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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2016-2017 双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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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研究会两年来（自上届第十一届专题研讨会以来）所做的工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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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内主要双一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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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会设有党组织，隶属外国语学院分党委，名称是“英

语教工与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联合党支部”，成员包括会长副会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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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期。美文会每年轮流召开年

会和专题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 18 届年会和 11 届专题研讨会。 

 

二、近两年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效 

1、上届专题研讨会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专题研讨会于2015年 10月 23日至25日在江

苏省徐州市举行。由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研讨会的主题是“美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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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城市”，来自全国各大高等院校、研究所、出版社的 151 名正式代表参加，

研讨会收到论文摘要 110 篇。2015 年 10 月 23 日晚召开了第七届理事会第五次

会议，我向各位理事通报了美文会的各项工作进展。 

2、上届年会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于2016年11月25日至28日在厦门举行，

由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180 余所高等院校、研究所、

出版社的 30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年会。组委会共收到相关论文、摘要 371

篇。年会的主题是“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空间拓展与界域重绘”。11 月 25 日晚

召开第七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23 位常务理事和理事出席。 

3、美国戏剧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7 年全国美国戏剧研究学术研讨会。2017 年 10 月 21-22 日由杭州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承办，主题是“中美戏剧交流”，议题包括中国戏剧在美国，美国

戏剧在中国，美国戏剧中的东方元素，中国戏剧中的西方元素，戏剧与其他艺术

媒介的互动，华裔美国剧作家研究等。 

4、美文会负责人变更事宜 

2016 年 1 月收到民政部“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通知书”和“社会团体法人证

书”（130504 上报“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和“社会体负责人备案表”

上报）。 

5、建立美文会党的组织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部主管的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

意见》（教办厅[2010]8 号）的要求，经教育部审核、民政部核准登记的社会组

织，常设办事机构专职或长期聘用人员中正式党员不足 3人的，应与教育部所属

单位或其他邻近单位建立联合党支部。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现有专职工作人员 1

人，兼职工作人员 5人，其中 3人为中共党员，均属于英语系党支部，一直以美

文会党小组的名义，参与英语系支部活动。现按照以上要求，经中共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党委同意，2017 年 4 月 16 日成立“英语教工与美文会联合党支部”，

并将“教育部主管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情况”上报教育部。2017 年 7 月 31 日按教

育部机关党委的要求，美文会参加“中央国家机关主管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党的组

织和党的工作覆盖专项工作检查与验收”（美文会是重点检查对象），在 8月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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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提交了“英语教工与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联合党支部党建工作汇报”， 

6、编写“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通讯”第 33 期、34 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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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参加教育部民政部的年检，隔年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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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 3 月举行年检，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相关规定，美文会秘书处编制并向教育部、民政部提交《全

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2016、2017 年度工作总结》和《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2016、

2017 年度审查报告》。2016、2017 年 8 月民政部“中国社会组织网”公布两个

年度的年检结果：“合格”。 

 

四、第六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7 年 10 月 27 日晚，美文会召开第六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

如下事宜： 

1、年检和换届审批进展； 

2、本次研讨会组织情况； 

3、2018 年浙江大学外院承办年会的筹备情况和主题； 

4、2019 年专题研讨会和 2020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年会主题和承办方申

请； 

5、美文会领导层变化情况： 

变更常务理事：四川大学王欣教授，接替石坚教授 

变更理事：中国矿业大学蒋栋元教授，接替王丽民副教授；暨南大学蒲若茜

教授，接替卫景宜教授；华南师范大学谷红丽教授，杭州师范大学陈茂林教授，

接替李公昭教授；四川大学王安教授，接替程程锡麟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程爽

教授，接替姜涛教授 

新理事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张军教授），商务印书馆（于殿利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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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宁梅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吕洪灵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王卓教授，哈尔滨

工业大学（刘克东教授），哈尔滨理工大学郭红教授，南京理工大学王育平教授 

新会员单位：南京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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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专题研讨会开幕式贺词 

徐为亚（河海大学副校长） 

 

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在这暖阳高照的冬日时节，来自国内外近 200 名专家学者汇聚在古都南京，

