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传播学院（含女子学院）
第一节 概况
人文与传播学院的前身是 1996 年成立的人文学院，由中文系、历史系、古
籍整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四个单位组建而成。2003 年 3 月更名为人文与传播

批注 [H1]: 成立时间写明年月，时间
以批复为准。所以，要在 1996 年后
添加“12 月”

学院。学院第一任院长为孙逊，书记为马友协，现任院长为苏智良，书记为吴沛
东。

批注 [H2]: 学院领导如院长、副院

学院现下设 1 个三级学院：女子文化学院；下设 7 个系，分别是：中文、历
史、文化典籍、广告学、文化传播、档案学和社会学；建有 7 个研究所，分别是：
古籍整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长江文化研究所、儿童文学研究所、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所、中国创意产业研究所；建有 15 个研究中心，分别是：中
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逻辑学研究中心、中国慰安妇问题研
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宋史研究中心、女性研究中心、中国新广告研究中心、
社区学院发展研究中心、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电子政务资源研究中心、中
国美学研究中心、现代出版研究中心、都市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法国电影研究中
心；建有 1 个工作室：梅子涵工作室。
学院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1 个教育部普通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1 个教育部人才培养基地：中国
语言文学；1 个国家级精品课程：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史系列课程；1 个国家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西方文明史课程；2 个上海高校 E-研究院：都市文化 E-研
究院、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1 个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7 个上海市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近现代史、都市文化学(优势学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域外汉文古文献学、
中国语言文学；4 个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应用语
言学、古籍整理研究；3 个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汉语言文学、广告学、历史学。
学院建有资料中心、文科综合实验中心和广告学专业创新创业中心。资料中
心占地面积 810 平方米，拥有图书 14.1 万册，杂志 1.5 万册，包括 11 个特藏室。
文科综合实验中心，总面积达 1000 平方米左右，下设 PC 机房、非线性编辑机房、
红外线实验室、摄影实验室、暗房、录音实验室、语音实验室、档案实验室、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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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书记、副书记姓名、任职时间拟
表，附在后面。具体样式见下文。

拟演播室以及多媒体教室，均配备现代化的仪器设备，专供有关专业实践性课程
教学和学生课外练习使用。此外建有“都市文化研究”、
“东方语言学”、
“文贝”、
“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4 个网站和 1 个学院网页。学院还建有 81 个社会实
习基地。
学院现有教职工 189 名，其中教授 58 名，副教授 51 名，博士生导师 49 名，
硕士生导师（含博导）100 名。截至 2010 年，在院博士研究生 174 名、硕士研

底。

究生 746 名、本科生 2463 名、留学生 20 名。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领导
名

称

书

记

任职时间

副书记
黄

人文学院分党委

张帼瑾

19961209—19980907

（1996-2003）
马友协

人文与传播学院

19980907—20030513

马友协

20030513—20090906

吴沛东

20090906—

任职时间

刚

19961209—19980619

吴沛东

19961209—19980302

张为民

19970226—20000703

左思民

19980907—20000711

金定海

20000711—20030513

唐若豪

20010917—20030513

金定海

20030513—

柏

20030513—20100613

桦

党委
（2003-）

朱惠军

20100702—

人文与传播学院行政领导
名

称

院

长

孙

逊

任职时间

副院长

19961209—20030321

人文学院
(1996-2003)
孙
人文与传播学
院(2003-至今)

逊

20030321—
20090906(20090906 以
后任名誉院长，任期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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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H3]: 数据统计截至 2013 年年

任职时间

齐沪扬
严耀中

19961209—20000310

俞 钢
张家平
陈澄泉
严耀中

19961209—20030321
19961209—20030321
20000711—20030321
20030321—20061204

俞

钢

20030321—20071127

张家平
陈澄泉

20030321—20061204
20030321—20051026

19961209—20030321

金定海

20030321—（兼）

潘建国

20030321—20061017

苏智良

20061204—20090906
（常务）
20061204—
20061204—20090906
20061204—20100613
20061204—20100613
（兼）
20080402—
20091028—
20091028—
20100613—

