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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2015-2016 年度工作报告 

 

朱刚（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受秘书处委托，由我向美文会会员单位的各位代表简单汇报一下全国美国文

学研究会自上届（第十七届）年会召开以来所做的工作。美文会秘书处刚刚完成

了教育部社团办“关于在教育部主管社会组织中开展调研工作的通知”中要求提

交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调研报告”（2016 年 11 月），主要内容 4项：我想就

把我们提交的“调研报告”中 1、2 两部分中的部分内容，作为我向大会汇报的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2014-2016 年工作总结”的内容。 

1、研究会现状和基本情况 

美文会现有会员单位 127 个（不招收个人会员），包括国内主要 985 与 211

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等科研单位和知名出版社。会长单位是南京大学，副会长

单位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

东大学，秘书处设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秘书长、副秘书长是南京大学赵文书、

何宁。美文会正式成立于 1979 年 7 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成立 早的高校外国

文学研究机构。1992 年 8 月 18 日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登记，获颁《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团体登记证》。美文会挂靠南京大学，财务由南京大学财务处负责，接受

南京大学审计处审计，按民政部要求，每年参加年检，年检结果均为“通过”。 

美文会秘书处聘有专职秘书，工作人员 7 人，包括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等。美文会设有党小组，隶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党支部，由

会长任党小组长，成员包括副会长、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以及参加秘书处工作

的青年教师与博士生。美文会发行《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通讯》（CASAL 

Newsletter），现已刊出 33 期。美文会每年轮流召开年会和专题研讨会，迄今已

经举办 17 届年会和 11 届专题研讨会。 

2、近两年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效 

1）上届年会。美文会第十七届年会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26 日在中国人

民大学苏州校区举行，由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自

治区 175 所高等院校、研究所、出版社的 348 名正式代表参加了该次年会。年会

的主题是“全球化语境中的美国文学研究：理论与实践”，收到论文全文 164 篇，

摘要 273 篇。会议期间，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会

议讨论通过了增补美文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会员单位事宜。会议再次明

确，两期不缴纳会费的单位视为自动退出。理事和常务理事连续两次无故不参加

理事会会议自动取消理事和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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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届专题研讨会。美文会第十一届专题研讨会于 2015 年 10 月 23 至 25

日在徐州江苏师范大学举行，由江苏师大外国语学院承办。专题研讨会的主题是

“美国文学中的城市”。来自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 125 所高等院校、研究所、出

版社的 88 名正式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全文 54 篇，论文摘要 73 篇。

会议期间，美文会召开第七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美文会秘书处的提

议，增补何宁为理事兼任副秘书长，提请本届年会的理事会确认。 

3、业务活动。1）继续举办“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学术成果奖”评选。美文

会设立此奖项，是为了促进我国美国文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每 5年评选一次，

迄今已经评选 3 次。第三届成果奖评选出“优秀专著奖”14 项，在 2015 年 10

月公示，“优秀论文奖”9项，“优秀教材奖”3项，“优秀译作奖”1项。该活动

不收取任何费用。2）第十七届美国戏剧研究年会。由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承办，2015 年 7 月 21-22 日在南京举办，主题是“20-21 世纪之交美国戏剧研

究”。 

4、年检情况。美文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教育部的业务指导和社团管理机关

民政部社团的监督管理，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接受南京大学财务

处、审计处的管理和督查，接受“江苏兴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财务审计，

结果报教育部、民政部。2015 年 3 月进行年检，编制 2015 年度美文会工作报告

书。8月民政部“中国社会组织网”公布年检结果：“合格”。 

 

2016 年 11 月 25 日晚，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召开理事会，讨论了如下事项。 

会议申办： 

1. 19 届年会（2018，浙江大学）和第 12 届专题研讨会（2017，河海大学），

主题尚没有 终确定。 

2. 哈尔滨工业大学申办第 20 届年会（2020） 

新申请理事单位： 

1. 中国矿业大学，推荐王丽明副教授担任理事 

2. 哈尔滨工业大学，推荐刘克东院长任理事 

3. 南京大学，推荐何宁（美文会副秘书长）任理事 

会员单位变更： 

1.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按照相关要求退出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因此不再

常务理事单位，方成教授退出常务理事 

2. 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英美文学研究所长金冰接替孙建秋担任理事 

3.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朱小琳接替郭英剑担任理事 

4. 厦门理工大学张跃军担任理事（原为中南大学常务理事） 

5.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孙静接替汪义群担任理事 

6. 黑龙江大学推荐徐文培为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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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空间拓展与界域重绘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2016）纪要 

 

 

 

 