共同参加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专题研讨会。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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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谨代表河海大学对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学者和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河海大学是一所具有百年办学历史，以水利为特色，工科为主，多学科协

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学校于 1987 年成立

外语系，2002 年成立外国语学院。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外国语学院已经成为

了百年河海浪潮中一朵别具一格的浪花，以其独特的学科特点，为学校发挥多学

科综合优势、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做出了诸多贡献，呈现

蓬勃发展之势。 

 当前，结合国家“双一流”建设大背景，河海大学以争创一流作为人才培

养工作长期坚守的价值取向，着力建设特色一流的本科教育，培养面向未来的可

持续发展的精英人才。外国语学院以“习世界语言，传先进文化”为使命，发扬

“求是、开放、包容 、卓越”的外院精神，坚持“转型、特色、改革、协同”

的发展思路，进一步助力于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形成促进

学生成长成才的先进文化。语言、文学的魅力将在河海校园中交织、绽放地更加

绚丽多彩。 

长久以来，美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一直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讲话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不是搞闭门造车，唯我独尊，是要兼容并

蓄，海纳百川。我们中国人研究美国文学，就是为了实现高度文化自信。 

有数据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战争荼毒 为严重的两个民族就是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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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中国人。犹太人，在战后借助英语文学和美国的宣传机器，实现了文化的逆

袭，从《辛德勒的名单》到《安妮日记》，犹太人二战受害者的形象为世界公认，

甚至还专门用了一个“holocaust”来指代犹太人在二战中的苦难。于是整个世

界对犹太人的友善指数迅速飙升，以色列在战后能够迅速崛起，与犹太文学的繁

荣有着直接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国在二战中的遭遇则几乎得不到国际关注，对

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骇人听闻的反人道行径，居然在西方世界几乎无人知晓。

我听说加州有个叫张纯茹的女孩发觉了这种情况，于是在美国写了一篇纪实文

学，想要揭露这段历史，结果呢，人自杀死掉了，书也并没有引起犹太文学般的

效应。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就要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而中国文学要想走出去，

就要借鉴别的民族文学的成功案例。 

当然，犹太文学只是一个例子，美国文学绝不仅仅只有犹太文学值得我们研

究。习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要以更高昂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要实现这一目标，研究其它国家的文学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而我们今天的大会，

就是要研究类似问题的大会，意义非凡，各位责任重大。 

今天，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和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者济济一堂，可谓群贤毕

至、少长咸集，我相信有你们的到来，这次在河海举办的美文会专题研讨会必将

产出更多更优质的成果。 

我在加拿大担任参赞的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文化始终在对外交流的

过程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而文学则是沟通人类情感和心灵的桥梁。在优秀的

文学作品中，作家用细致的观察、准确的描述和丰富的想象力记录时代，阐述思

想，刻画人性，具有直抵人类心灵的作用，能够唤起人们共同的思想情感，使得

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彼此了解。不管是用哪一国语言、哪一种文字写

下的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21 世纪是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思

潮空前激荡的时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此次研讨会紧扣热点，主旨鲜

明，内容丰富，打开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的窗口。 

 我们相信，通过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与会各方将更加了解，研究将更加

深入，友谊将更加深厚和持久。我们祝愿，所有与会人员都能通过此次会议，增

进交流，切磋学艺，收获丰硕成果。我们愿与大家一道，携手并进，共谋发展。 

后，预祝此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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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工作愉快，身体安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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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专题研讨会开幕式贺词 

朱刚（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尊敬的河海大学徐为亚副校长， 

尊敬的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蔡斌院长， 

尊敬的与会专家，同事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祝贺河海大学 102 周年华诞，祝贺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 30 周年！

徐校长受教育部、外交部委派，长期在驻外使领馆做负责工作，国际视野开阔，

国际体验深厚，不仅是土木工程专家，而且在国际交流、区域研究方面也有深刻

的体会和深入的了解。他刚刚所做的发言，值得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学习。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专题研讨会今天在河海大学举行，来自全国众

多高校、研究所、出版社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在这里聚会，围绕“美国文学研究

中的边界”（Boundary in American Literature）这个会议主题展开讨论。 

谨允许我代表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和美文会，向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向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各位学者和同学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为研讨会的召