朱易安
刘民钢
张剑锋
柏 桦

苏智良

朱 政
陈 恒
詹 丹
刘旭光
朱惠军

20090906—

20100613—（兼）

第二节 中文系
一、沿革
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中最大的专修科就是中文专修科，成立于 1954 年 8 月。
其前身是华东速成实验学校中学师资训练部的语文科。1956 年 7 月，上海第一
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原上海师专中文科相应扩大为中文系，设本科和专科。1985
年 5 月，上海师大文学研究所建立，从中文系调走一批骨干教师。1988 年 7 月，
上海师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建立，部分教师划归该教学中心，专门从事外国留学
生教学工作。1996 年 12 月，中文系和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四
个单位共同组建成立人文学院。
二、机构与人员

批注 [H4]: 学院以前的系主任、副系

中文科成立时任命刘秉彝为主任，商韬、张斌为副主任，教员有二十多位。
1956 年成立中文系后，任命覃英为常务副主任，包玉珂为副主任。1957 年 4 月，
中共上海第一师院中文系总支委员会正式成立，覃英兼任总支书记。当年，教师
人数达 77 人之多。根据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中文系设语言学、习作、现代文学、
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五个教研室，文学理论、语文教学法两个教学小组。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和壮大，中文系现有教师 55 人，其中教授 27 人，副教授 16 人，
现任系主任詹丹。中文系下设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艺学、写作与课程教学论五个教研室。另有 1 个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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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支部书记、副书记，学院以后
的系主任姓名和任职时间拟表附后。
具体样式见下文。

界文学；1 个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1 个上海高校 E-研究院：都市文化 E-研究院。

中文系党组织历任领导
名 称

中文系党总支
(1957-1966)

书

记

任职时间

覃 英
王其元

195704—195709

叶奕沛

副书记

任职时间

195709—195808（兼）

杜道先
赵炳文

195707—196003
195808—196406

195808—196002

陈敦行

刘俊杰

196002—196110

宋大章

196110—“文革”
（196409 起主持工作）
196110—“文革”

黄叔宽

196110—196406

王建立

196507—“文革”

张树蓉

19781101—19791020

张树蓉

19791020—19840720

季德元

19781101—19840726

叶景烈

19840726—19880912

张根生
杨立扬
阮兴树

19810401—19880912
19840726—19880912
19870710—19880912

阮兴树

19880912—19940315

王

中文系党总支
(1978-1996)

金志华

19950111—199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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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19900116—19901121

谢承志
徐锦标

19901121—19930222
19901121—19950216

金志华

19930222—19950111
（19940315—
19950111 主持工作)
19950216—19961209
19950217—19961209

吴沛东
黄 刚

中文系行政历任领导
名

称

中文科

系主任
刘秉彝

任职时间

副主任

195408—195608

任职时间

商

韬

195408—195608

张

斌

195408—195608

覃

英

195609—196003（常务）

(1954-1956)
魏金枝

195709—“文革”

包玉珂

195609—196606

中文系(1956-

刘秉彝
徐群法

195608—195708
196008—196606

“文革”)

赵炳文
姚麟园

196110—196406
196409—“文革”

李

玻

196606—“文革”

徐群法

19781101—198111

姚麟园

19781101—19840620

张 斌
张玉瓖
张益民
叶景烈
王纪仁
石汝祥
张根生
杨国华

19781101—19820209
19781101—19860709
19800322—19860709
19820209—19860709
19840905—19860709
19840905—19880820
19840905—19860709

虞建平

19860709—19880820
19860709—19880820
19880802—19900523（常务）
19880802—19920616
19900523—19950216（常务）
19920616—19961209
19920630—19961209
19950222—19961209
19950222—19961209
19950222—19961209

张

中文系

斌

王纪仁

19820209—19860709
(19860709 后任名誉
系主任)

