书工
作。
人的生命中总要有贵人提携，在 12 个考生中，蔡志栋再次脱颖而出，高瑞泉老师又
十分器重，把唯一一个公费博士名额留给他。蔡志栋刻苦用功地读书工作。华东师大搬迁
到闵行，其他同学都放寒假回家了，只有蔡志栋一个人坚守着。那年天降大雪，他抬头望
着窗外，看着雪越来越大，不由地也慌了神，心想，如果再不回家，恐怕路不好走，就赶
不上过年了。
转眼就到了 2009 年 7 月博士毕业。蔡志栋感到博士遍地都是，工作也不太好找，有
些焦虑。这点情绪很快就被高瑞泉老师捕捉到。高老师对他说，你只要好好地把论文写
好，其他事情不用操心。其实，当时还在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陈卫平老师在 6 月的一
天打过电话给高老师，因为就快到外地生源落户上海的截止日期了。他来询问蔡志栋的工
作问题。当时陈老师还不知道蔡志栋本来就是上海人。随后他便很顺利地进入了哲学学院
工作。
从 1997 年进入大学到 2009 年的 12 年，除去工作的两年，能够最后从事和本专业一
致的工作，真是非常不易。好多同学最终的出路是到大学教公共课。念旧和感怀师恩几乎
是蔡志栋口头经常的话题。他十分感激大学的辅导员蔡庭对他的帮助，“现在还哪里有学
生家里生孩子老师去帮忙的？”
蔡志栋是一个书痴。到他家里，一进门就看到两个文件柜，里面摆满了书。因为买的
时候没有注意，两个柜子的规格还略有不同。客厅里用好几个书柜隔出了一个小工作间，
沙发边上也是几个书柜。书房更是和其他人家大不一样，书柜并不都靠墙摆放，有两排如
图书馆书柜那样排列。因为朝北又堆书堵路，蔡志栋只好在卧室和客厅转战，他还得和摆
放了满地玩具的两岁儿子抢地盘。而他儿子显然更胜一筹。蔡志栋指着客厅的一个书柜
说，这个书柜是当初从学校搬回来的，里面放的满满一柜子章太炎的著作和研究书籍，正
是这一柜子的书，最后让他完成了博士论文。而如今，书柜里放的都是他儿子的用品。
蔡志栋的学术脉络起源，或许是因为那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河北同学看了他一眼。这
当然是说笑。在硕士研究生第一年的暑假，在家闲不住的蔡志栋到学校去找那位同学，同
学正在午睡，看了他一眼翻身又睡。无聊中的蔡志栋翻看他的书，扫到了李泽厚的书，过
去不怎么碰的，当时却激发了他的灵感。蔡志栋深受高瑞泉老师所著《中国现代精神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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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影响，当看到李泽厚试图解决康德未能解决的问题时，他忽然意识到，既然有中国
现代精神传统，那么自然也会有中国现代美学传统。于是就有了硕士论文的题目。为了写
好这篇美学的文章，蔡志栋从冯契着手，厚厚的 10 卷文集反复地看。冯契的美学思想此
前并没有人涉及，此后也暂无人研究。蔡志栋发现，冯契的美学思想之外，还包含着另外
一个体系，这直接影响了蔡志栋的思想构建。冯契的智慧论，并不仅止于解决从无知到有
知的知识论，还要解决知识到智慧的升华。所谓智慧，是对宇宙和人性或者人生根本原理
的洞察。理想人格的形成更是研究的中心。结合政治哲学等，蔡志栋自己对于人和真理的
框架隐隐呈现。他谈及自己的思想架构便十分沉浸，目光放得很远。
高瑞泉老师让他写章太炎的文章。蔡志栋顿时觉得有些苦，又觉得自己胆子太大，以
前看到章太炎的书都是绕着走。一次契机，为了递交论文，蔡志栋着手研究章太炎，并结
合了冯契的思想和高瑞泉的理论，形成了博士论文的框架。
蔡志栋清楚地记得，2007 年 5 月 15 日去高老师家里谈起博士论文构想，此后每个月
高老师都会打电话催问进展。到了 2007 年底，蔡志栋也没有把所有的问题都想通。一直
到 2008 年的 4 月，好多内容才融汇。20 万字的论文，5 月份开始写作，到 8 月底便写完
了。当时写得很苦，却也很有激情。蔡志栋写完之后去女朋友家里，喝了很多酒，那种感
觉到现在记忆尤深。巧的是，喝完酒高老师就打电话来了，建议蔡志栋提前毕业。不过因
为申请要提前一年，技术性问题没有解决，结果还是正常毕业。
蔡志栋被陈卫平老师延揽之后，一直“被逼”着做学问和申请课题。毕业的第一年，
蔡志栋的课题就中标国家社科基金，2014 年 1 月，蔡志栋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
《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自由的诞生》已完成全部的研究工作，通过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的验收，获“良好”评级。陈老师十分高兴，张罗着要为当时还是讲师的蔡志栋
破格提升为教授。不过后来陈老师的工作调动，这件事情也就被搁置了。蔡志栋说，其实
研究自由非常困难，全面论述是不可能的。计划 25 万字的内容，最终写了 60 万字，本来
还可以写下去，工作讲课牵扯很多精力，课题结项的时间又快到了，便顺利结尾。
蔡志栋说，如果《章太炎后期哲学思想》是自己思想的第一种表达，那么这本《先秦
诸子与中国现代自由的诞生》则是自己思想的第二种表达。他的自由观是：人在改变世界
的过程中，人成为自由的人，世界成为自由的世界。认识自由需要辅助，即认识论、方法
论和政治哲学。从自由自身的内涵看，包括认识自由、政治自由、人格自由。蔡志栋很自
信地说：“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创见。”
如今，到美国访问过的蔡志栋又十分关注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研究。正如高瑞泉老
师在推荐蔡志栋梁的邮件中所写的：“（因为环境）自然有许多东西妨碍其崭露头角。当初
中百一店任何东西都卖得出去，因为地段好；现在地段依然重要，好在有许多副中心，更
有邮购，市场流动遂得均衡些。人物也可作如是观。”

