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系系情简讯

【202211】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办公室编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我系联合中文系、哲学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联组学习

11 月 17 日下午，我系联合中文系、哲学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开展“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联组学习，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全国著名党史党建

专家、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家宣讲团成员齐卫平教授应邀作专题报

告。文、史、哲、思勉的党政班子成员、师生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在人文楼 5303 报

告厅参加学习，其他师生党员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参加学习。会议由中文系党委书

记吕志峰老师主持。

 谢国荣的课题入选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

近日，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示，我系谢国荣老师的课

题《 美国民权运动史》入选立项名单。

 瞿骏的论文荣获第十届张静如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一等奖

近日，张静如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评委会组织专家对《第十届张静如党史党

建优秀论文奖评选活动》的参选论文进行了评审，共评选出特等奖一名，一等奖

两名，二等奖六名。我系瞿骏老师于《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 6 期发表的论文

《助产“主义时代”：〈中国青年〉的定位、推广与阅读(1923—1927) 》荣获一

等奖。

 梁志、孟钟捷等完成的教学成果获 2022 年高等教育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

等奖

近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 2022 年上海

市优秀教学成果获奖名单，华东师范大学共有 71 项教学成果获奖。其中，我系梁

志、孟钟捷、章义和、沐涛、王东、黄爱梅、陈波、唐小兵、李文杰、李晔梦完

成的教学成果《筑基·融合·提升：历史学专业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二十五年探索



与实践》获 2022 年高等教育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李孝迁、王应宪和王传完成的教学成果荣获 2021 年华东师大研究生教学成

果奖二等奖

近日，在我校举办的首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文化节闭幕式上，共颁发

了 27 项 2021 年华东师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39 项 2022 年研究生教育卓越育人

奖，14 项经典阅读书目书评大赛获奖研究生，22 项近三年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

列大赛全国一等奖团队和 20 名优秀指导老师。其中，我系李孝迁、王应宪和王传

老师的教学成果《“丽娃史学工坊”——基于沙龙模式的研究生培养途径的创新

与实践》荣获 2021 年华东师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杨光荣获我校第三十三期新入职教师教学比赛三等奖

近日，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了第三十三期新入职教师教学比赛活动。比

赛共评选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五名，我系杨光老师荣获三等奖。

 朱明入选我校 2022 年度申万宏源奖教金候选教师名单

10 月 3 日，我校教务处公示了 2022 年度申万宏源奖教金候选教师名单。共

有四名教师入选，其中我系朱明老师入选。

 沐涛当选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

11 月 12 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换届大会暨“国际秩序变动中的非洲与中非

关系”学术会议举行，我系沐涛老师当选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

 上海世界史学会第九届理事会成员名单产生，我系多名老师入选，沐涛老

师当选新任学会会长

10 月 5 日，“上海市世界史学会 2022 年年会暨第十七届青年论坛和第八届

教学论坛”在上海大学隆重召开，会议通过无记名选举投票产生了上海世界史学

会第九届理事会。其中，我系沐涛老师当选新任学会会长，孟钟捷老师当选秘书

长，朱明老师当选副秘书长。沐涛、孟钟捷、梁志、杨彪、姚昱、徐显芬、谢国

荣、李海峰、朱明、刘伟才老师当选理事，李晔梦老师当选监事。此外，在颁奖

环节，我系退休教授余志森被授予“终身学术成就奖”。



 杨彪当选 JSPS 中国同学会新任理事会会长

近日，JSPS 中国同学会公布了第六届理事会成员名单。我系杨彪老师被选举

为本届 JSPS 中国同学会会长。

 杨彪主编的教材被列入 2022 年度校教材出版基金资助名单

11 月 21 日，我校教务处公示了 2022 年度校教材出版基金资助名单，共有 6

部教材入选。我系杨彪老师主编的教材《国外历史教育研究》入选。

 裘陈江的论文入选上海市历史学会第九届青年论坛参会论文

11 月 14 日，我系对上海市历史学会第九届青年论坛入选论文共 17 篇进行了

公示。本次论坛共遴选出参会论文 17 篇,我系裘陈江老师的论文《跨国互动视野

下梅光迪与胡适的孔教论争——以留美时期两人相关书信的考察为中心》入选参

会论文。

 张阳等 15 名学生在“上海市世界史学会 2022 年年会暨第十七届青年论坛

和第八届教学论坛”获奖

在 10 月 5 日召开的“上海市世界史学会 2022 年年会暨第十七届青年论坛和

第八届教学论坛”中，我系共 26 名师生参与发言，最终获青年论坛一等奖 3 名

（张阳、钱一平、胡朕）、二等奖 3 名（董世康、马力、顾铭晨）、三等奖 6 名

（杨琪、陈珈宝、余姝毅、李聪慧、陶弘铮、崔语倍、张嘉鑫）；获教学论坛一

等奖 1名（其曼古丽·玉素甫）、三等奖 1 名（Ermolova Anastasiia），成为斩

获奖项最多的与会单位。此外，教学论坛中的多位获奖者（王伦立、吴郑洋、刘

丹阳等）也为我系近年培养的研究生。

 本科生潘越荣获第八届本科生论坛最佳报告奖，梁志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近日，第八届本科生论坛圆满落幕，我系本科生潘越的报告《艾森豪威尔政

