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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举办“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
研讨会 

2018年 11月 11日，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

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自世界多国

的政要和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上外 15项课题获 2018年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立项 

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2018

年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立项名单公布，我校 15项课题获准立项，其中一般课

题 10项，青年课题 5项，立项率达 41%…… 

 上外 1项课题获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资助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我校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树勇教授投标的“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获得立项……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入选中国
高校智库百强榜 

12 月 22 日，2018 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转播高峰论坛在江苏省会议

中心钟山宾馆召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获

“中国智库索引（CTTI）高校智库百强”（A类）证书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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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要闻资讯 

“跨文化视域下中德两国英雄人物的建构、解构与认知”国

际研讨会在上外开幕 

10 月 10 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德国弗莱堡大学联合主办的“跨文化视域下中德两国

英雄人物的建构、解构与认知”国际研讨会在上外开幕。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中德双方

50 余名专家将就“中德两国英雄形象的建构及解构”、“英雄与反英雄的存在关系和哲学

意义”、“中德两国母文化范畴内英雄形象的界定与认知”、“英雄形象在民族意识、文化

精神视域下的思考”等主题展开探讨。 

开幕式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博士、德国驻沪总领馆文化和新闻处主管韩茂

良先生（Maximilian Hallensleben）、上外德语系主任陈壮鹰教授和弗莱堡大学德语系主任

奥恩哈默尔教授（Prof. Dr. Aurnhammer）教授分别致辞。姜锋博士认为，不同的文化语境

下，人们对英雄的界定与认知不尽相同，但是也存在共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英雄的建构

与认知以及在多元文化碰撞中英雄形象的解构具有时代意义。   

简短的开幕式之后，阿施教授（Prof. Dr. Asch）、朱建华教授与奥恩哈默尔教授分别带

来了题为“莱布尼茨——18 世纪前期欧洲早期启蒙者与中国迷”、“汤若望——身处 17 世

纪中国的科隆人”与“中国英雄——元杂剧中的中国英雄形象”的主旨报告。报告学术内涵

深厚，视野开阔，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出席研讨会的教授与学者来自日耳曼语言文学、汉学、历史学、英美文学、艺术史、考

古学和伊朗学等专业领域，并将分成两个小组，就“中、德两国对于文学作品中英雄形象的

接受”与“中、德两国历史、政治中的英雄化进程”两大主题展开进一步的研讨与交流，从

而为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流动、文化碰撞做出贡献并且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念

思路。 

大会受到德意志学术交流基金（DAAD）的“中德日耳曼院系高端科研合作项目”（GIP）

资助以及德意志科学基金重大课题“英雄——英雄形象建构——英雄主义”（SFB 948）的

支持。本次会议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及弗莱堡大学德语系长年合作的硕果之一。 

（德语系） 

上外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0 月 25 日，外交部前部长助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沈国放大使应邀

出席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签约仪式。李岩松校长与沈国放大使分别代

表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加强互助，资源共享、加强互信，协同创新、促进互惠的原则与

宗旨，在共同关心的领域互相支持。在合作中建立互信协作，积极发挥各自优势，充分利用

国内外人力与网络资源，推动优质资源共享，实现互利，不断深化实质合作。探索部属高校

与国家级核心智库合作发展新模式，共同构建一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与高端智库研究相结合

的创新体系，提升双方的国内外影响力。 

签约仪式结束后，沈国放大使为上外师生做了题为“国际大格局下的中美关系”的主题

报告，阐明了中美关系在国际大格局中的关键地位，中美双方应在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各国

谋求经济合作的大趋势中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沈国放大使认为，研究中美关系要立足于国际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简报 2018 年 12 月 

 2 

大格局。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先后发生，而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摩

擦不可避免。 

讲座开始前，李岩松校长向沈国放大使介绍了上外的历史沿革、办学理念及人才培养情

况。沈国放大使与出席活动的上外教师就外语教育、中美关系、国别区域研究等进行了交流。

校团委书记廖文其、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广大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研究

院副院长刘宏松教授、科研处副处长毛文伟教授和学校职能部门相关人员出席了签约仪式和

交流活动。 

（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 

上外举办首届中外古典法学青年论坛暨“德意志古典法学与

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10 月 27 日至 28 日，上外首届中外古典法学青年论坛暨“德意志古典法学与当代中国”

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第二报告厅举行。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出席

并致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所、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知识产权出版社等三十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的

专家学者四十余人出席了活动。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海斌主持开幕式。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他首先对中外古典法学青年论坛的

举行表示祝贺，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德国古典法学是德意志民族法律

文明中最为耀眼的部分，在世界法学史和知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

康德、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至今发挥着重要影响，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哲

学研究的前史。此次论坛对于这个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姜锋指出，上外目前正致力于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

本次论坛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探究德意志古典法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主题非常契合

上外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定位和特色，不仅对于上外法学学科，对于上外其他学科的发展，

都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教育部长江学者、《法哲学原理》最新译本译者、复旦大学邓安庆教授做了题为“自然

法与自由法：现代自然法的四种基本形态”的主旨发言。他首先细致梳理了德国古典法哲学

对于近代霍布斯以降的自然法理论的批判史，深刻阐述了德国古典法哲学对于自由与法权概

念的全新理解，认为自由只有在法的保障下才能实现，而不需要自然状态的假定，或经由社

会契约理论来解释。他还概括性地揭示了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内在困境的克服，及其在人类

自由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本届中外古典法学青年论坛为期一天半，共分为五个单元。与会专家学者就“康德的法

哲学”“费希特与谢林的法哲学”“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的法哲学”和“思想史谱系

中的德意志古典法学”等主题分别进行了研讨。为便于深入讨论，论坛还设置“康德法哲学

研究系列评论”“黑格尔、马克思法哲学研究系列评论”和“德意志古典法学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三场圆桌会议。会场气氛热烈，既有扎实深入的学术交流，也有针锋相对的观点碰

撞，是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 

开幕式上，知识产权出版社代表向主办方赠送了《德意志古典法学丛编》丛书。会上还

对上外第二届中外古典法学青年论坛暨“不列颠古典法学与当代中国”研讨会进行了筹划。

论坛闭幕式由法学院党总支书记孙宇伟主持，法学院党政领导及部分专业教师、研究生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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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席了论坛活动。 

（法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中国与欧洲：成就、挑战与前景”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 

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同时也是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奠定基础的《罗马条

约》生效 60 周年之时，并且恰好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之际，在此具有重要

历史意义的时刻，“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中国与欧洲：成就、挑战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 10 月 29 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上海欧洲

学会和比利时欧洲学院三家学术机构联合举办，来自中国与欧洲各个知名智库与高校的 80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合作潜力、遇到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展开

了深入的分析与坦诚的交流。 

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峰副校长和欧盟驻华使团公使衔参赞白尚德（Asad Beg）先生在会议

开幕式上致辞。随后会议围绕“中欧经济与贸易关系”、“中欧政治、外交与安全关系”、

“中欧在科技与环境议题中的互动”三个板块，举行了五场研讨。 

第一场研讨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与欧洲一体化的互动”。与会学者回顾了中欧双边经

济关系的演进历程和结构特征，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如欧盟面临的多重危机、美

国经济政策的调整、美欧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中美欧三方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认知的分歧等，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评估了中欧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的问题与前景。 

第二场研讨围绕“中欧投资与贸易的挑战与前景”展开。欧洲学者指出中欧双边经济关

系的争议焦点正从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转移，同时也坦言德国等欧洲大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度在上升。中方学者详细归纳了未来中欧经济合作的潜力，并指出目前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

对于中欧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状况的认知，受到美国的过多影响。 

第三场研讨以“过去四十年来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的互动”为题。与会欧洲学者阐述了

过去四十年间欧盟和欧洲大国对中国的认知与评价的巨大转变，同时也指出随着中国的崛

起，欧洲看待中国的心态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中方学者则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与中欧

关系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同步向前推进，但今后中欧之间的竞争会增多，双方需要将利益

诉求与责任意识结合起来。 

第四场研讨的焦点是“中欧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上的合作：反恐、地区事务与发展援助”。

欧方学者认为中美欧之间缺乏妥善管理三边战略关系的制度架构，比较了中国与欧盟对中亚

的发展援助的效果差异，中方学者则提出可以将“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相结合，从而落实和强化中欧合作，并阐释了中欧在战略安全合作的多个领域的合作对

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 

第五场研讨的主题是“中欧在科技与环境领域的合作”。欧方学者指出，中欧科技合作

在中国从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欧盟关于对华政策

的多份纲领性文件里都一再突出强调中欧科技合作的重要意义与潜力。中方学者则具体分析

了中欧在全球碳减排机制、气候治理架构、能源合作等领域可以考虑的协作模式，并评估了

美国意向的变化对中欧合作的影响。 

参加本次会议的欧方学者有 20 余人，均来自欧洲多所知名大学和智库，如比利时欧洲

学院、根特大学、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布鲁盖尔研究所，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英国

华威大学和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匈牙利罗兰大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等。中国学者分别来自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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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京沪两地的知名大

学与智库。来自欧盟驻华使团和比利时驻沪总领馆的多名外交官，以及来自德国艾伯特基金

会等机构的驻沪外籍人士，参加了本次会议并与到会学者展开了交流。本次会议是中国欧洲

研究界的一次重要盛会，也是中欧学者围绕当前世界形势与中欧关系的相关议题进行的一次

集中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欧盟研究中心）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召开学术委员会暨顾问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会议 

2018 年 11 月 9 日，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暨顾问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会

议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李岩松校长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中心顾问、著名学

者戴炜栋、陆俭明以及学术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中心管理班子代表出席会议。姜锋书记在中

途到场祝贺会议召开，并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会议上半场由科研处处长王有勇主持。李岩松校长分别向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成员、

中心主任曹德明颁发了聘书。随后，曹德明教授向中心副主任、办公室主任颁发聘书。 

会议下半场由中心副主任朱晔主持。中心执行主任赵蓉晖从团队建设、科研创新、人才

培养、咨政启民、学术交流、未来设想等方面报告了中心工作情况。2017-2018 年，中心各

项工作均顺利进展，学科建设成效显著，更推出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百科全书》《世界

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标志性成果，在语言文字事业的国际化发展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未来，中心将本着“突出特色、提升质量、成果导向、育人为先”的原则推动各项

工作开展。 

随后，与会专家就中心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与规划展开热烈的讨论，专家们对中心第二期

建设开启以来的工作情况高度肯定，并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梅德明教

授综合了与会专家的意见，提出下一步中心应在学术思想的理论创新、咨政服务对象多元化、

外语战略的定位与中心自身研究定位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通过研究和参与面向未来的语言

战略规划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 

中心主任曹德明教授总结道，未来中心的发展需要充分调动校内校外两部分资源，广泛

开展多学科、多语种、多机构的合作。在加强服务国家战略的研究和咨政工作的同时，继续

加强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着力培养“科研、教学、咨政、管理”四位一体的全能型人才。 

此次会议凝聚了共识，聚焦未来工作的目标和方略，是中心转型发展过程非常重要的工

作会议，将对未来各项工作发挥引领和指导的作用。 

（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举办“联通世界与未来”国

际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11 日，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

际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自世界多国的政要和海内外专家学者参

会。多家媒体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报道，并竞相采纳发表大会致辞与演讲发言，

取得了极为显著的宣传效果。 

在综合报道方面，人民网、央广网、中国日报、新民晚报、中国社会科学和周到上海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简报 2018 年 12 月 

