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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办公室编 2019 年 4 月 30 日 
 

 项目立项 

1. 高嘉懿：《中越之间的革命合作与跨界流动（1940-1954）》，2019华东师

范大学海外发文。  

2. 王传：《史禄国在华学术活动资料的收集、整理、翻译与研究》，2019华东

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  

3. 王悦：《李维<建城以来史>的城市书写研究》，2019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

究项目。  

4. 周健：《晚清漕务变革之研究》，2019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改革入选项目名单 

研究生院 2019 年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改革各类项目（博士生论坛、课程建设、

学术沙龙）项目近日公示，我系入选项目名单如下： 

序

号  
类别  

项目负责

人  
项目/课程名称  

1 学术型研究生课程  茅海建  
中国近代史料研读：档

案、日记、书信与科试文 

2 博士生学术论坛  沐涛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

生学术论坛 

3 学术论坛  瞿骏  中国史研究生论坛  

4 学术沙龙  苏晓涵   
“丽娃史学工坊”学术沙

龙 

5 优秀博士生学术能力提 苏晓涵   旅美华裔知识社群研究



升计划 （1931-1949） 

6 
优秀博士生学术能力提

升计划 
许倩  

清代洛学史文献调查与研

究  

 

 权威论文发表 

1．瞿骏：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考论，《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 4

期。 

2．梁志：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当注重多国档案文献互证，《中共党史研究》，

2019年第 4期。 

3．游览：对中共党史框架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点理论思考，《中共党史

研究》，2019年第 4期。 

 

 著作出版情况 

茅海建：《历史的叙述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 4月版。 

 

 我系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 

为响应学校有关科研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号召，我系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改

革开放史研究中心”，该中心为非实体研究机构，挂靠历史学系，机构负责人为

沈志华教授。 

 

 我系非实体性研究机构“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更名为“全球思想史研究中

心” 

“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成立五年以来，研究工作卓见成效。为进一步凝聚

特色，结合此前世界史学科欧美思想文化史研究基础，把中心名称更名为“全球

思想史研究中心”，机构主任为孟钟捷教授。 

 



 非洲研究所举办“走进非洲——纳米比亚非洲历史图片及贝宁皇宫精品艺术

展” 

4月 15日，我系非洲研究所与巴塞尔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博物

馆、连云港 PSIART非洲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 “走进非洲——纳米比亚非洲历史

图片及贝宁皇宫精品艺术展”，以 80余幅纳米比亚小镇乌萨克斯的历史照片和西

非贝宁的宫廷文物，再现非洲的历史变化。 

 

 我系完成本科生转专业工作 

4 月 17 日，我系举行本科转专业考核，本年度转入 13 人（含学困转入 1

人 ），转出 5人。 

 

 当代文献史料中心举行“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企业家座谈会” 

4 月 20 日，当代文献史料中心举办“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企业家座谈会”。

会议由张济顺教授主持，系主任孟钟捷教授，当代文献史料中心副主任韩钢教

授，周边国家研究院院长沈志华教授，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章百家教

授、牛军教授、牛大勇教授，及钱晓华、于建东等 20 余名知名企业家参加此次

会议。 

 

  完成教育硕士答辩工作 

4月 20日，我系在中山北路校区举行 2019年上半年教育硕士答辩工作，本

学期教育硕士毕业 33人，申请学位 35人（含 2名单证生）。 

 

 世界历史研究院主办“冷战国际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 

4月 21日，世界历史研究院主办“冷战国际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前瞻学术

研讨会”。会议邀请国内外多位冷战国际史领域的研究专家，大家共同回望历史、

展望未来。 

 



 系党委考察活动、系工会春游活动 

4月 21日，系党委组织全体在职教工党员及退休支部党员同志前往松江广富

林遗址进行主题考察学习。同时，本次活动亦作为全系教师春游活动，得到了系

内部分非党员同志的支持与积极参与。 

 

 我系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 

4月 24日，我系在人文楼 1306会议室召开教职工大会，会上通报了学校和

我系近期工作。 

 

 我系举办“镜·相”第四届历史剧展演 

4月 26日，历史学系“镜·相”第四届历史剧展演于吴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一楼影剧院上演。该活动由我系主办，青年史学社承办，校教务处、学工部、

校团委、吴泾镇文体中心协办。当晚到场的领导有系党委书记王东教授、副系主

任黄爱梅副教授、系党委副书记（挂职）徐燕婷副教授，教务处副处长谭红岩老

师，同时莅临本次活动现场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部分老师、同学和吴泾镇的市

民朋友们。本次展演的两个剧目《寻夫记》、《家书》选自“青史杯”第三届高

中生历史剧本大赛的获奖作品。为响应上海团市委“积极引领青年‘往社区走’”

的号召，今年，历史学系“镜·相”第四届历史剧展演首次与吴泾镇文体中心合

作，走出校门，走进社区，并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新闻

网、央广网、东方网、上海教育新闻网、农村青年网等十余家媒体对此次展演进

行了报道。 

 

