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外国语学院大事记 

No. 时间 事  宜 备注 

1 
1．8 

学院大会（工作总结、联欢活动、集体聚餐）  

2 
1．15 

颜静兰、陆伟忠被任命为外语学院副院长 
校 组 [2010]2

号 

3 
1．18 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外文学会协作组通报，2009年华东六

省一市论文年会从遴选出来的 50 多篇教学论文中选出

2篇一等奖，10篇二等奖给予嘉奖。外国语学院颜静兰

教授的论文《复合互动外语教学模式反思与探究》荣获

一等奖，杨慧敏和王慧两位副教授的论文《谈英语专业

低年级综合英语课堂教学改革》获得二等奖。 

1 月 18 日校园

网 

4 
1．28 学校批准外语学院王慧等同志学院二级行政单位负责

人的任职。 

校 组 [2010]5

号 

5 
3．26 学院选出 36名学院“双代会”代表。名单如下： 

一、大学英语Ⅰ组 （30人）9名 

董慧敏、 赵  蔚、 顾建华、 陆伟忠、 朱晓琴、张惠

芳、  施  敏、 谷伟珍、 陈晓君           

二、大学英语Ⅱ组 （28人）8名 

李  岩、 祝沁华、 戚元方、 张  杰、 余建平、於瑞

华、  郭敬维、 吴承钧  

三、研究生组 （9人）3名 

吴建伟、王  捷、管  博   

四、日语系 德语系（21人）6名 

张凤云、黄育红、盛祖信、王  涌、万灿红、陈伟明、 

五、英语系（18人）5名 

徐宝华、方  朝、杨慧敏、贾  卉、吴  播 

六、 办公室 电教室 学工委 （17人）5名 

路  峰、沈  林、张  攀、林  梅、谈  强  

学院召开全体

工会会员会议

选举产生。 

6 
3．31 

外语学院被评为 2009年度校安全文明单位。 
校 保 [2010]9

号 

7 
4．1 

于建国副校长召开我院院、系负责人教学教育座谈会。 
校办公大楼第

三会议室 

8 
4．6  “华东理工大学第九届 USRP 优秀论文”《行为集团与

性别语言差异——模糊语使用差异研究》  指导教师管

博。 

校教〔2010〕8

号 

9 
4．9 各教职工党支部委员分工情况： 

一、研究生公共英语党支部 

华  静（支部书记）、牛曦东（组织委员）、黄淑芳

（宣传委员） 

二、大学英语Ⅰ组党支部 

李  岩（支部书记）、余建平（组织委员）、吴承钧

各党支部新选

举产生 



（宣传委员） 

三、大学英语Ⅱ组党支部 

朱晓琴（支部书记）、施  敏（组织委员）、张凌志

（宣传委员） 

四、外语专业联合党支部 

郑国锋（支部书记）、万灿红（组织委员）、张凤云

（宣传委员） 

五、办公室及实验室联合党支部 

朱  埃（支部书记）、蒋子方（组织委员）、沈  林

（宣传委员） 

10 
4．9 

外国语学院部门工会委员会分工情况： 

主席：董慧敏；副主席：路峰；组织、宣传委员：戚元

方；文体、生活委员：徐宝华；妇女委员：张凤云 

学院召开“双

代会”，由 36

名代表选举产

生 

11 
5．6 

外国语学院为玉树地震灾区捐款 10400元（以党员教职

工为主）。 

捐款通过学校

组织部转交市

民政局 

 
5．7 学院选出 12名校“双代会”代表。名单如下： 

王  涌、吴建伟、张  杰、张  攀、赵  蔚、徐宝华、 

顾建华、郭敬维、杨慧敏、黄育红、董慧敏、路  峰 

学院召开全体

工会会员会议

选举产生。 

12 
5．13 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科建设顾问委员会成立并举行首

次会议。委员为：戴炜栋、黄源深、杨惠中、何兆熊、

张春柏、庄智象（兼秘书长）。校长钱旭红和副校长涂

善东参加受聘仪式、讲话并合影留念。 

逸夫楼第三会

议室召开会议 

13 
5．18 外语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吴承钧老师，在参加由教育部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指导委员会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 2010

年“首届‘外教社杯’全国大学英语教学大赛”上海赛

区复赛中，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获决赛优胜奖。 

 