19860709—19880820

(1978-1996)
叶景烈

19880820—19920616

郑克鲁

19920616—19961209

任仲伦
虞建平
曹 旭
楼雅珠
李时人
何伟渔
齐沪扬
任仲伦
张家平

19860709—19920616

【备注】 暂缺：（学院成立后的）中文系系主任名单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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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

批注 [H5]: 主要写专业，尤其有特色

中文系目前设有 3 个四年制的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文科基地）专业是国

的专业、教学模式等更要提一下。

家教育部在我校设立的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旨在培养理论思维型
人才，学生毕业后从事文科基础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实行“本科生—硕士生
—博士生”一体化与分流制的教学模式，品学兼优的本科生毕业后可直接推荐进
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中等学校语文教师和高素质文职人员。对外汉语专业将主要为多种层次的对
外汉语教学工作、对外汉语管理工作、基础教育工作和多种涉外工作培养复合型、
实用型的新型人才。
批注 [H6]: 有特色的学科、科研尤其

四、科学研究
1978 年中文系首先招收现代汉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设立现代汉语

要写上。

博士点。1996 年设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00 年建立中国语言文学一
级学科博士点。目前中文系共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 8 个，分别是：汉语言
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都市文化学。硕士点 9 个，分别是：
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
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文）课程与教学论、民俗
学。
五、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
除了按照规定的教学大纲给学生授课外，中文系还积极探索和尝试各种新途
径来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素质。在此过程中，创设条件让学生出国进行
对外交流，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最受学生欢迎的一项活动。近几年，每年都选派

批注 [H7]: 删除。文字要简洁，要删
除铺垫性的套话性的文字。

学生远赴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和台湾交流学习，学生的外语对话水平、人
际交往能力、生活自理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并逐步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

第三节 历史系
一、沿革
6

历史专修科是 1954 年 8 月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成立时设立的八个专修科之一。
1956 年 7 月，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原历史专修科扩大为历史系，设本
科和专科，学制分别为四年和两年。1983 年 2 月，在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和
《汉语大辞典》编写组基础上组建上海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从历史系调出一批
骨干教师。2000 年 4 月，在历史系社会学专业基础上成立上海师大社会学系，
历史系自 1995 年起开设档案管理专业，至 2002 年 11 月，以历史教师为主体成
立档案学系。1996 年 12 月，中文系和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四
个单位共同组建成立了人文学院。
批注 [H8]: 学院以前的系主任、副系

二、机构与人员
历史科成立时任命程应鏐为主任，教员有十余位。下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
现代史、世界史三个教研室。1956 年成立历史系后，程应鏐、魏建猷先后任系
主任，张家驹、姚震寰、赵宗颇为副主任。新增历史教学法教研室。1957 年 4
月，中共上海第一师院历史系总支委员会正式成立，刘俊杰任总支书记。此后，
吴成平、叶书宗、苏智良、陈恒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赵宗颇、叶书宗、张帼瑾、
马友协等先后担任党总支书记。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和壮大，历史系现有教师 27 人，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
授 6 人，现任系主任黄纯艳，副主任高红霞。下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
世界史、历史教学法、历史地理五个教研室。另有 1 个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2 个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近
现代社会史、域外汉文古文献学；1 个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
学也是市教委认定的市级教学高地，负责人为苏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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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支部书记、副书记，学院以后
的系主任姓名和任职时间拟表附后。
具体样式见下文。

历史系党组织历任领导
名

称

历史系党总支

书

记

刘俊杰
杜道先

任职时间
195704—196003

副书记
何

云

任职时间
195704—1958

196003—196509

(1957-1965)
政史系党总支

杜道先

196509—“文革”

邹 英
佘绍麟

196509—“文革”

佘绍麟

19781227—19840620

196507—“文革”

(1965-“文革”)

历史系党总支

江剑吟

19781223—19791020（代理）

江剑吟

19791020—19840620

迟焕章

19840620—19850415

余亚平

19840620—19871027

叶书宗

19860826—19910524

王晓岳

19850415—19860826
（主持工作）

俞志强
马友协

19870211—19910524
19900116—19961209
19910524—19930624
（主持工作）

(1978-1996)