24

学术月报

论点撷英

论点撷英


论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型模式
作者：商学院 姚小远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新华文

摘》2015 年第 3 期转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全球如火如荼
地展开。在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以及占领华尔街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欧美国家逐
渐意识到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资本市场并不是明智的选择。纵观近现代人类历史，尽管前两
次的工业革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如今全球经济衰退的局势让他们意识到资本
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从而开始了再制造业化的工业进程，并且把重点放在先进制造业的
发展上。很多企业从依托制造业拓展到制造型服务，通过企业再造和并购重组，又从销售
产品的方式发展成为提供服务和成套解决方案的方式，进而开启由传统制造企业向服务提
供商转型的局面，实现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的一种新型模式，是将企业价值链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的过程。借鉴国际
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经验，走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模式的道路，是有利于我国国民
经济健康持续和稳定发展的。



熟悉性和兼容性对复合社会范畴刻板印象表征的影响
作者：陈莉；王沛*；谢轶雯；张琴

《心理学报》2015 年第 3 期

通过对启动任务范式的改进, 运用 3 个实验全面考察了复合社会范畴本身的熟悉性和
兼容性对复合社会范畴刻板印象中抽象表征和样例表征策略运用的影响。实验 1 分别以熟
悉的、不熟悉且在刻板印象上不兼容的复合范畴为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对熟悉的复合范畴
采用抽象表征, 而对不熟悉且在刻板印象上不兼容的复合范畴的表征采用样例表征; 实验
2 以熟悉且在刻板印象上不兼容的复合范畴为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对于熟悉但构成范畴不
兼容的复合范畴的表征也采用样例表征; 实验 3 采用相同的实验范式, 在描述和定义两种
启动任务中设置子范畴间兼容的刻板特质词和不兼容的刻板特质词, 选择与实验 2 相同的
复合范畴“男中学教师”为目标群体, 更加严密地证实和整合了实验 1 与实验 2 的研究结
论。3 个实验的结果说明复合范畴刻板印象的表征关键取决于兼容性, 一旦复合社会范畴
的构成范畴在刻板印象上不兼容, 那么对于这一复合社会范畴刻板印象的表征采用样例表
征。当构成复合范畴的两个子范畴之间兼容时, 熟悉性成为刻板印象运用抽象表征还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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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表征的影响因素, 无论是对内群体的刻板印象还是外群体的刻板印象, 对熟悉的刻板特
质词的表征运用抽象表征。



刻板印象激活的无意图性及其大脑神经活动特征
作者：杨亚萍；王沛*；尹志慧；陈庆伟；冯夏影

《心理学报》2015 年第 4 期

采用启动 Stroop 范式, 对刻板印象激活的无意图性及其大脑神经活动特征进行了探
讨。操纵了启动和“无启动”条件以及与启动所激活的刻板印象一致、冲突和无关的 3 类
靶子词, 记录了 36 名大学生被试对靶子词进行颜色判别的行为反应和脑电图(EEG,
electroencephalogram)。结果发现：(1)“无启动”条件下对 3 类靶子的反应时基本一
致; 启动条件下对一致靶子做出颜色判别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对冲突靶子的, 对无关靶子的
反应时介于两者之间。(2)“无启动”条件下无关靶子诱发的 N400 波幅最大——显著大于
一致和冲突靶子诱发的, 后两者诱发的 N400 无差异; 启动条件下一致靶子诱发的 N400 波
幅显著小于冲突和无关靶子诱发的 N400 波幅, 无关靶子诱发的 N400 波幅也小于冲突靶子
诱发的 N400 波幅。这表明刻板印象激活是一个发生在知觉后加工阶段的具有无意图性的
自动化加工过程, 刻板印象激活效应具有抑制冲突信息加工同时促进一致信息加工的“双
刃剑”模式, N400 可以作为考察这一认知过程特征的电生理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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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的四项核心是历史哲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日期：2015 年 3 月 16 日