 我系举办本科生教师技能大赛 

4月 29日，由李月琴、徐继玲负责的本科生教师技能大赛在闵行校区一教

403室举行，比赛邀请一线中学教师、我系和教师教育学院专业教师、2015级师

范生组成评审组，旨在培养和加强本科生教学设计、课件制作、板书呈现等教学

技能。 

 



 我系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4 月 30 日，系党委书记王东、系主任孟钟捷、系党委副书记（挂职）徐燕婷、

系安全员李凤华等同志，对全系办公用房开展安全检查，并针对存着的问题，通

报全系并要求相关人员及时整改。 

 

 系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4月 8日，系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党委换届方案、系党建研究立项、

党委近期经费使用情况、学生党员发展材料审核以及我系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室项

目立项必要性和费用解决、布置落实历史学系优秀年轻干部推选工作的各项具体

安排等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 

4月 16日，系党委扩大会议就我系“江南历史调查虚拟仿真教学设计项目论

证方案”进行讨论并投票表决。 

4月 29日，系党委扩大会议就党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安全工作等议题进

行讨论和具体事项部署。 

 

 我系开展“诚之课程”师范生教育系列活动 

4月起，我系以“诚之课程”命名师范生教育系列活动，以缅怀先贤，继往

开来。 

 

  人事信息 

1. 瞿骏教授成功申报我校“紫江优秀青年学者”，聘期五年。 

2.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和学校组织部优秀年轻干部推选工作会

议的精神和要求，经过全系范围内近二十名教职工代表的一对一访谈推荐，

系党政工联席会议讨论确定候选人并上报学校，校常委会讨论通过，最终确

定我系瞿骏、卢姗两位老师为我校优秀年轻干部人选。 

 

 讲座信息  

4月 2日，范丁梁在历史学系 1330室主讲德国史系列讲座之四：《联邦德国无



法跨越的问题：怎样面对纳粹主义》。 

4月 9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邢来顺教授在历史学系 1330室主讲德

国史系列讲座之五：《欧洲国际格局变化与 20世纪德国边疆地方史研究的转

向》。 

4月 11日，复旦大学陈雁教授在人文楼 5303室主讲百场讲座：《侨居留学与组

党——清末明初在美洲的中国女性》。 

4月 16日，江苏非洲艺术博馆王少波馆长在历史学系 1330室主讲百场讲座：

《从摄影照片看非洲社会变迁》。 

4月 16日，江苏非洲艺术博馆王少波馆长在闵行校区第一教学楼 120教室主讲

讲座《西非贝宁的艺术与历史》。 

4 月 16 日，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胡昌智教授在历史学系 1410 室主讲百场讲座：

《兰克与他的时代》。 

4月 17日，台湾大学历史系周樑楷教授在历史学系 1410室主讲百场讲座：《从

“史学史”到“历史意识的演变”：一门课程及其知识的调整》。  

4月 17日，中国台湾东海大学胡昌智教授应邀在闵行校区历史学系 1410室主讲

校级百场讲座第 22场讲座《兰克的历史思想》 

4月 17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岳伟副教授在历史学系 1330室主讲德国

史系列讲座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女性争取身体自决的斗争及其影

响》。 

4月 19日，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学锋教授在历史学系 1206室主讲百场讲座：

《“隋唐人”的诞生——司马金龙家族墓志所见北朝民族的融合》。  

4月 22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在历史学系 5403室主讲讲座《冷战

时代中国战略决策的若干问题提要》。 

 

 学生活动  

4月 1日，2019年优秀毕业生评审会在 1306会议室召开，经审议，推荐白林、王

中颖等 13位同学分别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 



4月 8日，学生党员面对面午餐沙龙在 1306会议室召开，系党委副书记（挂职）

徐燕婷副教授出席并主持会议，各学生党支部党员代表结合本支部实际情况就党

员再教育内容、支部生活开展形式等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交流。最后，徐老师进行

了总结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4月 18日，2019年校园主题日活动上午场“经典阅读与人文社科学生党支部书记

面对面”在人文楼 4108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将历史学系、哲学系、外语学院、

政治学系数位学生党支部书记齐聚一堂，一方面进行经典书目阅读，一方面进行

党务经验交流分享。系党委副书记（挂职）徐燕婷副教授出席并主持此次活动。 

4月 18日，2019年校园主题日活动下午场“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人对谈——五四

