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外国语学院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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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第二党支部的两个申报项目（学风建设系
1 月 7 日校组织
列组织生活、世博系列组织生活）获得 2010 年校“十
部举行的展示
佳组织生活”。一个支部在同一年度获得两个“十佳组
评比会上。
织生活”奖，到目前为止在全校还是绝无仅有。
外国语学院全体教职工下午在工会八角厅举行联
欢活动，日、德、英外籍教师也应邀参加。晚上中外教
职工在园林宾馆聚餐。
上午学院全体教职工分二级单位讨论学校和学院
的“十二五”规划。中午全体班主任开会总结工作，学
院和系的党政负责人出席。
我院教师夺得 2010 年度多项荣誉称号：上海市教
育系统三八红旗集体——英语系；华东理工大学三八红 3 月 8 日全校庆祝
旗手——赵宏；华东理工大学优秀青年女教师——陈 “三八”节大会
丽。
今天 14:46 日本仙台、宫城发生 9.0 级强烈地震并
引发浪高 10 米的海啸。经联系我院在日本札幌大学留
学的 7 名学生安然无恙（据学生告知札幌市地震的震级
为 3 级）
。
王建国、朱晓琴两位老师参加校第十五期青年干部
培训班学习。
4 月 2 日下午学院隆重举行“2011 届（春季）硕士
研究生毕业典礼”
，25 位学生被授予硕士学位。学院党
政负责人、学术委员会主任出席，并给毕业硕士颁发证
书。
近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分别授予我校外语学院
分团委 2010 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授予我
校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分团委 2010 年度“上海市五四特
色团委”称号。
余毓国、吴小敏、张攀与来访的沪江教育网副总经
理唐红浙、商务总监徐华商谈双方合作事宜。该网站在
国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最近他们考虑开办网上外语学
校即“沪江网校”板块，想依托高校的力量。就此事的
合作问题双方进行了交流。
我院学生高梦恬、袁晓晟、赵子搴的论文：《不同 校教【2011】8
母语阅读水平者在汉英阅读中的策略研究》，获校第十
文件
届大学生创新实践优秀论文奖，指导教师是罗劲草。
上海市第三届德语风采大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
行。来自复旦、交大、同济、上外等沪上知名高校的德
语系同学汇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我校德语系派出 08
级赵健品、盛佳蕾和朱涛三位同学，在带队老师沙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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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场指导下，表现出色，一举斩获团体第二，同济大
学代表队获本届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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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澳洲莫纳什大学（人文学院）国际交流处签
订合作协议。
2011 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成绩揭晓，
全国通过率仅为 42.44%。我校外语学院英语系 93 位学
生全部参加，以 92.47％的通过率创佳绩，超过全国通
过率的 50.30 个百分点。其中成绩优良有 46 位同学（70
分以上）
，优良率近 50%。
我校参加英语二专学习的 33 位学生也参加了此项
考试，通过率 100%，11 人良好，优良率占 33.3%。
5 月 20 日上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国际交流处主管 Alan Lawrie 先生访问我
校外国语学院。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包华副处长和外
国语学院院长余毓国、副院长颜静兰和院长助理王慧会
见了来宾，并就与贵校的人文学院建立合作交流关系、
教师及学生交流等合作意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经过会谈，双方就两校相关院系开展本科生“2+2 项
目”初步达成一致。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计划在框
架性协议的指导下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同时就其他项目
的合作也进行了探讨。
莫纳什大学是澳大利亚八所一流名校之一（Group
of 8）, 所授予的学位是世界范围认可的。莫纳什大学
建立于 1961，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最国际化的大学，目
前在读学生 45000 名，其中包括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9000 名在读留学生。莫纳什大学具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成
果、教学质量及世界一流的留学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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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籍人士、美国西康涅狄克州州立大学英语教
授祁寿华教授于 5 月 22 日——26 日应邀来我院讲学。
今天是端午节，下着雨。8 时许，学院 47 名（应有
56 名）教职工党员集体去洋山深水港、临港新城举行组
织活动。路上由学院党总支向全体党员报告今年上半年
工作，举行党建知识竞赛，高唱革命歌曲。在洋山深水
港的贵宾接待室聆听介绍，俯瞰港区全貌；冒雨登观景
平台眺望码头和大海。中午在书院人家品尝农家茶饭，
欣赏雨中美景；饭后卡拉 OK，争着一展歌喉。下午来到
滴水湖畔，领略特有的雨中波涛、阵阵海风。15 时返回
学校。
第二届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比赛中，我校参加比赛的
张新老师获三等奖（共有 10 名老师获一、二、三等奖），
史晓慧老师也参加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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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交处包华；
我院颜静兰、
王慧出席