14 
5．28-6

．13 

我院学生  人，教师谷伟珍、黄宜作为“世博会”志愿

者进行为期两周的服务活动（园内志愿者、城市志愿

者）。期间，学院党政负责人到学生宿舍进行慰问。结

束后，15 名学生、黄宜老师被评为“优秀志愿者”。外

语学院等 5所学院被评为“最佳组织奖”。 

 

15 
6．9 2009 年外语学院获资助的校党建研究课题：《高校党风

与教风、学风、校风的关系及互动机制研究》（李岩、

楼燕斐、袁小辉）；《学生党员在网络文明建设中发挥先

进作用》（董玉国、陈雪峰） 均获三等奖 

组织部召开表

彰会 

16 
6．16 学院教职工党员 47 人（实有 54 人），并邀请罗劲草、

张新、何剑等三位党外同志参加，赴江苏沙家浜进行红

色之旅党员集体组织活动。途中进行党的知识竞赛、唱

京剧《沙家浜》片段、通报学院近期工作、党费使用情

况等活动。在目的地参观沙家浜抗日斗争纪念馆、游览

古镇老街、摇橹穿梭芦苇荡。 

学院党总支组

织 



17 
6．25 上午 10：00学院在六教 302室隆重召开 2010届本科毕

业生毕业典礼。毕业学生身着黄镶领宽袖黑色衣袍、头

戴学士帽依此上台接受“拨穗”和毕业证书、学院证书。

学院党政负责人、系主任、班导师出席典礼；部分学生

家长也应邀出席。这是外语学院首次举行这种方式的毕

业典礼，给出席典礼的所有人员留下了深刻、难忘、激

动人心的印象。 

 

18 
 经各系、学院考核推荐和学校批准，黄岚、王懿、何玮、

沙晓娅、吴建伟、何春玲、祝沁华、史晓慧、张新、楼

燕斐、施镜蔚、吴承钧、谈强、刘贤鱼、林梅、颜静兰、

沈林、杨慧敏为 2009-2010学年工作考核优秀。 

另，经校党委考核，吴小敏为 2009-2010学年工作考核

优秀。 

 

 

19 
7．1 

王涌、董慧敏老师或“育英奖”（二等奖） 
校网[2010]05

号文件 

20 
7．6 

张凤云当选为校第九届妇女委员会委员 
华委[2010]26

号文件 

21 
7．13 

董慧敏当选为校第十四届工会委员会委员； 
华委 [2010]28

号文件 

 
7．13 

沈林当选为校第十四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华委[2010]29

号文件 

22 
7．31至

8．31 

德语系何剑老师率 25 名学生首次赴德国曼海姆大学进

行短期语言学习。曼海姆大学是德国的著名大学，该大

学的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德语作为外语）学

院每年暑假给来自全世界的外国学生开设德语语言班。 

 

23 
8．30 外语学院颜静兰教授领衔的《综合英语》，获上海市精

品课程 

 

24 
9．1 

贾卉、华静赴英国曼彻斯坦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 
 

25 
9．9 郑国锋老师被评为“2009-2010 学年度校优秀班导师”

（共 25人） 

华委[2010]32

号文件 

26 
9．9 林梅老师被评为“2009-2010 学年度校优秀专职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共 12人） 

华委[2010]33

号文件 

27 
9．9 颜静兰在农工民主党华理党支部第二届一次全体会党

员会议上，当选新一届主任。 

 

28 
9．11 外语学院讲师、原金山石化专科学校俄语教师黄望曙因

患喷门癌医治无效，9月 7日 14：25去世，享年 80岁。

遗体告别会于 9月 11日举行。 

 

29 
9．19 

吴建伟、贾卉被聘为副教授；林梅、董玉国被聘为讲师。 
校人〔2010〕

23、24号文件 

30 
9．26 9 月 26 日上午，上海市外文学会 2010 年下半年度团体

理事单位信息交流会在华东理工大学逸夫楼第三会议

室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包括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会、东华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等在内的 20 多所上海高校外语

学院院长和主任。我院余毓国、颜静兰、王建国参加。 

31 
9．30 我院龚嵘、贾卉、赵宏三人各自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语言学”3个科研项目获得教育部批准（7-9