开做了大量筹备和会务工作的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会务组表示衷心的感谢！ 

美国文学研究中的边界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不仅指文学形式的跨

界，包含文类、风格、手法、修辞、理论研究、美学等中发生的边界交融，也包

含学科间的跨越，如文化、宗教、地域、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等的纠缠与冲突。

尤其在特朗普上台之后，随即声称要重塑边界，这些边界既指修建横亘在美墨边

境的围墙和已经签订的国际协定，也指各种文化交流。因此，解读美国文学中的

边界问题显得很有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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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主席十九大报告中要我们“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希望我们的会议能对这个议题有自己的见解和贡献。 



9 
 

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10 
 

 

美国文学研究中的边界： 

2017年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专题研讨会纪要 

 

 

2017年10月27日至29日，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专题研讨会在南

京河海大学举行。本届专题研讨会由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

地150余所高等院校、研究所、出版社的186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组

委会共收到论文全文近30篇、摘要151篇，与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美国文学

研究中的边界”（Boundary in American Literature）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10月28日上午，本届专题研讨会开幕式在河海大学本部闻天馆举行。河

海大学副校长徐卫亚教授，外国语学院院长蔡斌教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会长朱刚教授、副会长金莉教授、杨金才教授、盛宁教授、申富英教授、秘

书长赵文书教授，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赵一凡教授、王逢振教授，美文会荣誉

会长、南京大学刘海平教授及其他与会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由外国语学院院长蔡斌教授主持。蔡院长首先代表承办方对来自

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徐卫亚副校长的致辞在祝贺河海大学102

年校庆与外国语学院30周年院庆之际，介绍了学校以“水”为特色的“双一

流”高校建设背景与建设成果，强调了外国语学院的发展理念、师资状况和

办学特色，肯定了美文会作为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的使命感和促进人文交流

的积极贡献。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朱刚会长在发言中介绍了本届专题研讨会

主题的出台，并向与会代表汇报了研究会自第十一届专题研讨会以来的主要

工作。此外，朱刚会长宣布了2018年、2020年美文会年会的承办单位名单，

表达了对全体参会代表及承办方大力支持美文会工作的感谢。  

本届专题研讨会共分为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研究生学术论坛及专题研

讨（panel discussion）四个部分。10月28日上午的大会发言分别由美文会副会

长金莉教授和杨金才教授主持，共有6位代表发言。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赵一凡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美五大差异>

缘起》，谈及《中美五大差异》的著述以及对中美文化和东西方文明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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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研究。赵教授首先指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五大差异点，强调中美文

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同时，赵教授梳理了费孝通先生和美国著名汉学家费

正清教授的相关著作，表达对他们学术思想的继承，突出文学研究向文化研

究拓展的思路，阐释以中西融通与文化自觉为主旨的学科交叉研究范式。 

上海外国语大学乔国强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论先锋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

题》。乔教授的发言论及“先锋”概念的内涵与界定，阐释“先锋”与“先

锋性”、“现代”、“后现代”、“时尚”等概念的关系，点明先锋概念的

理论探讨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和学术研究的包容性与探索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陈世丹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微暗的火>中文类边界的存

在》，探讨了小说《微暗的火》将诗歌与散文注释两种不同文类进行并置的

互文叙事，阐释文类互文的审美效果。陈教授指出，两种文类因主题相通而

创造解读的意义，完成文类间的替补和文类边界的建构，反映艺术与生活、

想象与现实的张力。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盛宁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文学’的边界——

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读‘文学’？”。在发言中盛教授谈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

的联系，指出学科间边界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文学边界的

属性与内涵。盛教授细致分析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文本，提出从文字提升文学

性的重要意义。同时，通过梳理特里·伊格尔顿的相关理论著述，盛教授认

为研究界要透过文学所关注的真实获得文学表达的德性。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丽亚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康拉德”在美国：兼论文