 5 

媒体进行了及时全面的报道，就本次研讨会的宗旨与意义进行了深度报道。 此外，百家号、

一点资讯、搜狐和新浪等互联网新媒体也进行了相关转载。 

本次研讨会嘉宾与中外学者演讲与发言的学术质量得到国内媒体的高度肯定，近一个月

来，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澎湃研究所、上观新闻和《文汇报》等媒体进行了纷纷转载相关内

容。 

澎湃新闻重点刊登了出席开幕式的政要发言。澎湃新闻的《外交学人》版块分别发表了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的《用中国家庭价值观助推“一带一路”》，日本前首相

福田康夫的《中日加强东亚安全合作对全球稳定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

娃的《中国式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考》等政要演讲。澎湃新闻的《澎湃研究所》版块刊

登了华东师范大学刘擎教授以“全球秩序的困境与未来”为主题的演讲内容。 

上海观察网站刊登了数位国内学者的重要发言。上海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复旦大学一

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的《西方对“一带一路”的偏见，多数是源于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的无知》，北京语言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学术院长黄靖的《特朗普说：

美国好，世界才好；习近平说：世界好，中国才好----境界高下，云泥立判！》等文章引起

了广泛的社会反响，阅读量与点击率远高于同类报道。 

《文汇报》重点刊载了数十篇国外智库学者的相关发言。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

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费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凯的《世界正变得更具竞争性却又相互依

赖，大国已为维护全球和平稳定做好准备》， 塔吉克斯坦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阿杜纳比·萨

托洛夫的《中国是塔国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和哈萨克斯坦亚洲研究所所长苏丹·阿柯穆贝

科夫的《美俄冲突实为市场与利益之争》等演讲得到了广泛社会关注。 

上外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Shanghai Academy of Global Governance & Area 

Studies）是在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和运营的协同研究平

台。研究院以“立足本土，放眼全球”（Global at Home）为建设理念，充分汇聚国内、国

际优质学术资源，着力打造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高端智库、高端人才培养储备基地、国

际舆情监测高端平台和高端大数据中心，积极构筑“资政、咨商、启民、育人”功能融为一

体的国内、国际学术共同体。“联通世界与未来”是学院每年一度的重大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是学院增加国际交往、加强国际交流的重要学术平台。 

（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第四届“伟大丝绸之路上的多元价值观：语言、文化和教育”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外召开 

2018 年 11 月 17 日，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主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

国撒马尔罕外国语学院合办、上海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处和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

化发展中心共同协办的第四届“伟大丝绸之路上的多元价值观：语言、文化和教育”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成功举办。来自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多个高校、

科研机构的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萨·阿戈扎

姆赫德热耶夫（С. Агзамходжаев）在开幕式上致辞。姜锋书记指出，中亚和

中国历史上繁荣的原因正是因为开放，开放是交流的基础，中乌两国交往历史悠久，新时代

交给两国的使命就是如何复苏古老的丝路精神。阿戈扎姆赫德热耶夫总领事指出上海和乌兹

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缔结友好城市至今 24 周年，他感谢上外积极筹备此次会议，并肯定了

上外一直以来在中乌两国人文合作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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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区域间研究所所长，候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2019 年 1 月 1

日上任）弗·伊·诺罗夫先生（В. И. Норов）以丝绸之路在中亚区域扮演的角色为

主题做了主旨报告，他回顾了中亚的历史发展，并结合中亚与中国之间 16 世纪以前的接触

和 17 世纪开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衰落，指出，正是丝绸之路和随之而来的交流、开放使得

中亚国家得到了繁荣，随着海路的不断开发，古丝绸之路渐渐衰落，给中亚国家的经济甚至

政治独立都带来了不利影响。如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亚的发展和中乌关系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诺罗夫教授还特别表达了希望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更上一层台阶的

期盼，并邀请大家明年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在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和塔什干缔结友好城市 25

周年庆典活动。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汪宁教授、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塔什干乌兹别克语语

言和文学大学校长舒·萨·西拉日基诺夫先生、乌兹别克斯坦国立世界语言大学副校长

屠·阿·马德拉合莫夫先生、伊犁师范学院孟毅教授、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立外国语学

院副校长沙·萨·阿树罗夫先生及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中亚语系主任吴爱荣

老师分别就中亚语言文化、教育、人文交流等方面作了主旨发言。 

会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区域间研究所所长，候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伊·诺

罗夫先生向上外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中亚语系主任吴爱荣老师授予了荣誉证书，表彰了其在

巩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关系、以及在中国乌兹别语教学、研究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与会者分为三个小组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教育、地缘政治等方面进行

了热烈探讨。 

（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学术研讨会暨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在上外举行 

2018 年 12 月 22 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学术研讨会暨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开题报告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举行。来自中

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中共中央党校、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国际

关系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齐

聚上外，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这一主题，共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会议的第一阶段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冯庆华副校长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在

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上海外国语大学必须超越过去的语言单一的学科，

一定要和其他的学科相互融合，利用多语种的优势，创造新学科发展的动能，尤其强调了政

治学的重要性。姜书记表示，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的申报成功，是相关单位以及学界对上外工

作支持与信任的结果。随后，中宣部国际传播局赵建国局长在致辞中介绍中宣部正在进行的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并且表达了与课题组以及参会专家进行深入合作的意愿。中联部研究室

栾建章主任在致辞中认为，这个课题本身研究意义重大，并且是非同寻常的尝试，该课题不

但具有理论价值，更多具有政策价值、战略价值，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为世界

作出更大贡献。上海市社科规划办主任李安方首先表达了以郭树勇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

科重大项目课题组的祝贺，并指出是项目的中标是课题组前期深刻积淀的结果。李主任表示，

市社科规划办会努力做好课题研究的服务支撑工作。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外交部政策规划

司秦宏参赞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一道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时代中国外交研究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简报 2018 年 12 月 

 7 

心”揭牌。揭牌仪式后，杨洁勉教授做了致辞，强调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心成立的重大

意义。 

第三阶段由上海市市委宣传部理论处李明灿调研员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毛

泽东邓小平理论》常务副主编曹泳鑫；《国际展望》副主编孙震海以及《国际观察》副主编

程亚文对相关期刊进行了介绍，并表达了各个期刊与课题组之间开展机制化合作的期待，并

且希望能够把课题成果更好地进行推广。 

其后，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王有勇教授主持了课题组汇报及专家讨论环节。项目

首席专家郭树勇教授介绍重大课题开题计划，向与会的专家汇报了课题的总体框架和预期目

标，并介绍了组织保障方面的团队协同机制。随后，各个子课题负责人曹泳鑫、任晓、刘宏

松、栾建章等人分别对子课题的研究计划进行了汇报。与会专家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

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部原主任宫力教授、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参赞秦宏、复旦大学党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陈玉刚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晓萌研究员以及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中

国特色理论研究处副处长郑丽平研究员先后发言，并围绕着课题总体思路、子课题研究设计、

总体研究计划、经费保障、合作机制、成果推广等议题与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讨。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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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进展 

上外 1 项课题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系列课题立项资助 

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我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王宝珠老师申报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

系列课题《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与成效研究》获准

立项，课题批准号 2018XAB011，资助经费总额 7 万元。 

为了系统深入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深刻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的历

史经验，科学把握对外开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

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联合开展 2018 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系列课题招标并正式立项课题 16 项。 

（科研处） 

上外 15 项课题获 2018 年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立项 

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公布 2018 年市社科规划一般、青年课题立项名单。2018 年正式立项课题 370

项，其中一般课题 239 项，青年课题 131 项。我校 15 项课题获准立项，其中一般课题 10

项，青年课题 5 项，立项率达 41%。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批准号 负责人 项目类别 
资助经费

（万元） 

企业漂绿行为的动因、绩效转化及权变因素研

究 

2018EGL

009 
范培华 青年项目 6.00 

现代汉语否定提升研究 
2018EYY

008 
李双剑 青年项目 6.00 

语言接触视角下汉字对古代朝鲜半岛书写手段

的影响研究 

2018EYY

003 
崔松虎 青年项目 6.00 

上海话及普通话情绪韵律之生成与感知对比研

究 

2018EYY

002 
严菡波 青年项目 6.00 

当代西方“诗辩”的理论范式考辨与语用文体研

究 

2018EWY

007 
唐珂 青年项目 6.00 

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跨文化战略研究 
2018BCK

009 
索格飞 一般项目 8.00 

上海市养老服务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估研究 
2018BGL

024 
刘晓雪 一般项目 8.0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舆论认同构建研究 
2018BXW

005 
严怡宁 一般项目 8.00 

提升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影响力研究——基于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多语种国际舆情分析 

2018BXW

003 
吴瑛 一般项目 8.00 

基于语体甄别的汉语语篇研究 2018BYY 杨彬 一般项目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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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语言文化意象的翻译与特征建模研究 
2018BYY

008 
胡加圣 一般项目 8.00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亚语言教育状况调查

研究 

2018BYY

001 
吴爱荣 一般项目 8.00 

英国 18 世纪前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社区研究 
2018BWY

020 
王欣 一般项目 8.00 

国际能源安全议程设置与我国参与国际能源合

作的路径与模式研究 

2018BGJ

006 
韦进深 一般项目 8.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美国的研究状况评析 
2018BKS

009 
郑国玉 一般项目 8.00 

 

（科研处） 

上外 1 项课题获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资助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

的通知，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我校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郭树勇教授投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获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项目批准号 18ZDA007，资助经费总额 80 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级别最高的科研项目，其中，重大

项目是现阶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项目类别。2018

年共有 306 个项目入选。 

（科研处） 

上外 1 项课题获 2018 年度“曙光计划”项目资助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曙光计划”项目

名单的通知（沪教委科[2018]48 号文），上海外国语大学梁锡江老师申报的“恩斯特布洛赫

《乌托邦精神的翻译及研究》”入选本年度曙光计划项目，项目号为 18SG28。 

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管理的“曙光计划”已实施 20

多年。“曙光计划”自实施以来，在高校青年科研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取得了较

大成果。“曙光计划”项目研究年限为 2-3 年，一般不能超过 3 年，人文社科类项目每项资

助额度为 5 万元，自然科学类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为 15 万元。 

（科研处） 

上外 1 项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通过结题鉴定 

2018 年 11 月 9 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陈坚林教授主持的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

2014 年重大项目“语言教育规划研究”结项鉴定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 

结项鉴定组由八位专家组成，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担任组长，其他成员包括武汉大

学赵世举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戴曼纯教授、上海海事大学蔡永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曹

德明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邹申教授、安徽大学朱跃教授、复旦大学郑咏滟教授。 

项目主持人陈坚林教授首先做项目实施汇报，他就项目概况、项目子课题、研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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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调研情况、研究成果（影响力和被采纳情况）、主要创新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等逐一报告，并回答了专家组提出问题。 

专家组认为，该项目提出的语言教育大学科观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战略视野和创新意

义；项目提出的“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动态三维分析框架”克服了以往偏重于历史文本的单纯

分析方法，以动态和发展的视角看待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将国际关系、公共政策学和语言教

育政策学的理论与多语种语言教育系统结合，拓宽了语言学科和语言教育学科的研究视角。

该项目设计合理，方法科学，数据可信，研究结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一部分成果一经