2010 年度校党建课题研究，外国语学院获奖课题：
（9）外国语学院《学生党员在网络文明建设中发挥先
进性作用》赵宏、刘艳、张瑛三等奖；
（23）外国语学院《党支部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和效果的
研究》裴文波、何天雄、张攀鼓励奖；
（37）外国语学院《从对高校内涵的思考谈党建在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中的作用》朱晓琴等外国语学院第二党支
部党员鼓励奖。
2011 年度立项课题：
（28）外国语学院《高校低年级学生党建工作方法初探》
裴文波、毛一苇、吕文；
29 外国语学院《外语专业本科生政治思想状况调查研
究》张凤云、郑国锋、万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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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伟、王捷分赴美国、英国做访问学者一年。贾
卉、华静老师完成一年访问学者工作回国。

23

9.1

原金山校区外语教研组退休教师江梦笔先生今晨
逝世（1920 年 6 月 1 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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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由王涌老师带队的德语系 2009 级名学生第二批赴
德国曼海姆大学游学团自 8 月 31 日出发至今日返回，
圆满完成学业。蒋青、董玉国也自费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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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王建国被聘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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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黄淑芳、王懿、吴碧宇、张凤云、赵宏、郑国锋等 校 人 【 2011 】
被聘为副教授。
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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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何剑被聘为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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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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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大学英语第二党支部被评为校 2008-2011 年度先进 华 委 【 2011 】
党支部；沈林同志被评为校 2008-2011 年度优秀共产党 18 号文件
员。
张攀、林梅、沈林、谈强、赵宏、陈丽、盛祖信、
万灿红、朱埃、戚元方、张礼、佟方、董慧敏、赵春雨、
张惠芳、史晓慧、张新、封宗颖、何峻等 19 人 2010-2011
年度考核优秀。张攀被推荐为校优秀工作者候选人；王
慧被学校推荐为宝钢奖候选人。
关群慧、王鑫辞职，自费出国。

校 人 【 2011 】
30 号

校 人 【 2011 】
32 号

上海市教委发文公布了第六届上海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奖获奖名单，我校材料学院的唐颂超教授、外语学
院的颜静兰教授榜上有名。唐颂超教授面向本科学生主
讲的课程是《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颜静兰教授面向
本科学生主讲的课程是《高级英语》和《综合英语》
。
日语系陈雪同志被评为 2010-2011 学年校优秀班导
师（共 22 人）
，并在庆祝教师节全校大会上作为教师代
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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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委【2011】
19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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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被评为 2010-2011 学年度“育英奖”
（一等奖）， 校网【2011】2
号
全校 12 名。
下午 2:00，外国语学院与上海互加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沪江网）合作协议签订暨学生实习基地挂牌仪式在
浦东软件大厦举行。余毓国、吴小敏、张攀出席签字仪
式，部分教师盛祖信、戴秋霞、高攀等也出席并与对方
进行业务交流。该合作协议为横向合同项目，经费为 20
万元人民币，在外语学院属首次。
学院组织教职工赴浙江四明山活动，约 60 名教职
工及近 30 名家属参加。
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批准成立“澳大利 校规【2011】8
亚研究中心”
，隶属外国语学院。
号
10 月 22 日，外国语学院龙舟队在学院党政领导的
率领下，在奉贤校区的通海湖上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在 21 支参赛队中排 14 名，进步就是胜利。赛前，队员
们认真听取教练的指导，并积极交流划船经验；比赛中，
队员们不惜个人形象、奋力拼搏；赛后，队员们衣服湿
了、手划破了，但是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王建国老师今赴美国做一年访问学者。
10 月 28 日下午，我校外语学科建设顾问委员会委
员杨惠中教授应邀于六教 302，为外国语学院师生开设
了一场主题为“提倡有效教学，兼谈研究方法”的校庆
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余毓国主
持，我院全体教师及部分学生聆听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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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经校部批准，颜静兰同志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
（兼）
，王慧同志任副主任（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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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1991 年毕业 20 周年的科技外语系 12 名学生（包腊
梅、吴敏莉、张礼、张幼琦、钟雪梅、杨晓红、程天红、
王劲松、严戟、郝晓峰、杨春、卢毓）11 月 5 日返校参
加校庆活动。余毓国、吴小敏、林梅接待他们，并与他
们座谈、聚餐。部分在读学生出席、并与他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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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11 月 12 日下午，华东理工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在逸夫楼第五会议室举行。澳大利亚驻沪领事
馆总领事 Alice Cawte 女士、我校校长助理宋恭华教授
等参加了揭牌仪式，全国澳大利亚研究学会副会长、华
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教授，华东师范
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张春柏教授，上海外贸学院澳大利亚
研究中心秘书长徐凯教授等出席了揭牌仪式。
在揭牌仪式中，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 Alice Cawte
4

