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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教授荣获 2019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年度贡献奖
近日，2019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年度贡献奖获奖名单公布，我系梁志
教授荣获校本科教学年度贡献奖。
史媛老师获评 2019 年华东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者
12 月 9 日，2019 年华东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者公示，我系史媛
老师获评优秀。
我系荣获 2018—2019 学年学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鼓励奖
12 月 1 日，我校 2018-2019 学年学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公
示，我系荣获学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鼓励奖。
学术著作出版
1. 沈志华 著：《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 东方出版中心
2. 董建波 著：《平湖老鼎酱园置产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
3. 章义和 著：《简修炜先生中古史论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 冯筱才 李世众 著：《浙江畲族文書集成•文成卷》 浙江大学出版社
5. 赵亮宇 著：《非洲经济史：内部发展与外部依赖》 华师大出版社
6. 桂强 著：《湘江战役史料文丛 第七卷报刊（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权威期刊论文
1. 黄纯艳：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

历史研究 2019（05）

2. 李文杰：廷议与决策——晚清的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
3. 瞿骏：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

史林 2019（03）

中共党史研究 2019（11）

4. 孟钟捷：从“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谈二战记忆的真实性问题

世界历史

2019（06）
5. 唐小兵：知识分子视野下的“新革命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 2019（11）

6. 许纪霖：戊戌时期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的世代交替 史林 2019（06）
7. 阮清华：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城市人口安置策略研究

史林 2019（06）

8. 王鸿：“解放时代”的来临 ——五四时期“解放”观念的历史演变

中共党

史研究 2019（05）
9. 刘彦文：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上海青年赴甘支教问题研究

史林 2019（06）

我系党委组织在职教工党支部与退休教工党支部考察南湖革命纪念馆
12 月 1 日，我系党委组织在职教工党支部与退休教工党支部考察南湖革命纪
念馆。这次瞻仰革命圣地的南湖之行无疑是一次生动、深刻的主题教育活动，党
员们带着初心感受红色基因，深刻地意识到在新时代背景下肩负的使命。作为历
史学系的研究者、学习者，必将继续在理论与实践中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奋力
前行。
我系召开青联会 2019 年第二次活动
12 月 4 日下午，我系青联会活动于人文楼一层人文沙龙召开。本次活动由李
文杰老师主持，由沈志华、王海光老师主讲，与青年学者进行治史经验的交流与
讨论，历史学系二十余位青年老师出席了此次活动。李文杰老师对沈志华、王海
光两位老师表示欢迎，就此次交流活动进行简短说明。沈志华老师抛出“青年学
者的学术生命”议题，并明确提到要有大的学术关怀，坚持真诚的学术风气，做
学术要诚实，学术道德更是做人的问题。
我系拉美文化研究中心召开“跨越两洋的美洲大陆”工作坊
12 月 6 日下午，我系拉美文化研究中心于闵行校区人文楼历史学系 1306 会
议室举办了一次主题为“跨越两洋的美洲大陆”工作坊，是历史学系拉美与全球
跨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拉美与全球文化”系列活动之一。参会的报告人有秘鲁
天主教大学-北京大学合作项目博士研究员柯裴（Patricia Castro

Ovando），

上海纽约大学全球视野下的社会课程博后阿斯利·伯克塔（Asli Berktay）以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快思（Kwesi Prah）。其余参会人有拉美与全球跨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恩里克·拉雷塔（Enrique

Larreta）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

学系朱明副教授、上海纽约大学全球视野下的社会课程博士后、拉美文化研究中
心研究助理王菁（Jing Wang）、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拉美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何塞·孔斯特曼（José Miguel Vidal

Kunstmann）以及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学生二十余人。
我系教师赴安徽多所中学进行招生宣传
12 月 6 日—8 日，教务处处长、历史学系系主任孟钟捷教授、历史系党委书

