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砥砺六十载 凝心聚力谱新篇
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学科发展 60年

从引进译著到讲好中国故事、 推动中华典籍走出去

语言学研究，

融合历史与

文化的科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是新

中国高校首批设立的阿语专业之一，它
诞生于“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

通晓东方语文的人才”的历史机遇之下，

响应国家需求，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趁势
而为， 经过一甲子的队伍建设和学科发
展， 上外阿语专业不仅培养出了一批批
各行各业国家急需的阿语人才， 在学科
建设和学术发展上也勇于探索， 稳步推
进，形成了既符合国家“一流学科”标准，

又具有鲜明上外特色的阿拉伯语学科。

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上外阿语专业始建于 1960年，1986

年获批硕士点 ，1998 年获批博士点 ，

2003 年获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拥有
本-硕-博-博士后完整的高层次人才培
养体系。 1993 年率先在全国高校实行
“阿拉伯语+英语”、“阿拉伯语+经贸”的
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复语型、 复合型人
才， 二十多年来形成独树一帜的 “会语
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多语种+”国际
化高端阿语人才培养体系， 教育成效得
到社会充分认可， 培育出一大批服务国

家外交、外事、新闻、经贸与文化交流的
专业阿语人才， 也为国内兄弟院校培育
输送了一批优秀师资。

六十年间上外阿语涌现出朱威烈、

周顺贤、陈中耀、陆培勇、蔡伟良、严庭
国、 王有勇等多位蜚声教育学术界的教
学名师，朱威烈、陈中耀、周顺贤教授享
国务院特殊津贴， 朱威烈教授先后被授
予约旦皇家伊斯兰思想研究院通讯院
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

卓有成效的学科建设

早在八十年代， 朱威烈就提出阿
语发展要坚持“小学科，大内涵”理念，

紧密结合国家发展需要， 坚持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 拓展与阿语相关的其他
学科的交叉融合，朝“高水平，有特色”

的方向努力。经过多年耕耘，上外阿语
专业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一系列突破 。

2000 年和 2004 年专业所依托的阿语
学科连续两次被上海市教委评为上海
市重点学科；2006 年被教育部评为国
家重点学科（培育），这也是中国阿语
学科唯一的国家重点 （培育 ） 单位 ；

2008 年阿语专业入选教育部特色专业
建设点；2019 年入选教育部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进
入高位运行的良性循环。

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阿语专业全面统筹，精心规划，多年
来编撰出版了多部重量级教材， 覆盖了
精读、语法、文学选读、报刊、翻译、国情
等几乎全部的专业课程，部分教材如《阿
拉伯语语法教程》、《阿拉伯文学史》、《阿
拉伯语发展史》、《阿拉伯语汉语翻译教
程》 等均为国内首创，2001-2010 年，陆
培勇教授为总主编， 组织规划审阅编著
了阿拉伯语本科国家十一五规划系列教
材，至今已出版涉及 9门课程共 17册教
材，其中的《新编阿拉伯语教程》（6 册）

获得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纵深化的科研平台

深耕阿语教学的同时建设中国的阿
拉伯学研究体系是上外阿语人矢志不渝
的追求。 改革开放伊始，阿语专业便成立
了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 负责阿拉伯
国家概况的授课，对阿拉伯国家政治、经

济、社会概况展开译介与研究。 2010年至
2011年，阿语专业成立中国-阿拉伯合作
论坛研究中心、海湾国家研究中心，多年
来专业出版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历史国
别研究专著数十本，发表论文数百篇，主
持各类国家级、教育部社科项目十几项，

可谓成果斐然。

2000年，上外成立以阿语博士点为
支撑的中东研究所，朱威烈任所长，经教
育部考察评审后， 成为全国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这也是教育部国
际片基地中唯一以外语博士点为基础的
重点基地。借中东研究所这一平台，上外
阿拉伯语学科与国际关系学科不断交叉
渗透，形成上外阿语跨学科研究特色。

2017年 4月由外交部、 教育部、上
海市人民政府主办， 上海外国语大学承
办的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落地上外。

这也是上外阿语学科的又一个国家级平
台，中心致力于建成集人才培养、研修培
训、外宣交流、智库研究等功能为一体的
世界一流智库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 ，1978 年上外阿语
专业创办了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专门

研究阿拉伯世界政治、 经济、 文化、语
言的刊物———《阿拉伯世界》， 该刊物
1982 年起公开发行，2000 年并入上外
中东研究所，2006 年改名为《阿拉伯世
界研究》，2008 年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 这本
学术期刊一直以来被视为全国阿语专
业师生和关心阿拉伯国家和相关知识
的学人的宝贵学术园地，吸引了国内各
高校阿语专业的知名学者、青年学子投
稿。 《阿拉伯世界》 也因此成为阿拉伯
学成果的孵化器，极大推进了全国阿拉
伯语语言文学的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

半世纪风云变幻， 六十年默默耕
耘，在数代阿语人筚路蓝缕、共同努力
下， 上外阿语以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