学跨国主义历史语境》。王教授的发言从康拉德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入手，

探讨美国作家薇拉·凯瑟和诗人兰斯顿·休斯文学创作与康拉德的互文性，

分析文学与地理关系的“解域”和知识话语中的“建域”问题。王教授指出，

康拉德美国研究反映了美国作家的文化自觉与反思，折射美国作家以文学绘

制的历史意识和对时代的认知图谱。 

南京大学陈星助理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美国作家”莎士比亚》。陈

星博士回顾了莎士比亚的美国接受与传播史，论证莎士比亚的美国经典化过

程。她指出，“美国”莎士比亚的创造经历道德化、人民化与美国化的过程，

即反映美国努力摆脱宗主国文化控制，建构独立自我民族身份的历史意识，

也折射美国当代社会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的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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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下午，专题研讨会 8 个分会场 64 位发言人围绕着“美国经典作

家作品的边界研究”、“美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美国世界主义文学研究”、

“美国文学边界与全球化”、“种族边界研究”、“性别边界研究”、“美国边

疆文学与公路文学”、“中美文学比较研究”、“美国地域主义文学研究”、“美

国文学的美学边界”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第一组美国经典作家作品的边界研究由姚君伟、刘立辉主持，发言有南京师

范大学姚君伟“作为研究的创作：中国赛珍珠研究的一个新维度”、浙江理工大

学薛玉凤“马克•吐温的撒谎艺术”、大连海洋大学崔永光“从多重世界透镜解

读纳博科夫艺术创作中的边界主题”、北京语言大学穆杨“模糊小说与自传的边

界——评纳博科夫的《看，那些小丑！》”、曲阜师范大学任雪丽“作为工具的

孩子——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亲子关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田俊武“美欧大旅

行语境下的亨利•詹姆斯旅欧小说与文化认知研究”、复旦大学管阳阳“贝娄小

说《院长的十二月》中院长的越界与新闻的景观”、济南大学王秀梅“威廉•福

克纳家族小说的历史书写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张运恺“从《凹凸山的故事》

看爱伦•坡对美国殖民主义的批判”、西南大学刘立辉“艾略特的个人故事与公

共叙事：一种具身认知视角”。 

第二组种族与性别边界研究由林元富、朱小琳主持。发言人包括福建师范大

学林元富“非裔美国文学边界的拓展：黑人家族谱系的创伤记忆与再现”、中央

财经大学吴新云“莫里森小说《上帝救助孩子》对 ‘边界含糊性’的思考”、

东北师范大学金万锋“历史•迷情•神秘主义——评阿米塔夫•高希小说《烈火洪

流》”、西南大学李芳“母亲身份的越界者：《豆树青青》与《爱药》中的替养母

亲”、中央民族大学朱小琳“论恶作剧精灵原型的流变及其在非裔美国文学中的

意义”、北京联合大学鲜于静“时尚悖论与黑人的身份认同困境——《日用家当》

中迪伊身份的解读”、淮阴师范学院浦立昕“舍伍德•安德森的黑人再现——以

《暗笑》为例”。 

    第三组美国地域主义与世界主义文学研究由刘英、张军主持。发言人有南开

大学刘英的“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西安外国语大学刘肖

栋“美国地域主义文学中少数族裔作家的 ‘书写’”、上海外国语大学孙璐“同

情的困境：《同情者》中的世界主义伦理与反讽主义实践”、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张

军“美国犹太文学中的空间书写与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研究”、济南大学李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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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文学中家国情怀与族群认同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王雅楠“跨文化视

野中‘迷惘的一代’作家在新中国的研究与接受”、南通大学佘军“后现代城市

意象与小说《大都会》的反商业化写作”、吉林大学邹云敏“特丽•T•威廉姆斯的

犹他地域生态思想研究”、苏州大学姚颖“舞台•地域•空间——《欲望号街车》

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解读”。 

第四组美国文学的美学边界由金衡山、刘岩主持。华东师范大学金衡山“边

界：美国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及问题”、同济大学耿纪永“当代美国诗人的朝圣

寒山之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刘岩“‘像一块滚石’的鲍勃•迪伦”、南京农业

大学顾明生“奇异的双轮战车和另类的替身傀儡”、中央财经大学霍盛亚“‘边界’