2016年11月25日至28日，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在厦门大学

举行。本届年会由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180余所高等院校、

研究所、出版社的296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组委会共收到论文全文127

篇、摘要371篇，与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空间拓展与界

域重绘”（Ethnic Studies in US: Extending Interspace and Redefining Typology）

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11月25日晚，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和理事会，共有23位常

务理事和理事出席，理事会主要讨论通过了以下议题： 

 

1. 确认 2017 年的专题研讨会由河海大学承办，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蔡斌

教授在闭幕式作简单介绍。 

2. 确认 2018 年第十九届年会由浙江大学承办。 

3. 因政策变化，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退出美文会，方成教授不再担任常务理事。 

4. 增补黑龙江大学徐文培教授为常务理事。 

5. 增补哈尔滨工业大学（刘克东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田俊武教授）、中

国矿业大学（王丽明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黄宗英教授）为理事单位，

山东大学李保杰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冰教授（接替孙建秋教授）、中

央民族大学朱小琳教授（接替郭英剑教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孙静（接

替汪义群）为理事。 

6. 重新明确会员单位申请原则。美文会实行单位会议制，欢迎尚未加入协会的

单位申请加入。申请方法和申请表格可以从美文会官网上下载。填写后加盖

单位公章邮寄到协会秘书处。美文会秘书处收到入会申请并收到会员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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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报理事会并确认会员单位资格。 

7. 重新明确理事单位申请条件。第一，理事单位必须是正常缴纳会费的会员单

位；第二，原则上需有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第三，符合以上条件单位可以

申请成为美文会理事单位并推荐合适人选担任理事。 

8. 理事会决定，在美文会的年会和专题研讨会上评选会议优秀论文并颁发证

书。其中，优秀论文仅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全文（未发表）中评选；作者所

在单位须为美文会员单位，在向会议提交论文时，注明论文未经发表，并注

明申请参加会议优秀论文评选；美文会常务理事以上（含）不参加申请。 

9. 关于本次年会优秀论文评选：已向会议提交未发表论文全文的会员单位参会

代表，在 12 月 15 日前，向本会秘书处提交修改后的论文申请评选，本会将

在寒假组织评选，在 2017 年 3 月公布评选结果并颁发证书。 

 

11月26日上午，本届年会开幕式在厦门大学科艺报告厅举行。厦门大学

校长助理张建霖教授，外文学院张龙海院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朱刚

教授、副会长盛宁教授、郭继德教授、杨仁敬教授、金莉教授、王守仁教授、

张冲教授、申富英教授，秘书长赵文书教授及其他与会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由外文学院副院长李美华教授主持。张建霖校长助理首先代表厦

门大学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

十八届年会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外文学院张龙海院长代表承办方致欢

迎辞，向与会者介绍了厦大外文学院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情况，以及年

会的准备情况。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朱刚会长代表与会人员感谢厦门大学对

本届年会的大力支持。朱会长简要回顾了美文会的历史和现状，并向与会代

表汇报了研究会自第十七届年会以来的主要工作。 后，朱刚会长感谢全体

参会代表及承办方对美文会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共同推动美国文学研究所做

出的贡献，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 

本届年会共分为大会发言、小组讨论、专题研讨（panel discussion）及研

究生学术论坛四个部分。11月26日上午的大会发言分别由美文会副会长金莉

教授和美文会前副会长、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主持，共有5位代表发言。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盛宁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对政治正确的文化

批评的再审视》。盛宁教授指出，美国总统大选造成的国内民族分裂愈演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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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这一新国情使我国的族裔文学研究更具价值和意义。作为学者我们必须

凸显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对少数族裔文学的审美价值要有清晰的认识。

盛教授以第一代华裔作家代表汤婷婷和第二代华裔作家代表哈金为例，评析

了两代作家迥异的“政治正确”书写策略。他认为，借助“政治正确”发音

的族裔文学的审美价值会很快消失，我们应深刻反思非裔作家的代表——托

尼·莫里森——的创作遗产。莫里森不只着眼于描写黑人苦难，更深入探索

人性，将黑人作为“人性”的缩影进行刻画，这是她能够进入美国文学传统、

流芳传世的重要原因。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张冲教授以《超越族裔：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的几点思