万元）。这在外国语学院建院甚至建系史上是破天荒的；

批准项目之多，在上海高校中也是名列前茅。另，何玮

获得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2万元）。 

9 月 30日晚王

建国从教育部

网上查得 

32 
10．15 上午 10：00 学院举行“敬老节”暨纪念吴志高（科技

外语系首届系主任）诞辰 100 周年缅怀活动。约 50 名

离退休教职工出席。 

 

33 
10．15 下午 1：30学院举行“华东理工大学戴炜栋博士兼职教

授受聘仪式墍学术报告会”，钱旭红校长到会授予戴炜

栋、庄智象（未出席）为我校兼职教授，并为戴炜栋博

士佩戴校徽。戴炜栋博士作了《中介语石化对外语教育

的影响》的学术报告。钱旭红校长饶有兴趣地听全了此

学术报告并首先提问。 

 

34 
10．16 上午，1990年毕业至今 20周年的科技外语系毕业生 18

人于今天返校参加校庆活动。学院向校友赠送了纪念品

并宴请他们；校友们向学弟学妹赠送若干书籍、10台电

脑和 26000多元人民币作为奖学金，并与部分学生座谈、

说“知心话”。 

下午，外国语学院校友会（筹）成立，约 10 名各届校

友代表出席。会议确定，出席今天的代表为理事，并推

荐 3 名理事为临时召集人，其中朱军为组长。 

 

35 
10．29 研究生公英组牛曦东辞职自费赴澳大利亚留学，攻读博

士学位。 

 

36 
10．30-31 外语学院组织教职工集体外出赴南京秋游，放松心情。

有 86人参加，其中家属 24人。来回乘坐高铁，单趟仅

75分钟到达，最高时速达 447公里。游览了南京的栖霞

山、阅江楼、中山陵、灵谷寺和明孝陵等名胜古迹。 

 

37 
11．3 吴小敏、余毓国、陆伟忠专程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向校

外语学科建设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

育出版社社长庄智象颁发聘其为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

授的证书和为其佩带校徽。此后，就学术合作交流、培

养人才、引进人才等问题进行交谈。 

 

38 
11．16 我院在宣传部组织的《教育规划纲要》有奖知识竞赛活

动中获优秀组织奖。全校有 5个单位获此奖项。 

 

39 
12．1 

我院实验室被评为校 2010年实验室先进集体（共 9个） 
校实[2010]09

号文件 

40 
12．5 材料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化学院分团委荣获上海市“志

愿者工作优秀团队”称号。 

上海市优秀志

愿者表彰大会 

41 
12．12 在 12月 12日结束的 2010年”外研社杯” （原为“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北京总决赛中，我校选手庞慧

 



在指导教师黄岚的指导下，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

将来自北大等高校的优秀选手挑落马，荣登全国冠军宝

座，,取得了我校英语演讲比赛历史上的最佳成绩。庞

慧同学除了获得大赛冠军奖杯和证书外，将有大赛组委

会提供经费，2010年 7月赴美国的大学参加文化交流活

动，指导教师将赴英国牛津参加“ ESU Cultural 

Seminar”活动。 

 

42 
12．14 经院长提名、基层党组织考察、党委常委讨论通过，王

建国任院长助理。 

校组[2010]17

号文件 

43 
12．22 余毓国、吴小敏、何天雄就教育服务社会、校社合作问

题赴江苏太仓市进行调研。与太仓市浮桥镇、浏河镇党

政领导进行交流，双方准备签署合作意向框架协议书。 

 

44 
12．25 戴秋霞获得 2010 年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

基金资助（1万元）。 

校人[2010]27

号文件 

45 
12．27 

邵志洪被评选为 2009－2010年校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校研

[2010]109号

文件 

46 
12．29 

陈丽、邵惟韺获得校 2010(秋)学期研究生课程优秀任课

教师三等奖的称号 

校研

[2010]110号

文件 

47 
12．30 外国语学院 08 级本科生党支部获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

“世博先锋行动”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8 
12．31 下午！：30外国语学院 2010年教（工）代会举行。张凤

云主持会议；余毓国做学院工作总结；董慧敏做工会工

作报告；徐宝华做工会经费使用情况报告；吴小敏作会

议总结。学院双代会代表和教职工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