曾维华
张帼瑾

19930624—1996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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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亦娣

19950222—19961209

历史系行政历任领导
名

称

主任

任职时间

副主任

任职时间

历史科
程应镠

195407—195606

历史系

程应镠

195606—1957

(1956-1965)

魏建猷

195808—196509

(1954-1956)
张家驹

195606—196509

姚震寰

196202—196509

赵宗颇

196409—196509

张家驹

196509—“文革”

姚震寰

196509—“文革”

“文革”)

赵宗颇

196509—“文革”

历史系

赵宗颇

19781227—19840620

吴成平

19781227—19840620

政史系(1965魏建猷

魏建猷

196509—“文革”

19781223—19810824

(1978-1996)

程应镠
程应镠

19810824—19840620

吴成平

19840620—19920324

叶书宗

19920324—19961209

李培栋

19790316—19810824（第一
副主任）
19840620—19860718

叶书宗
胡世芸
张国瑾

19840620—19860718
19860718—19880825
19860718—19961209
其 中 19880825 —19950222
（常务）

严耀中
陈昌福
程翌康
王铎全
王廷洽
舒运国
李 渡
苏智良
舒运国

19860718—19920324
19880825—19890920
19890826—19920324
19920324—19920324
19920324—19950222
19950222—19950517
19950222—19971008
19950517—19961209
19960708—19960902

【备注】 暂缺：（学院成立后的）历史系系主任名单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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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
历史系设本科和专科，学制分别为四年和两年。历史系目前有 1 个本科专业：
历史学（师范）专业。历史学（师范）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中等学校历史教师和高素质文职人员。
四、科学研究

批注 [H9]: 有特色的学科、科研尤其

历史系是全国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1980 年首先招收中国古代史

要写上。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科带头人为程应鏐；以后又设立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硕
士点，学科带头人分别是郭豫明和吴成平。2000 年设立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
学科带头人为唐力行。2003 年设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首任站长为苏智良。
2006 年建立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为唐力行。2010 年新增世界历
史一级学科。目前历史系下设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其中中国历史一级学科下设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
学等 7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世界历史一级学科下设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
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地区史和国别史等 5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共设硕士点 10 个，
分别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史学史与
史学理论、国际关系、（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地理。
五、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
历史系长期承担多项社会服务工作。60 年代，曾有多名教师赴西藏等地支
教，后曾开办新疆学生班等。近年来，参与国家、上海市的禁毒工作和 2010 年

批注 [H10]: 时间指代要明确，所以
改为：20 世纪 60 年代

上海世博会，协助电视台拍摄历史纪录片，参加各类国内外会议，培养中学青年
骨干教师。90 年代以来，参与了上海市第二期课改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对外交流方面，历史系教师有多人赴苏联、美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
深造。2011 年派遣学生前往美国怀俄明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多个学科在德国、
英国、日本、加拿大、朝鲜、韩国、美国等出席会议或主办会议。同时，也接受
韩国、日本、俄国、美国等学生和教师留学与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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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H11]: 时间指代要明确，所以改
为：20 世纪 90 年代

第三节 文化典籍系
一、沿革
1983 年 2 月在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和中文系《汉语大辞典》编写组的基
础上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所。1984 年“古籍整理研究”被上海市高教局核定为全
市地方高校中第一批建设的 21 个重点学科之一，是当时上海师范学院获得的首
个重点学科，同时也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 20 个
研究所之一。1996 年 12 月，古籍整理研究所与中文系和历史系等单位共同组建
成立了人文学院。1999 年 6 月，由于教学管理的需要，采用一套人员两块牌子
的方式，在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文化典籍系，主管本科教学，古籍所所
长朱易安兼任系主任。
二、机构与人员