考》为题，探讨我国当前族裔文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及出路。张冲教授指出，

国内族裔文学研究仍然面临研究角度单一与模仿、研究方法过于“理论导向”、

文本“碎片化”释读等问题。他建议可从“族裔文学发展流变史”、“比较

族裔文学史”以及“本土裔与中国文学文化比较”等维度，重新思考我国方

兴未艾的族裔文学研究，族裔文学研究应努力超越族裔而回归文学，既要思

考族裔文学的“族裔性”也需关注其“文学性”。 

在《再议作家的族裔身份问题：本质主义与自由选择》的发言中，上海

外国语大学虞建华教授以斯图亚特·霍尔对“身份”的定义为出发点，对现

有族裔身份的归置基准进行拷问。虞教授强调，在讨论族裔作家文化身份时，

我们需聚焦常被忽视的身份的表演性和叙事性，应以社会建构理论为指导思

路，走出本质主义，作家的族裔身份在全球化大势下的多元社会，应被看作

一个动态、临时、杂糅的建构过程。 

南京大学英语系朱雪峰副教授的发言《重组芝加哥：拉图尔ANT理论视阈

下的<克莱伯恩公园>》以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

视角，从“流动的城市”、“行动者网络”、“蚂蚁视角与新现实主义”三

个层面审视《克莱伯恩公园》中的芝加哥城市再现。朱教授认为，此剧在美

国本土政治正确风潮中的接受悖论正在于它如实近距离描述了芝加哥城市地

理在互动中流变的复杂性，其政治相关性在于它没有给出一个关于芝加哥社

会的明晰解释或批评，而是通过不断追踪新问题联合来重组社会，以貌似传

统的新现实主义风格体现了戏剧价值。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张龙海教授以《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在中国》为题，

向大家勾勒了我国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的历史图景。张教授通过大量的文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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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详细的数据，从研究的规模、研究队伍的状况、期刊报纸的刊登情况以

及研究中出现的不平衡等方面详细探析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在中国的涌现

和繁荣发展。 

11月26日下午，年会设立23个分会场进行小组讨论。代表们围绕“华裔

文学研究新视野”、“亚裔文学研究新视野”、“非裔文学研究新视野”、 “犹

太裔文学研究新视野”、“拉美裔文学研究新视野”、“印第安裔文学研究

新视野”、“族裔文学与性别研究”、“族裔文学批评理论新动向”、“少

数族裔与多元文化”、“族裔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美国文学理论研

究与教学”、“美国现代派文学研究”、“早期美国文学研究”等议题，对

美国族裔文学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探讨。 

第一组（专题讨论：族裔成长小说研究）由方红、芮渝萍主持，发言人

有方红（南京大学）“消声、言说与成长：《褐姑娘、褐砖房》研究”；侯金萍

（华南农业大学）“华裔美国文学对成长小说的改写与创新”；芮渝萍（宁波

大学）“美国华裔成长小说的特点”；谭岸青（暨南大学）“解读任碧莲《世界

与小镇》的成长书写”；邹惠玲（江苏师范大学）“《飞逸》：在自省与融合之

中成长”。 

第二组（华裔文学研究新视野之一）由刘永杰、戴鸿斌主持，发言人有

黄明（商丘师范学院）“严歌苓小说《扶桑》对华人形象的颠覆”；霍盛亚（北

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科幻作家刘宇昆小说的“复族裔化”倾向”；刘向辉

（许昌学院）“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文学地图与民族记忆”；刘永杰（郑

州大学）“‘秘密’的真相：《蝴蝶君》主人公断袖之谊探析”；史博（华北科

技学院）“解读《折纸》中爱的主题”；孙坚（陕西师范大学）“新历史主义关

照下的《中国佬》”；颜碧洪（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论汤亭亭《中国佬》

的后现代主义书写”。 

第三组（华裔文学研究新视野之二）由郭栖庆、金衡山主持，发言人有

黄一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构的权威—《谁是爱尔兰人？》中的叙事伦

理之辨”；季峥（重庆工商大学）“华裔美国作家入典原因探究”；金衡山（华

东师范大学）“The Puzzling and Enlightening Racial Identity in Who’ s Irish？”；

苏娉（中山大学）“论李翊云的非母语写作及其意义”；王芳（中央民族大学）

“《无声告白》中的华裔精神生存困境探析”；王增红（厦门大学）“种族冒充、

冒充叙事与混血族身份政治—威妮弗蕾德•伊顿新解”；姚红艳（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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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记忆、族群认同与身份建构—《接骨师之女》中的仪式书写”；周凌敏

（南方医科大学）“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下的后人文主义—以《咸鱼女孩》为

例”。 

第四组（族裔文学与性别研究之一）由王玉括、田俊武主持，发言人有

方小莉（四川大学）“20世纪黑人女性小说叙述策略研究”；李蕊（南京大学）

“论《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的‘生成女性’特质”；毛艳华（浙江大学）“性

别‘引用’视域下《秀拉》中女性主体的初现与重构”；隋红升（浙江大学）

“汉斯伯里《太阳下的葡萄干》对美国男性气质的反思”；田俊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回归之路—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旅行叙事”；王玉括（南京邮