府对中立主义国家的外交研究：以缅甸为例》荣获最佳报告奖，梁志老师荣获优

秀指导教师奖。

 本科生潘越、李昊洋分别荣获首届全国历史学本科拔尖学生论坛暨人才培

养经验交流会特等奖和一等奖

在 10 月 22-23 日的举行的“首届全国历史学本科拔尖学生学术论坛暨人才培



养经验交流会”上，我系本科生潘越同学荣获特等奖（指导老师：梁志）、李昊

洋同学荣获一等奖（指导老师：张锐）。

 权威期刊发表

张锐:《Maillard de Tournon: The First Papal Legate to China (1702–

1710) and His Unknown Manuscripts（多罗：教廷首位访华特使及其未公开手

稿）》，Religions 2022, 13, no.12: 1137。

 著作出版

王锐著：《革命儒生：章太炎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 11 月。

胡逢祥主编，王应宪、王传副主编：《李平心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

 我系与上海博物馆合作推出《新城记》

近日，我系与上海博物馆合作推出了《新城记》，该书共收录 9 篇文章，其

中 7 篇由华东师大历史学系的教师执笔。《新城记》以城市作为切入点，书中的

每一篇文章都围绕着一座城市展开，如耶路撒冷、罗马、佛罗伦萨等，在介绍城

市文化和世界历史知识的同时，也秉承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向读

者传播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多元文明共存互鉴的理念。

 “印度洋世界的文明交流与互鉴”国际研讨会举办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发展和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国别之间的交流加

强，海上丝路沿线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增进相互之间的合作。鉴于此，11 月 25 日，

我系举办了以“印度洋世界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来自南非、

坦桑尼亚、埃及、越南以及中国的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分为上下两

场进行，紧密围绕着印度洋世界的文明交流和互鉴以及如何搭建互惠共赢的学术

平台展开。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换届大会暨“国际秩序变动中的非洲与中非关系”学术

会议举办

11 月 12 日，由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主办、我系（非洲研究所）和中国历史研



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非洲室承办的中国非洲研究换届大会暨“国际秩序变动中的

非洲与中非关系”学术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线下会场分设于华东师范

大学与中国历史研究院。经过会员代表无记名（线上）投票，选举产生了第十一

届理事会及其领导班子，我系沐涛教授当选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会

长。会议为期一天，专家学者们围绕多个非洲历史研究专题、非洲当代问题、中

非关系史专题、中非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闭幕式由李安山教授主持，沐

涛会长做大会总结。

 首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文化节系列活动“数字历史去何方”圆桌讨

论会举行

11 月 25 日下午，首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文化节系列活动之“数字历

史去何方”圆桌讨论会举行。本次活动由我校研究生院、我系共同主办。南京大

学教授王涛、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袁为鹏、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夏翠娟、上海交通