作者：郝春鹏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早年与萨特同学，在巴黎高师研读哲学，主要研究历史哲学；
二战爆发后同戴高乐转战英国，从事政治活动；法国解放后则从事新闻评论工作，并思考
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问题；晚年在欧洲各大学主要讲授社会学与历史哲
学。
伏尔泰首次使用历史哲学这个名词，其发展引出两大路向：一是对历史进行的哲学
思考。伏尔泰的初衷即是如此。另一个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维
柯，其发展因结合历史神学而开辟了一个历史主义化的方向。阿隆的历史哲学源自批判的
历史哲学、新康德主义与历史主义。
阿隆的副博士论文题目为《批判的历史哲学》。这自然让人想到了康德哲学。康德晚
年从事历史研究，《历史理性批判》这部作品虽已在他脑中有了雏形，但未及付梓他就过
世了。狄尔泰和阿隆都想完成这一工作。阿隆的历史哲学即以“批判”为目标。历史理性
批判即对历史或说历史认识进行批判地思考，从而为人的历史认识找到合理的限度。
狄尔泰、李凯尔特、西美尔、韦伯等人是新康德主义者或其追随者。虽然他们自称
新康德主义，但与康德有一个关键的不同，从而使历史哲学转向历史主义。在新康德主义
者那里，“物自体”被视为一个假设而取消了。因为理性自身的限度，物自体被认为是一
个理性难以企及的东西，人们不能确定甚至无法描述它的存在。以此看待历史问题会产生
同样的结果，即超越历史现实背后的“物自体”（历史规律）也是一种假设。不同的历史
阶段都隶属于自己当下之系统，彼此间并无超越各个历史的共同规律或标准。
乐观的历史主义者可以统摄整个历史进程，并赋予其光明的未来与希望，康德和黑
格尔都持此论。然而悲观的历史主义者则只承认当下，它严守“限度”，绝不越雷池半
步。而当这种历史主义与价值问题结合时，伦理相对主义便出现了，各个历史阶段无优劣
之分，甚至好坏也没有了标准，有的只是差异和不同。而这些不同在互不关联的情况下自
然彼此相安无事，但历史是关联的。阿隆看到了历史主义所可能带来的问题，所以重新提
出一种历史哲学，这种哲学必须是批判的。他要拯救哲学，但不是否定历史。
历史主义使得价值和哲学成为一种假设。理性的人不会承认这种假设的真实性。同
时，阿隆也看到对这种假设的否定同样是一种“假设”。批判的态度是对认识论而言的，
人类自身的限度使得自己难以超越物自体，因而任何“物自体”的说法是一种假设，但反
之亦然，任何对“物自体”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假设，这种否定也应当接受批判的“批
判”。这是历史主义为了不越雷池而实际越过雷池的一步。历史主义者可以承认当下历史
和价值的合理性，但是他并不能因此断定这种合理性与其他历史阶段的合理性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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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关系。在阿隆看来，与其说是争，不若是“和”。不同代表的是历史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它们是历史的立体呈现。
阿隆看到了当代社会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问题，但是否弃历史多样性而重
新回到一种抽象价值也不是他的目标。历史并非无规律可循，用阿隆的话说，历史“之
中”有规律。这种规律性使得历史也有某些可以为理性所认识的方面，进而，“历史哲
学”也得以成立。至于这种规律是什么，则需要在阿隆的社会学作品中寻找答案。
严格地说，阿隆的历史哲学并没有挽救历史主义带来的问题。他从进入哲学之门便
思考历史问题，中间游走于历史与现实生活，晚年开始总结历史哲学问题，但直到去世也
未能完成其最后的作品，所以他的历史哲学正像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一样，只是一种“导
论”（博士论文标题为《历史哲学导论》）。阿隆的贡献在于他是一个与古典主义者最接近
的人，始终尝试挽救哲学在现代所遇到的危机。



中国知青学的奠基之著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日期：2015 年 3 月 18 日

作者：杨剑龙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下简称“史料辑录”）日前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厚厚精装的 6 卷本（另有索引卷一本）计 680 万字，堪
为中国知青学的奠基之著。
这套书是在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
研究会、上海通志馆的支持下，在上海市
社科联的资助下，由金光耀、金大陆教授
领衔的“中国知青研究史料整理”课题
组，经过 50 余位知青志愿者的辛勤工
作，历时 4 年搜罗汇集了全国 29 个省、
市、自治区以及新疆建设兵团的 6000 余
种新编方志，复印资料数万张，经过扒梳
分类，编辑而成的。
史料辑录呈现出穷尽方志的企望。
著名学者沈国明先生在序言中说：“史料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金光
耀、金大陆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