电大学）“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杨艳春（哈尔滨石油学院）“生态

女性主义视域下艾丽丝•沃克作品中女性族裔身份的自我认同”；朱海峰（东

北师范大学）“父权、女权、后女权—论《钢琴课》中黑人的种族出路”。 

第五组（族裔文学与性别研究之二）由张跃军主持，发言人有董秋芳（广

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美国华裔女性主体身份流变—以华裔女作家英语

创作为例”；刘兮颖（华中师范大学）“《卢布林的魔术师》中雅夏的身份危

机与伦理选择”；杨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婚姻：《追

寻亚裔女性》”；姚丽梅（佳木斯大学）“论邝丽莎在《雪花秘扇》中的女性

主义身份伦理观”；张跃军（厦门理工学院）“‘温和的女性主义’：华裔美

国诗人陈美玲诗歌解读”；朱骅（上海海洋大学）“跨国主义的美国族裔文学

建构”。 

第六组（犹太裔文学研究新视野）由刘文松主持，发言人有高莉敏（上

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末世之城》：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胡选恩（陕西

师范大学）“E.L.多克托罗《大进军》中的历史阐释模式”；孔伟（北京外国

语大学）“俄国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新移民叙事中的‘发声’策略研

究”；刘文松（厦门大学）“美国犹太知识分子小说探秘”；孙璐（上海外国

语大学）“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中的美国民族神话及其当代启示”；张国

庆（中国人民大学）“《人性的污秽》的后人道主义解读”；赵永健（浙江工

商大学）“国外美国犹太戏剧研究评述”。 

第七组（美国后现代派文学研究之一）由陈世丹、刘雪岚主持，发言人

有杨仁敬（厦门大学）“略论《时间》与《达洛威夫人》的互文性”；陈世丹

（中国人民大学）“后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要义”；曾艳钰（湖南科技大学）



 8

“‘流动的爱国主义盛宴’—评美国后现代战争小说”；谷红丽（华南师范大

学）“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刘雪岚（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加

州三部曲’看托马斯•品钦的后现代城市书写”；方凡（浙江大学）“论威廉•

加斯笔下的图像与文字”；王祖友（泰州学院）“后人道主义与人道主义辨析”；

陈奔（厦门大学）“美国研究背景下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范小玫（厦门

大学外）“德里罗小说中的全球化”。 

第八组（美国后现代派文学研究之二）由吴泽庆、陈俊松主持，发言人

有陈俊松（华东师范大学）“《地下世界》：冷战阴云的文化记忆与后现代恐

怖叙事”；许希夷（南京大学）“福尔‘后9/11’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中

的历史叙事”；史菊鸿（兰州大学）“一个城市，两幅画面——库切和詹姆斯

对伦敦的不同文学再现”；吴泽庆（中央民族大学）“‘恶魔的诅咒’—欧茨

的《被诅咒的》中历史书写”；姚本标（广西师范学院）“《白噪音》的‘风

险社会’表征”；栾天宇（南京大学）“《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记忆伦理

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 

第九组（美国后现代派文学研究之三）由甘文平、杨纪平主持，发言人

有甘文平（武汉理工大学）“米歇尔•福柯、共同体、美国越战文学”；崔永

光（大连海洋大学）“世界文学史视域中的纳博科夫形象及其创作密码”；范

湘萍（上海政法学院）“论‘9.11文学’结构主义叙事中的空间与政治”；林

莉（东北师范大学）“论小说《恶棍来访》的空间叙事策略”；刘丹（大连外

国语大学）“融合与分裂：《地下世界》中的种族冲突与文化政治”；王程辉

（湖南科技大学）“纳博科夫《国王、王后和杰克》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的互文性”；杨纪平、胡燕（北京邮电大学）“《X战警：第一战》中的族裔

观”；张芳芳（上海电力学院）“论纳博科夫小说《普宁》中‘坐错车’的隐

喻与流亡主题”；张蓝予（中央民族大学）“文明对话与身份认同：评《恐怖

分子》的身份观念”。 

第十组（拉美裔文学研究新视野）由李保杰、李毅峰主持，发言人有李

保杰（山东大学）“当历史的重负成为过去—《古巴之王》中的‘反流亡’

书写”；李毅峰（天津商业大学）“桑德拉•西斯内罗斯对女性原型形象的重

新阐释”；乔玲玲（山西大同大学）“芒果街上的奇卡纳游荡者”；涂沙丽（中

南民族大学）“论《石化鹿》中的奇卡娜形象”；王绵绵（浙江传媒学院）“加

勒比裔美国移民女作家的空间意识及空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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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组（美国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由郭建辉、刘春芳主持，发言人

有陈蔘（中央民族大学）“论当代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发生因缘与中国进

程”；郭建辉（四川外国语大学期刊社）“英美文学教学与审美教育”；焦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文主义与戏剧教学”；刘春芳（山东工商学院）“美