隐喻视角下的文学文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袁先来“《摩门经》的叙事模式与 

‘第二次大觉醒’中的政治话语”、齐齐哈尔大学周颖“《灿烂千阳》的地理空间

解读”。 

第五组美国边疆文学及跨学科研究由徐文培、陈榕主持。发言人包括解放军

外国语学院陈榕“解读安妮•普鲁“怀俄明三部曲”中的边疆叙事”、中国矿业大

学苏新连“拆解牛仔神话——读安妮•普鲁小说《断背山》”、上海外国语大学王

光林“美国和澳大利亚边疆文学比较”、扬州大学张小平“论麦卡锡小说《骏马》

中的‘奇异吸引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冰 “从‘文学达尔文主义’之争看

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南开大学回春萍“人类世语境下美国当代童话的生态主义

书写”、南通大学沈晶琰“被姑息的罪恶——论《塞勒姆的女巫》的路西法效应”。 

第六组美国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一）由张海榕、刘克东主持。发言人包括上

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写在官方历史的空白处：当代美国历史小说”、哈尔滨工

业大学刘克东“《日诞之地》与《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中主人公不同命运的成

因探析”、河海大学张海榕“跨越数字人文与文学地图的边界：数字化文学地图

新趋势”、扬州大学朱云“个体创伤与记忆伦理：《安德鲁的大脑》中的 9•11 叙

事”、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高莉敏“从创伤叙事到重建创伤故事——《卡瓦利

与克雷的神奇冒险》中‘大屠杀’的创伤书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陈豪“反恐

话语与伊战的本体论批判:《尸体清洗者》中的反战书写”、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谷

伟“耻与罪：论乔纳森•弗兰岑《纠正》的中西部社群危机”、中国矿业大学蒋栋

元“《失窃的纯真》：‘以神的名义’谱写的伦理哀歌”。 

第七组美国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二）由张龙海主持。发言人包括广东外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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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大学肖衡碧“爱德华•P•琼斯的文化记忆书写”、江苏师范大学王苑苑“少年主

体身份构建之路——解读《飞逸》与《一个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实日记》”、厦门大

学张龙海“时代的思考与关怀——赵健秀的关公形象探究”、厦门理工学院张跃

军“华裔美国诗歌中华裔女性形象的变迁”、天津外国语大学刘立平“语言之网：

白萱华诗歌中的感知与概念”、枣庄学院褚夫敏“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建

构”、兰州大学史菊鸿“库切的流浪叙事研究”。 

    第八组美国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三）由张和龙主持。发言有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和龙“‘唯一正宗的英国先锋派’——重访旋涡主义”、南通大学吾文泉“田纳

西•威廉斯戏剧与绘画艺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杜玉生“主体性与真理——福柯

论‘关心自己’”、陕西师范大学郭英杰“模仿与超越——庞德对叶芝象征主义风

格的习得性研究”、河海大学常州校区郝雁南“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学与人文情怀

的回归”、北京交通大学郝运慧“走向国际化与争鸣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西南政

法大学周厚娟 “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疼痛书写”、宁夏大学马艳“向死而在：托

妮•莫里森小说的自杀情结”、杭州师范大学陈茂林“论梭罗塑造自然主体性策

略”。 

28 日晚的研究生论坛沿袭了美文会培养学术后辈的特色传统，共有 3 组 30

位同学做了精彩发言。第一组由田俊武、金冰主持，发言人有兰卡斯特大学黄强

“T. S. Eliot, Post-WWII Peace Reconstruction, and Boundary”、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齐佳敏“建构与瓦解——《林顿山》中郊区黑人居民区边界的阶级性”、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孙丹萍“眼睛的界限：《金色眼睛的映像》中的性别边界与视觉越界”、

厦门大学陈建君“后殖民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圆屋》”、厦门大学陈天然“麦尔维

尔眼中的内战前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下的《皮埃尔》”、厦门大学张武

“‘成为’美国人——从叙述技巧看菲利普•罗斯《人的污点》中的美国/美利坚

民族认同主题”、华东师范大学武越“任璧莲《爱妾》中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

南京大学奚茜“奥斯卡听到了什么？——论《特别响，非常近》中隐含的音轨”、

河海大学张荣“从生态批评角度剖析《老人与海》中的自然意象”。 

第二组的发言由王光林、张跃军点评。发言包括南京大学汪丽“文学批评实

践中的世界主义——评塞鲁斯 R. K. 帕泰尔《世界主义与文学想象》”、厦门大

学张英雪“世界主义视域下的《拉维尔斯坦》”、华东师范大学金秋容“走向生态

世界主义：论《时在的故事》中的全球性地方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张龙艳“‘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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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声音——解读杰思敏·沃德小说《拯救骨头》中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山

