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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材料1：《全国名师皆我师》采录专家名单（按年龄排序）：

贾植芳（1915-2008），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钱谷融（1919-2017），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霍松林（1921-2017），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

评议组成员；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卞孝萱（1924-2009），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

史学会顾问；江苏省六朝研究会名誉会长。

王运熙（1926-2014），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

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中国李白学会副会长；上海

古典文学学会会长。

聂石樵（1927-2018），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国屈原学会

副会长。

陈多（1928-2006），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洛地（1930-2015），浙江省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客座导师。

傅璇琮（1933-2016），中华书局总编辑；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小组秘书长。

邓绍基（1933-2013），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文学部

主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章培恒（1934-2011），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社科专家

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许志英（1934-2007），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刘扬忠（1946-2015），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古典文学室主任；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李时人（1949-2018），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以上为采访后去世的学者）

徐中玉（1915-），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教授；《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古代文学理论

研究》主编；《中文自学指导》主编；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叶嘉莹（1924-），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马兴荣（1924-），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勋初（1929-），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

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



3

论学会顾问。

袁世硕（1929-），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

罗宗强（1932-），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世德（1932-），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

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

陈美林（1932-），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会委员。

严家炎（1933-），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誉会长。

郭豫适（1933-），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

议组召集人；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会长。

郁贤浩（1933-），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

规划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

吴新雷（1933-），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

王水照（1934-），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苏

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齐森华（1935-），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学会顾问；中国戏曲学会理事；上海市戏曲学会副会长。

黄天骥（1935-），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戏剧学会会长。

陈伯海（1935-），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

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规划中文学科组成员；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

曾宪通（1935-），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袁行霈（1936-），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

院长、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杂志主编。

吕薇芬（1936-），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副主编；中国散曲学会副会长。

董健（1936-），南京大学副校长、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昌武（1937-），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齐裕焜（1938-）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文学学

会会长。

陈允吉（1939-），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张燕瑾（1939-），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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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楚（1940-），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石昌渝（1940-），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

陶文鹏（1941-），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遗产》主编。

王保生（1942-），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室研究员；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室副主任；《文学评论》

杂志副主编。

黄霖（1942-），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古

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学会副会长；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

赵逵夫（1942-），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所长；复旦大学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郑州大学、香港广大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中

国屈原学会副会长。

杨海明（1942-），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李剑国（1943-），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叶长海（1944-），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祝尚书（1944-），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华斌（1944-），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部主任。

孙逊（1944-），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

会长；上海高校都市文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朱立元（1945-），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

杨义（1946-），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主编；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评审组成员。

李炳海（1946-），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

员。

葛晓音（1946-），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浸会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陈庆元（1946-），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

理事；福建省古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曹旭（1947-），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赵山林（1947-），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上海古典文学学会理事；

上海戏曲学会理事。

叶君远（1947-），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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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康（1948-），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

文学科评议组成员。

陈洪（1948-），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教育部中文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天津市文学学会会长；天津《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莫砺锋（1949-），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

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

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黄天树（1949-），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书录（1950-），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南

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钟振振（1950-），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韵

文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兼职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

教授。

韩经太（1951-），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秘书长。

赵宪章（1951-），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文日焕（1951-），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

金评审组成员。

张国星（195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评论》杂志社副社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评

审委员。

康保成（1952-），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古代戏曲研究室主任、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大学特聘教授。

陈尚君（1952-）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

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

詹福瑞（1953-），国家图书馆馆长；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执

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

心雕龙》研究会副会长。

赵敏俐（1954-），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

中国吟诵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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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1954-），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中国现

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周宪（1954-），南京大学副校长、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中国中外

文艺理论学会理事。

郭英德（195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教学委员会主任、

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复旦大学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明代文学

学会副会长。

周裕锴（1954-），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韩国东

亚人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张晶（1955-），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巩本栋（1955-），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吴承学（1956-），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体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

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朱晓进（1956-）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会理事。

左东岭（1956-），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科研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中文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沈松勤（1957-），杭州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会副会长。

许结（1957-），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辞赋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国东方诗话

学会理事。

张海明（1957-），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毅（1957-），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跃进（1958-），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审组成员；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文学遗产》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曹虹（1958-），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

骈文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理事。

王兆鹏（1959-），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中

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次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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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1959-），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

员；广州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

张伯伟（1959-），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

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韩国东方诗话学会理事。

谭帆（1959-），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

蒋寅（1959-），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学所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

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国际东方诗话学会理事。

钱志熙（1960-），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廖可斌（1961-），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

