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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党委入选“上海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博士生李聪慧入选

上海市“百名学生党员标兵”

近日，第二轮上海高校党组织“攀登计划”、“百名学生党员标兵”遴选结

果公布，我系党委入选“上海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博士研究生李

聪慧入选“百名学生党员标兵”。

 董佳贝荣获第五届上海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人文科学组特等奖

在 10 月底进行的第五届上海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董佳贝老师脱颖而出，

斩获人文科学组特等奖。

 华东师大学术委员会及各专委会整体换届，我系多名老师入选

10 月 12 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九届学术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

在普陀校区科学会堂举行。本次换届工作产生了新一届华东师大学术委员会及各

专委会名单。其中我系沈志华老师被聘为第九届学术委员会顾问，沐涛老师被选

举为华东师范大学第九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许纪霖老师和孟钟捷老师分别被选举

为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二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王东老师和孟钟捷老师

被选举为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三届教学委员会委员，瞿骏老师被选举为华东师范大

学第四届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梁志老师被选举为华东师范大学第四届师资队伍

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谢国荣当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新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在 9 月份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九届年会上，我系谢国荣老师当选新

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章义和的课程入选 2022 年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校内培育课程立项名单

10 月 11 日，我校教务处将选出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校内培育课程推荐名单



进行公示，推荐课程共 13 门。其中，我系章义和教授的课程《科举与江南文化虚

拟仿真实验》入选推荐课程名单。

 蔡慧贤的课题入选 2022 年华东师范大学创新创业课题研究拟立项项目

10 月 21 日，创新创业学院公示了 2022 年华东师范大学创新创业课题研究拟

立项项目共 12 项，其中重点项目 2 项，一般项目 10 项。我系蔡慧贤老师的课题

《跨界融合，共研共创：“新文科视域下历史学本科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入选

一般项目立项。

 博士后顾年茂、贾鹏涛荣获中国博士后基金第 72 批面上资助

近日，中国博士后基金第 72 批面上资助名单公布，其中我系博士后顾年茂

（合作导师：孟钟捷）、贾鹏涛（合作导师：李孝迁）获得资助。

 著作出版

裘陈江著：《知所以后：近代人事与文献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 10 月。

邬国义主编：《吴泽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 12 月出版，2022 年

10 月印发出书。

（德）卡尔·兰普莱希特著，王燕编译，王燕、范丁梁校对：《历史学是什

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 8 月。

 人事信息

10 月 19 日，宣布梁志任历史学系系主任兼党委副书记。

朱明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陈波入选上海市人才计划。

 我系师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0 月 16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我系师生

与党同心同向，同频共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10 月 19 日，围绕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党委组织全体教职工通过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专题研讨；

10 月 24 日，中国史博士生党支部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学习和研讨；

10 月 25 日，2022 级硕士党支部召开“奋斗正青春，一起向未来”主题党日活动；



10 月 26 日，本科生党支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党日在系党员之家举行；

10 月 27 日，2021 级硕士党支部召开“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习交流会；10 月 29 日，世界史博士生党支部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与《党章（修正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2022 年度本科生双创培育项目答辩会举行

10 月 19 日，我系举行 2022 年度本科生创新创业培育项目答辩会。王欣欣等

9 位本科生作为项目组负责人进行答辩，黄阿明、李晔梦和钱盛华三位老师作为

答辩组专家进行评审。

 “创课实验室——历史学系·卓越师范生培养提质计划”中期交流沙龙举

行

今年 4 月，历史学系首期卓越师范生提质计划的“创课实验室”正式启动。

10 月 22 日上午，“创课实验室”中期交流沙龙如约而至。各个项目组同学依次

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自己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的收获和体会，老师们也对各个项

目接下来的计划也做了说明。从中期沙龙汇报情况来看，经半年运作，各个项目

进展顺利。

 首届全国历史学本科拔尖学生论坛暨人才培养经验交流会召开

10 月 22-10 月 23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卓越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和我

系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历史学本科拔尖学生论坛暨人才培养经验交流会在我系

1306 室与线上同时进行。学生论坛先由每位参会者进行报告，后由学生互评，再

由各分论坛专家进行点评；人才培养经验交流会先由每位参会者进行报告，最后

设置圆桌讨论环节。

 华东师大陕西省 2022 级新生座谈会顺利开展

10 月 25 日中午，2022 年华东师大陕西省新生座谈会在系 1306 会议室举行。

陕西招生组组长黄爱梅老师与今年的陕西省新生，通过午餐交流会的形式进行了

一场内容丰富且轻松愉快的座谈，就大学学习、生活等话题展开自由交流与分享。

 华东师范大学台湾研究院揭牌成立

10 月 29 日，华东师范大学台湾研究院揭牌成立。“中美战略大棋局下的两



岸关系”学术研讨也于同期举行。据台湾研究院院长王东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台

湾研究院将聚焦台湾研究领域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课题，为涉台

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前瞻性的智力支持。

 系列讲座

陈时龙：推官与明代政治

10 月 12 日下午，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 40 场曁“大夏中国史论坛 2022 年前