校组【2011】
11 号

女士对华东理工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祝
贺，表示对华理澳中心今后工作的开展会大力支持。宋
恭华校长助理等与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亲切交谈，赠送
了礼物，并且陪同其在报告厅观看了由我院举办的华东
地区“21 世纪·华澳杯”中澳友好英语大赛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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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11 月 12 日下午，2011 年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
演讲比赛上海赛区决赛在上海电力学院举行。参加本次
比赛的有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
理大等 24 所高校优秀选手。最终我校选手英 093 的孙
祎同学获得该项赛事的三等奖。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原 CCTV 杯全国英
语演讲大赛）
，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主办，教育
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与教育部高等学
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合办的全国性英语演讲
赛事。该项赛事的我校指导教师是黄岚和杨慧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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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徐汇区第十五届人代会代表选举工作于今天下午
举行。我院 112 名教职工（实到及委托的有 100 人）
，
221 名学生参加了在徐汇校区的选举；6 名教职工及一、
二、三年级本科生参加奉贤区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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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2011 年 11 月 23 日上午，学校召开教师干部大会。
教育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立英代表教育部党组宣布
任命杨贤金同志为中共华东理工大学委员会委员、常
委、书记，任命林志华同志为中共华东理工大学委员会
委员、常委、副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因年龄原
因，免去沈伟国同志中共华东理工大学委员会书记、常
委职务，免去严洁同志中共华东理工大学委员会副书
记、常委、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职务。学院党政
工负责人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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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在二级学院、职能部处、直属
单位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专项检查考核
工作的通知”
（华委字【2011】23 号）要求，校检查组
于 12 月 2 日来我院检查。学院党政工联席会议成员、
30 名教职工出席汇报会、民主测评和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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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12 月 7 日我院的教职工路峰、余建平、陈丽、郑凡
丁、王春桥等 5 人及研究生 6 人参加 2011 年义务献血。
学院党政工负责人吴小敏、余毓国、董慧敏和总支秘书
5

董玉国全程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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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上午 8:30 校党委书记杨贤金、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林立华在党办主任陈麒的陪同下来我院调研。吴小敏、
余毓国接待并汇报，总支秘书董玉国参加并记录。
下午 3:00 校长钱旭红在校办、科研处、教务处、
实装处、后保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的陪同下，来我院就
教学科研资源情况及 60 周年校庆楼宇装修需求情况作
调研。余毓国、吴小敏、沈林接待并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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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2011 年度“十佳组织生活”共有 25 个申报项目参加
了评选展示，经过各参评党支部的介绍展示和评委们的
民主投票评选，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大学英语第二党支部
开展的“‘继往’‘开来’——庆祝建党 90 周年系列组织生
活”，等 10 个党支部参评展示的主题组织生活最终获得
2011 年度“十佳组织生活”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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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9 日校组
织部举行的展
示评比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