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平民思想”；马特（中央财经大学）“文学批评的空间转

向：空间批评的新动向”；许玉军（集美大学）“东方启蒙：西方的‘东方主

义’话语”。 

第十二组（族裔文学批评理论新动向）由胡铁生、郭英剑主持，发言人

有胡铁生（吉林大学）“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演进”；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

“2015美国文学：种族，还是种族问题”；洪琪（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美国

华裔戏剧的创伤叙事”；任虎军（四川外国语大学）“性别视阈下新世纪中国

的美国族裔小说研究”；王斐（集美大学）“追寻都会中的空间正义：美国非

裔城市叙事嬗变初探”。 

第十三组（美国现代派文学研究之一）由黄宗英、王跃洪主持，发言人

有陈秋红（青岛大学）“亨利•詹姆斯后期小说的进化叙述”；陈喜华（湘潭

大学）“菲茨杰拉德的服饰书写与爵士时代美国文化”；黄宗英（北京联合大

学）“‘其城/其人，一种身份’：读威廉斯的《帕特森》”；蒋贤萍（西北师

范大学）“表演的自我——再读《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李晶（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生存还是生活？：凯瑟《一个迷途的女人》的伦理选择”；陶久

胜（南昌大学）“无意识的种族偏见——《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的心理原

型解读”；朱晓萍（贵州大学）“追逐无的欲望——《嘉莉妹妹》的拉康式解

读”。 

第十四组（美国现代派文学研究之二）由李建波、朴玉主持，发言人有

朴玉（吉林大学）“科伦•麦凯恩在《光明这一面》中的城市创伤叙事”；王

晓丹（哈尔滨师范大学）“阶层流动的幻灭：《纹身女孩》中的社会身份”；

王跃洪、郝天昕（上海理工大学）“福柯凝视理论视角下的亨利•詹姆斯《德

莫福夫人》研究”；薛丽（北京师范大学）“《布拉迪默传奇》中矛盾的女性

意识形态”；姚学丽（安徽大学）“映射美国南方的‘隐约轮廓’——析《干

旱的九月》碎片化叙事”；张金良（天津外国语大学）“哈贝马斯有效沟通视

域下《奥利安娜》中的交流困境分析”；张小平（扬州大学）“旅行•幻梦•

混沌——论麦卡锡小说《骏马》中的‘奇异吸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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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组（早期美国文学研究）由张和龙、金冰主持，发言人有金冰（对

外经贸大学）“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进化叙事与伦理想像”；李晋（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19世纪美国文学市场研究综述”；李敏（山东工商学院）“《红字》

通奸案的法、罚与霍桑的‘疼痛’书写”；李方木（北京外国语大学）“爱的

伪装：《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罗曼司及其多义性”；戚涛（安徽大学）“多

数暴政下的碎片——梅尔维尔的价值困惑与身份建构”；张和龙（上海外国语

大学）“中国杰克•伦敦研究中的话语模式及其历史嬗变”。 

第十六组（非裔文学研究新视野之一）由林元富主持，发言人有陈红（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所有的故事都是真的’—评怀德曼的编史元小说《法

农》”；甘婷（集美大学）“第三空间理论视阈下《中间通道》的空间建构”；

林元富（福建师范大学）“当代非裔美国涉奴题材小说的历史传承”；刘锦丽

（湖北科技学院）“种族歧视下的身份困惑—论切斯纳特小说中的混血儿”；

龙跃（湖南师范大学）“兰斯顿•休斯诗歌中的‘黑人性’”；吕春媚（大连

外国语大学）“黑白的空间对峙——解读《莱尼大妈的黑臀舞》中的社会空

间”；王予霞（集美大学）“美国黑人左翼文学消长的历史启示”；修树新（东

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论特瑞•麦克米兰小说中爱的主题”；张健然（四

川外国语大学）“《他们眼望上苍》中原始性与现代性的背离与融合”。 

第十七组（非裔文学研究新视野之二）由徐文培、杜志卿主持，发言人

有杜志卿（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从霍妮的精神分析理论看阿契贝笔下的伊

祖鲁”；蒯冲（荆楚理工学院）“非裔美国人的身份缺失与身份认同——以《阳

光下的葡萄干》为例”；李美芹（浙江工商大学）“论埃里森‘文学爵士乐’