组成员；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栾梅健（1962-），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相洲（1962-），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程章灿（1963-），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刘祯（1963-），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梅兰芳纪念馆馆长；《戏曲研究》主编；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类）评审组成员；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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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材料2：录像视频

《全国名师皆我师——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

中文专业研究生高端课程资料库

一、专家讲学视频截屏示例：

片头1 片头2

傅璇琮 章培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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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扬忠 卞孝萱

霍松林 钱谷融

王运熙 陈多



10

徐中玉 叶嘉莹

周勋初 罗宗强

郭豫适 王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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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雷 黄天骥

陈伯海 增宪通

袁行霈 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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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吉 项楚

陶文鹏 赵逵夫

叶长海 朱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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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晓音 莫砺锋

赵宪章 詹福瑞

郭英德 吴承学



14

朱晓进 左东岭

刘跃进 王兆鹏

谭帆 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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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熙 刘祯

黄霖 杨义

杨海明 周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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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家讲学完整视频

链接网站：

http://yjsy.jsnu.edu.cn/b8/8c/c10474a243852/page.htm

1.专家讲学视频片段节选

2.完整视频：罗宗祥 葛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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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材料3：文学院研究生部分科研成果一览表（2012-2017）

省级优秀论文

论文题目 获奖类别 时间 学生姓名

《老残游记》词汇研究 江苏省 2012 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01205 潘登俊

后现代视阈下巴尔加斯·略萨小说研究 江苏省 2014 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01406 张琼

从城市宣传片看国家形象的审美构建 江苏省 2015 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01509 李曼

林耀德都市小说研究 江苏省 2016 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01608 陈雨馨

省级研究生创新项目

编号 申请人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立项时间

CXZZ12_0968 郁 颖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公馆意象研究 省立省助 2012年5月

CXZZ13_0964 李雍 形象诗学视域下国家形象主体性构建研究——以茅盾文学奖为例 省立省助 2013年5月

CXZZ13_0968 陈雨馨 新世纪女性小说婚恋悲剧探析 省立省助 2013年5月

CXZZ13_0969 郑越予 华语女性叙事对“双性同体”理论的改写与超越 省立省助 2013年5月

CXLX13_965 孙昕姣 汉乐府与汉画像的图文关系研究 省立校助 2013年5月

CXLX13_966 韩芝佩 先秦书面雅言与诗歌文体的建构--先秦诗歌文体生成新论 省立校助 2013年5月

KYZZ_0390 黄瑜
国家形象视域下小说的色彩审美研究——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的作品为例
省立省助 2014年5月

KYLX_1421 许頔玉 江苏师范大学馆藏古籍稿钞本整理与研究 省立校助 2014年5月

KYLX_1422 王丹 1930-1945 都市文学中建筑书写的探析 省立校助 2014年5月

KYZZ15_0382 朱媛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北美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省立省助 2015年5月

KYLX15_1460 李 哲 新时期江苏文学流变探究——以《雨花》杂志为研究对象 省立校助 2015年5月

KYZZ16_0464 郭传靖 台湾赴美“留学生文学”中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省立省助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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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LX16_1303 陈昱希 中国传统家训中的文学思想研究 省立校助 2016年5月

KYCX17_1631 郭如如 余光中和余秋雨散文中的山水书写研究 省立导师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32 黄鑫 新移民文学视野中的葛亮小说叙事研究 省立导师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33 于迪 新世纪台湾女性小说的家国书写研究 省立省助 2017年8月

KYCX17_1634 刘畅 讲好中国故事：何建明纪实文学叙事研究 省立导师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40 邢玮 前景化视角下王朔小说反讽风格及其与老舍小说的对比研究
省立优势学科

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41 葛卉 《尔雅义疏》同源词研究 省立导师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42 周玲丽 赛珍珠笔下中国形象的审美建构研究 省立导师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43 唐丽 元代歌行研究 省立省助 2017年8月

KYCX17_1644 王雪瑞 21 世纪中美电影文本译介研究 省立导师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45 朱莹 一带一路国家文学叙事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省立省助 2017年8月

KYCX17_1646 王新茹 德里达与自传话语研究 省立导师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47 刘桐 孙过庭《书谱》书法美学思想研究 省立导师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48 张思桥 历史视域下的诗赋“失衡”现象研究——从汉、唐两代说起 省立省助 2017年8月

KYCX17_1649
殷鹏飞 国民革命的落潮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转向——以武汉国民政府为中心

（1927——1930）

省立导师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95 吴晓玉 香港警匪电影嬗变研究 省立学科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96 何权润 苏州滑稽戏流变研究 省立学科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97 刘馨贤 淮剧《秦香莲》戏曲研究 省立学科自筹 2017年8月

