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事记 

一月 

1 月 6 日,校人事处公示第二批青年英才引进与培育计划及跟踪计划项目入选者

名单，外语学院张之燕、韦晓保分别入选骨干、培育计划，何玮、戴秋霞入选骨

干跟踪、培育跟踪计划。 

1月 6日，《华东理工大学关于表彰 2013—2014学年度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获得者的决定》（校学〔2015〕1号），倪悦(10113432)、     

俞璐 (10122944)、杨梦倩 (10133301)、殷斯琦 (10133344)、王超(10122840)

等 5人获国家奖学金，周丽萍 (10113469)、张亚专 (10113473)、陈敏 

(10122932)、董燕 (10122933)、刘馨 (10122958)、朱婕 (10133280)、韩奔 

(10133366)、茹鲜姑丽·吾拉音 (10138099)等 8人获国家励志奖学金，薛冬冬 

(10113428)获上海市奖学金。 

1 月 13 日上午，学院召开二届六次教代会、工代会。学院党政领导、双代会代

表以及全体教职工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工会委员张凤云主持。会上，常务副院

长余毓国作了 2014 年度学院工作报告。他从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学

科建设和科研工作、国际合作交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五个方面对学院工作

作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回顾 2014 年，成绩喜人, 但发展中的差距和瓶颈容

不得我们半点懈怠，只有迎难而进，学院的发展才会迎来更快更好的发展。接着，

他详实汇报了 2014 年集体资金的使用情况。学院工会主席董慧敏代表学院工会

委员会作了 2014年工会工作报告。她总结了 2014年学院工会在民主管理、素质

工程、维权服务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并且感谢全体教职工在建设民主、和

谐、有活力、有特色的“教工小家”中所做出的努力。学院工会委员徐宝华向大

会做了 2014 年学院工会财务情况汇报。学院双代会代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

了 2014 年度学院行政工作报告、学院财务报告、学院工会工作报告和学院工会

财务报告。会上，与会教代表审议了《关于外国语学院绩效考核实施细则（试行）

考核周期的修订》的说明。最后，党总支书记包瑞荣代表学院党政班子发言。她

肯定了学院在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她指出，2015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纵观学院“十二五”以来的发展和“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我们不仅

看到了学院的发展、成绩，也清楚地认识到发展中的差距和瓶颈，深感前行中的

困难和挑战。我们不仅要继续发扬本科教学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扎实做好本科

教学，更要直面未来在学科发展、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中的问题、难题。要

以前瞻眼光和更宽广的视野，做好“十三五”的前期调研和筹划。以此更好地推

动学院事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最后她感谢全体教职工一直以来对学院工作

的支持和理解，感谢全体教职工在过去一年里为推动学院各项工作所做出的积极

贡献，同时希望全体教职工继续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学院的发展，凝心聚力，努

力为学院发展做出贡献。会后，举行了学院迎新春联欢活动。 



 

1 月 13 日下午，学院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许余龙教

授来学院为教师做外语学术研究方法为主题的学术报告，王建国主持报告会。学

院全体教师及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会。 

1月 16 日上午，学校召开 2014年度信息宣传工作表彰会，学院获信息宣传工作

先进集体称号，戚蕊获信息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党总支书记包瑞荣作为先进

集体代表在会上做交流发言。《华东理工大学关于表彰 2014 年信息宣传工作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校宣〔2015〕1号） 

二月 

2月 7日，方维敏老师追悼会在宝兴殡仪馆举行，校退管会副主任热核、学院领

导出席追悼会。方维敏老师 2 月 3 日 18 时 50 分因病在长征医院逝世，享年 85

岁。 

2 月 15 日，金春岚受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项目资助启程赴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开展为期一年的访学。 

2月 26 日，张正军教授来校办理公租房入住手续，将于本学期开始在学院授课。

自 14年 12月其正式提交辞职申请，宁波大学至今尚未答复其请求。 

三月 

3 月 6 日，学院召开教职工大会。会上，常务副院长余毓国对 2015 年学院工作

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同时，对上学期期末的安全检查进行了通报。强调全院

教职工在日常工作中要强化安全意识，杜绝各类安全隐患，严防事故发生。 

3 月 13 日-22 日，日本千叶大学山田教授师生一行 6 人访问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2009 级毕业生，现正在千叶大学文学部攻读硕士课程的张永娇同学随同访问。

在 10 天的访问交流期间，千叶大学师生与日语系师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

流、学术交流活动。 

3 月下旬，外语学院日语系 111 班杜一帆同学作为上海市第 27 届大学生日语演

讲比赛第三名应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邀请，赴日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文化体验活

动，参加此次活动的学生包括了上海市第 26 届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的前三名获

奖者。 

四月 

4月 2日，学校教工党支部“十佳组织生活”和学生党支部“优秀组织生活”展

示评选活动经评委的投票评选揭晓，共有 10 家教工党支部的参评项目被评为“十

佳组织生活”，15 家学生党支部的参评项目被评为“优秀组织生活”。学院大

学英语第二党支部开展的“携手‘明德班’，共筑大学梦”、奉贤学生党支部开



 