大学副教授赵思渊、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蒋杰同我系瞿骏教授、阮清华教授齐聚

华东师大人文楼 5303 会议室，围绕“资源、路径与方法：数字历史的可能与局

限”、“回顾与前瞻：最近十年中国大陆的数字历史（史学）发展”两个主题展

开圆桌讨论。

 文史哲青年教师举行经验交流会顺利举行

11 月 16 日、18 日，由中文系青联会、历史学系青联会、哲学系青联会、思

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与成长：文史哲青年教

师经验交流会”于闵行校区人文楼 5303 室成功举办。两日间总计四个单元的经验

交流会共吸引了来自中文系、历史学系、哲学系及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数十位

教师与会交流，现场交流融洽，气氛热烈。

 “模拟研学”暨“‘历史+’跨学科研学项目设计研讨沙龙”顺利举行

为帮助师范生了解研学活动项目如何设计、开展，校课程思政研究中心与我

系共同举办了“模拟研学”暨“‘历史+’跨学科研学项目设计研讨沙龙”活动。

活动立足于今年我系“创课实验室”孵化的“广富林考古文化研学课程”和“松

江府城地图研学课程”两个教育研习项目，内容包括线上研讨沙龙和线下实地考

察两部分。为使活动更具真实性、现场感，同时也能将“跨学科学习”和“课程

资源开发”等教育理念进一步辐射，特别邀请了来自各专业的“优师计划”学生



共 30 余人共同参与，除以“研学生”角色“模拟研学”外，还全程观摩两个项目

的研讨。

 “志业读书会”第一次活动顺利举行

“志业读书会”是我系面向中国古代史方向硕、博士研究生开展、同时欢迎

其他感兴趣的系内外同学参加的一项读书心得交流分享活动。读书会由王进锋、

黄阿明和杨光三位老师共同倡议并联合举办，每月开展一次，主要围绕中国古代

史和历史学领域内的经典著作、经典文章和重要史料进行阅读和心得分享，并对

其涉及到的相关学术背景进行进一步的讨论。11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志业读书

会”第一次活动在系楼 1130 古代史教研室举办。本次读书会以侯旭东教授著《北

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一书为

阅读对象，吸引了系内外共计十二位硕博士生参加。

 系列讲座

谢国荣：“未完成的事业”——美国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对国家形象的逆向

性塑造

11 月 2 日下午，我系教授谢国荣老师在人文楼 5303 室作了题为《“未完成

的事业”：美国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对国家形象的逆向性塑造》的讲座。本场讲

座是历史学系青联会所举办的新进教师讲座系列活动之一，由林广教授主持，王

春来、刘敏、赵继珂、唐小兵等老师，以及来自各个院系的同学参与了本次活动。

刘亚娟：调干生——身份辨识与阶级面貌

11 月 2 日 13 时，历史学系青联会新进教师讲座《调干生：身份辨识与阶级

面貌》在闵行校区人文楼 5303 室举行。本次讲座由我系新进教师刘亚娟副教授主

讲，由阮清华教授主持。唐小兵、裘陈江等老师与数十名本科生、研究生共同参

与，讲座氛围活跃。

李怀印：地缘、财政、认同——清代和民国时期国家转型的机制分析

11 月 6 日上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的李怀印教授在腾讯会议为

我系师生做了“吕思勉中国史系列讲座”第四讲，题为“地缘、财政、认同：清

代和民国时期国家转型的机制分析”。讲座参加者有我系刘昶教授，与谈人有马

克思主义学院吴原元教授、我系王锐副教授和广西师范大学社科分社社长刘隆进



副编审。讲座由我系王燕老师主持。

张仲民：“三客一时隽吴会”——王国维和张尔田、孙德谦之交谊

11 月 9 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教授应邀做《“三客一时隽吴会”—

—王国维和张尔田、孙德谦之交谊》讲座，此为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百场校级讲

座之第 66 场和 2022 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大夏中国史论坛”前沿讲座之第

五场。讲座由我系阮清华教授主持，为了更多听众受益，讲座采用线上方式进行，

来自全国各地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00 多名师生收看和参与了讲座。

倪玉平：清代经济重心东移

11 月 9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 42 场曁“吕思勉学术讲

座”第 2讲，邀请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学者

倪玉平教授进行了题为“清代经济重心东移”讲座。讲座由我系孙竞昊教授主持、

黄纯艳教授评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师

生参与了这场讲座。

刘钊：谈谈“箭羽”

11 月 10 日星期四晚上，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

任刘钊先生应邀开展了一场题为《谈谈“箭羽”》的精彩讲座。由于疫情原因，

本次讲座在线上展开，一百多位感兴趣的老师、同学参与了讲座。本次讲座由我

系王进锋教授主持。

李媛：展演与秩序——明代地方社会的公共典礼

11 月 16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中国史论坛青年学者讲座 2022 年第 2场，

邀请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院副教授李媛老师进行题为“展演与秩序：明代地

方社会的公共典礼”的讲座。我系副教授包诗卿老师主持此次活动，副教授董佳

贝老师、黄阿明老师作为与谈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高校众多师生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参与，部分我系同学齐聚线下，双渠道结合参

加此次讲座。

王笛：阅读与治学——我的史学研究与写作之旅

11 月 18 日晚，华东师范大学 2022 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历史学系“吕思勉学



术讲座”第 3场邀请到澳门大学历史学系讲座教授王笛老师，进行了主题为《阅

读与治学——我的史学研究与写作之旅》的学术报告。王笛教授围绕近作《历史

的微声》，同与会听众亲切坦诚地交流自己在中西交流背景下求学、研究的历程。

讲座由我系唐小兵教授主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澳门大

学等校 300 余位师生在线参与了此次活动。

潘光哲：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互鉴与思考

11 月 23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第 77 场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历史学

系“大夏中国史论坛”前沿讲座第 8场在腾讯会议举行。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老师为近三百名师生带来了题为《新文化

史与新政治史：互鉴与思考》的讲座。我系唐小兵教授主持此次学术活动。来自

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四川大学、湖南大学等校 300 余位师生

在线参与了此次讲座。

彭剑：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的权力新格局

11 月 23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第 67 场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 2022 年

第 7场“大夏中国史论坛”前沿讲座如期开讲，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彭剑教授应邀作题为“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的权力新格

局”的学术报告。讲座由阮清华教授主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近三百位师生参与了此次活动。

王军：但丁与《神曲》

2022 年 10 月 26 日，中国译协汉译意研究会会长、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会副

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学教授、“资深翻译家”王军老师应邀开展

了一场主题为《但丁与<神曲>》的线上讲座。本次讲座系“百场校级学术讲座”

暨“大夏世界史论坛高端讲座”，由我系张锐老师主持，吸引了来自华东师范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近 300 名师生。

蒋竹山：当代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与全球史趋势——从《行旅者的世界史》谈

起

10 月 30 日，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第 85 场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 2022 年第 9



场“大夏中国史论坛”前沿讲座如期开讲。清华大学历史所博士，台湾“中央大

学历史所教授蒋竹山老师应邀开展了一场主题为《当代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与全球

史趋势——从<行旅者的世界史>谈起》的讲座，本次讲座线上线下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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