发表就被广泛引用，另一部分成果已被相关的教育部门所采纳等。专家组认为，研究项目达

到了该课题预设的研究目标，有较为丰硕的科研成果，同意该项目结项。 

陈坚林教授代表项目组感谢国家语委对此项工作的支持，感谢专家组对项目提出的宝贵

建议，同时表示将根据专家们建议进一步完善研究内容，为未来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语言

教育规划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切实可行的咨询建议，服务国家，服务社会。 

（语言研究院） 

上外 1 项国家语委基地重大科研项目通过结题鉴定 

2018 年 12 月 20 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梅德明教授主持的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

划基地重大项目“我国大中小学学生外语能力标准及评价体系研究”结项鉴定会在上海外国

语大学召开。 

该项目对接国家落实“立德树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教育顶层设计，对我国大中小

学学生外语能力标准及评价体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科教育研究和语言政策研究，同时对

以英语为主的外语能力开展了国际考察和跨地区比较研究，取得了诸多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

价值的研究成果。 

结项鉴定组由五位专家组成，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担任组长，其他成员包括上海交通大

学王同顺教授、同济大学吴赟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蓉晖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王雪梅教

授。 

项目主持人梅德明教授就项目的实施与成果进行了汇报。他就项目概况、研究内容、研

究结果、研究创建、研究成果、主要创新意义、后续课题等逐一报告，并回答了专家组提出

问题。 

专家组对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具有理论建构意义

和实际应用价值。研究成果涵盖基础理论、教学评价、课程改革、政策规划等方面，对新时

代我国大中小学学生外语能力标准、评价体系建构、课程建设具有指导意义。所发表的研究

成果从质和量两方面都超出预期，课题组提供的两份资政报告对国家制定外语能力指标与评

价体系以及国家化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专家组认为，《我国大中小学学生外语能

力标准及评价体系研究》项目达到了国家语委科研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标准，同意该项目结

项。 

梅德明教授代表项目组感谢国家语委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对该

项目工作的支持，感谢专家组对项目提出的宝贵建议，同时表示将继续在理论和应用层面，

就外语能力建设与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切实可行的咨询建议，服务国家，服

务社会。 

（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简报 2018 年 12 月 

 11 

学术成果荣誉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谢雯璟老师论文获 SSCI 期刊发表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谢雯璟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apital flow: a network perspective”被 SSCI 期刊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Available online 4 October 2018，In Press, Accepted Manuscript）接受发表。 

该期刊为金融学国际权威期刊，影响因子 2.48。该论文立足于继美国之后，欧盟、印度

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出台大量限制性贸易壁垒，从贸易角度的去全球化有一触即

发之势的背景下，讨论了一国在国际贸易网络和国际金融网络中地位相互作用，结果表明，

短期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尽管会降低贸易规模和贸易目的地多样性，但不会导致资本流动状

态的改变；但是，由于美国升息等带来的资本在短期流动的变化，甚至一些国家进行资本管

制，则会对贸易收缩产生强化作用。如果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发酵，并且

较长时间持续，将会带来在贸易和金融两个维度“去全球化”的发生。世界主要国家应采取

行动，尽快中止目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行为。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多项研究成果被国际神经经济学学会

SNE2018 年会收录 

2018 年 10 月在国际神经经济学学会（Society of Neuroeconomics, SNE2018）第 16 届年

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举办，上海外国语大学脑与认知科学应用重点实验室、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及神经管理学研究所团队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北京邮电大

学管理学院等多单位合作，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第一或者共同署名单位，报告了五项神经科

学与经济学或管理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其中潘煜教授作为第一作者的研究报告“How 

beauty affects fairness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An fMRI study on face attractiveness and the 

ultimatum game”(3-H-28)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并被选为第 7 届 Consumer Neuroscience 

Satellite Symposium 口头报告。本研究通过结合经济学研究中经典的公平决策行为模式

Ultimatum Game 与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术考察了

面孔吸引力对社会决策中的公平决策的影响，发现具有高吸引力的面孔能够显著改变大脑中

对 Ultimatum Game 里不公平报价的神经加工机制，进而导致个体对不公平报价做出不同的

拒绝或者接受选择。这项研究属于典型的管理学或经济学与神经科学有机结合的跨学科研

究。 

SNE 2018 年会收录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相关研究成果如下： 

2-D-19 Yan Wan, Yu Pan, Hengyi Rao*：Apology or explanation: Which one is more 

effective for redeeming negative online reviews – based on a fMRI experiment 

2-G-27 Ke Zhao, Yao Deng, Zhuo Fang, Hengyi Rao*: Effects of age and gender on 

risk-taking across the life span 

3-H-28 Yu Pan, Yujia Wu, Sihua Xu, Yujia Sui, Fang Wang, Li Gao, Yan Wan, Hengyi Rao*: 

How beauty affects fairness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An fMRI study on face attractiveness and 

the ultimatum game 

3-H-30 Fang Wang, Xin Wang, Sihua Xu, Hengyi Rao*, Yu Pan*: Who would behave risk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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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yad decision and why? 

3-D-18 Liang Meng: A surprising source of self-motivation: Prior competence frustration 

strengthens one's intrinsic motivation in another competence-supportive activity 

国际神经经济学学会介绍：国际神经经济学学会是由全球的科研、教学等单位中的经济

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工作者组成的，是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注册地为美国。该学会是神经

经济学领域的顶级学会，其宗旨是以经济行为的研究为基础，从心理、经济和神经科学的角

度，促进学者之间的合作和讨论。并通过支持年轻的研究人员确保神经经济学领域的持续进

步。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上外工管学院学者论文入选首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 

近日，上外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青年教师、脑与认知科学应用重点实验室成员孟亮副教授

入选首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 10 月 19 日-21 日，管理科学

与工程学会 2018 年年会暨第十六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在昆明举办，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的颁奖典礼在此期间隆重举行。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 1997 年我国学位授权点调整之后设立的一级学科。本届年会的

主题为“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机遇与挑战，包括中国管理

科学领域的3名院士、60余名长江学者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内的1500

余名中国管理科学领域的学者济济一堂，共同参与了本次大会和 13 个专题分论坛的讨论。 

为奖励在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博士学

位论文的作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与 2018 年 3 月启动了首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经过通讯评审和专家会议评审，共评选出 9 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我校孟亮副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任务设计与个体的内在动机：认知神

经科学视角的实证研究》位列其中。 

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 2018 年年会中，我校孟亮副教授还应邀在神经管理与神经工程

分论坛作了题为《重新设计工作：胜任感、自主性动机与激励》的学术报告。报告中，孟亮

副教授结合自身在工作动机与激励问题上的最近研究进展，详细介绍了如何应用认知神经科

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管理学研究。该报告打开了激励问题研究的全新思路，获得了与会老师和

同学们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扩大了我校脑与认知科学应用重点实验室在学术界的美誉度。 

近年来，我校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在人才引进和青年教师的培养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成

效显著，孟亮副教授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随着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在 2018 年成功申报博士

点，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还将进一步加大对师资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支持力度，可以预见我校

工商管理学科的未来会更美好。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再聚焦“一带一路”建设：《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7-2018）

出版发行 

2018 年 11 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年度）报告《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2017-2018）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组织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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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资助出版，主编为刘中民教授、孙德刚研究员。该

报告为 2013 年以来出版的系列报告第六卷。《报告》聚焦“一带一路”建设，包含主题报

告和四个专题报告，集中展示了上外中东研究所团队及协作者对近一年来中东地区国家形势

和中国中东外交的跟踪研判及对策建议。 

报告以“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及应对”为主题，分析了在中东地区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及应对策略，并对伊朗、沙特、埃及、以色列、阿联酋、阿曼

六个“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国家的风险及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宏观研究方面，报告重

点分析了中东地区层面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在政治风险方面，报告主要对大国博弈、地区政

治和沿线国家国内政治三个层面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中国应加强中美相互理解与战略

互动，避免介入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对抗，根据不同国家政治风险差异精准施策等对策。在安

全风险方面，报告重点讨论了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中国应客观准确评估

中东地区安全风险，运用新安全观对中东地区进行安全塑造，创造性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

推动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帮助中东国家增强安全能力建设，增强中国在中东的适度军事存

在等对策。在国别研究方面，报告选择伊朗、沙特、埃及、以色列、阿联酋、阿曼六个相对

稳定、具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基本条件的国家进行了专题研究，其基本判断是这些国家

国内政局基本稳定、对“一带一路”倡议响应积极，但也在政治、政治、经济、社会、法律

等领域面临程度不等的风险。各专题报告还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风险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

略。 

专题报告“中东地区热点问题”主要围绕 2017 年以来对中东地区格局的重大议题进行

了研究，其内容主要包括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原因及影响、中东库尔德问题的新发展、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与伊朗关系的新变化、后“伊斯兰国”时期的国际反恐形势等热点问题。 

专题报告“大使观中东”主要以中国前驻中东国家大使的独特视角对中东形势进行观察。

报告“中阿关系行稳致远的新起点”对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进行了

总结，并对未来中阿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报告“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局势”侧重分

析了中东国家转型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概况；“卡塔尔断交危机及其对地区形势的影响”

对卡塔尔断交危机这一年度热点问题的演变、根源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专题报告“中东地区形势与中国中东外交”为该发展报告的常设栏目，体现该报告对中

东地区和次区域宏观形势的重视。报告首先以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为视角，对沙特与伊朗

对抗的形成发展、主要表现及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报告对 2017 年中东地区两个次

区域——西亚和北非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最后对 2017 年的中

国中东外交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中国中东外交的机遇挑战进行了前瞻。 

专题报告“中东主要国家发展报告”也是该发展报告的常设栏目和特色，彰显该报告对

主要国别形势的重视。报告分别对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六国、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苏丹、

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主要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与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和分析。 

（中东研究所） 

《2018 年中国智库成果与人才评价报告》发布 上外中东研

究所荣获学术成果奖 

2018 年 10 月 19 日，第一届中国智库建设与评价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发布了《2018

年中国智库成果与人才评价报告》，上外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教授、朱威烈教授、孙德刚

研究员主编的《中东地区发展报告》（5 卷）荣获 2018 年中国智库学术成果“优秀报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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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主办，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

研究院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委所属专业性智库、各省市级地方社科院和党校行政

学院、各高校智库、企业智库、社会智库的百余名国内智库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党委书记李传章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学部委员高培勇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张琦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孙

炳辉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欧阳康教授等在论坛大会上作交流发言。 

在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发布并介绍了《2018 年中国智库成果

与人才评价报告》。据悉，评价研究院一直围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以及第三方评价相关

领域开展工作。此次评选工作以此前对中国智库的综合评价成果为基础，以自行研创的“中

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指标体系”为大纲，坚持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对国内智库开