展的“外院明德一家亲，团结奋进创佳绩”分别入选“十佳组织生活”和 “优

秀组织生活”。同时大学英语第一党支部开展的“以‘三服务’为动力，助支部

创新建设”和 13级研究生党支部开展的“赢在华理，决战 11月”分别获得鼓励

奖。大学英语第二党支部开展的“携手‘明德班’，共筑大学梦”作为学校三个

组织生活案例之一推荐参加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第二届优秀组织生活案例

的评选。 

4 月 24 日我校第二十九届体育节教工运动会暨广播操比赛隆重举行，外语学院

组队积极参加各项比赛，在广播操比赛中学院获得三等奖。 

4月 22 日-23日、4 月 28日-30日副院长王建国教授赴江苏南京林业大学、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进行研究生招生宣讲，副院长王建国教授和郑国锋副教授一行赴河

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 6所高校进行研究生

招生宣讲。本次宣讲得到了苏、豫、陕三地高校外语学院和教务处领导和老师的

大力协助与支持，不但展示了我校外语学院的办学特色和成果，也加强了学院与

三地高校相关学院的交流。 

五月 

5月 4日，邵志洪教授在 2014年 8月 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

究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英汉语比较[2015]6 号）。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是在民政部登记（登记号

4610）、由教育部业务主管的国家一级学会。 

5月 8日，曲景平校长，校长办公室、人事处、科技处、实验室与装备处相关负

责人一行来学院开展工作调研。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成员、骨干教师代表陈丽、黄

淑芳参加调研。曲景平强调工作调研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学院所思、所想、所盼。

常务副院长余毓国汇报了学院整体工作情况并提出了目前学院发展中面临的困

难：学校教师职称晋升、人才选录引进“一把尺”的度量标准对学院师资队伍建

设形成一定制约，学院翻译专业硕士教学用实验室建设在用房、资金上存在一定

困难。曲景平当即对以上两个问题作了回应，要求随行的职能部门对相关问题做

进一步的调研和落实。在听取了余毓国的工作汇报后曲景平指出：教学是高校工

作的核心和本质，学院一定要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希望学院在认真总

结“十二五”工作的基础上，着眼学院未来发展的定位、任务、抓手和特色做好

“十三五”规划的前期研讨及制定。调研结束后，曲景平一行察看了外国语学院

办公、教学等场所。 

5月 8日上午，徐汇校区研究生献血。学院有两位研究生参加献血。 



 

5月 9日，2015年全国学术英语教学研讨会暨教师培训工作坊在我校八教顺利举

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协办。来自全国 60 余所高等院校的 150 余名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者和教师参加了

研讨和培训。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英国莱斯特大学学术英语教师培训专家 James 

Lambert 博士、Philip Horspool 博士、复旦大学蔡基刚教授、西交利物浦大学

邹斌博士、华东理工大学龚嵘教授为与会者进行学术英语教学培训。在为期两天

的会议中与会专家、教师共同探讨了本科学生学术英语教学模式、课程设计与策

略。于建国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于建国向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教师

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致力于本科英语教育一线的探索者表达诚挚的敬意。他希望

一线教师的探索和实践，为推进学风教风建设和引导学生积极学习、自主学习、

创新学习发挥积极作用。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教务处、外国语学院相关负责人

出席开幕式。 

5 月 10 日，由殷斯琦（英语 131）、俞丽娟（财务 120）和金山（工商 135）3

位同学组成的辩论队在 2015 上海商业英语辩论大赛决赛中荣获一等奖铜奖，由

金融专业的宋志峰、张尧和王安琪组成的辩论队与英语研究生林正奇、蒋甜雨和

潘如垒组成的辩论队分别荣获三等奖。本次辩论大赛由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国

际英语教育研究协会上海认证中心（IEERA）联合举办。本次比赛的领队是外国

语学院英语辩论队的队长方洁和高金峰同学，指导老师是外国语学院的颜静兰和

华静老师，贾卉和张之燕老师也参加了对学生的辩论培训，已经毕业的原辩论队

老队员金振未特地从公司请假参加辩论赛前的培训和指导。 

5 月 12 日，《华东理工大学关于表彰 2014-2015 学年度共青团系统优秀个人和

先进集体的决定》（华团〔2015〕1号），外国语学院分团委获“五四”红旗分

团委、王婷婷获优秀专职团干部、周洋获优秀教工团员，英语 123、德语 142获

红旗团支部、6名学生获优秀团干部、16名学生获优秀团员。 

5 月 15 日上午，奉贤校区 12、13 级本科学生献血。有 70 余位学生报名，50 余

名学生体检合格参加献血。 

5月 17 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中译杯”全国口译大赛华东大区半决

赛中，英语系 13级徐雅恬同学荣获三等奖。徐雅恬同学 4月 12日参加了在上海

第二工业大学举行的该赛事的上海赛区复赛荣获了三等奖而晋级本次华东地区

决赛。英语系殷斯琦在上海赛区复赛中获得了优胜奖。两位同学的指导老师是外

语学院葛玥玥老师。 

5 月 21 日中午，为了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在广大青年中树立典型，激励

更多的团员青年奋发向上，学院在奉贤校区图书馆裙楼报告厅举行了题为“身边

的榜样”2014 年度优秀学子表彰活动。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余毓国、副院长



 