KYCX17_1698 庄郑晨 京剧聊斋戏的发展与流变 省立学科自筹 2017年8月

C刊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姓名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名称 刊物类型 发表年份

陈雨馨 “围城”内外的困境——论王海鸰小说中的婚恋悲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CSSCI 期刊 2014

郑越予 论朱天文的“双性同体”书写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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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苏 明清戏曲选本《玉簪记》 大舞台 北大中文核心 2012

陆婧 论电影《金陵十三钗》的空间叙事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2

张春艳 《梁实秋散文的儒家文化烙印》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北大中文核心 2012

张琼 《不可靠叙述者之可靠》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大中文核心 2012

郁颖 张爱玲小说中的公馆意象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CSSCI 期刊 2013

李姝铮 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 2013 年会研讨会综述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北大中文核心 2013

孙晓星
论魏晋文人拟乐府的转型

——以《塘上行》的衍变为例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大中文核心 2013

叶禹彤 《从<失恋 33天>看电影改编中的语图关系》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3

张玉佩 《新旧交替时代的生存悲剧:论林海音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北大中文核心 2013

章启明
温州乱弹“八仙戏”曲体探析

——当代民间传统戏曲传承流变的个案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北大中文核心 2013

黄瑜
中国红与国家形象的构建——以电影《红高粱》与电视剧《亮

剑》为例
当代电视 CSSCI 扩展刊 2014

陈雨馨 “围城”内外的困境——论王海鸰小说中的婚恋悲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CSSCI 期刊 2014

郑越予 论朱天文的“双性同体”书写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李雍 中国红与国家形象的构建 当代电视 CSSCI 扩展刊 2014

陈洁、黄配

配
中国当代电影与国家形象构建研究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黄配配 电影《白鹿原》与国家形象塑造问题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李曼 艺术混搭：一种新的审美风格呈现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李雍 “《平凡的世界》现象”与国家形象构建问题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大中文核心 2014

李雍 《海峡两岸女性自传性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之比较》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李雍 《电影<白鹿原>与国家形象塑造》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万鹏飞 古典与现代的对话:论当代香港作家的“故事新编”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王新 电影《黄土地》的主题意蕴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王新 电影《极乐空间》与尼采的生存哲学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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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龙 文本中的历史风景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许頔玉 钱仲联先生的清词研究与清词经典的体认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大中文核心 2014

叶禹彤 《<小时代>影视改编的多重互文分析》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张忆萌 《环形使者》:场穿越时空的杀戮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4

许艳 汉代舞蹈意象“丽美”特征的本体阐释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CSSCI 期刊 2015

张雨薇
后现代自传话语的范式

——论罗兰巴特自传叙事中的假体、主体与母体
当代外国文学 CSSCI 期刊 2015

马艳丽 论汤亭亭《女勇士》中改写记忆的艺术 芒种 北大中文核心 2015

孙昕姣 《从汉<郊祀歌>与汉画像看汉代人的诗性力量》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大中文核心 2015

李雍 《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家形象构建的三个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CSSCI 期刊 2015

王丹 1930—1945 年都市小说中的建筑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CSSCI 期刊 2015

陈雨馨 论铁凝《大浴女》中的女性群像 文艺评论 北大中文核心 2015

赵玉民 定庵诗的经典化历程及其文学史意义 暨南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期刊 2016

戴梦军
1.吴建民，戴梦军.《文心雕龙》理论视野及研究路径的新开拓

——童庆炳《文心雕龙》“命题”研究之特色及意义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CSSCI 来源集刊 2016

曹李培 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缺失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6

于迪
过渡时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形塑及其意蕴——以庐隐、石评梅小

说为中心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期刊 2016

武楠楠 明清之际家族词人群体的地域性特征 广西社会科学 CSSCI 扩展刊 2016

郁薇薇 《文心雕龙·征圣》理论命题的类型、内涵及价值意义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 扩展刊 2016

陈欣 从“间离效果”看周星驰的《美人鱼》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6

吴海月

从原著看电影的再创造

——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缺失 电影文学
北大中文核心

2016

许艳 另一种童心说 艺术评论 北大中文核心 2016

柯伟 宗白华与卡西尔：以意境为核心的考察——兼向罗钢教授请教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CSSCI 扩展刊 2017

李明德 朱祖谋“以苏疏吴”新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CSSCI 扩展刊 2017

李明德 “‘中国文学传统的历史建构’高层论坛”综述 文学遗产 CSSCI 期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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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鹏飞 革命与摩登的变奏——三十年代中国新感觉派兴衰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CSSCI 期刊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