展综合分析与评价，经审核共有 478 份申报材料符合申报要求，通过初步评审，共计 157

份进入专家评审会的终审环节，其中 71 份获颁优秀奖，其余 86 份获得入围奖项。71 份优

秀奖细分为 8 个小项，分别为：“中国智库咨政建言国策奖”16 份、“中国智库咨政建言

地方贡献奖”8 份、“中国智库学术成果优秀报告奖”10 份、“中国智库学术成果优秀著作

奖”8 份、“中国智库学术成果优秀论文奖”5 份、“中国智库创新人才领军人物奖”4 人、

“中国智库创新人才青年标兵奖”10 人、“中国智库创新人才先锋人物奖”10 人。中东研

究所余泳副研究员应邀出席本次论坛，代表 3 位获奖主编领奖并在下午召开的闭门分论坛上

就高校智库建设工作做交流发言。 

上外中东研究所荣获“中国智库学术成果优秀报告奖”的《中东地区发展报告》为国内

第一部以中东地区为独立分析对象的年度区域发展报告，2013-2017 年共出版 5 卷，总策划

为刘中民教授，主编为刘中民教授、朱威烈教授、孙德刚研究员，每卷一般由 1 个总报告（主

题报告）和 20 余篇专题报告组成。系列报告成果不仅是中东研究所全所集体智慧的结晶，

也是中东研究所与国内中东学界及相关部门跨机构、跨行业协同创新的成果，5 卷的作者除

了本所、本校研究人员外还包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云南大学、西

北大学、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系列报告通过聚焦中东区域国别形势和中国中东外交，持续跟踪分析西亚北非地区和主要国

别的发展态势，获得了很好的的社会反响，特别是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召开前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该报告进行了重点推介。 

《中东地区发展报告》（5 卷）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学校领导和科研处、财务处等部门的

大力支持，同时受到了教育部的项目资助，后续项目建设将作为中东研究所重要学术品牌之

一纳入学校“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据了解，该报告第 6 卷将于 2018 年 10 月底出版，第 7

卷的撰写策划和动员工作已于日前启动。 

（中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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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人才建设 

上外国关学者获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 

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人〔2014〕14 号）和

《2018 年度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受理通知》（沪人社专〔2018〕132 号），2018 年上

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评审工作现已结束。经审核、公示，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俞祖成

副教授获得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资助金额为壹拾五万元整。 

 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是政府引导型资金，旨在通过资金的资助，选拔和培养优秀专业

技术人才，优化科技创新和自主创业环境，为本市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

才保证。 

（人事处） 

上外 2 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入选 2018 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

激励计划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 2018 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资助人员名单的通知》（沪人社专【2018】396 号），经过各设站单位遴选推荐、专家评审

及网上公示，我校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李玉豪和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刘静静入选 2018 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申报成功率

为 100%。同时入选的还有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等其他沪上高校的 262 位博士后研究人员。 

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资助周期为 2 年，资助经费为 15 万/年，加上我校给予

师资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相关待遇，年薪可达 30 万以上。 

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旨在进一步保障和提高本市优秀博士后人员待遇水平，

激发青年科研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努力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有利条件，确保获选人员在站期

间能安心、专心从事科研工作，为本市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和全力打响“四大品牌”贡献

智慧与力量。 

（人事处）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培训国家语言文字青年学者 

近期，2018 年度语言文字中青年学者出国研修项目行前培训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

本次培训由国家语委科研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目的是帮助

第二期赴英研修的中青年学者在思想认识、知识储备、安全留学等方面做好准备，为顺利完

成研修任务打好基础。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国家留学基金委相关处室的负责同志参

加开班式。来自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 30 位中青年学者参加培训。 

开班式上，教育部语信司李强介绍了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总体发展情况,并对研修班提

出期望和要求，希望学员们倍加珍惜学习机会，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务必保证平稳安全，努

力做到学有所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项目部杨光副主任就项目的组织实施、学习管理、安

全保险、生活纪律等内容提出了要求，希望学员们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学习，并要求班委发挥

好协调作用、学员提前做好归国成果汇报的准备。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兼语言研究院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简报 2018 年 12 月 

 16 

长、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蓉晖教授回顾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历史沿革和学科发

展概貌，介绍了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的建设情况、科研成果以及培训的日程安排。 

培训内容包括中国语言国情与政策、世界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研究、英国国情与语言情

况、出国留学安全教育等，专家团队主要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蓉晖、朱晔、宫同喜、余

华、林皓、符春苗、高健、周小舟等参与授课，暨南大学郭熙、上海海事大学张治国、上海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张日培老师也受邀担任培训导师。 

“语言文字中青年学者出国研修项目”由国家语委、国家留学基金委于 2017 年正式设

立，旨在加快培养语言文字事业急需人才、学习借鉴国外语言文字研究和管理经验、服务语

言文字事业科学发展。首期项目于 2017 年 10—12 月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成功实施，取得显

著成效。第二期学员已于今年 9 月赴英国参加为期 3 个月的研修活动。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

心连续两年为该项目做行前培训。 

（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入选中

国高校智库百强榜 

12 月 22 日，2018 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转播高峰论坛在江苏省会议中心钟山宾馆召

开，会议由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在上午的会议发布阶段，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分获“中国智库索引（CTTI）高校智库百强”（A 类）证

书证牌，还同时位列全部 706 家 CTTI 来源智库中“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领域智库”PAI 值

评分 Top15 榜单（P-智库成果，A-智库活动，I-智库媒体影响力）；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

参评论文成为 30 项“中国智库索引（CTTI）2018 年度精品成果”之一。 

“中国智库论坛”是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

创立的全国智库治理方面的专业论坛，旨在以开放、共建、共享的理念推动新型智库共同体

建设。论坛 2016 年以来于每年 12 月份召开年会。本届论坛主题是“智库建设：助力改革开

放与高质量发展”，下午的议程包括三个专场会议，同时按照智库类型划分召开了六个平行

分论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应邀在第五分论坛作重点发言。 

CTTI，即中国智库索引，是由南京大学、光明日报社联合研发的中国智库数据管理与

搜索系统，目前共收录机构 706 家，是在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智库主管部

门和高校系统社科管理部门推荐的基础上遴选产生的。被收录机构中最主要来源智库类型为

高校智库，有 441 家，占总量的 62%，上海外国语大学先后有中东研究所、中国国际舆情

研究中心、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英国研究中心和丝路战略研究所五家智库入选。 

据悉，目前国内有关智库评价认可度较高的体系和机构主要有 CTTI、中国社会科学评

价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四家。 

（中东研究所、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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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交流 

“第四届全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主编与青年学者对话论坛”在

上外举办 

10 月 14 日，以“走向世界的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语言学核心

期刊主编与青年学者对话论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召开。此次论坛由上海

市语文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联合

主办。来自《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当代修辞学》《语文研究》《方言》《语言教学与

研究》《外国语》《世界汉语教学》《当代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等十余家核心期刊的

主编以及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全国各大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上午九点，论坛开幕式于上外 2 号楼一楼阶梯教室举行，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院长张艳莉教授主持。张院长首先对与会的核心期刊主编和青年学者致以最诚挚的欢

迎，同时也表达了举办本次论坛的重要意义。上外党委书记姜锋博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学

界能够回归语言的本质，话语不能只求数量，更要有质量和品位，同时也预祝本次论坛圆满

成功。最后，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主任胡范铸教授致

辞，他表示学界的视野应该是全球性的，并引领大家思考中国话语如何走向世界，从而为全

球知识领域作出贡献。  

开幕式结束后，胡范铸教授主持了主编论坛。期刊主编逐一介绍了办刊思想。首先胡范

铸教授介绍了《当代修辞学》的相关信息。他谈到修辞是一切语言使用过程当中的问题，并

鼓励学者尝试涉及更多领域，不妨大胆投稿，开拓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语言文字应用》叶

青主编表示，积极宣传语言文字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语言政策规划、语言应用研究、语

言教学研究等方面。《语言研究》主编程邦雄教授则表态，他尤其欢迎青年学者投稿，文章

可以涉及传统小学研究、汉语本体研究、民族语言研究、实验语音学和方言等主题。随后，

《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施春宏、《方言》副主编刘祥柏、《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主任帅

志嵩、《中国语文》编辑部副主任陈丽、《当代语言学》副主编徐赳赳、《语文研究》主编

李小平、《外国语》主编束定芳依次发言，各期刊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都希望青年学者们

能够深入思考，适度创新，积极投稿。青年学者还就撰稿、投稿等问题与主编们进行了积极

的互动。 

随后，分三个会场举行了青年学者论文报告会。第一分会场设在会议中心富士厅。本场

的主题涉及方言研究、实验语音学、心理语言学等。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

国际教育教研部主任亓海峰老师主持了本场研讨。先后共有四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论文，分

别是沈阳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文学院崔晓芳、夏军老师的《从程度加深到时间推进——

论长治方言副词“格及（更/更加）”的特殊用法》，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严

菡波老师的《左控替换式变调词的心理启动效应研究：以无锡方言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国

际汉语文化学院卢骄杰博士的《汉语语句音高曲线形态的算法设计及运用》以及复旦大学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高中正博士的《论联绵词的基本声式——以“差池”词族的考释为

中心》。每篇论文视角独特，发言者思路清晰，《语言研究》主编程邦雄、《中国语文》编

辑部副主任陈丽和《方言》副主编刘祥柏作为点评嘉宾，分别给出了自己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他们表示这些选题都很有研究意义，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如何进行详细的解释、论文中被规避

掉的因素是否需要考虑，以及考本字到底有多重要等问题，引发了在场各位青年学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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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设在会议中心英伦厅。本场主题主要涉及汉语本体研究，由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文教研部主任邵洪亮老师主持。该分会场首先由上外国交学院唐依力老

师汇报了题为《揣测范畴“可能”/“或许”的句法配置及语义解释》的论文，接着中央民

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王萍丽老师分享了自己的论文《基于剧评分析的汉语评价系统构建研

究》，然后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聂彦平、李晓琴分别汇报了题为《构式“往死里 X”及其形

成机制》和《换言标记构式——从“X 的角度说/看”》的论文。报告完毕后，点评嘉宾《语

言教学与研究》主编施春宏、《语文研究》主编李小平、《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主任帅志

嵩积极参与了讨论，充分肯定了各位青年学者的研究精神，同时也抛出了一些问题，如调研

报告是否充分、统计表格是否详尽、能否从更多的角度如语义类型来分类、是否要注意例句

的出处和真实性等。各青年学者也积极对话，与主编们交换了自己的思路和想法。 

第三分会场设在会议中心凯旋厅。本场的主题涉及话语分析等，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鹿钦佞老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樊小玲老师、上海海

事大学研究生王肖、复旦大学中文系黄兵老师、上海健康医学院王利娜老师分别汇报了题为

《作为话语实践的汉语教学书与“中国形象”的传播》《从态度资源看“博鳌亚洲论坛”国

家领导人发言稿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基于语料库的积极话语分析》《“主题互文性”

的前世今生——兼论在党政机关公文研究中的应用》以及《书面修正性反馈有效性研究的元

分析》的论文。《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胡范铸、《外国语》主编束定芳、《语言文字应

用》主编叶青、《当代语言学》副主编徐赳赳就这四位青年学者的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表示肯定的同时，也分享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如问题意识要鲜明、主要标准应集中而非多

个理论的堆砌、论文的直接价值很重要等。青年学者所提出的困惑，点评嘉宾也一一给予了

详细解答。 

“全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主编与青年学者对话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历届与会的

专家和青年学者们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专业素养。该论坛为中国语言学界的青年学者们

探寻研究方向、打开研究思路搭建了有益平台，同时也为构建中国语言学话语生态体系作出

了重要贡献。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上外欧盟研究中心赴欧洲开展 2018 年“中国日”学术研讨

与交流活动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9 日，上外欧盟研究中心代表团一行在中心主任曹德明教授的带领

下，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开展了 2018 年“中国日”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今年正值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因而本次“中国日”活动着重向欧洲各界介绍了改革开放四十年里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并围绕四十年里中欧关系发展历程的相关议题，与欧洲学术界