颜静兰、党总支副书记张攀以及系主任、班导师代表与全院 280余名学生代表共

同参加了此次活动。表彰活动中，颁发了 2014 年度外语学院优秀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国家奖学金、计划外奖学金等常规奖项，同时表彰了一批在心理健康教

育、志愿服务、体育运动、艺术普及以及社会实践方面表现突出的同学。住友奖

学金获得者王琪、发展全面的少数民族同学茹鲜姑丽，以及积极参加献血的学生

代表周晨玺同学分别分享了自己在学风建设、专业学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

方面的成长心得。表彰活动上，余毓国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握好当下的每一天，为

明天做好充分的准备，用脚踏实地的奋斗成就梦想的实现。 

5月 22 日下午，外国语学院 2015年度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在徐汇校区六教

302 室举行，来自大学英语教学部和英、日、德三个专业的 16 位老师参加了比

赛。张杰、贾卉老师分别获得了学院青年组、中年组比赛第一名并荣获 2015 年

外国语学院“课堂教学优秀教师”称号。同时，获得青年组比赛一等奖的张杰、

楼燕斐两位老师将代表学院参加学校 2015 年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的决赛。学

院全体教师、研究生全程观摩了比赛。本次比赛青年组的比赛结果是：张杰、楼

燕斐获得比赛一等奖，赵蔚、封宗颖、邵惟韺、赵宏等 4位老师获得二等奖，何

剑、史晓慧、幸君珺、王懿、陈雪、梁小露等 6位老师获得三等奖。中年组的比

赛结果是：贾卉获中年组 “课堂教学优秀教师”称号。华静、张凤云和龚嵘等

3位老师获得了中年组比赛优胜奖。 

5月 25 日下午，受学院邀请，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斯蒂文·E.

卢卡斯（Pro.Stephen E. Lucas）在奉贤校区做题为“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

个梦想——大师演讲的修辞艺术”的精彩讲座。英语系主任杨慧敏主持，副院长

颜静兰致欢迎辞。讲座结束后卢卡斯教授赠与了外国语学院自己所著的《演讲的

艺术》一书。卢卡斯教授是我校客座教授，国际著名修辞学专家，也是演讲学领

域的国际权威学者。2002 年起卢卡斯教授连续担任我国“21 世纪杯”、“CCTV

杯”、“外研社杯”等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评委和嘉宾，多次受邀参加中央电视

台“对话”栏目，并在我国举办了数期英语演讲教学研修班，培训了数百位英语

演讲教师。 

5月 24 日至 6月 6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语言学系著名教授 John Payne 应外国

语学院邀请，来我校进行了为期 14 天的短期讲学。访问期间，Payne 教授为外

语学院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了“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课程。在讲

学期间，Payne教授还为外语学院的英语教师开设了题为“Clitics & Affixes：

The English Saxon Genitive”的讲座。 

六月 



 

6 月 9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青年项目立项公示名单，我校立项重点项目 1项，一般项目 5项，青

年项目 3项。韦晓保申报的青年项目《维族双语儿童英语学习者语音意识及其读

写能力获得和发展的关系研究》获得立项。 

6月 24 日，《华东理工大学关于表彰 2015届优秀毕业生的决定》（校学〔2015〕

8 号），外国语学院共有 16 人获得校优秀毕业生称号，其中 9 人同时获得上海

市优秀毕业生称号（*者同时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 

外国语学院（本科 13 人） 

*江屿蛟(10113350)    *吴昊天(10113378)    *张  虹(10113422)    *倪  悦(10113432) 

*洪佳灵(10113462)    *唐幸尔(10113470)    *李冬雨(10113472)    *陈丹阳(10113351) 

周思瑶(10113243)     黄威玮(10113447)     戴  杰(10113416)     杨贺童(10113443) 

叶佳媛(10113445) 

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3人） 

*杨  莹(030120092)     陈  婧(030120084)     邓晓燕(030120085)  

6月 26 日下午，外国语学院在六教 302召开“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党课学习会，

党总支书记包瑞荣做了题为《强信心、促发展，努力践行“三严三实”》的学习

辅导。学习会由常务副院长余毓国主持，学院全体党员参加了学习。 

6 月 26 日下午，外国语学院在徐汇校区六教 205、206、207 三个教室分专业，

举行了 2015 届本科毕业班师生座谈会，师生共享在华理的“最后一堂课”。学

院常务副院长余毓国、党总支副书记张攀、英语、日语、德语专业系主任、毕业

班班导师、年级辅导员以及 2011级本科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6月 29 日，《华东理工大学关于公布 2015（春）学期研究生课程优秀任课教师评