辑录收集了全国各省市方志中与知青、上 社 2014 年 12 月出版
山下乡有关的记载，基本实现了课题立项时确定的‘穷尽所有方志’的要求。”史料辑录
以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归类编辑成 6 卷，涉及全国 25 个省（包括自治
区）和 3 个直辖市，资料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伊始的 1955 年至结束的 1980 年，并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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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后关于知青返城安置落实政策的内容，资料来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编撰出版
的省市（地）县三级地方志，涉及了诸如人口志、民政志、政府志、人事志、检察志、审
判志、计划志、信访志、铁路志、档案志、劳动志、教育志、农业志、林业志、金融志、
卫生志等，在大量方志的搜寻中辑录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关的史料，在保持方志原貌的
基础上，形成了 680 万字史料辑录，构建起了中国知青学厚实的基础。
史料辑录呈现出历史主题学的构架。虽然史料辑录以行政区域编排，但是主编在编
选史料中有着鲜明的主题学思维，主编在前言中就谈及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诸多主题，
诸如安置经费、动员政策、知青婚姻、相关案件等，因此在索引卷的主题索引中，就涉及
了“文革”前上山下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青回城等类别，关涉到上山下乡的动
员、安置、劳动、人口、住房、经费等，知识青年的生活、婚姻、教育、医疗、事故、事
件等，知青回城的招工、招生、征兵、病退、安置等，历史主题学的构架，其实为中国知
青学搭建起了学科框架。通过历史主题学的视阈，可以设定研究的角度和论题，甚至开掘
出一些新颖厚重的研究项目。诸如史料辑录中有关资料涉及：浙江省 1979 年底统计，到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时全省共发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 2942 起，其中属于一类案件（即迫害
女知青案件）2557 起，其中强奸、轮奸 531 起，奸污 1906 起，猥亵、侮辱 99 起，诱逼
婚 31 起，占案件总数 86.9%，受迫害人数 3248 人。这些以往难以见到或缺乏重视的史
料，对于拓展知青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史料辑录建构了知青史料的宝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虽然对于知青研究已经有了诸多成果，但是在整体上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对于有关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史料辑录的出版建构了知青史料
的宝库，在保持历史资料原貌的基础上，为知青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上山下
乡的动员，到知青的劳动生活，到知青的返城安置等，完整地呈现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全过程，成为从矿井里发掘起的富矿，等待着我们的淘洗冶炼。这部以历史学方法辑录的
史料辑录，不仅从历史学的角度可以从中寻找论题和资料，也可以从社会学、文化学、教
育学、政治学、统计学、艺术学、法学、经济学等角度展开研究，也为抢救和整理知青史
料创立了典范。
主编金光耀、金大陆在前言中说：“如果我们将知青史的研究也比作一座大厦，那这
套六卷本的资料集也只是构建这座大厦的一块砖头，我们希望这块砖头能成为这座大厦坚
实的基石。”虽然两位主编谦称史料辑录为构建知青史研究大厦的一块砖头，但是我却将
史料辑录誉为中国知青学的奠基之著，这套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
究。



不断改革才能发展——十月革命 97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社会科学报

日期：2015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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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开辟了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模式道
路。就俄国历史来说，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 74 年，1991 年苏联发生剧变，社会
主义制度和联盟国家不复存在。但是，苏联对 20 世纪的世界，方方面面，都有深刻的、
不可磨灭的影响。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十月革命 97 周年学术研讨会——苏联
社会主义国家与改革”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国内二十余位苏联东欧史学研究者与
会，围绕“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与改革”展开专题讨论，从历史层面探讨了“以法治国”的
现实意义。
国内苏联史学研究历程
苏联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近年来苏联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学界对苏联剧
变原因的探讨也在逐步深入。苏联曾经的改革以及改革的成败，对我们仍然有着启示和借
鉴作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叶书宗教授回顾了我国苏联东欧史研究的历
程，指出虽然苏联和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已不复存在，但十月革命的影响却铸刻于世界历
史之中，不可磨灭。我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8 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至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这是研究的破冰阶段，研究的状况具体表现为突破原
有思想，打破“万马齐喑”、“一潭死水”的局面，是对这个曾被看作“禁区”的学科领域
的拓荒；第二阶段则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是一个开始拥有第一手资料、全面提升苏
联史研究水平的阶段，在此期间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如沈志华教授的《苏联历
史档案选编》34 卷本以及《苏联史》九卷本（已出版五卷）等。中央编译局郑异凡研究
员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苏联研究很兴旺，那个时候国内学界对苏联问题的研究走在苏
联人的前面，因为在当时，很多材料对方没有看到，而中国学者看到了。现在在俄罗斯，
对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官方、民间、学者的看法，要把这些不同的看法统一
起来不可能。在我们国内也一样，要把所有的观点统一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应该创造一个
环境，让学者可以把各种观点、看法都提出来进行争论，这才是学术发展的唯一正确道
路。
今天如何认识俄国革命和苏联改革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会长、苏州科技学院原副院长姚海教授指出，俄国革命不仅
是苏维埃国家 74 年历史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认识苏联发展道路包括今天认识苏联改革
的一个逻辑起点。他认为关于“十月革命就是俄国历史必然、世界历史必然”这个说法与
事实不符合，且与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认识也是不符合的。十月革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物
质前提的不成熟，还在于社会基础不成熟。列宁曾一再地讲，十月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由
党通过政权来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俄国革命跨越的实际上是整整一个发展阶段，而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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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那些有限的经济改革，不能最终解决阻碍和影响苏联发展的根
本性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指出，苏联体制是人类社
会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能存在多久，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说到
底就是它有没有内在的调整机制和内在的调整容量。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天新教授指出，斯
大林模式形成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俄国的历史传统，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的遗
产，斯大林个人的品质与特点。这一模式是由这三个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斯大林模式最
终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多数老百姓强国平等
的要求，但是它确实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龙闪研究员介
绍了近年由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共同制定、核准的《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新教学法总体
构思框架》大纲。从这个文件中可以透视出现在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的主流对苏联解体原
因的观点。大纲对苏联的解体是这样表述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认为是 20 世纪我国历史
上最稳定的时期。在其开始阶段是同社会所期望的改革以及苏联的发展繁荣合拍的，但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之交，国家处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危机之中，官僚阶层对当时的社
会经济状况持保守主义态度，鼓吹发达社会主义，致使其发生体制性危机，之后苏联解
体。
历史教训：不断改革才能发展
苏联剧变留给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训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跟随时代前进的步
伐，不断改革才能发展；苏联之所以发生剧变的原因之一，是在改革方面出了问题。这恐
怕是国内学术界相对一致认同的。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指出，俄
国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这不是说它何等先进，恰恰说明了它来
自于一个后进的、介于东西方影响之间的一个区域，它怎么追求现代化，所遇到的挑战、
痛苦及发生的扭曲，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非常典型的，而且它又敢于反潮流，不具备条件，
也要搞革命，拿下政权再去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做法非常典型。从这个意义来
说，我们对苏联传统进行反思的核心就在于，历史到底是所谓必然性的，还是可选择的。
取得历史主动权的一个阶层如何理性地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成果，去构建一个使大家能够接
受的模式，这是我们今天反思的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存堂教授认为，历史研究要
关注历史发展的趋势。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整个人类发展的趋势就是民族自由独立。
现在国际上包括俄国专家在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十月革命断送了俄国民族化的道路，
它是以一个专制代替另外一个专制。革命和改革往往是互相促进的，俄国没有通过改革就
不会走上现代化道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步子比较大，但是为时过晚，周边国家的民
族运动最终成为这次解体的推动力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斯德教授认为，要改造一个
社会，要提升一个社会，必须要有适合本国国情的一套理论。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把马
克思主义的精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精华、人类创造文明的精华这三方面相结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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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好的适合本国情况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改造社会，才能真正解决中国
的问题。