和战略研究界的人士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10 月 2 日上午，上外欧盟研究中心代表团前往布鲁塞尔的艾格蒙宫（Egmont Palace），

参加了由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

（Belgium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gmont）、布鲁塞尔中国与欧洲问题研究

院（Brussels Academy for China and European Studies, BACES）联合举办的“中国与欧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EU and China：15 Years of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国际研讨会。上外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忻华老师做了主题发言，分析了当前欧美民粹主

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力量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挑战，归纳了这一体系中的中欧经济关系的趋

势与问题。来自比利时外交部、欧盟对外行动署、欧洲各高校与智库的 80 余位学者与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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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下午，上外欧盟研究中心代表团出席了布鲁塞尔中国与欧洲问题研究院

的工作会议，中心主任曹德明教授阐述了我校近年来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尤其是欧洲研究

领域取得的成果，并介绍了我校成立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并与欧洲知名

高校的代表展开了交流。 

10 月 5 日，上外欧盟研究中心代表团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穆斯涅宫（Palazzo du Musnil）

举行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国”（40 Year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国际论坛，本次论坛由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及其孔子学院、费德

里克二世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上外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曹德明教

授详细阐述了四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演变，并着重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归纳了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上外德语系教授、欧

盟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强老师总结了中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历程和成果。上外

国关学院副院长、欧盟中心副主任刘宏松老师做了题为“中欧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的主题

发言，归纳了当前全球治理的局限性和中欧未来合作的新方向。上外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忻华老师分析了当前欧盟关于当前对华经济关系的认知，及其对华贸易与投资政策的意

向。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新宁、时殷弘、黄卫平和彭刚四位资深教授则围绕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与减贫脱困等议题做了主题发言。布鲁塞尔荷语自由大学孔院的中方负责人宋

新宁教授和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院的中方院长徐海铭教授为筹备本次论坛做出了重要贡献。 

10 月 8 日上午，上外欧盟研究中心代表团访问了德国图宾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与

该中心副主任 Niedenführ Matthias 副教授和 Achim Mittag 教授进行了交流，曹德明教授和王

志强教授还应邀为该中心题词。下午，代表团一行访问了图宾根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与该研

究所负责人 Thomas Diez 教授、Hans-Joachim Bieling 教授、中国研究中心 Gunter Schubert

教授、对外交流处 Karin Moser von Filseck 博士等学者举行会谈，中心主任曹德明教授介绍

了上外欧洲研究的学科建设和近年来取得的成果。随后，代表团一行与图宾根大学的学者联

合举行了题为“全球政治中的中国与欧盟：伙伴还是对手？”（EU and China in Global Politics：

Partners or Rivals？）的圆桌会议，双方学者就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 

此次赴欧“中国日”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三所高校的欧盟

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并于 2018 年继续得到了教育部“中欧人文交流专项经费”的支持。通

过此次赴欧交流，上外欧盟研究中心代表团与欧盟决策层的官员和欧洲各高校与智库的学者

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和坦诚的交流，彼此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欧关系的新特点、美

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前景、全球治理和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面临的挑战等议题，交换了学术观点。代表团一行向欧洲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表达

了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为中欧人文交流贡献了上外的力量。 

（欧盟研究中心） 

上外文学研究院学者应邀出席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10 月 18 日，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五届年会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吉尔吉斯共和国副总理奥穆尔别科娃，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名誉主席、

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波兰前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埃及前总理沙拉夫等近千位中外

政要、知名学者、企业领军人物和媒体人士出席本届年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年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

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太湖世界文

化论坛这次年会以“文化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有助于各方增进沟通、凝聚

共识、深化合作，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强调，中国主张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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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各国齐心协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因交流而多

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

明互学互鉴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携手分享发展机遇、应对共同挑战，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王晨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王晨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深刻阐明了文明交流

互鉴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携手分享发展机遇、应对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美好世界

的真诚愿望。 

我校文学研究院研究员周敏应邀出席本届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并从文化比较的视角做了

《从多元文化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告。通过分析多元文化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实践，

报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建立在人类整体性基础之上的新型世界观，是解决当前全

球分化状态的理论指南。 

（文学研究院）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学者受邀参加中山大学青年学者专题研

讨会 

2018 年 10 月 20-21 日，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师邓莎莎博士受邀参加在中山大学资讯管

理学院召开的中山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研讨会—“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行为”

专题研讨会。 

邓莎莎博士作了题为《支持社交媒体意义构建的文本分析方法：言语行为视角》的报告。

该论文已经发表在管理信息系统领域顶级期刊 MISQ。报告从文本分析方法与商业价值挖掘

关系分析入手，提出文本分析方法中缺乏文本意义构建能力。接着，详细介绍了言语行为理

论以及该方法在 TelCorp 公司的应用实践案例。随后，阐述了基于 LAP 文本分析框架，其

中包括会话主题拆解、连贯性分析、言语行为分类以及意义构建。最后，报告了该系统实验

室实验、用户感知环境试验以及领域实验的评估结果。 

中山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专题研讨会是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的重要学

术活动，每年在国内邀请 3-4 名该领域具有一定学术能力和研究成果的青年学者，并全额资

助来中山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MBA教育中心） 

上外学者受邀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全球传

播与公共外交分论坛 

2018 年 10 月 27 日，中国新闻史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分论坛在浙

江省杭州市之江饭店举行。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郭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

教授周翔、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姜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

授吴飞等出席论坛。  

分论坛以“国际舆情研究与文化软实力研究”为主题，旨在分析新媒体时代下的国际舆

情研究，并探讨中国传播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论坛嘉宾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郭可教授、陈沛芹教授、相德宝教授等就“国际舆情研究与专题案例库成果展示”、“确立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简报 2018 年 12 月 

 21 

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思考”和“国际媒体涉华意识形态传播与演变研究”等多个话

题展开主旨演讲。论坛由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教授周翔主持。 

在主旨演讲环节，郭可教授首先就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发表讲话。郭教授

认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是践

行新型国际关系的责任担当，也是中国超预期发展的时代呼唤。” 

吴瑛教授介绍了以“制造‘普世价值’：国际媒体涉华意识形态传播与演变研究”为题

的专题研究，从“普世价值”语义网入手，展示和讲解了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中国应

该如何认知、理解、应对国际媒体的意识形态传播的思考。 

陈沛芹教授就“国际大都市大型文化活动国际传播力研究”发表讲话。她提出，大型文

化活动是国际大都市的一张名片，文化活动的国际影响力是全球性城市的重要标识之一。 

诸廉副教授以“第 27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为例，从媒体和观众两个维度考

察其文化传播的效果，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中的传播影响力以及相

应对策。 

相德宝副教授发表以“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研究” 为

题的讲话。他通过分析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对领导人的社交媒体影响力进行评估，

并得出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与国家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等结论。 

郭可教授最后介绍了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语种涉华国际舆情案例数据库建

设研究》，简述了专题案例库的建设情况并进行了相关案例的成果展示。 

论坛最后，评论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姜飞教授作总结讲话。姜教授充

分肯定了本次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分论坛中上外展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新闻传播学界和业

界需打破壁垒，迈开新步伐的希冀。 

本次学术年会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浙江大学联合主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

院承办，中国新闻史学会 20 个分会协办。年会云集近千名海内外学者，围绕新闻传播与美

好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 

（新闻传播学院） 

“变革中的印度”研讨会在上外举行 

2018 年 11 月 9 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协办、印度研究中心承办的“变革中的印度”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来

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国家发改委、上海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亚太研究院的专家，我校印度研究中

心的首席顾问吴永年教授，陈金英副教授，Indira Ravindran 及印度语专业教师章雨桐老师就

当前印度经济、政治、社会及对外政策等领域发生的变革进行了研讨。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

书记姜锋博士出席了开幕式，并就印度研究的重要性及未来研究领域做出了指示。印度驻上

海总领事馆对此次聚焦于印度自身发展的研讨会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总

领事瑞峰先生出席了研讨会的开幕式并向我校印度研究中心赠送了书籍和研究资料。 

本次研讨会共分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印度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改革。国家发改委国际

合作司的助理研究员毛克疾认为，当前印度经济中市场驱动型产业发展最快，例如手机和家

电行业。莫迪政府为推动印度制造战略，未来可能会在各行业充分产业政策手段。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刘宗义认为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效果整体上是不错的，尤其是在三年

内完成商品和服务税改革。但是印度经济转型的成功应该是加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和产业链，而不是依靠一个更具战略而非经济概念的“印太”战略。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黄迎虹比较了中印两国的征地制度。他从粮食安全、效率、公共利益、土地赔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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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本化、多方面比较了中印两国的征地政策和实践。他认为当前印度大规模工业化征地问

题的瓶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研讨会的第二个主题是印度的政党政治和基层治理。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副

教授陈刚认为印度基层治理中的潘查亚特制度在促进村民参与地方事务、表达诉愿、更好改

进公共服务、推动乡村公共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但是财力不足、邦一级政府的

干预和控制、代表参政能力等降低了潘查亚特制度的质量。上海外国语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副

教授陈金英研究了印度政党政治中的家族政治现象。她发现印度政坛上至少有 15 个在政治

上非常重要的家族，28%的邦一级政府首席部长来自某个政治家族。议会拥有 6 个席位以上

的政党中，一半以上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政治家族手中。从内部来看，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印

度选举政治中盛行的庇护主义和身份政治。而在外部来看，政党的组织建设水平是关键。因

而组织建设水平更高的左翼共产主义政党和有着强大外围社会组织的右翼印度人民党较少

受家族政治的影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黄玉琴比较了中印农村地区

的性别比失衡现象与婚姻实践。她发现，中印两国都面临新娘短缺与其他人口和文化社会经

济过程（远程劳务移民、经济地位、地方婚姻的文化规范、地区差异）相结合以塑造当地的

婚姻习俗的现象。相对于中国农村，印度农村的年轻人面临更多的制度障碍（种姓和地区差

异）。 

研讨会的第三个主题是印度的教育及水资源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印地语专业讲师章雨

桐介绍了当前印度的教育现状和问题，认为教育中存在城乡差距扩大、男女比例不平衡、种

姓保留政策受惠人群教育不达标、教育投入和绩效不一致等现象，政府教育支出很大部分被

贪污以及师资匮乏问题严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张金翠介绍了印度国内的水资源

状况。她指出印度的主要城市都面临着严重的缺水问题。印度政府的主要应对措施则是在工

农业中推广节水增效技术、兴建更多的蓄水坝、缓和国内水争端、加快推行内河联网计划并

管控国际水争端。海南亚太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金鹏分析了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的中印关系，

指出中印跨境水资源争端主要集中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上，一方面涉及水资源的

分布和利用，另一方面又涉及两国在喜马拉雅山东脉的主权争议。 

研讨会的第四个主题是变革时代的印度外交。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民旺从中

国人的视角分析了印度的印太战略，认为到目前为止印度成功的让中国以外的所有大国承认

了印度在印度洋区域的特殊角色。印度跟其他所有大国军演的地理位置选择、印度和其他国

家达成后勤保障协定均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含义，但海军投入严重不足是其印太战略的障碍。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学堂分析了当前印度外交的新动向，认为自洞朗对峙以来，

印度外交风格更加稳重与成熟。这表现在印度调整了自身与周边国家及中美俄等大国的距

离。印度一方面企图利用中美贸易战，争取最佳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不加入美日印澳同盟，