选结果的通知》（校研〔2015〕39号）12名教师被评为“2015（春）学期研究生

课程优秀任课教师”，其中一等奖（1 名）、二等奖（3 名）、三等奖（8 名），德

语系王春桥获三等奖。 

七月 

7月 1日，《华东理工大学关于表彰 2015届荣誉毕业生的决定》（校学〔2015〕

9号），外国语学院共 50名毕业生获得 2015 届荣誉毕业生称号。 

外国语学院(本科 47 人) 

卢心宇 (10113342) 向  铮 (10113391) 薛冬冬 (10113428) 李玉超 (10113463) 

王  璀 (10113341) 章静若 (10113362) 陈斯莹 (10113430) 杭  倩 (10113465) 

任  桢 (10113345) 李冰洁 (10113361) 倪  悦 (10113432) 郑丽芳 (10113466) 

陈丹阳 (10113351) 陆懿萍 (10113413) 陈逸飞 (10113435) 梁伊茹 (10113467) 

江屿蛟 (10113350) 陆  琦 (10113410) 周思瑶 (10113243) 吴晶玮 (10113468) 

王晓杨 (10113355) 王晔茹 (10113412) 丁晨琦 (10113442) 周丽萍 (10113469) 

徐  韵 (10113347) 戴  杰 (10113416) 杨贺童 (10113443) 唐幸尔 (10113470) 



 

张  艳 (10113343) 缪  岚 (10113403) 叶佳媛 (10113445) 曹园玉 (10113471) 

沈彦君 (10113357) 孙  飞 (10113411) 章瑱妮 (10113446) 李冬雨 (10113472) 

陆  云 (10113358) 吴晓清 (10113237) 黄威玮 (10113447) 张亚专 (10113473) 

陈欣意 (10113384) 施忆雯 (10113402) 潘一彤 (10113454) 郭益方 (10113479) 

杜怡琳 (10113388) 张  虹 (10113422) 洪佳灵 (10113462)   

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3 人) 

杨  莹 (030120092)  安  然 (030120093)  王之豪 (030120098)   

7月 1日，张正军教授正式入职。张正军教授系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教授（三

级教授），曾任两届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 

7 月 9-10 日，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颜静兰，党总支副书记、学工委主任张攀、德

语系专业教师以及毕业班辅导员、学生代表一行 10人，对 “德企之乡”——江

苏太仓的部分德资企业开展了为期两天的企业走访。 

7 月 15 日 14:00，学院在六教 302 召开教职工大会。会上，表彰了 2015 年外国

语学院优秀讲课教师、宣布了 2014 年学院科研奖励名单。根据学院对十二五工

作的顺利，回顾了“十二五”期间取得的显著进步和存在问题。简要总结了

2014-2015 第二学期期间学院在人才引进、学科建设、科研等各方面取得的成绩。

包瑞荣通报了学校充实调整中层干部工作、学校工资调整进展等。最后，要求全

体教师要做好期末结束工作，强调加强暑期安全意识。 

7月 15 日 15:00，由学校组织部召集学院进行学院副职民主推荐。因陆伟忠退休、

颜静兰即将到龄，本次推荐 2名学院行政副职领导。参加民主推荐的有学院党政

工班子成员、系部办中心正副主任、党总支委员、党支部书记、副教授以上高级

职称教师共 41 人（2 名现任副院长因不能参加当天的推荐提前一天在组织部进

行了推荐）。 

7月 18-21日，学院举办了 2015年暑期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经前期报名及

审核，最终 22名来自全国高校的优秀大学生以及本学院的 2名学生参加了本次

夏令营。活动期间，学院组织了丰富而又紧凑的各项学术交流及参观活动。学院

资深教授、导师邵志洪、余毓国以及颜静兰等为营员们带来了三场精彩的学术报

告和课程体验。在志愿者带领下，营员们参观了校史馆、图书馆以及材料博物馆

等，对我校的历史及特色有了深入的了解。 

7 月 20 日，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攀、分团委书记王婷婷以及学生骨干一

行 5人赴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两校外语学院调研学生工作与人才培

养。 

7月 21-23日，学院师生一行 6人赴四川省成都市开展“一带一路”沿线企业调



 

研，走访了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国香槟-阿登大区政府驻中国代表处

以及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八月 

8月 29 日，外国语学院迎来了 2015级本科新生。学院党政领导、班主任、学生

辅导员参与了迎新工作。当天下午召开了新生家长会。 

九月 

9月 1日，外语学院 2013级德语系 20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圆满完成德国曼

海姆大学暑期交流学习任务顺利返校。7月 30 日—9月 1日，德语系学生与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生在曼海姆大学一起学习德语、体验文化差异，相互沟通交流，度

过了一段难忘的暑期学习生活，并取得了曼海姆大学颁发的成绩证明。 

9 月 2 日下午，学院 2015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在六教 302 召开，学院党政领导、

导师代表、以及全体新生参加了本次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林梅主持。2015 级

研究生共招收 40 名学生，涵盖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以及

翻译专业硕士，翻译专业硕士是首次招生，共招收 15名学生。 

9 月 11 日上午，学院 2015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奉贤校区 A401 室举行。常务副院