China’s ‘comfort women’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Thousands of Chinese women were forced into sex slave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ere is one
survivor’s story
The sound of clay pots smashing against a stone floor shattered the cold spring morning. Zhang Xiantu
woke. Japanese soldiers were in her home, breaking bowls as they searched for food. Zhang, 16 and just
married, tried to run. But she couldn’t run fast enough: as the daughter of a landowner, she’d had her tiny feet
bound and broken when she was a child.
Sitting in her village home in Yu County, Shanxi province, the newlywed so rudely awoken in 1942 is
now a birdlike widow, grey hair pulled back from her lined face, her breath raspy from lung disease. “When I
dream of that time, I always dream of being seized,” she says. “I was so terrified.”
There was no escape. “The soldiers came and they found us . . . The streets were full of people running in
every direction.” Her breathing slows, and becomes harsher. “Aiyya . . . I’ve forgotten everything else.” Zhang
spent the next 20 days a prisoner. Locked in a neighbour’s house, she was prostituted as a “comfort woman”
for the Japanese soldiers battling to control northern China. “I almost died of fear,” she says.
Most women like her did die, of disease or abuse or both. An estimated 200,000 Asian women were
kidnapped or coerced into sexually servicing Japanese soldiers in “comfort st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under a policy to deter the invading armies from widespread rape and pillage. Whe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nflict’s end is commemorated in Asia this year, the comfort women will count among the war’s
unsettled ghosts.
In China, about two dozen of them are still alive. The movement to make sure they are not forgotten
operates in an atmosphere of official neglect. As China jostles with Japan for a leading role in Asia, Chinese
diplomats regularly issue stern warnings that Japan should not “forget the lessons of history”. But in quiet
places like Zhang Xiantu’s bedroom, history is already fading. Is it too late for an old story to take on a new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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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began researching this article, I wondered whether a
comfort woman would welcome a foreign reporter. Could I be
accused of picking sides? Would I become a “tool” (as one Chinese
reporter warned) of the nationalists in China, or a target for the
nationalists in Japan?
Most of these women live in the impoverished countryside.
Their dialects are incomprehensible. Their health is failing. The
Chinese press portrays them as fragile victims, their wartime rape
Zhang Xiantu: ‘The soldiers came and they found
us…The streets were full of people running in
every direction’
shrouded by Confucian delicacy. But I was intrigued by the activists who had championed them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whil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axed and waned. The window for any of these women
to tell her story was closing, fast.
I met Zhang Xiantu one autumn morning last year thanks to Zhang Shuangbing, a former primary-school
teacher in Shanxi province who has made elderly comfort women his campaigning cause. (Zhang is a common
surname, and the two old friends are not related.) At the door of her brick home, he shouted out a greeting and
she clasped his hand warmly. She updated him on the neat pile of medicines on her window sill. She was
preoccupied with the recent death of her elder son, and at odds with her second son’s wife. “What kind of life is
this?” she asked, turning to me. “I don’t want to live.”
Her paved courtyard contained the usual clutter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piles of coal and corn, some
rusty farm equipment and a long washing line. Inside, a fluorescent lightbulb lit a wall poster of happy children
riding a lucky red carp. A pastel portrait of Chairman Mao gazed over framed family photographs. The 88year-old spends her days cross-legged on a kang, or heated brick bed. She is neatly dressed in a dark cotton vest
and cotton trousers, her bound feet tucked below thin knees.
Though the misshapen feet in their cloth shoes can barely carry her from her bed, they once took Zhang
Xiantu all the way to a Tokyo court. In the late 1990s, 16 women from Yu County (Zhang Xiantu is the only
one still living) sued the Japanese state for compensation and an apology, shepherded by Zhang Shuangbing
and a team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lawyers. Their claims were denied, due to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and to
the individuals’ lack of standing to sue the state.
Former comfort women in democratic South Korea had already formed a political movement to seek
recognition and compensation from Japan in the early 1990s. Japan’s cabinet secretary issued an apology and
Japanese activists took up the cause, recruiting Chinese lawyers to help track down elderly victims in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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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iring their grievances would help Japanese society come to terms with the war, they argued. None of
the lawsuits succeeded.
“I had no idea it would prove this complicated,” said Kang Jian, a petite Beijing lawyer who gathered
testimonials from comfort women on Hainan Island. There — as in Yu County — local historians had tracked
down a group of survivors. “Although it sometimes felt painful, not doing it was more painful,” she said.
In 2011, a Japanese court rejected the last of several lawsuits brought by former Asian comfort women
and forced labourers. Rising acrimon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since strained the civic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ctivists. In both countries, nationalists are gaining ground. Strident rhetoric
from China and Korea and violent anti-Japanese protests have antagonised Japanese people born long after the
war ended. Late last year, left-leaning Japanese newspaper Asahi Shimbun retracted articles on comfort women
dating to 1982 that relied on a debunked account.
Meanwhile, old age is thinning the ranks of the comfort women. In Seoul, a bronze statue of a young girl
occupies the spot where Korean comfort women once held a weekly rally. She gazes accusingly across the
street at the gates of the Japanese embassy. Etched into the sidewalk is the shadow of a hunched old lady.
“Looking at these 30 years [of campaigning] I can’t say they were in vain but they weren’t any great
success,” says Zhang Shuangbing. “I feel rather disappointed. I didn’t achieve any result. I didn’t get these old
people their wish.”
Zhang Shuangbing found his life’s mission one day in 1982, on his way to the village primary school. His
path took him past peasant farms like his own, where families barely scraped enough to eat from green sloping
fields amid vertical limestone cliffs. He noticed an old woman struggling alone to harvest grain, long after the
other fields were cleared.
The young teacher felt sorry for her, and asked if he could help. He discovered that she was ostracised
because she had been a comfort woman, so dishonoured that no man would marry her.
Soon Zhang Shuangbing had worn out three black steel bicycles on the rocky yellow roads of Yu County,
tapping gossipy villagers to track down former comfort women.
Japan’s imperial army traditionally recruited prostitutes from poor Japanese families. After a rampage of
killing and raping during the 1937 conquest of the Chinese capital Nanjing, authorities decided that military
brothels would keep the troops in check. The mass deployment in Asia quickly exceeded the supply of
prostitutes.
Korean, Chinese, Southeast Asian and European women were recruited, tricked or forced into brothels run
by or for the Japanese military. Most of them died. Korean scholars put the number of Asian comfort women at
200,000; Chinese scholars estimate that another 200,000 Chinese women were kidnapped in occupied cities or
along the sprawling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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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County changed hands several times between the Japanese army, the American-backed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guerrillas. The “comfort stations” there were makeshift arrangements in village houses or
army camps rather than the more formal military brothels of Shanghai.
After the Japanese surrender, the Chinese civil war raged, followed by land redistribution and political
purges in the communist era. War records were destroyed. Comfort women hid their past to find a husband and
protect the family name.
“When these women reveal their scars they carry the weight of 5,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of feudal
times,” says Zhang Shuangbing. “They gave their story, took their own pain and spoke it out, because they
believed in me. So not being able to do anything for them is very sad.
“It’s a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ere hasn’t been a fair accounting for these victims, no accounting for
their families.”
Zhang Shuangbing’s high-school education set him apart in rural Yu County. A patient, gentle man, he
won the trust of some 126 elderly women in Shanxi and Hebei provinces, then watched as one by one they
succumbed to old age. He spent his savings helping women who were sick, poor or alone