抬高美国对其遏制中国的期望。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教授认为当前印度外交表

现为五个趋势：等距离外交，即和各大国都发展密切的关系，尽管其性质不同；从不结盟到

重点发展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外交政策制定模式从自下而上的官僚模式向自上

而下的政治家模式转变；从被动外交向积极外交转变；从放弃世界大国梦想到重新追求大国

地位转变。 

研讨会的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的编辑毛悦介绍了该刊近年来在刊发文章

选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一些变化。她重点强调了作为一本具有鲜明区域研究特色的杂志，

《南亚研究》自 2014 年来的最大变化是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和主流学科之间的对话，刊物的

政治学学科属性明显增强。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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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亚非研究视阈下的日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外

举行 

11月 11日，2018年度亚非研究视阈下的日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

本次会议由教育部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

会、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日本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得到了卡西欧（中国）贸

易有限公司、环球翔飞教育集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浙江工商

大学出版社的赞助。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英国、荷兰等国家、地区的近 160 位专家学者、

研究生、社会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院长高洁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开幕式上，上海外国语

大学冯庆华副校长、教育部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修刚主任、日

本原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先生（以信件形式）、日本原驻华大使野谷作太郎先生等先后致

辞。日本法政大学王敏教授、早稻田大学川上郁雄教授、都留文科大学田中实教授分别做了

大会基调演讲。为了在更广的视野下审视日本学研究，本次会议还设立了亚非日本学研究高

端论坛，荷兰莱顿大学 Ethan Mark 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真边将之教授、英国伦敦大学

Stephen Dodd 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汪段泳副教授等在论坛上探讨了亚非研究视阈下的日本

学研究，这也是国内迄今为止首次将研究视野扩展到非洲。在其余 8 个分科会上，近 120

位专家学者、研究生、社会人士围绕亚非研究视阈下的日本学研究分别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报

告，领域涵盖日本语言、文学、翻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日本语教育等多个方面，

现场讨论气氛热烈。此外，为促进日本学研究发展，激发青年研究者学术热情，本次会议还

设置了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奖，评选出了优秀论文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上海外国语大学谭晶华教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徐一平教授为获奖者颁发了证书。最

后，徐一平教授对本次会议做了总结发言。本次研讨会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自 2007 年以来，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已先后成功举办了 7 次大型日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报名人数逐年增多，会议影响力日益扩大，为国内日本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中东地区形势研讨会暨《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度选题策

划会在上外举行 

2018 年 11 月 17 日，“中东地区形势研讨会暨《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度选题策划

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和《阿拉伯世界研究》

编辑部联合举办，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

云南大学、辽宁大学、湘潭大学和以色列海法大学等单位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媒体人士

和研究生出席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刘中民教授主

持。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冯庆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对上外的发展定位、学术期刊建设配

套措施等进行了介绍，对与会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中东研究所和《阿拉伯世界研究》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

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聪研究员代表与会学者致辞，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呈现中东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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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竞争加剧、中东国家强人政治回归、发展道路探索与改革进程进入关键期、中东秩序重

塑进程加速等特点，强调在一战结束 100 周年之际研讨中东形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单元的研讨以“中东地区形势的新发展”为主题，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

库主任朱威烈教授主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伟建研究员以巴以问题为视角，分析了当前

中东形势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内蒙古民族大学王泰教授结合近代以来的中东地区秩序，对当

前阿拉伯世界转型、世界秩序重塑以及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上海社会科

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总结了一战以来中东秩序的发展阶段，探讨了当前中东

秩序重构的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副研究员结合近年来中东

国家的转型，指出中东国家面临稳定、发展与改革三大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

胜湘教授分析了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新特点、安全格局的两极化趋势以及特朗普上台以来中

东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聚焦中东国家围绕穆斯

林兄弟会的国际博弈，分析了中东地区体系的外部干预性和内部非国家力量的强渗透性等发

展趋势。 

第二单元的研讨以“中东国际关系”为主题，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

长、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王有勇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

室主任唐志超研究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湾地区形势发展的特点，指出地区国家改革求变愿望

强烈、海合会内部分裂加剧、地区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加和面临深度调整。上海社会科学院国

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认为，中东地区进入了“战国时代”，五个地区大国相互

博弈加剧，指出地区国家的对外政策及互动是分析中东秩序的重要视角。西北大学叙利亚研

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王新刚教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的长时段视角，分析了中

东地区帝国遗产、欧洲对中东秩序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影响等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丁俊教授从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等角度，对 2018 年沙特阿拉伯的内政外交

形势进行了总体评估。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艳枝教授以能源外交为切入点，分析了土

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化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扎耶德阿拉伯语

和伊斯兰中心主任、阿拉伯学院薛庆国教授分析了提升中国在阿拉伯世界软实力的相关概

念、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等问题及其应对之策；《人民日报》主任编辑王南探讨了中国与伊

朗经贸合作的主要特点、现实障碍和应对策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

员重点介绍了以色列“新中东”战略的内涵、动因、挑战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与

启示。湘潭大学海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喻珍从地区间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中东地区国家与世界

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及其意义。 

第三单元的研讨以“中东地区热点问题”为主题，由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历

史学院王新刚教授主持。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

长助理和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聪研究员分析了叙利亚问题性质出现的新变化，指出战争

进程、政治解决和重建问题已成为当前叙利亚问题的焦点。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汪波

教授分析了土耳其对叙利亚内战的主要立场、动机及其影响。《文汇报》主任编辑、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理事唐见端分享了他对叙利亚战争的观察，探讨了战争的缘起及未

来前景。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刚教授从土耳其 TRT 世界论坛议题设置，分析

了当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重点和方向。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晓霖教授探讨了巴以冲突和阿以关

系的核心、现状及发展趋势，指出巴以冲突已经变为哈（马斯）以冲突，中东形势的新变化

使得巴以问题难以改变被边缘化、维持现状的局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福泉副教

授结合近年来他在伊朗的实地考察，探讨了什叶派乌里玛阶层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危机之间

的内在联系，以及乌里玛阶层宗教理想与现实国家治理之间的张力。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王涛副教授从体系视角对非洲恐怖主义的表现、互动模式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解读。以色列海

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王晋博士通过对比中世纪和近现代中东伊斯兰思想家的相关观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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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伊斯兰政治思想中的政教关系问题。 

第四单元的研讨围绕《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建设及 2019 年度选题策划展开，由上海

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助理包澄章副研究员主持。主编刘中民教授介绍了《阿拉伯世界

研究》的选稿范围和选题领域，主要包括中东问题的理论研究、中东国别问题研究、中国国

际关系问题研究、中国与中东关系研究等，他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积极投稿和参与组稿，共同

推动《阿拉伯世界研究》的期刊建设。《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部主任李意副研究员向与会

专家学者汇报了近三年来期刊的建设情况，对 2019 年期刊专题组稿的标准、流程等进行了

详细说明。随后，与会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承担的研究课题对拟组稿的主题设计和

研究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对《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建设提出诸多建设性建议。 

闭幕式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助理包澄章副研究员主持。上海全球治理与区

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王有勇教授在总结致辞中介绍了《阿拉

伯世界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果，指出《阿拉伯世界研究》是中国中东研究的推动者、

参与者和见证者，强调未来期刊建设应牢固树立政治意识、质量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

和国际意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刘中民教授在总结

发言中对本次研讨会的议题和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对各位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期刊建设的

支持和贡献表示诚挚感谢，提出未来将年度形势研讨会和期刊建设会机制化、常态化以实现

学术研究同期刊建设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的设想，并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对上外中东

研究所和《阿拉伯世界研究》的发展继续提供宝贵支持。 

由上外主办的《阿拉伯世界研究》是国内中东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学术期刊之一，

自 1982 年正式发行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 36 个年头，共出版期刊 179 期。近十年来，期刊实

现了从知识性普及性杂志向政治学专业期刊的成功转型，主动对接国家战略，聚焦中东热点

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期刊以夯实基础研究、聚焦热点问题、发掘前沿议题和培养学

术新人为宗旨，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学，努力打造中国中东研究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

高端学术平台。《阿拉伯世界研究》鼓励打破学科壁垒，致力于为学者富有创见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提供学术传播平台。自 2016 年改版以来，《阿拉伯世界研究》陆续推出“穆

斯林族群问题”“伊斯兰与中东政治”“中东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中东国际关系”“中

东少数族群”“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中东与‘一带一路’建设”“改革开放与中国的

中东外交”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主题文章，组织刊发了涵盖海湾、西亚、

北非等区域研究和土耳其、伊朗、埃及、沙特等国别研究的高质量论文，受到了学界、政界、

媒体界的肯定和广泛关注。 

（中东研究所） 

“中外美学的对话与回顾高层论坛”暨上海市美学学会 2018

年年会在上外召开 

11 月 18 日上午，由上海市美学学会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承办的“中外美学的对话与

回顾高层论坛”暨上海市美学学会 2018 年年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报告厅举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冯庆华教授首先致开幕辞，介绍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历史以及与

美学的关系。文学研究院张和龙副院长也对学院作了相应的介绍。会议宣读了上海市美学学

会名誉会长朱立元先生的贺信。最后由上海市美学学会会长祁志祥教授作 2018 年学会工作

报告。 

来自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艺术研究所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

的 8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年会。会议一共安排了 12 场发言，各位专家分别从电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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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文学、艺术和宗教等围绕着中西方美学的对比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外美学的演变

与发展做了精彩的发言。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王云教授论述了完全艺术正

义与不完全艺术正义的异同、价值和成因，同济大学邹琪昌教授论述了四十年来中国设计美

学，并提出了要重视自然美、艺术美、财富美的观点。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

朱志荣教授发言了关于《中国审美意识通史》的论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刘云讲师和张煜教

授分别从《圣经》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入手，论述了宗教与翻译美学、中国文学之间

的关系。 

闭幕式上，上海美学学会会长祁志祥教授总结了会议发言，谈论了美的真正含义，多年

来美学学科的建设工作，以及在政治的开放空间之下美学获得的巨大的发展。并且提出中外

美学一此一彼，研究者们应该具有多元共存的雅量，在个人自由发展之上，共创中国美学的

美好明天。 

论坛在研究者们的热情讨论中结束。之后，上海市美学学会的成员们还献上了精彩的辞

旧迎新文艺表演。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翁思南先生带来了京胡独奏《梅花新调子》、京剧独唱

《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复旦大学的赵文怡带来了古琴独奏《梅花三弄》，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的田奇蕊、高祥荣带来了诗朗诵《外滩早晨六点的钟声》，另外还有多位成员带来了

优秀的独唱表演。 

（文学研究院） 

上海市外语教育技术协会举行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23 日，由上海外语教育技术协会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信息技术中心承

办的“基于‘产学研’相结合的新时代外语教学创新与发展科学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

召开。本次研讨会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魏铀原教授和上海电力学院外语

学院潘卫民教授做主旨演讲。来自全市外语高校的领导、一线教师、本校教职员工、协会产

商代表计 60 余人齐聚上外，并在会议中心前合影留念。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冯庆华教授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他对上海外语教育技术协会在本

校召开科学报告会表示祝贺，对出席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他向与会者介绍了上外在党的

教育方针指引下和老一辈革命家周总理、陈毅市长的关心下，上外从早期俄语专科学校开始

起步，经过近 70 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一所多语种、多学科，拥有虹口、松江二个校区

的一流外语大学。 

他指出：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逐步深入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不断冲击着各行各业，对教

育行业也产生了深刻乃至颠覆性的影响。2018 年 4 月 13 日教育部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印发