长余毓国、党总支书记包瑞荣、副院长颜静兰、王建国、党总支副书记张攀、各

系系主任、新生班导师、辅导员与 160余名新生共同参加了本次开学典礼。开学

典礼由张攀主持。优秀学生代表日语 131班的杨梦倩同学以“致大一新生的一封

信”为题，剖析自己的大学生活。开学典礼上，余毓国和班导师代表韦晓保也分

别发言，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学子来到华理、相聚于外语学院，鼓励大家充

分利用学校资源，成就更加优秀的自己。 

9 月 17 日，奉贤校区迎来了一批来自德国斯图加特应用技术大学

（Fachhochschule Stuttgart(T)）的 21名德国学生。这些来体验中国传统与文

化的学生，在外语学院德语系学生的带领下，参观了奉贤校区的校园环境、人文

景观，双方还开展了小组讨论。中德工学院的部分学生也参与了本次交流活动。 

9月 18 日，《华东理工大学关于 2015年马晓华等同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的通知》（校人〔2015〕31 号），外语学院金春岚被聘任为副教授，首次聘任

日期从 2015年 9月 1日起。 

9月 22 日下午，柏林工大对外德语系系主任 Prof. Dr. Thorsten Dieter Roelke

访问外语学院，与德语系系主任王涌教授等一行进行了会谈。王涌教授介绍了我



 

系与德国有关高校在学生交流、专家短期访问等方面的合作情况，并邀请柏林工

大对外德语系的专家有机会来我校做短期教学与学术交流。Roelke 先生也介绍

了自己的科研领域，例如专业语言的研究、在对外德语教学中语言能力的培养、

汉德语言特别是专业语言的对比，他表示双方可以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与交流，

认为这样的研究充分结合了德语语言学的理论研究与德语教学实际，有很好的合

作前景。 

9月 22 日，《华东理工大学关于公布 2015年岗位等级调整人员的通知》（校人

〔2015〕36 号），外语学院於瑞华、黄宜晋升专技五级，黄淑芳、梁海燕晋升

专技六级，饶小飞晋升专技九级。 

9 月 23 日，经过前期精心策划，学院与奉贤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制作的节目《音

乐杂志》今天在奉贤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录制，这是外语学院学工委为同学们

提供的一项崭新的社会实践项目。奉贤人民广播电台此前播出的主要是中文节

目，该台通过《音乐杂志》中英双语的形式为听众介绍不同类型的外国音乐，每

期设置一个主题，丰富了节目种类。《音乐杂志》节目制作组的同学主要来自外

国语学院，通过前期长达两个月的培训和磨合，同学们在电台的首次录制非常顺

利，目前已完成两期节目的录制和后期制作。该节目将采用周播的形式，于每周

日 19:30 在 FM95.9 播出，9月 27日 19:30将迎来该节目的首播。 

9 月 25 日，《华东理工大学关于李剑等任职的通知》（校组〔2015〕11 号），

任命张正军、吴建伟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为一年。 

9月 25 日，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表彰了 2015年外国语学院中青年教师课

堂教学竞赛中获奖的中青年教师，宣布了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的调整，对本学期重

点推进的工作进行了布置。会上，常务副院长余毓国宣读了 2015 年中青年教师

课堂教学竞赛的获奖名单，学院分管专业本科教学、公共外语教学副院长颜静兰、

陆伟忠老师为获奖教师颁发了证书。党总支书记包瑞荣宣布了华东理工大学关于

张正军、吴建伟任命为外语学院副院长以及陆伟忠、颜静兰因到龄和即将到龄免

去副院长的通知，并代表学院班子和全体教师对颜静兰、陆伟忠老师在任期间为

学院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学院班子调整程序做了进一步的说

明。两位前任副院长陆伟忠、颜静兰在会上做了简短的告别发言，感谢学院教职

工在以往工作中的支持和协助。新任副院长张正军、吴建伟也在会上表态，表示

会尽职尽责，廉洁奉公，发扬老领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外语学院的进一步发

展努力工作。最后，常务副院长余毓国就本学期重点推进的工作进行了布置。 

9 月 29 日晚，全国英语“外研社杯”与“华澳杯”演讲大赛校园选拔赛先后在

奉贤校区举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颜静兰，英语系系主任杨慧敏、副系主任贾卉、

教研室主任黄岚，以及徐宝华老师担任了比赛的评委，原校园赛冠军杨树同学也



 

应邀作为学生评委参与其中。比赛决出校园赛的一、二、三等奖。来自金融 131

班的郭晓阳获得“外研社杯”校园赛第一名，将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地区高校的“外

研社杯”决赛。来自英语 152班的周叶子获得“华澳杯”校园选拔赛第一名，将

代表学校参加“华澳杯”的总决赛。 

十月 

10月 13 日，《华东理工大学关于刘昌胜等职务任免的通知》（校组〔2015〕12

号）免去颜静兰的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职务。 

10月 7-14日，德国名校马堡大学德语系文学学科带头人 Heinrich Kaulen 教授

应我校外国语学院邀请访问德语系，并开展为期一周的短期讲学。此次来访，

Kaulen教授先后为师生主讲了 “1989年后的德国抒情诗”、“当代德国乡村文

学”、“小说《荒原狼》研究”三场专题讲座，并与德语系全体教师们进行了专

题研讨活动。来访期间，Kaulen 教授还与德语系责任教授王涌商讨了两校德语

系的合作事宜。 

10 月 16 日，下午，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第一、第二党支部与 2015 级新