东大学胡乃麟“赵健秀作品中的铁路意象分析”、杭州师范大学成健莹“创伤与

文化救赎：创伤理论视域下托尼•莫里森《家》的解读”、西安外国语大学郝慧敏

“多维度宇宙：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O 小姐》的诗性回忆”、西安外国语大学

赵欣“种族，性别，阶级与文化的边界——评《芒果街上的小屋》”、黑龙江大学

刘婷婷“过去，现在，未来的爱恨激荡——《长夜漫漫路迢迢》的创伤解读”、

河海大学刘娜娜“《印度之行》中的‘边缘人’形象解读”。 

第三组由朱新福主持。发言人包括河海大学潘亦欣“解构视域下的《纸镇》

之迷”、厦门大学王伟娜“慰藉、沉痛和团结：《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的空间

隐喻”、河海大学王雪寒“战争与极权之下——从《灿烂千阳》看阿富汗女性的

集体创伤”、杭州师范大学徐娜米“颠覆与抑制：《愤怒的葡萄》中的生存困境探

析”、杭州师范大学杨群群“奥登诗作《美术馆》中的悲剧和艺术美”、厦门大学

张延香“《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的黑人教育方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张雅婷

“解读莫里森《家》中的空间政治和表征”、首都师范大学张颖“责任的追寻——

《洪堡的礼物》中西特林的美国犹太作家边缘身份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周驰

鹏“夹缝中的自由人：美籍华裔新移民的身份问题”、南京农业大学李晶“苏珊•

桑塔格‘性别坎普’的艺术书写”、河海大学袁晓琳“‘人与景的旋转互动’——

论《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中的纽约地理景观叙事”。 

29 日上午的专题讨论分为两个会场。第一组由王逢振主持，以跨界与叙事为

主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代显梅“亨利•詹姆斯的跨界”、浙江大学高奋“诗画合

一：论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的创新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唐伟胜“爱伦坡的跨

界叙事：重读《厄舍府的倒塌》”、东北师范大学李增“文类跨界与城市跨界中的

逆崇高位移——迈克尔•卡宁汉姆小说《典型的日子》的文类政治研究”的四位

学者发言；第二组“鲍勃•迪伦专题”由郭棲庆主持，包括吉林大学胡铁生“文

学跨界现象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取向：——以鲍勃•迪伦获奖为例”、山东大学

李保杰“矛盾中前行：鲍勃•迪伦的创作、时代及悖论”、北京外国语大学于雷“鲍

勃•迪伦、仪式性与口头文学”、南京师范大学陈爱敏“美国音乐剧：多重边界的

跨越——以 21 世纪美国获奖音乐为个案”四位发言。 

专题研讨结束后紧接着进行了两场大会发言，分别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

教授和美文会副会长申富英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的耿幼壮教授就外国文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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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现状进行梳理评述，提出高屋建瓴的设想与建议。华中师范大学罗良功教授

的发言“美国现当代诗歌的视觉美学”通过梳理 20 世纪以来的美国诗歌，分析

诗歌中的视觉意象与意义建构，论证了美国现当代诗歌的诗学意义、文化意义与

哲学意义。四川外国语大罗小云教授的研究聚焦于美国南北战争小说，论证美国

作家在反映国内与国外战争的主题呈现和书写策略的差异。河海大学胡碧媛教授

以边界交往为切入点进行文本个案分析，探讨文化异质性所推动的叙事进程。 

本届专题研讨会闭幕式由蔡斌教授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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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读了优秀论文获

奖名单。朱刚会长致闭幕词，祝贺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对全体与会代表的积极参

与表示衷心感谢。 

本届专题研讨会由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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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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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 19 届年会通知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九届年会将于2018年10月19-21日在浙江大学（杭