记王东教授、教师教育学院李月琴和徐继玲老师分别赴安徽省铜陵一中、芜湖十
二中、合肥八中等校进行招生宣讲，为各校学生家长招生宣传咨询。
我系世界史教研室和世界史党支部联合召开“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
命”本科教学研讨会
12 月 12 日下午，我系世界史教研室和世界史党支部联合召开“不忘教育
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本科教学研讨会。教务处处长、历史学系主任孟钟捷，
大夏书院院长、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科带头人沐涛，历史学系副主任黄爱梅，世
界史党支部书记林广，以及世界史教研室近 20 位教师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
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朱明主持。老中青三代教师相聚一堂，围绕如何改进本科教
学工作，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加快推进世界史 A+学科建设展开了深入研
讨。
我系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会
12 月 18 日，我系党委在人文楼 1306 会议室召开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会，校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曹友谊莅临指导，系党委书记王东、系党委委员与各基层
党支部书记出席。
我系代表团访问越南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历史学系
12 月 20 日，我系代表团访问了越南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历史学系。越
南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属于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是越南人文社科领域最重要
的高校，也是我系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的五个海外工作站中越南工作站所驻的
学校。越南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与我系有长期合作关系，三年前曾经合作召
开过工作坊。此次访问期间，双方也联合举办了工作坊，加深了彼此的了
解，均受益匪浅。
我系举办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辅导会
12 月 25 日下午，我系在闵行校区人文楼 5403 室，召开 2020 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申报辅导会。历史学系副系主任瞿骏教授主持会议。本次辅导会邀请人
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霍九仓副院长做课题申报的政策指导，历史学系崔丕教授、
韩钢教授、王东教授为课题申报指导专家，朱明、郭又新、肖琦、王锐、赵晋、
王燕、刘彦文、阮清华等青年教师参与研讨。
我系举办 2019 年迎新生迎新年联欢会暨青年史学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

12 月 27 日，“执梦远航”历史学系 2019 年迎新生迎新年联欢会暨青年史学
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在大活 C 区舞厅顺利召开。同学老师们欢聚一堂，共迎
新友、共庆新年、共贺青年史学社四十岁“生日”。
我系主办“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与长三角世界史研究”长三角世界史联席会
议
12 月 27 日至 29 日，由我系主办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与长三角世界史研
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青浦高级中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
科学院、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
学、安徽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台州学院、温州
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丽水学院、朱家角中学、青浦高级中学、闸北八中、华东
师大二附中紫竹校区、松江二中等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学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参
加了此次论坛。
我系与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办公室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2 月 30 日，我系与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办公室，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人文楼 1308 室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生键红女士，静安
区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党史研究室主任、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林捷先生，静
安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叶供发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王东教
授，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历史学系主任孟钟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
系教师代表阮清华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生代表，以及静安区地方志
办公室全体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人事信息
近日，我系党委专职组织员张园正式入职。
系列讲座与学术沙龙信息
12 月 4 日，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洪庆明在人文楼 1306 主讲《18 世纪
法国的书籍出版与思想转变》。
12 月 6 日，我系姚昱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战后美国对亚非不
结盟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在人文楼 5405 室举行学术沙龙。
12 月 6 日，我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游览博士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
后越南（北越）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政策演变研究（1945-1989）”在人文楼 5402

房间举行首次工作沙龙。
12 月 17 日，澳门大学教授杨斌在人文楼 1306 主讲《海贝和贝币：鲜为人知
的全球史》。
12 月 18 日，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进宝在人文楼 5403 主讲《丝绸之路的由
来及其商业贸易》。
12 月 19 日，第十二次 “先秦史读 书会”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 王进锋
老师主持，先秦史方向 硕士研究生及 三位历史学系本科生参加。
12 月 22 日，世界史教研室研究生在历史学系 1306 室举办第三期“城市
史读书会”。
12 月 24 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贤亮在人文楼 1306 主讲《明清之际江
南士人的生活世界》。
12 月 26 日，我系瞿骏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运动在江浙地方
社会的拓展与回应研究（1917—1927）”在人文楼 1306 会议室举行工作沙龙。
12 月 26 日，我系王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六十年来台湾学
术制度的嬗变与人文学术的发展”，在历史学系中国史学研究中心举办年度学术
沙龙。
12 月 27 日，长崎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科副教授土居智典在人文楼 5303
主讲《清末财政预算制度和中央地方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