.
Chinese ‘comfort women’, c.1937-45

His wife and children disapproved, as did his mother. Frail and still beautiful in the white headscarf
favoured by Shanxi countrywomen, she lives with his family in whitewashed caves carved into an earth cliff,
shaded by peach trees. She is the same age as the ruined women her son befriended — but far from sharing
their fate she spent her teens as a communist partisan. “She fought the Japanese in the war, so she thought,
‘What’s the point?’ But then she came around when she saw how many Japanese supported me,” he says.
Zhang Shuangbing’s armoire is stuffed with envelopes full of photographs of his “old ladies”. The fading
snapshots include a formal black-and-white portrait of a woman who killed herself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years of persecution fo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Japanese. Other women were reviled in their
villages or exiled to labour camps after the communists gained power. That helps explain survivors’ reluctance
to speak out.
Another photograph surfaces: a plump woman with white hair. She found a sense of peace by confiding in
Zhang Shuangbing, he recalls. But when he began to write a book about the comfort women of Yu County, her
mortified son forbade her from particip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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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Xiantu was different. Her husband and sons gave their blessing when Zhang Shuangbing recruited
her for the lawsuit in Japan. When I asked her why she went public, she poured forth a litany of grievances:
about the village women who shunned her, about decades of hardships and near-starvation, and about her
loneliness now.
Zhang Xiantu was only freed because her father paid a ransom. He sold all his sheep, and the payment
ruined him. “I felt so angry I couldn’t stand it,” she says. For two years, her stepmother nursed her back to
health. Food was scarce. After the communists won, their land was confiscated. “I had nothing to eat, nothing
to wear. My parents were also starving, we had nothing. What kind of life was this? I was full of remorse.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When I was young I felt my sin grow bigger with every day I lived.” The price of her
freedom ruined the family, she says. “I want the Japanese to pay the money.”
...
Chinese reparations activists say their movement has entered an uncertain “third stage”. First came the
effort to find elderly victims, then the long years of lawsuits in Japan. Now they are seeking reparations for
forced labourers through Chinese courts, betting that recent tensions will make the Chinese state willing to air
claims against Japan. But Chinese courts won’t take comfort women cases, because the defendant is the
Japanese state.
“The history issue has always been bound up in the broader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Japan,” says James
Reilly, who researche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Some veteran activists doubt China will ever let the court cases proceed. The system has too many reasons
to be cautious about individual attempts at historical redress. Ten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starved or were
murdered during communist political-campaigns, or spent years in forced labour camps. Millions more lost
land or property.
Beijing’s attitude to the campaigns against Japan is “don’t support, don’t discourage”, says Tong Zeng, the
voice of militant anti-Japanese activism. Head of a small investment fund, 58-year-old Tong is a rarity in
China: an activist who has avoided serious trouble despite a lifetime of agitprop, including stunts such as
landing boats on disputed islands. That tolerance is a far cry from the long jail sentences meted out to
intellectuals pushing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 for Chinese citizens. Anti-Japanese activism is double-edged in
China, with complicated factional sub-currents. That creates openings for agitators such as Tong: “If they
oppose us too much, they become the race traitors.”
Beijing is careful not to endorse the nationalists either. Rallies against Japan by angry young Chinese can
quickly morph into protests against their own government. Shrill rhetoric in the state-controlled media is
carefully calibrated. “There’s concern that the old generation of activists might link up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of angry youth,” says Jessica Chen Weiss,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Yale who wrote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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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ere are diplomatic considerations too. When Mao Zedong mended
fences with Japan in 197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ived claims to reparations in return for Japanese
aid and investment.
Chairman Mao never waived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 Chinese, Tong contends. But then he laughs.
“Possibly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that concept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