批注 [H12]: 系主任姓名和任职时间

1983 年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时，程应镠任所长，杨金鼎任副所长，马茂元

拟表附后。

为顾问。同时建立党的直属支部，朱爱慈任支部书记。1984 年 10 月，党委任命
吴以宁为总支书记，朱爱慈任副书记。古籍所原设有史学、文学、辞书三个研究
室和一个资料室，合并进学院后设古典文献和历史文献两个教研室。2003 年春，
古籍所申请设立编辑出版专业获批准，成立编辑出版学教研室。古籍所现所长为
戴建国，文化典籍系主任为张剑光，副主任为陈丽菲。现有教师 22 名，其中教
授 9 名，副教授 7 名，博士生导师 5 名，硕士生导师 10 名。

【备注】 暂缺：文化典籍系主任名单表格
三、教学
该系共有两个专业，一是 1983 年起设立的古典文献专业，学制四年，是全
国高校重点培养古典文献研究和教学人才的四个专业之一。该专业培养能以现代
手段从事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及编辑出版、图书、档案、文秘、教学等方面的
人才，重视学生传统文化底蕴和英语能力的培养。另一是 2003 年开始招生的编
辑出版学专业。该专业主要为满足各类出版社、杂志社、报社、文化传播公司、
图书公司、网络公司、书店、电台、电视台等各类传播媒体以及高等学校相关专
业的需要，培养各类文字、图像、动漫、网页等的策划创意和书刊、报纸、电子、
音像及网络出版物的编辑、制作、营销、管理以及出版教育方面的专门人才。
批注 [H13]: 有特色的学科、科研尤

四、科学研究

其要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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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古籍整理研究室开始招收古籍整理研究专业三年制硕士研究生，此
后又招收了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目前文化典籍系（古籍研
究所）共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 2 个，分别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
学；硕士点 4 个，分别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史学史和史学理论、
法律史。
五、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
除了按照规定的教学大纲给学生授课外，文化典籍系还积极探索和尝试各种
新途径来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素质。古典文献专业在三年级时组织学生
赴历史文化名城进行考察，编辑出版专业从第一学年结束以后，每年都会组织学
生赴出版社、书店实训和实习。

第四节 广告学系
一、沿革
【备注】 内容暂缺

二、机构与人员
【备注】 内容暂缺

三、教学
【备注】 内容暂缺

四、科学研究
【备注】 内容暂缺

五、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
【备注】 内容暂缺

第五节 文化传播系
一、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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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H14]: 删除。文字要简洁，要
删除铺垫性的套话性的文字。

1996 年，在原中文系电影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文化传播系并开设戏剧
影视文学专业。2008 年新增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批注 [H15]: 系主任姓名、任职时间

二、机构与人员
文化传播系设有戏剧影视文学和广播电视新闻两个本科专业、广播电视艺术

拟表附后。

学硕士点及法国电影研究中心。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现为齐青，现有专业教师 9
名，其中教授 2 名，副教授 5 名，讲师 2 名。

【备注】 暂缺：文化传播系主任名单表格

三、教学
文化传播系 1996 年招收首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2008 年开始招收广
播电视新闻专业本科生。本系为国内各级电视台、广播台、影视制作公司、出版
社、广告公司、大中小学电教中心等单位输送人才。专门培养创作与评论、编导

批注 [H16]: 改为“该系”
。行文要用
第三人称。

与编辑、摄影与摄像、影视制作及影视新闻等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除理
论教学外，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硬件设施，
以满足学生进行实践操作的需要，使学校传授的知识、技能在最大程度上同用人
单位的需求相符合。现有的非线性编辑实验室及摄像录音设备能够基本满足学生
实践作业及制作小型影视作品的需求。本系建有专门的实践教学基地，保证了学
生的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环节的实施。

批注 [H17]: 改为“该系”
。行文要用
第三人称。

四、科学研究
本学科在电视剧作研究及电视制作研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专业教师承担国
家社科项目、上海市教委项目等。教师独立编剧的电视连续剧《亲情树》、
《香樟

