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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1 日 

1. 我院举办“英华人文系列讲座”之二十八：电影“金陵十三钗”与南京

大屠杀的历史呈现。主讲人为美国奥克兰大学 Laurence Simmons

教授。 

2. 召开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商议学院近期工作。 

 

4 日至 9 日 

我院徐丽云副书记参加学校走访小

组，赴广东省走访部分重点用人单位、

高校等。 

 

9 日 

1. 查明建院长参加在北外召开的“2012 年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

会议主题为“外语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需要”，查院长作了主题发言。 

2. 应外教社要求，学院接待了前来观摩教学的浙江台州学院英语系

教师，来访教师旁听了顾悦、蓝茹、李磊老师的“基础英语 I”和许立

冰老师的“基础英语 II”。 

 



10 日 

查明建院长参加在北外召开的“全国外语院校英语专业联系会议”，

会议主题为“跨文化能力、国际化人才与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查院

长作了主题发言，介绍了上外英语学院的人文化改革的探索及初步成

果。 

 

11 日 

我院英华导航服务中心举办“英华再回首”首

场校友留学经验分享会。导航中心邀请了 2004

级张歆蕊与 2006 级侯佳两位英华校友，与英

语学院的同学们分享留学经历和职业规划的

思考。 

 

13 日 

1. 我院举办“英华人文系列讲座”之二十九：文

学作品标题翻译：特征与误区。主讲人为上

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虞建华教授。 

 

 

2. 受学院委托，龚芬、吴其尧、徐海铭以及许立冰老师与代表学院

参加全国大学英语教学大赛决赛的顾秋蓓老师共同探讨大赛抽签

课文的主题、语言、修辞分析以及教授方式。 



14 日 

1. 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在我校成功召开,英国

研究中心主任、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教授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2. 高健、熊颖哲、朱若菡、李锐以及许立冰老师进行了泛读集体备

课、教学探讨以及教材编写的讨论。 

3. 在校 2012 年度“一团一品”基层团建展示评选中，我院 11 级翻译三

班团支部获得二等奖，英语学院 10 级文学五班团支部获得优胜奖。 

 

16 日 

曹德明校长会见中国东盟

中心马明强秘书长一行,查

明建院长和徐丽云副书记

参加会见。中国-东盟中心作

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将在国

际公务员班的建设中与我

校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当天下午，中国-东盟中心的马明强秘

书长和人事官员赖兴，与国际公务员班学生进行了交流座谈。 

 

17 日 

我院顾悦、侯艳萍、李梅三位老师担任了上海市中学生英语竞赛口试

评委。 

 



18 日 

我院举行“英华再回首”第二场校

友留学经验分享会。英华导航服务

中心邀请目前在贤达人文经济学

院担任专业课教师的陈琳（02

级）、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端

客户部工作的吴瑾怡（05 级）、SAP

公司担任 IT 咨询的黄羽飞（06 级）以及在霍特国际商学院工作的孙

君（06 级），分享她们的留学经验和职业规划并交流探讨留学的意义。 

 

20 日 

我院熊颖哲、高健、赵璧、许立冰四位老师参加了松江七校英语演讲

赛院内选拔，确定了参加校级选拔的人选。 

 

18-20 日 

我院顾秋蓓老师在第三届“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全国总

决赛，以授课分数全场最高分的好成绩荣获总决赛二等奖。 

 

21 日  

卫生部原外事司长、世界卫生组织前资深对外关系官宋允孚为国际公

务员班学生进行了以“做国际公务员——国际组织任职的经验分享”

为主题的讲座。此外，宋司长还接受了由国公班学生组成的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际公务员人才市场需要、入选途径与

基本素质要求研究”课题组成员的采访。 

 

21 日 

我院徐丽云副书记和 10 级辅导员熊颖哲走访了用人单位上海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翻译中心，向其

负责人介绍了学院专业学

科和人才培养情况，华为翻

译中心经理汪洋，编辑部经

理佟阿日娜同我院两位老

师进行了交流，并就建立学

生实习、招聘达成了意向。 

 

22 日 

龚芬、聂小莉以及许立冰老师应上海市考试院以及本校招办要求，前

往华师大参加了上海市高考阅卷工作。 

 

 



 

22 日 

顾悦老师作音乐讲座，题目为“音乐与诗歌的邂逅：中西民谣中的爱

与痛”。讲座中，顾悦老师让同学们欣赏各种风格和时代特征的民谣

歌曲，并引用了名言和文学作品的片段来解说民谣的思想精髓。现场

互动气氛热烈而融洽。 

 

23 日 

下午，学院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 

交流环节，查明建院长介绍了其参加“2012 年中国外语教育高

层论坛”和“全国外语院校英语专业联系会议”的情况及发言主要内

容；顾秋蓓老师分享了参加第三届全国英语教学大赛的心得体会。 

院务工作方面，查明建院长通报了学院近期主要工作；介绍了英

国研究中心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布置 12 月学院工作，主要有方重

翻译奖口笔译大赛、章振邦先生祝寿会、影视翻译研讨会、深化教学

改革以及学院章程建设工作。最后，查院长请同事们认真审议“英语

学院优质教学奖励办法（讨论草案）”和“英语学院出国（境）进修、

访学管理暂行规定（讨论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待期末学院教

代会时表决。 

教学工作方面，许立冰副院长说明了 2009 级本科生毕业论文指

导的分配安排及相关工作时间截点。 



学生工作方面，徐丽云副书记部署了本次年终考核工作安排；反

馈了学生对考试作弊进行的调研情况，说明每门考试有针对考试作弊

的记录表，并请各位老师严肃考场纪律。 

 