生“励志明德班”共建活动启动仪式在奉贤校区举行，这是外国语学院再次携手

明德班，助力优秀学子们走好大学第一步的一次活动。校学工部副部长岳海洋，

明德班班导师李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包瑞荣、副院长吴建伟、大学英语教

学部主任戚元方、大学英语教学部党员和骨干教师以及全体明德班学生出席了启

动仪式。参与结对共建活动的教师党员从去年的一个党支部扩展到两个党支部，

有 19名教师党员、5 名骨干教师共计 23名教师参与此次共建活动。启动仪式后，

教师们代表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向每位学生赠送了一本英语学习的词汇书。当天下

午，戚元方老师的“大学英语写作策略与方法”讲座在教学 E楼 205 室开讲，除

了“励志明德班”的同学以外，许多新生也积极参加，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10月 21 日上午，外国语学院 50余位退休教师、党政领导和教师代表在徐汇校

区六教 107室齐聚一堂，共庆 2015年重阳节。参加本次活动的退休教师，年龄

在 75岁以上的多达 18人，95岁高龄的孙仁治老师也出席了活动。 

10月 22 日上午，英国里丁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 Lorna Froud女士受邀来到华

理，参加由学生工作部、外国语学院主办，CDP（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

生涯国际化工作室承办的“国际化背景下的就业指导工作”研讨论坛。上海市教

委学生事务中心副主任田磊在论坛开幕式上作主旨发言，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

院常务副院长余毓国致欢迎词，华东理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徐国庆、工作



 

室负责人张攀以及10余所高校40余名就业指导老师参加了开幕式以及随后的研

讨。 

10月 23 日，《关于朱广忠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华委字〔2015〕36号），

张攀同志任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党校副校长。 

10月 24 日上午，2015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比赛上海赛区复赛在上海商

学院举行。华东理工大学学生喜获佳绩，其中，2013 级英语专业徐雅恬同学和

2013 级材料物理专业葛雅同学荣获一等奖，2014 级英语专业薄帆同学荣获二等

奖。徐雅恬、葛雅和薄帆 3 名同学因在 9 月 17 日举行的该赛事的华东理工校园

赛中胜出而代表学校出赛。校园赛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参与，并得到英语专业教师

的大力支持。全校共有 130多名同学参加校园赛，除以上 3位同学胜出之外，2015

级英语专业李佳蔚等 13 名同学分获校园赛的一、二、三等奖，并获得大赛组委

会颁发的获奖证书。 

十一月 

11 月 1 日下午，2015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上海市复赛在上海商学

院奉浦校区报告厅落下帷幕。我校金融专业 2013 级本科生郭晓阳荣获二等奖。

指导教师为黄岚和杨慧敏。 

11月 1 日下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第 13 届华东地区“21世纪·华澳杯”中

澳友好全国大学生英语大赛中，我校英语 152 班的周叶子同学获一等奖。参赛选

手的指导教师是外国语学院的贾卉和方朝， 

11 月 6 日上午，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校长福士正博教授一行 3 人到访外国语学

院，常务副院长余毓国、副院长张正军与日方客人就今后开展本科生交换留学、

硕士生免试入学及教师间互访等交流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具体切磋。日语

系梁海燕、杨吟两位老师参加了此次交流活动。下午，福士正博等还饶有兴致地

参观了奉贤校区，并为日语系三年级全体学生及二年级部分学生作了题为“中日

关于地球温暖化对策”的学术讲座。 

11 月 6 日至 8 日，在东华大学承办的“2015 东华大学第七届模拟联合国大会”

上，我校英语 151班李淼同学荣获最佳记者奖；英语 143班郑植同学荣获最佳代

表奖；应化 153班刘欣、化学 152班匡晶晶和信工 152班李昀灿 3名同学荣获荣

誉提名奖；制药 142 班王羽和高材 144班王鲲同学荣获杰出代表奖。同期在宁波

诺丁汉大学举行的“2015 宁波诺丁汉大学汇明模拟联合国大会”中，我校代表

机设 153 班许嘉伟和食工 152刘宇同学荣获最佳表现奖；计 142班孙沁如同学获

最佳立场文件奖；高材 144班孟悦同学荣获杰出代表奖；高材 154吕超诣同学获

得最佳代表奖，由于代表们的出色表现，华理模联代表团最终获得最佳团队奖。

外语演讲辩论中心给予团队指导。 



 

11月 20 日，《关于表彰华东理工大学 2014-2015学年学生党建工作先进个人、

学生党员党性锻炼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的决定》（华委字〔2015〕41 号），刘