批注 [H18]: 改为“该学科”
。行文要
用第三人称。

树》等分获第 24 届“飞天奖”长篇连续剧一等奖，最佳编剧提名；第 22 届“金
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获 2007 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优秀作品奖；首届广播电视大奖铜奖，首届中国电视剧风云榜最佳编剧提名等。
教师担任录音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
《远山远水》等获得飞天奖、金
鹰奖、星光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本专业十分重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许多学生从二、三年级开
始，就在《中国教育报》、
《中国青年报》、
《文汇报》、
《解放日报》、
《新民晚报》、
《青年报》、
《中学生知识报》、
《上海教育报》和《上影画报》等有影响的报刊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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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H19]: 改为“该专业”
。行文要
用第三人称。

志上发表影视评论。学生作品在纪实频道、上海教育电视台等相关栏目播出。
五、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
组织国内外专家、艺术家为学生举办专业讲座；与上海电影资料馆合作多种
电影活动；组织学生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专业交流及志愿服务等；组织学生参加
“电影百年知识竞赛”、“重走长征路”等多种专业及社会实践活动。

第六节 档案学系
一、沿革
上海师范大学档案学专业创办于 1994 年，1995 年正式招收档案管理专业专
科生，隶属历史学系。2002 年档案学专业本科申办获准，同年正式招收档案学
专业本科生。2002 年成为独立的档案学系。2005 年创办了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研
究中心。2011 年起招收专门史（信息管理史方向）硕士研究生。
二、机构与人员

批注 [H20]: 系主任姓名、任职时间

在档案学系发展过程中，先后参与工作的教师有：苏智良、周春生、张帼瑾、
李稚勇、丁光勋、连颖、连志英、朱颖、王绍侠、吕元智、梁孟华、张会超、赵
雪芹等。档案系初建时的系主任是丁光勋，现任专业负责人为吕元智。目前档案
学系有专职教师 5 人，其中副教授 3 人，博士 4 人，在职博士生 1 人，平均年龄
36 岁。

【备注】 暂缺：档案学系主任名单表格

三、教学
档案系自 2002 年开始招收档案管理专业本科生。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
求，档案学系以信息化为发展契机，本着“面向市场、面向未来、面向信息化”
的原则，及时调整专业培养计划，优化课程体系，确立“培养具有系统的现代档
案学基础知识和信息化理念与技能的，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信息
机构从事现代文档管理、信息管理与服务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的目标。目前，档
案学系拥有专业实验室 1 个、专业实习基地 5 处，已建成校级精品课程 1 门，在
建校级骨干课程 1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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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表附后。

批注 [H21]: 有特色的学科、科研尤

四、科学研究
自档案学系成立以来，共承担科研项目 17 项，其中国家项目 2 项、省部级

其要写上。

项目 1 项、上海市教委、科委系统项目 4 项、校级项目 7 项、其他项目 3 项。发
表专业论文（2006——2010）76 篇，其中专业权威期刊论文 8 篇，其他 CSSCI
源期刊论文 32 篇，独立或参与出版了学术专（译）著 6 部，并在档案学基础理
论研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服务评价等方面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研究特色。
五、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
为了加强社会服务和扩大影响，档案学系于 2006 年 12 月成功举办了“首届
上海市 3+1 档案论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档案学系现与奉贤区档案局
（馆）、徐汇区档案局（馆）等建立了全面合作的教学与科研基地，构建了良好
的教学与科研实践平台。到目前为止，档案学系共培养了 256 名专科毕业生、269

批注 [H22]: 时间数据截至 2013 年年
底，

名本科毕业生。

第七节 社会学系
一、沿革
1999 年，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成立，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申请获教育部批
准。上海师范大学因此成为全国首批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 28 所院校之一。
批注 [H23]: 系主任姓名、任职时间

二、机构与人员
筚路蓝缕开创者为历史系周春生、邢丙彦等。首任系主任为周春生，现任系

拟表附后
批注 [H24]: 删除“筚路蓝缕”这类

主任为张宇莲。2004 年，张宇莲任社会工作专业负责人，2011 年，更新为彭善

修饰词

民。社会学系现有教师 6 名，其中副教授 4 名，讲师 2 名。

【备注】 暂缺：社会学系主任名单表格

三、教学
2000 年，社会学系招收首批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至今已培养出 8 届学生，
每届 40 人左右，共计 300 余人。2003 年底，2001 级社会工作本科班获上海市高
校优秀班集体称号。近年多名学生在全国社会工作优秀案例评选赛、梁国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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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H25]: 时间数据截至 2013 年年
底