美学中表达的种族政治思想”；李云瑾（华北科技学院）“论托妮•莫里森《宣

叙》的含混性”；马粉英（西北师范大学）“《 蓝的眼睛》中克劳迪娅拆解

行为的后殖民叙事”；唐莹（大连外国语大学）“从‘挪亚的诅咒’到非洲主

义—对罗宾逊种族书写的反思”；徐文培（黑龙江大学）“《所罗门之歌》与

奴隶叙事文学”；张宏薇（东北师范大学）“莫里森早晚期两部小说中‘儿童

创伤’主题的对比分析”；朱小琳（中央民族大学）“悲莫悲兮伤永逝：以墓

志为叙事策略的《宠儿》新解”。 

第十八组（亚裔文学研究新视野）由谷红丽、李汝成主持，发言人有李

青霜（南京审计大学）“论戏剧《耻辱》中的穆斯林文化定势”；刘喜波（齐

齐哈尔大学）“列斐伏尔的身体空间理论下的《灿烂千阳》解读”；李东风（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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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师范学院）“美国印度裔离散文学中的‘家叙事’”；骆守怡（南京审计大

学）“论戏剧《耻辱》中的美国穆斯林精神创伤”；曲涛（大连外国语大学）

“哈米德小说《拉舍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美国梦的建构解构”；王燕（西大同

大学）“《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的心理解读”；罗旋（中山大学）“类文本

视角下的非洲裔美国人自传叙事”；张燕（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流寓’一

词新说——以华裔马来西亚美国作家林玉玲为例”；周敏（浙江海洋大学）“异

文化中的隔离与渗透——《森太太》中艾略特的成人仪式解析”。 

第十九组（少数族裔与多元文化之一）由周南翼主持，发言人有蔺玉清

（中国政法大学）“《芒博琼博》中的黑人文化诗学建构”；周南翼（厦门大

学）“书写与超越族裔性：《炼狱之声》中的美国意大利族裔叙事”；邱小轻（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唐人街的灰姑娘——《鱼年》的身份与文化价值观认同”；

王升（内蒙古赤峰学院）“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华裔文学”；许双如（暨南大学）

“‘种族忧郁症’——亚裔美国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 

第二十组（少数族裔与多元文化之二）由尚晓进、何木英主持，发言人

有何木英（西华师范大学）“谭恩美《喜福会》的语码符号与文化取向”；黄

淑芳（华东理工大学）“《喜福会》中的食物及其文化意蕴”；黎林（华侨大

学）“《镜中之火》：族裔冲突背后的历史记忆和阶级现状”；李岩峰（山东

工商学院）“拉什迪童话中的跨文化身份协商”；尚晓进（上海大学）“浪漫

主义话语中的现代自我及其历史疑难—以《沉沦》为例”；王苑苑（江苏师范

大学）“场域化的《爱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文本”；文征（云南大

学滇池学院）“《我的名字是阿舍•列夫》中的‘文化冲突’”；闫瑞娟（石

河子大学）“神话宗教重述中的历史寻求——《美国众神》文化多元性主题

探析”；袁先来（东北师范大学）“另类的‘少数族裔’摩门教徒与美国文学”。 

第二十一组（族裔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由王逢振、高奋主持，发言

人有高奋（浙江大学）“从跨民族视野看汤亭亭的中国文化重构和文学形式

创新”；廖炜春（华东师范大学）“More than Escape: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Rip Van Winkle’ and the ‘Story of Peach Blossom Spring’”；王逢振（中国社会

科学院）“美国文学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袁源(上海理工大学)“论《岁

月红尘》中上海书写的‘翻译’策略”。 

第二十二组（印第安裔文学研究新视野之一）由邹惠玲、林斌主持，发

言人有董洁（陕西师范大学）“当代印第安生存模式探索——文化融合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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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四灵魂》”；林斌（厦门大学）“福克纳荒原系列的土著奴隶制及印第

安形象研究”；刘肖栋（西安外国语大学）“从功能视角解读《美国印第安人

的故事》”；唐建南（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创伤记忆与身份重构：后殖民

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太阳风暴》”；王夷平（鞍山师范学院）“印第安文学中

的回归与杂糅——解读《典仪》和《爱药》”；刘玉（西南大学）“美国印第

安文学中的女性中心思想”；郑佳（江苏师范大学）“共享之地——论《印第

安杀手》中的‘地方’”。 

第二十二组（印第安裔文学研究新视野之二）由刘克东、黎会华主持，

发言人有李雪梅（大连外国语大学）“试论《沙丘花园》的旅行政治”；苏新

连（中国矿业大学）“裘帕•拉希莉与小说《洼地》”；黎会华（浙江师范大学）

“路易丝•厄德里克公正三部曲的历史书写”；刘克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厄

德瑞克《甜菜女王》中的家庭观念”；杨恒（中央民族大学）“《拉罗斯》与

厄德里克：小说内外的疗伤者”。 

研究生学术论坛已成为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一大特色，它体现了美文会

对学术后学们的特别关怀和着力培养。11月27日上午，共有7组33位硕博士研

究生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叙事心理学、创伤、新马克思主义

等维度对辛西娅·奥兹克、托尼·莫里森、佐拉·尼尔·赫斯顿、柳原汉雅、

陈美玲、玛雅•安吉罗、谭恩美、欧茨、林露德、林玉玲、刘宇昆、任碧莲等

人的作品展开了深入研讨。 

研究生论坛第一组由侯金萍主持，发言人有李奕橙（江西师范大学）“个

体自我认同与分裂：《林中秘族》的不可叙事者研究”；刘喆（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故事与身份—以叙事心理学角度解析《喜福会》”；刘玲（福建师范大