Don’t support, don’t discourage” is in sharp relief at No 1 Lane 125 on East Baoxing Road in Shanghai.
Seventy families squeeze into a dilapidated three-storey building festooned with laundry. The narrow front
door opens on a pitch-dark hallway. Japanese tour groups occasionally visit.
Eighty years ago, the building housed the first military brothel in occupied Asia, according to
Shanghainese historian Su Zhiliang. He wants to turn it into a museum. The Shanghai government protects the
building from the wrecking ball but won’t pay to relocate the families inside.
Twenty years ago Su returned from studying in Japan and, like Zhang Shuangbing in Shanxi, took to his
bicycle. He pedalled around Shanghai looking for elderly residents who might remember life in the comfort
stations. He recruited his wife Chen Lifei to conduct the long and painful interviews with former comfort
women.
“Most people don’t know their own history,” says Su. “I find it a shame. The Chines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is as dark as a bowl of soy sauce.”
Together the couple founded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omfort Women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The centre collects testimonials and funnels donations to elderly comfort women. Nowadays, it also
pays for funerals.
Does the death of the comfort women signal the end of the movement? Some activists argue that the
women’s descendants should also be entitled to compensation. But as an outsider, I can imagine an alternative
“third stage”, one that might some day transcend the current fixation with national honour and apologies.
In China, the state decides who should be commemorated. Schoolchildren study cookie-cutter
revolutionary victories; there is no one to give the past a human face. The exception is th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als gathered as part of the search for justice have preserved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in a brutal
time. The activists have created a recor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that goes well beyond the sanitised
exploits of revolutionary heroes.
Some day, this could mean that Zhang Shuangbing’s compassion and Zhang Xiantu’s rage will have
yielded a result; that the lessons of history will not, in the end, be forg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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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英国教育部通过“中英人文交流高层对话机制”选派了 72 名优秀小学
数学教师，到上海师大和上海市 30 所小学进行学习考察。他们看到了上海数学教学乃至
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少特色，并将其总结为六大优势：
一是“相信”与“期望”。上海的老师普遍相信，虽然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数学
家，但是数学是中小学生应该学习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知识，每个孩子不仅都应该学
好基础性的数学，每个孩子也都有能力学好基础数学。
二是上海教师专业性很强。大部分教师都受过专门的学科教育，教数学课的老师在大
学里都学过数学、数学教学法或者小学数学教育，他们知道教什么和怎么教。上海教师不
用像英国教师那样，既要“包班”、又“所有学科都教”，忙于应付。
三是重视在职进修，强调集体分享。上海教师的在职进修机会多，获得发展和提升的
机会多。教师们在教研组集体备课，讨论问题，分享心得，研究课程，改进教法。而英国
学校规模太小，同学科、同年级的教师难以组合，缺少分享学习机会。
四是中国传统数学教学方法和信念彰显价值。中国人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
不怕”，小学生都会背诵乘法口诀表，计算特别快。中国老师教学生用珠算和心算，做算
术经常用“竖式”，中国学生还用扑克牌玩“24 点”，各种方法一起用于计算，在“玩”
中“学”。
五是善用“小步前进”与“多变式”。上海数学教师强调突出重点，又分小步教学，
帮助学生把一个大难题分为若干小问题，由易而难，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学习前进。中
国教师还非常注意用不同变式，让学生从多侧面和多形式的变化中真正掌握知识的内涵，
特别善于用不同难度的题目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发问，让每个孩子都有成就感。
六是独具“政治优势”。有一位英国教师说她发现了一个重要“秘密”：她来上海学习
的第一天，教授讲课就提到教育规划纲要；到学校后，他们在各个学校也都发现，几乎每
个学校都有 3 年、5 年甚至 10 年的发展规划，这样老师们很清楚，现在应该做什么，未
来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目标和步骤都清楚，上海教师心里有底。反观英国，英国教育部
的名称反复改，两党竞选、政府几年一换，反复折腾，每届都有新花样。教育部长换得更
勤，“我们常常还来不及准备，‘改变’就已经变掉了。”“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政治体制稳
定，政策方向一致，难能可贵。”
2.PISA 好，教育就好？
张民选：我们的教育不是没有弱点、盲点。比如数学的命题应该有思维过程，而我们
在思维过程当中呈不完全性；我们学数学学了很多，包括几何、代数、计算、概率统计
等，但我们不太会用数学，特别是概率统计比较弱，而其实除了数学家外，大部分人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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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用得最多的就是计算和概率，比如买股票、买房子前进行数据比较，都是概率统计
的问题。再比如，在阅读方面，读那些有字句篇章结构的、连续性的文本就很强，读那些
非连续性的文本如 PPT 就比较差，这就是所谓的“功能性文盲”，拿得到高中毕业文凭，
却看不懂一套电器使用说明书。又如，我们布置给学生的作业很多，今天布置、明天要做
完，这样勤学苦练固然好，但也有一个弱点，就是缺乏想象的空间，都是收敛性的结果，
没有发散性的思考。
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只要学生今天跟着老师学，就容易拿 100 分，几乎没有自学的
时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老师不应止于帮助学生在 12 年里学好，而更应该传授
给学生能一辈子使用的“自我控制”学习方法：自己寻找教育资源；找到学习资源当中最
核心的部分；找到自己擅长和学习这种核心部分所需要的学习方法，并掌握它；把学到的
技能、方法和态度运用到实际中。
中国没有参加 PISA 测试之前，芬兰的数学测试成绩最高，有 22%的学生数学优秀，
但芬兰教育部门认为有 25%的学生能学好数学已经足够了，其他的同学可以发展其他方面
的能力，因为每位学生的个性特长不一样。而中国数学优异的学生高达 55.4%。这引发我
们的思考，我们真的有必要让所有学生用上很大部分时间，都去学数学吗？可不可以匀出
一点时间，20%的时间让孩子休息，30%的时间让孩子发展个性，这样他们今后的能力是不
是会更大，也有更好的组合，甚至于人生会更幸福？所以上海现在做出一个绿色指标体
系，不仅测试学生的成绩，也测试学生的其他能力如沟通能力。联合国已经提出“21 世
纪胜任力”，包括沟通能力、反思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包容世界的能力等。我想未来的
中国教育一定不能只停留在数学、科学、阅读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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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事记
3月
5日