社会工作教育奖学金、上海市大学生创新等活动中履获佳绩。2003 年，社会学
系招收首届社会工作专业夜大学学生，每届招本、专科两个班。本专业“小组工
作”（张宇莲主讲）被评为校精品课程，“社会工作技巧”（沈黎主讲）被评为校
精彩课堂，“个案工作”（杜立婕主讲）、“社会工作行政”（彭善民主讲）被列为
校级重点建设的主干课程。
四、科学研究

批注 [H26]: 有特色的学科、科研尤

2002 年成立社区学院发展研究中心（周春生任主任）、2010 年成立都市社会

其要写上。

工作研究中心（张宇莲任主任，彭善民为执行主任）；2007 年，社会学入选第四
期校级重点建设学科（负责人为邵雍）；2010 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授
予权（负责人为苏智良）；2011 年彭善民、沈黎分别申请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一般、青年项目。先后举办“社区学院教育发展”（2003）、“戒毒社会工作国
际比较”（2007）、“危机管理与和谐社会”（2009）、“都市社会工作现状与展望”
（2009）等国内外学术研讨会。
五、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
社会服务卓有成效。2008 年社会学系师生 20 余人奔赴堵江堰参加震灾后社
会工作服务，为期半年之久，获“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优秀共产党员”等

批注 [H27]: 删除。文字要简洁，要
删除铺垫性的套话性的文字。

称号。多名教师担任社会服务机构理事或专家督导，提供专业调查和咨询。

第八节 女子文化学院
一、沿革
上海师范大学女子文化学院是沪上第一所女子学院，由上海市妇联和上海师
大共同创办，成立于 2000 年 4 月 17 日。学院为上海师范大学的三级学院，也是
上海市第一所专门招收女性大学生的学院。
二、机构与人员

批注 [H28]: 院长、副院长姓名、任

女子文化学院第一任院长翁敏华，现任院长朱易安。学院现有教师 8 名，其
中教授 1 名，副教授 2 名。除专任教师外，还聘请人文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和社会
知名人士、企业家组成兼职教授团队，精心组织和执行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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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时间拟表附后。具体样式见下文。

女子文化学院行政领导
名

称

院长

女子文化学院
孙

逊

朱易安

任职时间
20000703—20061204
（兼）

副院长

任职时间

翁敏华
赵苹和
朱易安
张家平

20000703—20061204(常务)
20000703—？？？
20000703—20061204
20000703—20061204（兼）

20061204—（兼）

三、教学
现有汉语言文学、公共关系学、文化产业管理三个本科专业。学院强调双语
教学、社会沟通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除注重学生文史哲知识的学习外，还开
设女性学、家政学、形象设计、形体训练、中外礼仪等具有性别特色的课程，构
建文学素养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知识结构，培养时代特征与个人特色兼具的高等
人才。
批注 [H29]: 有特色的学科、科研尤

四、科学研究
依托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承担了多项与女性研究有关的国家和上海
市社科项目。在妇女学理论与方法、中外妇女史、婚姻家庭、伦理与法律、女性
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五、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
自 2005 年始，每逢农历三月三，学院都组织“女儿节”的庆典活动，追溯
传统习俗，结合现代大学生活，成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平台。2008
年首届“东方女儿节”在上师大校园启动，成功地将“女儿节”活动由校园推向
社会，产生更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学院的学生还是上海大学生志愿者队伍中坚
定的爱心使者，特奥会、世博会、“百万家庭学礼仪”等重要活动中处处有她们
的身影。学院与多个国外高等院校建立学术及教学的合作交流机制，为教师和学
生创造更多的进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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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