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推进新时代教

育信息化发展，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在教育信息化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今天，

我们外语教学也必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走教育信息化道路，就应该使信息技术与教学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经过多年来的探索

实践，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已初步显现，但与新时代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面对

共同新的挑战，因此需要加强与行业深度融合，在产学研中提升教师科技素养和技术水平，

以此改变传统教学模式，适应形势需要。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魏铀原教授作题为“日本教育强国之路”的主旨演讲。他指出：进

入新世纪日本已连续获得诺贝尔奖，令世人刮目。国内媒体及学界也在积极介绍、分析其原

因。演讲人分享了近期访日了解到的日本最新的科技成就，如：11 月 1 日开始运作的名为

“引导”的卫星导航系统、李克强总理今年访日时参观过的“新能源汽车”及 2020 年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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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期间将实施的无人驾驶汽车等，分析了近二十年一直被认为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

内涵，得出其实这是日本科研成功转型的二十年的结论。并认为这是日本长期重视教育、传

统工匠精神及体制机制的有力保障等带来的结果，引出从中或许值得我们思考及学习之处。 

上海电力学院外语学院院长潘卫民教授作题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人才培养深度融合探

索”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全球本土化，带来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给传

统课堂教学带来革命性冲击。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

这也是“人工智能”这一表述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人工智能现

在已无处不在，甚至是四面楚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我

们不应视人工智能为洪水猛兽，而是要积极拥抱科技。在新的形势下，人才培养应实现三个

融合，即：师生融合、产教融合、人机融合。作为教师，应该有更新知识的意愿，获取知识

的途径，传授知识的手段。外语教学中既要固守知识性，也要注重要趣味性和科技性。 

最后，上海外语教育技术协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坚林教授作本次研讨

会的总结发言。他从 3 个方面作了经典的点评，最后指出：在开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必须认

真学习日本教育强国的经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实现，真正实现外

语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 

与会代表认真聆听了二位专家教授的精彩演讲，并与他们进行了互动交流，会场气氛热

烈。与会者纷纷表示，二位教授的精彩演讲，拓宽了大家有关外语教育的视野，并从中得到

新的启示。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赵衍副教授主持。 

（信息技术中心） 

上外召开“多语种+”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

践交流会 

在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的推动和大力支持下，2018 年 12 月 1 日上午，上海

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虹口校区召开“多语种+”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交流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地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济济一堂，在

热烈友好的氛围下，共同探讨外语院校区域国别研究专业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等

话题。 

会议由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刘宏松教授主持，教务处副处长王会花副教授、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教授分别致辞。  

应邀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校外嘉宾有：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国别

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负责人罗林教授，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教授，天津

外国语大学涉外法政学院副院长李强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非通用语学院谌华侨副教

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副教授，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出版

事业部经管文科分社首席编辑张晶晶老师。 

此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导论》市级精品课程教学团队成员:上外巴西研究中

心主任张维琪副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谙律老师、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郑洁岚老

师、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吴爽老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学秘书王璐老师等出席并积极

参加了交流讨论，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丁伟航、张翰文、马晓宇、李茗茗、孙霖

也参加本次交流会。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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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论坛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秘书长多萝特娅·鲁兰德博士来上外讲

学 

应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邀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秘书长多萝特娅•鲁兰德博士于 10

月 11 日下午在松江校区国际教育中心为德语系师生做了题为“德国对外科学政策的目标和

挑战”的讲座。校党委书记姜锋出席讲座现场，德语系系主任陈壮鹰、德语系党总支书记谢

建文，以及德语系部分师生，共一百余人参加讲座。 

鲁兰德博士首先论述了世界各国制定对外科学政策、开展学术外交的必要性。她回顾了

“学术外交”这一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绎，指出近年来“学术外交”经历的范式转

换，学术外交由创新驱动型的科学研究呈现向战略型科学研究的趋势。在人类社会共同面临

的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一系列重大挑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提出一

个最佳解决方案。跨国别、跨学科、跨领域的国际科学协作与交流变得尤为重要，各国间的

紧密联系以及科学发展的需求也使得各国间的学术交流合作成为必然。鲁兰德博士还总结了

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三个阶段，介绍了德国高校办学的外向趋势，以及德国吸

引外国人前来学习深造的因素。她指出，德国积极呼吁并支持本国学生出国进修，并有望在

未来达成一半大学学生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目标。而德国高校也积极为国际教育事业贡献力

量，通过联合办学的方式，已在阿富汗、俄罗斯、约旦、埃及等地建立大学，为当地学生提

供了享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未来，德国将更为注重在国外设立应用科技大学。讲座中，

鲁兰德博士援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关于重建欧洲的演讲中提出的建立欧洲大学的

主张，呼吁欧洲学术界在现有的交流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一体化，通过法德两国的表率

先驱影响实现更深层次的欧洲联合办学。鲁兰德博士同时指出，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社

会环境的稳定与否或将成为德国对外科学政策的重大挑战之一。 

讲座后，专家学者及同学们就如何看待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征收学费、如何实现国内稳定

与国际化之间的平衡、如何保证难民教育的师资质量等话题展开提问，鲁兰德博士一一回应，

现场气氛活跃。 

（德语系） 

上外图书馆举办“服务、合作、创新：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学

科馆员的作用与挑战”主题讲座 

10 月 15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邀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中国研究馆员何剑叶女士，为大家带来题为“服务、合作、创新：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学科馆

员的作用与挑战”的讲座。该讲座在上外松江和虹口两校区图书馆会议室同步举行。 

讲座中，何剑叶女士对学科馆员(Subject Librarian)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通过介绍北美

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的职责，阐述当今学科馆员在服务、合作与创新三个方面的作用。

她认为，新时代学科馆员应及时了解教授的研究需要，采购所需资源，共同开展课题研究，

了解并掌握新技能等。同时，何剑叶女士理论联系实际，以亲身工作经历向大家讲解了学科

馆员的工作模式和未来发展方向. 

高校图书馆的使命是为教学科研提供直接而有效的帮助。教师与研究者在教学科研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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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总是希望方便及时地得到信息支撑。学科馆员的发展，将为教师和研究者提供专业的信

息导航和资源服务。 

（图书馆）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曾国东来上外讲学 

10 月 16 日下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曾国东应邀作客上外法学院，为法律

硕士研究生作了题为“关于法律职业伦理的思考”的精彩讲座。讲座开始前，校党委副书记

王静会见了曾国东检察长，并为他颁发兼职硕导聘书。法学院院长张海斌主持讲座。 

讲座中，曾国东首先从实现公平正义理念的角度阐释了法律人应有的角色和使命。他指

出，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永恒主题，公平正义的实现，除了立法上要制定良法善法，法律

人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要求法律人要兼具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健全的职业伦理。

随后，他从立法伦理、执法伦理、守法伦理等三个维度，结合一系列热点与经典案例，对法

律职业伦理的内涵进行了生动阐释。认为伦理与道德必须要融合于执法、司法过程之中，“司

法过程应当充满人性的光辉”。 

曾检察长还介绍了近来国家检察改革的最新成果，以及新时代对于检察官的职业定位与

职业素养所提出的新使命新要求。指出，对于一名新时代的检察官，良好的法律素养和过硬

的专业能力，以及政治素质、道德素养、法治精神、开放姿态、文化底蕴等都缺一不可。司

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致力于培养一支有灵魂、有本领、有担当、有温度的新时代司法

队伍。 

张海斌院长最后作点评。他首先对曾国东检察长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认为讲座对法律

职业伦理相关理论问题做了深入思考，具有厚重的理论维度，同时对当下司法改革特别是检

察改革的实践做了深刻剖析，彰显了鲜明的实践关怀，体现了一名学者型检察官应有的学养

和情怀。他希望上外法学院与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的合作共建能走向全面、深入。 

在讲座的交流环节，曾国东检察长还就在座同学提出的涉及检察官职业现状与未来的职

业规划等问题做了解答。法学院部分教师也一同参加了讲座。 

（法学院）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教授来上外讲座 

应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邀请，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教授马库斯Ÿ雷德勒教授于 10

月 18 日下午来上外做题为“全球化移民及地方政策：德国的难民危机”的讲座。中德人文

交流研究中心主任、上外德语系主任陈壮鹰教授出席讲座现场，来自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

代表处首席代表潘特考克先生及塔诺斯基先生出席，德语系硕博研究生共三十余人参加。 

雷德勒教授首先就德国的难民问题源头做出解释，2015 年德国接纳了主要来自叙利亚

和阿富汗的八十万难民。虽然 2015 年之后难民数量并未激增，但是难民危机却没有随之缓

解。难民问题给德国政治和德国社会带来三大争端：首先，难民问题成为刺激德国社会和人

民更加分化的催化剂。新自由主义的德国人主打“欢迎文化”，大部分德国人希望成为世界

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难民危机揭示出德国社会内部的“东西德”、“城乡”立场

差异。第二，德国国内的政治生态随着难民危机的发酵发生变化，其他西方国家如意大利、

奥地利、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党派政治分裂情况。大党通过

吸纳劳动阶层或者保守派选民扩大选区的时代已经终结，德国此前的政党体系稳定性得益于

德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始终作为热点话题的难民问题却动摇了这种稳定性。换句话说，在

选民心中，身份认同取代了经济利益成为新的投票导向。第三，欧盟委员会在处理难民危机

中的作用弱化，这提醒德国需重新重视全球化及相应策略。 

雷德勒教授认为，面对难民危机，德国必须认清全球化的领导格局。国外政治形势从未

是德国国内政治的热点，但是移民的全球化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岛、也不可能变成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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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难民问题演变到今天的地步，说明德国很多应对措施没有跟上国际政治挑战，这也是难

民潮最初会成为危机的原因之一。 

雷德勒教授总结说，要以平常心看待德国和德国的政治形势，而德国东西部的对抗会持

续加深党派分裂，德国与其欧盟伙伴的关系更加严峻，因此德国必须更加积极参与到国际政

治中。 

讲座后，雷德勒教授回应了在场听众的提问，还针对当前国际热点问题和同学们展开对

话与交流。 

（德语系） 

武汉大学高宝俊教授来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讲座 

11 月 2 日，应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陈文波老师邀请，武汉大学经管学院高宝俊教授来上

外做了题为“The Causal Inference of Online Reputation on Sales: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的学术报告。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万飞老师、陈文波老师和 30 多名硕士生与本科生参

与了交流活动。 

高宝俊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商业大数据分析、信息系统与电子

商务。主要关注如何基于海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将文本

数据结构化，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因果推断。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Tourism 

Management,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ystems,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等国际重要期刊发表十余篇论

文。 

在电子商务平台，例如淘宝、ebay 等平台中，根据网店的用户评论、销售数量等指标

对网店进行评级是一种常见的网店评级机制，但这一评级机制到底对于促进网店的销售有没

有、有多大的效用现有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高教授的研究以来自猪八戒网的 7400 多家的

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数据集，研究了在线劳动力外包市场中企业的等级对于网店销售量的影

响。但网店的销售量很显然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何克服变量遗失等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是

研究设计的重头戏。高教授通过归一化处理，将猪八戒网店中的多个等级归一化为统一的

cutoff point,设计了一个断点回归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在平均程度上，一个等级的声誉的提升

会带来 32.5%的销量的提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声誉对于销售量的提升在声誉更低、个体