馨获得学生党员党性锻炼先进个人称号，英研 2013 级党支部获得学生党员党性

锻炼先进集体称号。 

11 月 27-29 日，由团委、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模拟联合国大会经过

近一年多的筹办在徐汇校区召开。学院 20 余位教师全程参与志愿服务工作，受

到与会专家、嘉宾的一致好评。 

十二月 

12 月 1 日，韦晓保受上海市高校教师出国访学项目资助启程赴英国剑桥大学开

展为期一年的访学。本次出国访学主要是围绕中国外语学习者内隐学习这一主题

展开。内隐学习有着外显学习无法比拟的优势。通过内隐学习获得的语言知识，

运用时自动化程度高，且准确流利。本研究主要针对当前关于内隐学习研究尚存

争议的三个问题：（1）成人外语学习者内隐学习发生的可能性；（2）成人外语

学习者内隐学习发生的条件；（3）制约成人外语学习者内隐学习效果的因素展

开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上，注重突破当前内隐学习研究的局限，采

用反应时测量法与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设计三个不同

实验，来探讨句法结构相似性、输入量和语言掌握的熟练度三个因素对中国成人

外语学习者内隐学习的影响，以期揭示成人外语学习者内隐学习的本质和特点，

进而在深化我们对大脑语言加工机制认识的同时，为我国外语教学带来启示。 

12月 5 日，由中国日报社和可口可乐大中华区联合主办，21世纪英语教育传媒、

上海外文学会和纽约大学共同承办的“第 21 届中国日报‘21世纪·可口可乐杯’

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上海赛区总决赛在上海纽约大学举行。英语 124班的闻菁同学

获此次赛事的冠军，并将与亚军、季军代表上海参加明年举行的全国总决赛。另

一位选手英语 134班的袁湛同学获得一等奖的佳绩。指导教师是颜静兰教授和高

攀老师。 

12 月 8 日日本武藏野大学国际课课长、职员一行 2 人访问外国语学院，张正军

副院长、日语系主任黄育红接待了来访客人。双发就开展交流合作、建立校级友

好交流关系等进行了友好的探讨，并达成共识。 

12 月 9 日下午 1:30，校党委副书记马玉录、组织部部长陈麒来学院宣布学院班

子调整。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各系、部、中心正副主任、教工党支部书记近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六教 206 举行。会上，陈麒宣读了华组〔2015〕20 号

关于因年龄原因免去余毓国常务副院长的决定，同时宣布了 2015年 12 月 2日校

党委常委会关于由张正军副院长主持主持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决定。余毓国表示非

常高兴看到年轻人承担起了工作，班子实现了年轻化。他回顾了在华理的工作，

自 1977 年在华理参加工作从未离开，对华理有很深的的感情，希望学院能有更

好地发展。张正军在发言中表示来华理时间不长，走到这一步自己没有想到，一

定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以学生的心态做好工作，服务好

教师、学生。包瑞荣感谢余毓国在外语学院发展中所做的工作，感谢他在工作中

给予的支持、帮助；同事表示学院班子会一如既往地发扬顾大局、讲奉献、相互



 

支持、相互协作的工作传统，做好工作。陈麒表示作为学院干部，面对组织上的

一系列要求，压力会越来越大。但作为干部，一定要有大局意识，有奉献精神，

外语学院班子要沉下心来，构画好十三五学院发展规划，找到发展中的问题，切

实做好学院的发展。最后马玉录讲话。她表示各位的表态都非常真诚。学院的发

展有目共睹，对余毓国老师 10 多年来的贡献代表党委表示感谢。对于新接替工

作的人选，学校非常重视，党委决定由张正军来主持工作，张正军老师有一定的

管理经验、个人学术也做得较好，具有大局观、宽视野和比较强的能力。同时对

班子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严格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守纪律、讲规范，真

抓实干；二是要谋划好学院的发展，做好十三五规划，服务师生，提高教职工待

遇；三是依靠学校优势，以理工特色为突破口，做好全球视野、理工特色的人才

培养。 

12月 11 日下午 1:30，党委书记杜慧芳、副书记马玉录、人事处长王慧峰等一行

5人来学院进行十三五规划、党建工作调研。会上，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张正军汇

报了学院十三五规划，党总支书记包瑞荣汇报了学院近年的党建工作。马玉录谈

了几点想法，肯定了外语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特色，希望学院在学科

建设特别是交叉学科（与商、社会等）建设上要有更多的思考、构画、落实；在

人才队伍建设上，进一步提高高层次人才的浓度，做好引进和选留。最后杜慧芳

对学院“十三五 ”规划谈了几点想法。一是对学院如何定位问题是两个方面的

问题，大面积公共课教学（学生外语能力的提升、显示度的竞赛获奖）和专业建

设学科发展（如何保持理工类的外语特色）；二是对学院的发展的目标上要定出

具体的标准（如找出比我们好的 5所高校），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国际

交流等方面一定要求质量、求发展、求提高。 

12月 14 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语言学教授（以下简称曼大）George Walkden 应