百年：中国与世界”专题对话在人文楼 5403报告厅举行，中文系孙尧天老师、传

播学院潘妮妮老师、我系王锐老师为对话嘉宾，系党委副书记（挂职）徐燕婷副

教授出席并主持此次活动。 

4月 19日，经系讨论确定推荐刘徭瑶、汪林峰等 5位同学分别为优秀团部、优秀

团员候选人。 

4月 20日，系 2019年就业服务月之优秀系友经验分享会在人文楼 1306会议室举

行。邀请我系 2016届硕士毕业生钟徐楼芳向本科、研究生等分享就业、教学方面

的经验与心得。 

4月 29日，系 2019年就业服务月之教师资格考试经验指导会在闵行第一教学楼

403室举行，邀请李月琴副教授为大家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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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系举办本科生教师技能大赛
	4月29日，由李月琴、徐继玲负责的本科生教师技能大赛在闵行校区一教403室举行，比赛邀请一线中学教师、我系和教师教育学院专业教师、2015级师范生组成评审组，旨在培养和加强本科生教学设计、课件制作、板书呈现等教学技能。
	我系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4月30日，系党委书记王东、系主任孟钟捷、系党委副书记（挂职）徐燕婷、系安全员李凤华等同志，对全系办公用房开展安全检查，并针对存着的问题，通报全系并要求相关人员及时整改。
	系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4月8日，系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党委换届方案、系党建研究立项、党委近期经费使用情况、学生党员发展材料审核以及我系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室项目立项必要性和费用解决、布置落实历史学系优秀年轻干部推选工作的各项具体安排等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
	我系开展“诚之课程”师范生教育系列活动
	4月起，我系以“诚之课程”命名师范生教育系列活动，以缅怀先贤，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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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瞿骏教授成功申报我校“紫江优秀青年学者”，聘期五年。
	2.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和学校组织部优秀年轻干部推选工作会议的精神和要求，经过全系范围内近二十名教职工代表的一对一访谈推荐，系党政工联席会议讨论确定候选人并上报学校，校常委会讨论通过，最终确定我系瞿骏、卢姗两位老师为我校优秀年轻干部人选。
	讲座信息
	4月2日，范丁梁在历史学系1330室主讲德国史系列讲座之四：《联邦德国无法跨越的问题：怎样面对纳粹主义》。
	4月9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邢来顺教授在历史学系1330室主讲德国史系列讲座之五：《欧洲国际格局变化与20世纪德国边疆地方史研究的转向》。
	4月11日，复旦大学陈雁教授在人文楼5303室主讲百场讲座：《侨居留学与组党——清末明初在美洲的中国女性》。
	4月16日，江苏非洲艺术博馆王少波馆长在历史学系1330室主讲百场讲座：《从摄影照片看非洲社会变迁》。
	4月16日，江苏非洲艺术博馆王少波馆长在闵行校区第一教学楼120教室主讲讲座《西非贝宁的艺术与历史》。
	4月16日，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胡昌智教授在历史学系1410室主讲百场讲座：《兰克与他的时代》。
	4月17日，台湾大学历史系周樑楷教授在历史学系1410室主讲百场讲座：《从“史学史”到“历史意识的演变”：一门课程及其知识的调整》。
	4月17日，中国台湾东海大学胡昌智教授应邀在闵行校区历史学系1410室主讲校级百场讲座第22场讲座《兰克的历史思想》
	4月17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岳伟副教授在历史学系1330室主讲德国史系列讲座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女性争取身体自决的斗争及其影响》。
	4月19日，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学锋教授在历史学系1206室主讲百场讲座：《“隋唐人”的诞生——司马金龙家族墓志所见北朝民族的融合》。
	4月22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在历史学系5403室主讲讲座《冷战时代中国战略决策的若干问题提要》。
	学生活动
	4月1日，2019年优秀毕业生评审会在1306会议室召开，经审议，推荐白林、王中颖等13位同学分别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
	4月8日，学生党员面对面午餐沙龙在1306会议室召开，系党委副书记（挂职）徐燕婷副教授出席并主持会议，各学生党支部党员代表结合本支部实际情况就党员再教育内容、支部生活开展形式等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交流。最后，徐老师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4月18日，2019年校园主题日活动上午场“经典阅读与人文社科学生党支部书记面对面”在人文楼4108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将历史学系、哲学系、外语学院、政治学系数位学生党支部书记齐聚一堂，一方面进行经典书目阅读，一方面进行党务经验交流分享。系党委副书记（挂职）徐燕婷副教授出席并主持此次活动。
	4月18日，2019年校园主题日活动下午场“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人对谈——五四百年：中国与世界”专题对话在人文楼5403报告厅举行，中文系孙尧天老师、传播学院潘妮妮老师、我系王锐老师为对话嘉宾，系党委副书记（挂职）徐燕婷副教授出席并主持此次活动。
	4月19日，经系讨论确定推荐刘徭瑶、汪林峰等5位同学分别为优秀团部、优秀团员候选人。
	4月20日，系2019年就业服务月之优秀系友经验分享会在人文楼1306会议室举行。邀请我系2016届硕士毕业生钟徐楼芳向本科、研究生等分享就业、教学方面的经验与心得。
	4月29日，系2019年就业服务月之教师资格考试经验指导会在闵行第一教学楼403室举行，邀请李月琴副教授为大家指点迷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