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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2015 年学术专著一览表 
 

序号 姓名 类别 成果名称 出版社 

1 叶舒宪 独著 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 南方日报出版社 

2 叶舒宪 独著 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陶东风 独著 古代文学与美学论著三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陶东风 独著 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陶东风 独著 大众文化研究——从审美批评到价值观视野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6 杨庆存 独著 中国文化论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 许建平 独著 许建平《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台湾学生书局 

8 高有鹏 独著 神话传说与民族记忆 河南大学出版社 

9 高有鹏 独著 神话气象—山海经的神话世界 海燕出版社 

10 符杰祥 独著 文章与文事：鲁迅辨考  上海三联书店 

11 符杰祥 独著 国族迷思：现代中国的道德理想与文学命运 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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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汪云霞 独著 那些流年中的风情与沧桑--民国十大名媛的情爱人生 北岳文艺出版社 

13 杨正润 独著 现代传记研究 商务印书馆 

14 马龙潜 独著 文艺学论丛 河南人民出版社 

15 张英进 独著 中西比较文学的跨学科视野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 安琪 独著 贝影寻踪 甘肃人民出版社 

17 曹树基 独著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修订版)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8 刘统 独著 决战华东——华东解放战争实录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 高宣扬 独著 流行文化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 陆岩军 独著 走进中国文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1 吴剑锋 独著 言语行为与汉语句类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2 李声凤 独著 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1789-1870） 北京大学出版社 

23 张中良 合编 抗战文化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4 张中良 合编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10卷)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5年 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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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叶舒宪 合著 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 中华书局 

26 叶舒宪 合著 瑞士当代美学与诗学研究——人文新视野第 10 辑 知识产权出版社 

27 陶东风 合著 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 

28 陶东风 合著 文化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9 陈业新 合著 长江文明之旅：长江流域的游艺竞技 长江出版社 

30 吴一波 合著 音乐艺术与理论创新 同心出版社 

31 赵玉蕙 译著 东京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法与正义的追求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32 蔡文菁 译著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七卷（193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3 蔡文菁 译著 杜威全集（1932）第七卷:伦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4 邓刚 译著 黑格尔传 上海人文出版社 

35 邓刚 译著 思想与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 

36 徐真 译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其中一卷 上海交大出版社 

37 宋春艳 译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其中一卷 上海交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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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陈爱国 编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索引、附录 

（地名索引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 

39 姜丹丹 编著 轻与重文丛：存在的遗骸 形上学之后的诠释学存在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0 李声凤 编著 舞台下的身影——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越剧观众访谈录 上海远东出版社 

41 高有鹏 创作 苏轼-大宋风月 东方出版中心 

42 高有鹏 创作 王安石-大宋风月 东方出版中心 

43 杨庆存 总编 文化中华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美国纽

约商务出版社出版 

44 王  杰 主编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5年 18卷第 1、2期) 中央编译出版社 

45 许建平 主编 
敦煌与丝绸之路——浙江、甘肃两省敦煌学研究会联合研讨

会论文集 
浙江大学出版社 

46 高有鹏 主编 狂欢季节：庙会中的信仰与生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7 
曹树基 

赵思渊 
主编 石仓契约（第四辑） 浙江大学出版社 

48 虞万里 主编 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三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年 4月 

49 虞万里 主编 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四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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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王心扬 主编 文史哲(英文版第二期) 由荷兰 Brill 出版社 

51 张志云 主编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1943-54 Vol 1: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Routledge 

52 高宣扬 主编 法兰西思想评论 人民出版社 

53 高宣扬 主编 欧洲评论 人民出版社 

54 易存国 主编 图说中国传统艺术（八卷韩文精装本） 韩国土堂传媒出版社 

55 胡建升 主编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Vol5, No.1-12) David Publishing Company, USA 

56 吕  浩 主编 中西文化交流学报（2015，No.1-2） 美国学术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