沿讲座”第 1讲，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科研处处长、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时龙老师，进行题为“推官与明代政治”

讲座。我系中国古代史教研主任包诗卿副教授主持此次活动，黄阿明副教授作为

与谈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内外百余

位师生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参加此次讲座。

黄国辉：早期儒家君亲观念的演进与“三纲理论”的形成

10 月 13 日晚，“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 57 场、“大夏中国史论坛前沿讲座”

第 3场，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黄国辉教授，进行了题为“早期儒家君亲

观念的演进与‘三纲理论’的形成”讲座。本场讲座的主持人为王进锋教授，数

百人聆听了讲座。

陆瑞琪：新课标视域下的初中历史教学实践和思考

10 月 11 日，我系初中历史教学专题系列讲座第一场通过腾讯会议成功举办。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初级中学副校长陆瑞琪，带来了题为“新课标视域下的

初中历史教学实践和思考”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黄爱梅老师主持，来自国内

各地的一线教学老师与师范院校同学三百余人在线参与了讲座。

黄须眉：初中历史教学备课思路分享

10 月 14 日晚，我系初中历史教学专题系列讲座第二场通过腾讯会议成功举

办。上海民办华曜浦东实验学校的黄须眉老师受邀为我系学生带来了生动活泼、

干货满满的“诚之课堂”专家讲座：《初中历史教学备课思路分享》。我系本科

生、研究生、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近三百人齐聚云端，参加了本次讲座。

黄滔：新理念、新变化、新要求——《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 年版）》



导读

10 月 18 日下午，我系初中历史教学专题系列讲座第三场通过腾讯会议成功

举办。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的历史教研员黄滔老师受邀为我系学子带来了题为

“新理念、新变化、新要求——《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导读”

的精彩讲座。本次“诚之课堂”专家讲座由黄爱梅老师主持，我系本科生、研究

生、广大中学历史在职教师相聚云端，参加了此次讲座。

刘伟才：19 世纪欧美人非洲行记中的史料及其运用

10 月 26 日下午，系青联会新进教师讲座第二场《19 世纪欧美人非洲行记中

的史料及其运用》在闵行校区人文楼 5303 室举行。本次讲座由我系新进教师刘伟

才副教授主讲、李晔梦副教授主持。

丛小平：家国同构：中国革命的实践与妇女解放

10 月 24 日下午，丛小平教授的讲座《家国同构：中国革命的实践与妇女解

放》在腾讯会议开讲。本次讲座由姜进教授主持。讲座后，听众对中加两国之间

的女性平等状况、中西妇女解放目标的差异，尤其是赋权式妇女解放、妇女的自

主意识觉醒和赋权理论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等问题展开提问，丛教授一一解答。

宫毅：历史教材“怎么用”——立足教材文本开展教学的一些尝试

10 月 25 日晚，系“诚之课堂”初中历史教学专题系列讲座第四场在腾讯会

议开讲，本次会议邀请到徐汇区教育学院历史研训员宫毅老师，为各位师生带来

题为“历史教材‘怎么用’——立足教材文本开展教学的一些尝试”的案例研讨

会。本次讲座由黄爱梅教授主持，讲座吸引了我系众多本硕同学、各地中学历史

在职教师二百余人前来聆听，众师生齐聚云端，研讨环节气氛热烈。

张金奎：从护国利剑到党争工具——走进真实的锦衣卫

10 月 26 日下午，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 41 场曁“大夏中国史论坛 2022 年前

沿讲座”第 2讲，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明

史学会副会长张金奎老师，进行题为“从护国利剑到党争工具——走进真实的锦

衣卫”讲座。黄阿明老师主持此次活动，包诗卿老师作为与谈人。来自华东师范

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校内外数百余位师生通过腾讯会议在线

参加此次讲座。



李云逸：关于跨学科研究的一些思考——从世界史到科学技术史研究

10 月 27 日晚，系思勉班讲座《关于跨学科研究的一些思考：从世界史到科

学技术史研究》在线上举行。讲座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别助理研究

员李云逸博士主讲，2021 级思勉班导师张锐老师主持。

 聚焦大秦 联通成渝——重庆诚之历史教研沙龙第一场活动举行

由我系重庆校友主办的“重庆诚之历史教研沙龙”第一场活动于 10 月 29 日

19：00-21:00 在线上举行。本次活动以统编高中历史教材第 3 课《秦统一多民族

封建国家的建立》为例，由来自西南大学附中李炎乾、成都七中王育明、重庆八

中冯玉帅进行了教学设计分享，由来自成都七中的张振宇、四川大学附中袁小琴、

西南大学附中汪建华对教学设计进行了相应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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