学福清分校）“欧茨小说中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演变”；陶晓（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谭恩美《百种秘密感觉》中‘信仰’一词之解析”。 

第二组由王予霞、吕春媚主持，发言人有李卓（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创

伤视阈下《家园》的黑人男性主体建构”；刘春利（广西师范学院）“《 蓝

的眼睛》中女性身份认同”；王颖潇（曲阜师范大学）“解读《宠儿》中的两

性关系”；于伟娜（曲阜师范大学）“浅析《紫色》中男性角色体现的女性主

义”。 

第三组由徐文培、张淑芬主持，发言人有李卉芳（暨南大学）“陈美玲

诗歌与庞德《华夏集》之互文性研究”；麻金红（江西师范大学）“从创伤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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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角度看林露德的《千金》中宝莉的传奇一生”；杨清（暨南大学）“《馨香与

金箔》中的另类‘蝴蝶’”；张昕昕（北京外国语大学）“亚裔美国女性成长

小说—论《詹思敏》和《女勇士》”。 

第四组由孙坚、李琼主持，发言人有谷延玲（江西师范大学）“社会空间

对苏菲的压迫”；胡哲（厦门大学）“追寻历史、鞭策今朝：新马克思主义视

域下的《供水系统》简评”；刘文洁（江西师范大学）“《掘墓人的女儿》中瑞

贝卡的伦理解读”；孙昔君（扬州大学）“追寻与救赎之旅——论麦卡锡小说

《路》中的旅行叙事”。 

第五组由朱新福、隋红升主持，发言人有胡贝克（东北师范大学）“美国

华裔文学的文化特征及其时代演进”；李丹（曲阜师范大学）“刘宇昆《五味：

战神关羽在美国的故事》的跨文化观读解”；李亚利（南京大学）“文化与政

治之间——跨国语境下的亚美文学批评”；刘利华（暨南大学）“超越马斯洛：

解读《裸体吃中餐》中的‘吃文化’”；余道仁（集美大学）“黄皮肤白面具：

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的文化追寻与身份书写”。 

第六组由朱小琳、李美芹主持，发言人有陈海容（浙江大学）“铭刻性的

黑人身体——《阿巴拉契之红》中的空间政治研究”；黄纤茜（广西师范学院）

“《看不见的人》的城市景观”；纪思雨（中国人民大学）“美国非裔作家科茨

的新作《在我与世界之间》简论”；林荔敏（四川大学）“Identification Analysis 

of Celie in The Color Pur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can’s Three-tier Structure 

Theory of Subjectivity”；卢迎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玛丽莲•罗宾逊《基

列家书》中的废奴运动遗忘困境”；张晓双（中国人民大学）“浅析《上帝帮

助孩子》中的身份认同”；吴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蓝色眼眸诱惑下的扭

曲审美观：莫里森小说之写作艺术解析”。 

第七组由李晋主持，发言人有李珊珊（浙江大学）“《炼铁厂的苦难人生》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蒲珊珊（山东理工大学）“凯特▪肖邦的女性

意识探究——以《觉醒》为切入点的考察”；唐煜珍（湖南科技大学）“论霍

桑《红字》中的孤独”；王锦辰（北京外国语大学）“《欢乐之家》中莉莉•巴

特身心的无家可归”。 

研究生学术论坛结束之后，在美文会副会长申富英教授的主持下，上海

外国语大学乔国强教授、贵州师范学院王薇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潘志明教

授先后进行第二场大会发言。乔国强教授从“多元叙事模式”、“反讽叙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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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创伤叙事模式”三个层面剖析了美国犹太小说的主题与叙事模式。王薇

教授的美国苗族英语文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兴趣。她

以身份认同表述作为主要切入点，选取美国苗族作家创作的部分英语文学作

品为研究对象，向大家展示了美国苗族族群对流散生活的书写，以及他们不

断寻找、重构文化身份的动态过程。和前面聚焦族裔文学的“族裔性”的发

言不同，潘志明教授转而反思华裔美国文学中缺位的族裔性。他强调，族裔

性并非族裔文学及其研究中一个无可争议且可以想当然的问题。一是作家和

作品的族裔性并非一回事；二是族裔性还随着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变化

而变化；三是作家和作品的族裔性还有度的差别。三位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美

国族裔文学进行了深入剖析，启人深思，极具参考意义。 

年会闭幕式由张龙海教授主持。赵文书秘书长对本届年会进行总结汇报，

通报了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会讨论通过的决议，包括常务理事、理事的

增选和变更，会员、理事单位的申请条件，以及举办年会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等。2017年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专题研讨会承办单位代表河海大学