而不是企业所运营的、非平台 VIP 会员、以及没有参加平台的顾客保障计划的网店中效应

更加明显。这一点也说明，对于缺乏平台以及其他渠道来保障情形下，声誉对于销售具有更

大作用。 

高教授从数据的收集，模型的构建与识别以及最终结论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与在场

的老师和学生就模型中的 reverse causality, bandwidth 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MBA教育中心） 

 “20 国智库的发展前景”座谈会在上外国关学院召开 

2018 年 11 月 10 日，应国关学院加拿大中心主任钱皓教授的邀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政治学系教授、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 G8/G20 项目发起者/领导者 John•Kirton 在国

关学院 604 会议室就“20 国智库的发展前景”主题发表演讲，G8/G20 项目主管 Madeline Koch

女士和国关学院 20 多位中外师生参加了该学术座谈会。 

作为最早涉入“T20”专家网络的高校学者，约翰·科顿教授对“T20”历史演变和发

展如数家珍，他对“T20”自 2012 年成立以来的智库活动和每年的峰会公报以及 T20 对 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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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建言进行了客观评价。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者就中国智库参与 G20 政策输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Kirto 教授

也分别就中美贸易争端、美欧日联合提出改革 WTO、今年的 G20 峰会的预期、中国人大重

阳金融研究院智库能否为中国寻求更多国际话语权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座谈会现场互动

热烈，与会者均表示受益匪浅。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慕尼黑应用语言大学校长菲利克斯·迈尔来上外讲座 

应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邀请，慕尼黑应用语言大学校长菲利克斯·迈尔于 11 月 14

日下午来上外做题为“翻译职场中的语言技术：威胁还是机遇？”的讲座。讲座由德语系党

总支书记谢建文教授主持。 

迈尔教授首先论述了如今世界语言技术的多样性。当今社会，语言理论研究及机器学习

技术快速发展，以声音辨识转换、语言解码编码、文本信息总结摘取、智能纠错及语音对话

为代表的语言技术异彩纷呈，而在传统纯人工翻译和纯机械翻译之间，专家们希望达成一个

由先进技术为辅、以人类译员为主的理想状态。在翻译技术发展现状方面，迈尔教授主要介

绍了电脑技术是如何帮助译员进行工作的，并从术语学、翻译记忆、机械翻译和翻译技术的

未来展望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随着电子数据库的发展，作为翻译重要一环的术语查找

也已从传统人工变为术语库自动搜寻，极大地提升了翻译的效率和质量。关于翻译记忆

（Translation Memory），迈尔教授指出，因其以庞大的语句库、术语库及 Editor 处理器为

基础，可以很方便地与各领域数据库进行结合，从而通过不断的修正补充加以提升，更好地

助力译员进行术语提取、提升翻译准确率及打破时空限制完成工作项目。据迈尔教授介绍，

如今的机械翻译主要分为三种形式，分别以语言学规则、数学算法及大数据和神经学理论为

基础。他相信，在诸多的发展潮流中，结合了各项优势的翻译记忆将会主导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讲座中，迈尔教授以同传议员的工作场景举例，指出技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能取

代人工翻译，而是成为译员工作时的可靠助手，降低工作难度及失误率。但迈尔教授同时也

表示，技术的飞速进步必将成为翻译职场中的重大挑战之一，为了能够适应发展变革的潮流，

译员与有志于从事翻译工作的学子必须加深对语言技术的了解，努力驾驭它，而不是一味恐

慌。 

讲座后，师生们就翻译记忆如何进行纠错和提升、语言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影响外语传播

以及语言技术的应用领域等话题纷纷提问，迈尔教授一一回应，讲座气氛活跃。 

（德语系） 

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罗培新来上外讲学 

11 月 17 日下午，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培新应邀作客上外法学院“法

律职业与涉外法务”讲坛，为法律硕士研究生作了题为“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价值判

断与技术理性之间”的精彩讲座。法学院院长张海斌出席并主持讲座。 

讲座开始，罗培新教授先与在座同学开展了互动游戏，从生活情境的模拟出发，切入法

治思维的核心特征。继而，他结合近年来发生的若干热点案件，细致探讨了法治思维的动态

性与全面性。随后，罗培新从法理学视角出发，对桑德尔哈佛课程中提到的著名的“电车难

题”作了新颖的解读，揭示出法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异与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城市

治理中的几个典型案例，探讨了法治思维的衡平性。最后，罗培新教授梳理了近年来社会治

理中的几个重点难点问题，分别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法律见解和法律对策，并由此探讨了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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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系统性。讲座现场气氛热烈，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张海斌院长最后作点评，他认为罗培新副主任的讲座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条缕分析，

法意盎然，彰显了一名学者型官员的法治精神与人文情怀。同时他希望在座同学在今后的研

习中能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法律实践，做一个有现实关怀的法律人。 

（法学院） 

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于上外开展学术报告 

11 月 19 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主任、厦门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

长苏新春教授莅临上外虹口校区，开展了一场题为“从《义务教育学习常用词表》的研制看

内向外向两种词表的特点”的学术报告。 

苏新春教授在讲座过程中阐述了《义务教育常用词表》研制的背景及内容，并与《对外

汉语词汇表》《现代汉语常用词汇表》相对比。他分析了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辞书中心的当前

任务，并将理论与实例相结合，详细介绍了学习型词典的基本特点、内向型学习词典与外向

型学习词典的异同、学习型词典对《分类词典》的利用。 

讲座结束后，参与师生、专家积极讨论，就学习型词典词表收词的科学性、学习型词典

的学习性如何体现、学习型词典词条释义等问题与苏教授进行了深度交流。加强了大家对学

习型词表的理论和实际操作的认识。 

（孔子学院工作处） 

以色列学者在上外开展学术讲座 

11 月 30 日，应东方语学院希伯来语专业和以色列研究中心的邀请，以色列本—古里安

大学犹太历史系主任莫蒂·扎尔金（Motti Zalkin）访问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并做了“从全球

性的民族到（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一段不可能的旅程”的学术讲座。 

在讲座中，扎尔金教授首先对 20 世纪初犹太人作为一个全球性民族的历史进行了概述，

犹太人已分布于欧洲、中东、北美、南美、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地。扎尔金教授对犹太人在俄

罗斯等欧洲国家的居住和职业分布状况做了介绍，由于纳粹大屠杀，欧洲的犹太人口急剧减

少，大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1948 年以色列国建立后，以色列又经历了数次新移民

浪潮。移民为以色列经济的腾飞做出了贡献，以色列也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发展为一个创

新创业国家，2009 年以来，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以色列创新企业受到国际风险

投资者的青睐。但以色列国内的社会分裂、文化冲突以及和平进程停滞军事开支居高不下等

因素也对以色列未来国家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隐忧。 

讲座结束后，参与师生与扎尔金教授积极互动，就以色列社会现状、人口比例的变化等

与扎尔金教授进行了深度交流。 

（东方语学院） 

谏早庸一博士讲座：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在蒙古时代

的相遇 

2018 年 12 月，日本立教大学谏早庸一（Yoichi Isahaya）博士，受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

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共同邀请到两所大学讲学。谏早庸一毕业于神户大学，后在东京大

学师从日本著名的东洋史专家羽田正，研究方向为伊斯兰数学和天文学的文献。在博士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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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期间先后在德黑兰大学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做过相关研究，尤其是对纳西鲁丁·图西

的天文历法有过深入研究。 

19 日，谏早博士在复旦大学历史系邱轶皓老师陪同下来到上外松江校区中日韩研究中

心会议室带来一场题为《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在蒙古时代的相遇》的精彩讲座。 

谏早博士的讲座由蒙古时代的天文学的大背景讲起。13、14 世纪蒙古帝国统治时期，

东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实际上是十分密切的。蒙古帝国内部存在着关于亚欧大陆的西部和东

部两种天文学体系。本次讲座将围绕 13、14 世纪的波斯天文学家尼扎姆丁·内沙布里的波

斯语的天文学著作《发现真相：伊儿汗天文表》（Kašf al-Ḥaqāʔiq-i Zīj-i Ilḵānī）这一案例，

展示全球史视野下文化交流以及表达。《伊儿汗天文表》是 13 世纪大科学家纳西鲁丁·图

西的杰作，纳西鲁丁·图西第一次介绍了中国的天文学，并把它放入到《伊尔汗天文表》的

体系当中。他在书中介绍了中国的 24 节气，中国历法等中国天文学知识，以及农历与伊斯

兰历、波斯历的对照转换。而纳西鲁丁·图西是通过与中国学者傅孟质的直接对话，获得的

上述知识。有一幅伊朗细密画描绘了当时的场景。而《发现真相：伊儿汗天文表》这本书是

对图西著作的注释，也是最早的用托勒密天文学方法讲述中国天文学理论的书，体现了当时

伊朗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伊斯兰天文学家用几何学的方法呈现天文学，而傅孟质用数学方

法所解释中国天文学，在伊斯兰天文学家看来那仅仅只是入门阶段的天文学知识。这样一来，

虽然亚欧大陆东西部的科技得到了交流，但亚欧大陆西部的学者低估了亚欧大陆东部的天文

学发展。 

谏早博士特别强调了图表及其运用在历史研究当中的作用。他指出，以往古代史的史料

来源主要是时人的实录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著作，但是近来部分学者高度重视图表的作用，

例如 Darwins Korallen 通过观察海底珊瑚演变的图片来研究物种进化的历史，而 Sonjia 

Brentjes 则启动了一个叫“亚非欧大陆各文明中天园的具象化和相关的物质文化：图像数据

库”（ Visualiza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the Heavens: Image Database Eurasia and North 

Africa，公元前 4000 纪-公元 18 世纪 ）的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可供研究者使用的图像、图

表数据库；另外，如德国洪堡大学的“跨学科实验室：图像、知识以及创造工程”等高等院

校设立的项目也开展的如火如荼。 

本次讲座吸引了上外波斯语、阿拉伯语、日语、国关等专业的 20 多名师生前来参加，

并与谏早博士热烈互动。本次讲座同时也是上外东方语学院“阿拉伯科学史”工作坊讲座之

一。 

（东方语学院） 

网络教育学院邀请史志康教授举行讲座 

2018 年 12 月 26 日晚，网络教育学院邀请史志康教授举行讲座《莎士比亚〈暴风雨〉

的欣赏与解析》，这是深受学生喜爱的项目品牌 “名师系列讲座” 2018 年度的收官之作，

也是继《莎士比亚:人生地图(Shakespeare: A Map of Life)》之后，史志康教授第二次来网络

教育学院讲授“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史志康，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上海

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常务副校长，中国英语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中国英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及上海外文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史教

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莎士比亚研究”、“美国诗歌研究”以及“英汉、汉英翻译”，是国内

知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 

史教授中从莎翁名著《暴风雨》的故事情节入手，一下子就拉近了莎士比亚与我们的距

离，细细解读了莎剧文本中多个典故，体现了他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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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从原文中提炼出众多英文经典美句与读者共享，字字珠玑，让大家感受到英语语言的魅力。

史教授的讲授旁征博引、贯通中外，又极为风趣幽默，使大家既感受到莎翁那无以伦比的伟

大，又领略了丰富而生动的英语美文。在史老师的引领下，大家享受了一次穿越时间和空间

的莎翁作品赏析之旅，令人赞叹不已，回味隽永。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的掌声经久不息，意犹未尽，大家纷纷表示，听这样一次讲座不仅

增长知识，更获得了学术上的熏陶和享受。 

（网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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