台湾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承淑教授应邀来到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

7日

浙江大学教授陈新受邀来人文与传播学院

16 日

我国知名旅游规划专家、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应邀来我校旅游学院访问

16 日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及应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部主任陶红印
博士应邀来到对外汉语学院

17 日

学校召开了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工作会议

18 日

澳大利亚麦考利大学英语系教授 John Stephens 受邀来外国语学院

19 日

日本庆应大学（Keio University）环境信息学院／政策与媒介研究院严网林教
授及松永光平博士等应邀来我校旅游学院访问

22 日-25 日 日本东北大学地理系教授境田清隆教授做客旅游学院
25 日

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周锡山先生应邀做客人文与传播学院

25 日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终身教授
朱为模教授应邀来我校体育学院
26 日-27 日 日本爱知大学（Aichi University）三远南信地域协同研究中心蒋湧教授
做客旅游学院
27 日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傩戏剧本整理与研究”举行开题会

27 日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选送”开题论证会召开

28 日

日本长崎花柳派民间老艺人花柳寿寿出大师做客音乐学院

30 日

我校两位教师获得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资助

主办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
联 系 人：
耿 亮
电话：64323998
通 讯 员：
人文学院
教育学院
法政学院
哲学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外国语学院
商学院
音乐学院
美术学院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对外汉语学院
旅游学院
体育学院

张 虹
蔡冬青
李洪献
陈 松
段成俊
帅 晴
吕 雪
安 磊
徐 立
周胜南
张汶静
傅 晶
褚敏明

电子邮箱： geng@shnu.edu.cn
zh77@shnu.edu.cn
caidq@shnu.edu.cn
lihxian@shnu.edu.cn
Chensong@shnu.edu.cn
dcz1207@shnu.edu.cn
shuaiqing@shnu.edu.cn
lvxue@s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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