23-24 日 

上海外国语大学辅导员协会换届仪式在水乡乌镇顺利举行，同时举办

的还有专题素质拓展训练。我院辅导员陈晓黎、郝振、以及熊颖哲参

与了本次活动，其中郝振老师成为新一届协会副会长。 

 

15-23 日 

我院国际公务员班派八名学

生承担了中国-东盟中心在上

海和昆山系列活动的志愿者

服务工作，包括 2012 中国国

际旅游交易会和第二届中国

旅游责任论坛暨中国-东盟旅

游发展研讨会。学生志愿者们

热情负责的工作态度，优秀的语言能力和综合素质给参会方和参展方

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好地体现了合作单位中国-东盟中心和国际公务

员班的形象，也得到了中国-东盟中心负责人的高度评价。 

 

 



26 日 

1. 下午，英华导航服务中心“英华再回首”研究生经验分享会在松江校

区 5126 教室成功举行。

这场经验分享会邀请四

位 2011 级研究生校友

主讲，他们分别是就读

英美文化方向的朱德

全、跨文化方向的蒋璜、

翻译硕士李铄和朱若菡。 

 

2. 晚，第十八届“21 世纪·可口可乐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上海外国语

大学校园选拔赛决赛中，我院 11 级翻译 2 班的徐诗丛同学和 11 级文

学 4 班的邓宇华同学荣获特等奖，晋级上海市决赛。本次活动由中国

日报社二十一世纪英语教育传媒主办，我院承办，并由分团委书记李

磊担任负责老师，英华学术部担任策划，顾悦、陈琦、熊颖哲、周莹

等老师担任评委。 

 

27 日 

英语学院举办“英华人文系列讲座”之三十：“漫话我

的翻译人生”。主讲人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姚

锦清教授。 

 



28 日 

查明建院长接受学院《英华动态》学生记者专访，详细阐述了英语专

业人文化改革的动因、理念、内涵和目标。 

 

30 日 

1.我院诚邀新华社国际部时事评论员、主任记者吴黎明为全院师生开

设讲座。主讲人结合十八大精神和个人新闻工作经历，谈论中国外交

新定位和中国周边外交热点问题，此外还以校友身份从职业发展角

度，与我院学生就新闻和新华社工作进行深入交流。 

2.我院徐丽云老师代表学院参加我校“庆十八大召开 展教职工风采”

第七届教职工科技文化艺术节歌唱大赛，经过预赛、决赛的激烈竞争

后荣获银奖。 

 

 

 

 

 

 

 

 

 

 



本月综合信息 

 

 2010 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校内盲审工作于 11 月

中旬结束，乔国强、俞东明、王雪梅、罗平、王欣、王恩铭、顾

力行等七位老师分别作为文学、语言学、教学法、笔译、口译、

文化、跨文化方向组负责人主持召开了盲审结果通报会，对学生

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并指导学生进一步修改论文。此外，2011 级

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对 2011 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生

的科研、思想、工作等各方面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帮助学生

更合理地规划接下来的研究生生涯。 

 

 在校第十一届科研成果奖评审中，我院肖维青老师的《翻译批评

模式研究》和王恩铭老师的《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

研究 》荣获学术奖专著类三等奖。 

 

 根据 2012 年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的评审结果，我院共有 4 名教师

获得规划基金资助、2 名教师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具体名单如下 

规划基金：“六十年代美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家庭系统研究”顾悦  

“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史”王恩铭  

“英国当代诗歌与传统文化”王欣  

“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研究”吴赟  

青年基金：“80 年代以来纽约和上海城市小说比较”蔡佳颖  



“英帝国及后帝国时代英国法的域外移植与域外影响

——以非洲为例”孙艳 

 

 在学院老师的积极配合下，许立冰、高筠和周莹三位老师及时完

成了 2012-2013 春季学期本科生排课工作。 

 

 在许立冰、周莹、姜璐旸以及陈晓黎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 2009

级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的分配工作，这是学院首次在征询学生志

愿之后进行的论文指导分配。 

 

 经过校工会、校妇女工作委员会的认真评审，我院二年级精读教

研组被评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三八红旗集体，与此同时，我院龚芬

老师荣获上海外国语大学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我院 2012 年度教育奖励基金各奖项获奖情况如下： 

申银万国教学科研奖一等奖：徐海铭 

申银万国教育管理奖三等奖：董严泓 

邵一兵教学科研奖二等奖：高健 

外教社教育管理奖：高筠 

申银万国优秀学生奖：2010 级张明雅 

申银万国助学金奖：2009 级宁莹 

兰生股份优秀学生奖：2011 级丁阳洋 



兰生集团优秀学生奖：2011 级李仪方 

抽纱优秀学生奖：2009 级叶蕙 

邵一兵优秀学生奖：2009 级俞一舟 

邵一兵助学金奖：2009 级白丽霞，艾合坦木·艾尼瓦尔 

外教社优秀学生奖：2010 级衷苾璇 

外教社助学金奖：2009 级买地娜·阿不都克力木 

沈伟英优秀学生奖：2010 级高旻 

沈伟英助学金奖：2009 级如克艳·买买提 

卡西欧优秀学生奖：2010 级杜欣卉、2011 级周瑶佳、2009 级顾诗

婷 

张卫东助学金奖：2009 级努尔艾力·吾甫尔 

英语 85 界校友爱心助学金奖：2010 级文晓荷、张乐、周志诚、

赵妍曦、董丽君、雷敏杰，2011 级叶尔江·沙曼其、李小芳、阿力米

热木、帕丽哈•波拉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