外国语学院邀请，在奉贤校区进行国际交流 2+2 交流项目的推介并作讲座。

Walkden教授介绍了 2+2项目，包括 2+2学生的可选专业，学分设置以及对接，

专业特点及学习安排，还有申请要求和申请流程。针对同学们对食宿条件及费用，

暑期项目以及毕业工作等方面提出的问题，Walkden教授也一一作出详细解答。

随后， Walkden 教授作了主题为”Subject omission in Old English and 

Chinese”的学术讲座。在讲座中， Walkden 以主语的省略为例，并通过地图展

示古英语的分布区域，比较古英语与汉语、意大利语等的区别与相似之处，向同

学们展示了古英语的魅力以及趣味所在。 

12月 17 日晚，由外国语学院学术英语团队主办的“第二届大学英语陈述大赛决

赛”在奉贤校区举行。外语学院副院长吴建伟、大学英语部主任戚元方、英语系

颜静兰教授、外籍教师 Megan Ann Fuehrer 以及去年陈述大赛特等奖获得者唐好

同学担任了本次决赛的评委。经过层层选拔，共有 10 位选手从参加复赛的 44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进入本次决赛。选手们对衡水中学书法的评议、莎翁十四行诗

的吟唱、动感的街舞表演和频繁的互动，将比赛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赢得了

阵阵掌声。电子自动化专业的吴思玥同学摘得桂冠，获得特等奖，其他 9名同学

分获一、二、三等奖。此外，在复赛中表现优异的 15 位同学获优胜奖，进入复

赛的其他 19 位同学获鼓励奖。最后颜静兰教授代表评委对选手们的表现逐一做

了点评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12月 23 日，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今天在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上公示。外国语学院吴丽环副教授申报的《谁是罪魁祸首

——追求生态危机的根源》项目、吴碧宇副教授申报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

项目同时获得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 

12月 23 日，《关于李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华委字〔2015〕57 号），增

补樊俊同志为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委员,任副书记(试用期一年)；免去张攀同志的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12月 24 日，日本札幌大学副校长本间雅美教授、经营会计学系执行长汪志平和

审议员鹤日出郎一行来到奉贤校区访问了日语系。张正军副院长（主持工作）、

日语系黄育红接待了来访客人。双方共叙友情，就今后的进一步加强交流等交换

了意见。 

12月 25 日上午，学院召开领导班子“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学院副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包瑞荣、沈林、张攀、张正军、王建国、吴建伟参加会议。校党委

副书记马语录代表学校出席会议。会上，包瑞荣代表学院班子做了班子自查，包

瑞荣、张正军、沈林、张攀、吴建伟分别做个人检查；期间，班子成员对班子自

查中存在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个人检查中也逐一发言诚恳地开展相互批评。最后，

马语录对班子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评，她认为班子民主生活会开得非常好，外语

学院的传统氛围非常好。民主生活会自查坦诚、深刻，相互间意见交流真心、真

诚，点到实处。作为外语学院在班子新老交替的过程中是成功的，老领导余老师、

颜老师、陆老师都非常配合，主动提出让贤，为班子调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新

班子张老师、吴老师的加入实现新老交替，班子结构非常好，专业结构合理，新

老搭配，涵盖多语种，对未来发展非常有利。希望班子成员在班子推进工作中要

谋好学院的发展。就如曲校长所言，他的工作就是要谋人才、谋资源、谋团结。

希望班子要进一步加强思想工作，凝聚人心，与教职工多沟通，提高忠诚度。希

望班子要谋团结，包老师、张老师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加强班子团结。希望班

子谋好学院发展，学院的十三五规划要几上几下研讨，上下达成发展的共识，形

成学院好，大家才会好的共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从外单位调来，看问题更清

楚，要抓住发展的重点并取得突破，才会有更好的发展。任何学院在发展中、工

作中都会有矛盾，有矛盾没关系，很正常，但关键是要处理好矛盾。否则班子就

没有存在的必要。希望新班子坚持民主生活会这一工作、思想交流的方式。这是

也是改进我们工作的有效方式。 

12 月 31 日，接校研究生院转发的《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5 年动态调

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沪学位〔2015〕10 号）文件，（转

发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关于下达 2015 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

的通知（学位〔2015〕41 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点增列获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

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通知》（学位〔2014〕2号）和上海市学

位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5年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沪学位〔2015〕3

号）》的文件精神，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我校于 2014 年启动了学位点动态

调整工作。经过校外专家通讯评议、现场评审、校学术委员会审议、上海市学位



 

委员会审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等环节，我院外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点顺利通过重重考核，获得增列。 

12 月 31 日，《华东理工大学关于表彰 2015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决定》（校学〔2015〕25 号），余毓国获“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奖”、蒋

青获“参与就业工作贡献奖”、何天雄获“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附：外国语学院 2015 年人员变动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月 31 日，外国语学院在岗教职工 118人，其中专任教师 102人。

2015年学院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退休：余毓国（1月）、陆伟忠（3月）、谷伟珍（8月）、陈伟明（10月） 

辞职：马蕾（5月） 

调入（校内）：樊俊（12月） 

调离（校内）：张攀（12月） 

调入：张正军（7月） 

应届毕业生专任教师选录：于娟（7月）、张先刚（12月）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5年 12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