蔡斌教授向参会学者发出了热情邀请。美文会朱刚会长致闭幕词，祝贺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对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表示衷心感谢。 

本届年会由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承办，大会全体与会代表对承办单位、大

会会务人员以及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秘书处表示衷心感谢。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201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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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专题研讨会通知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专题研讨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 27-29 日在河海

大学（南京）召开。此次会议由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主办，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承办。  

 

一、会议主题： 美国文学研究中的边界（Boundary in American Literature) 

随着美国创作型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热

度骤升。而美国文学本身的边界问题研究，不仅是学科之间的边界跨越问题，其

涉及领域之广，几乎覆盖美国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如种族和性别之间的边界，

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意识形态和宗教之间的边界，地域主义的边界问题，美学

哲学的边界概念等等，不一而足。特朗普上台之后，奉行了新孤立主义，随即重

塑了新的边界，这些边界既是横亘在美墨边境的围墙，更是试图阻断交流的精神

围墙。因此，解读美国文学中的边界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对美国文学

研究的走向进行历史性回顾和建设性展望，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后全球化”时代

新的社会现象，以及对这种现象做出回应，为我国的社会、文化研究带来有益的

启示。 

本次会议主要论题如下： 

 

1. 美国经典作家作品的边界研究 

2.  美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3. 美国世界主义文学研究 

4. 美国文学边界与全球化 

5. 种族边界研究 

6. 性别边界研究 

7. 美国边疆文学，公路文学 

8. 中美文学比较研究 

9. 美国地域主义文学研究 

10. 美国文学的美学边界 

11. 其它相关问题研究  

二、会议报名及时间安排： 

1.  9 月 30 日前向会务电子信箱（hhuwyky@163.com）提交会议回执(含约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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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摘要及关键词）。回执的电子版可从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官方网站

（www.casal.org.cn）和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网站（http://wgyxy.hhu.edu.cn）下载

复制。 

2. 本届专题研讨会部分发言采用专题讨论（panel discussion）形式，同时将设立

研究生论坛。欢迎与会者围绕研讨会主题和分论题撰写论文，大会将对提交全文

的论文（须未发表）进行优秀论文评奖。 

3.  时间安排：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     提交回执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   发电子邀请函（盖红章邀请函可在报到时领取），提

交论文全文（未发表） 

2017 年 10 月 27 日     报到。地点：河海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2017 年 10 月 28—29 日 学术研讨 

2017 年 10 月 30 日     离会 

 

三、会务费：  教师 800 元；非在职研究生 400 元。交通及食宿自理。 

 

四、会务组联系方式： 

      会务电子信箱（hhuwyky@163.com） 

联系人：胡碧媛   罗荣荣   赵青青  （18963603245，025-58099466，

025-58099463）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佛城西路 8 号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11100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7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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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单位  

电子邮箱  电话  

论文题目  

论文摘要

及 
关键词 

 

（500 字以内） 

住宿要求

（请打） 

单人住宿  双人间合住  

住宿时间 
（请说明具体住宿时间，仅限 10 月 27、28、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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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缴纳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费的通知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是教育部主管、民政部正式注册登记的全国性学术团

体。根据《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章程》的规定，会员单位有义务缴纳会费，并因

此享有相应的权力。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费每四年收取一次，一次性收取四年的会费。缴纳标

准如下： 

会员单位：1600 元（4年）  

理事单位：2000 元（4年）  

常务理事及以上单位：2400 元（4年）      

 

汇款方式：银行电汇 

收款单位：南京大学 

帐户地址：工商银行南京汉口路支行 

汇款帐号：4301011309001041656 

 

务必注明：   

1、 请在用途一栏注明“美文会”； 

2、 请不要用个人名义汇款，在汇出会费后，发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同时请

您告之详细的通信地址、邮编和收信人。 

3、 秘书处将在收到会费的 60 个工作日内办妥发票，并用挂号信寄出。因发

票需要在鼓楼、仙林两个校区办理，如果 60 个工作日之后没有收到发票，请与

美文会秘书处联系。 

 

邮政编码：210023 

通信地址：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 

联系电话：025-89683243（美文会秘书处） 

联系人：邱蓓 

电子邮件：english@nju.edu.cn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秘书处 

2017 年 3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