州）召开。此次会议由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诚

邀您拨冗参会。 

 

一、会议主题：  新时代美国文学与中国（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hina in the New 

Era） 

当历史悠久的中国与年轻的美国文学相遇时，两者之间曾经、正在和将要激

发出怎样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回眸历史，中国文化曾影响和助推美国文

学的创新，爱默生、梭罗、马克·吐温、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玛丽安·摩

尔、兰斯顿·休斯、海明威、尤金·奥尼尔、赛珍珠、塞林格、华莱士·史蒂文

斯、金斯堡、斯奈德、汤亭亭、谭恩美等诸多美国作家均在作品中涉及中国文化；

同时美国经典文学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静观当

下，积数十年功力的中国美国文学批评不仅涉足广阔的美国文学疆域，从形式、

审美、思想、文化、种族、性别等诸多方面对它进行研究和探讨，而且赋予美国

文学丰富的中国视角；同样美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对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推进

和繁荣发挥过重要作用。展望未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我们带着

从容的文化自信，立足于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回顾、反思和创新我们的

美国文学研究，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探索富有原创性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思

想。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本届年会的目标是，进一步拓展美国文学与中国的关

系研究，回顾、反思和推进美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中国方法、中国观点。 

 

本次会议主要论题如下：  

美国文学批评的中国视角、中国方法和中国理论：回顾与反思 

中国美国文学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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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 

中国美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 

中国诗学和文化精神对美国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影响 

美国经典文学和文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美国文学批评和文论对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和作用 

中美文学交互影响研究 

中国诗学与美国文论对话研究 

中国美国文论研究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 

中国美国经典文学研究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 

 

二、会议组织及时间安排： 

1.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向会务电子信箱（zhedamwh@163.com）提交会议回执(含

约 500 字以内的论文摘要及关键词）。重点发言需要提交 2000 字的长摘要。回执

的电子版我们将通过邮件和微信推送，也可从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官方网站

（www.casal.org.cn）下载。 

2. 本届年会继续采用专题讨论（panel discussions）形式，相同论题的专家可以

自行组成专题小组。专题小组可以自行组成，自行推举一位联系人，由该联系人

将专题小组的人员、论题发给会务组。 

3. 会议将设立研究生论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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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时间安排： 

2018年 6 月 30日前  提 交 会 议 回 执 ， 发 送 至 会 议 专 用 邮 箱 ：

zhedamwh@163.com；专题讨论（panel discussions）

报名请发送到会议专用邮箱（zhedamwh@163.com）。

专题讨论报名截止日期：9月 1日。 

2018年 7 月 15日  会务组通过电子邮箱向参会师生发送正式邀请函。

（盖章邀请函报到时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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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 月 1日—30日  网上缴纳会务费的财务通道开启，网上缴费截止日

期：9月 30日。 

2018年 9 月 15日  会务组再次发送电子邀请函，确认是否参会。参会师

生提交论文全文（未发表），全文提交截止日期：9月

30日。 

2018年 10 月 19日  报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

正·启真宾馆（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号）。

2018 年 10 月 20 日—21

日 

学术研讨。 

2018年 10 月 21日  下午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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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缴费方式：为了方便参会老师和同学缴费和及时拿到发票，浙江大学将在 9

月 1 日开通“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 19 届年会”缴费平台。会务组会在 8 月中

旬将详细缴费信息发送至参会者邮箱，请各位老师和同学在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进行网上缴费。9 月 30 日之前网上完成缴费的老师和同学，报道当天可

领取会务费发票。10 月 19 日现场缴费的老师和同学，现场不能领取发票。发票

将于会议结束后采用顺丰到付的方式邮寄。建议参会师生提前在网上缴费。 

 

五、会务组联系方式： 

会务电子信箱：zhedamwh@163.com； 

联系人：陈思（15285144530）；苏忱（15805812804）；高奋（13588469669）；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 号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

310058。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2017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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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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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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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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缴费时间：由于发票开具程序比较繁琐，所需时间较长，为了便于大家

年终报销，会费缴纳时间建议为每年 3-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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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