齐全的研究方向、雄厚的科研实力在国
内同类院系中名列前茅。 站在新的起
点， 上外阿语专业将继续发挥跨学科、

跨文化综合优势，把握时代脉搏，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努力谱写新篇章，为国
家的外交事业、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努
力贡献一己之力。

（陆怡玮 丁玉西）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

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流传仅限于《一千
零一夜》中的点滴片段，而且大多是由
英文译本转译成中文，内容纯正性势必
有所欠缺。 1923 年茅盾由英文译出纪
伯伦的五篇散文诗可视作阿拉伯近现
代文学在我国的“首秀”；冰心于 1932

年译的纪伯伦的《先知》是我国对近现
代阿拉伯文学的最早介绍。 建国后情
况虽有所好转，但大多数阿拉伯文学作
品均是由俄文译来，直接由阿拉伯语译
成的作品少之又少。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阿拉
伯文学翻译及研究带来了新气象，上外
的文学作品翻译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
始欣欣向荣，为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队
伍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
上世纪 70 年代起上外教师翻译出版的
阿拉伯文学作品共计长篇小说 15 部，

短篇小说集 5 部，散文集 6 部，诗集 3

部，涵盖不同流派、多种体裁，囊括各
个历史时期；与此同时，上外教师将中

国传统文学译成阿语，丰富了阿拉伯国
家人民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促进了中阿
人文交流，已出版的汉译阿文学、哲学
作品共计 5 部。

1981年，朱威烈教授以笔名元鼎发
表的译作《卡尔纳克咖啡馆》（中篇小说）

是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最早
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作品之一。 1982

年， 朱教授又应约翻译了埃及作家优素
福·乔海尔的《鸦片》，发表在当年《译林》

第 2期中。接着，郭黎老师翻译了纪伯伦
的《折断的翅膀》，经朱教授修改后，1983

年此文在《译林》第 2 期作为首篇刊出，

当年恰逢纪伯伦诞辰百周年纪念。随后，

朱老师应《译林》主编李景瑞同志要求，

写了一篇评述《纪伯伦和他的<折断的翅
膀>》，同期发表。 两篇文章刊出后，社会
反响热烈， 在李景瑞主编的要求下朱老
师组织选编了一本 《折断的翅膀———纪
伯伦作品选》，1984 年 7 月由江苏人民
出版社出版。同年，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
向朱威烈教授组稿， 欲编一本阿拉伯小

说选。 当年恰逢上外日语阿语分开独立
建系，朱教授遂担任阿语系行政工作。为
加强教师的翻译实践， 他积极组织本系
教师参加阿拉伯小说翻译工作， 蔡伟良
教授翻译的《旧伤的隐痛》系沙特作家赛
义德·阿卜杜·拉夫乌的短篇小说， 是最
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沙特现当代文学作
品之一。 此外，1998年蔡伟良教授重译
的纪伯伦作品选《先知全书》被上海文化
出版社作为 《第一推荐丛书》 的 “领头
羊”，当年在大陆出版，2001年在台湾发
行。

在 20世纪阿拉伯文学的译介中，埃
及的作品特别是诺贝尔奖得主马哈福兹
的作品是无可争辩的宠儿， 但若缺失了
纪伯伦等其他阿拉伯世界著名作家的著
作，平衡性势必会有所欠缺，陈中耀教授
在翻译了马哈福兹的代表作 《开罗三部
曲》 的同时还翻译了叙利亚著名现实主
义小说家哈纳·米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蓝灯》，以及埃及著名作家陶菲格·哈基
姆的代表作《灵魂归来》，并参与合译了

苏丹最富盛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塔伊布·
萨利赫代表作《风流赛义德》。 上外教师
的多样化译作恰逢其时，将“缺环”补上，

使阿拉伯文学作品在国内呈现 “百花齐
放”的态势。 近年来，上外阿拉伯文学译
介与时俱进， 密切关注阿拉伯文学的最
新情态，2018年阿拉伯布克奖（又称“国
际阿拉伯小说奖”）获奖作品，科威特青
年作家萨乌德·桑欧西的长篇小说 《竹
竿》 已由蔡伟良教授翻译并由上海文艺
出版社出版， 引发了国内阿拉伯文学评
论界热议。

除了引进译著， 努力讲好新时代中
国故事，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外语
人当前的重要任务， 迄今为止上外教师
共主持 5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
项目，翻译了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国学
经典等多个领域的五本著作， 积极做好
外宣外译，担负外语人的使命。国学经典
是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有勇教授近年来陆续将列子、荀子、韩
非子、围炉夜话、菜根谭等中华典籍译成

阿拉伯语并在阿拉伯世界出版发行，受
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

谈及文学作品翻译，周顺贤和袁义
芬两位教授认为，想要翻译好一部阿拉
伯文学作品， 首先要有较高的汉语水
平、 广阔的知识面、 坚实的语法基础，

更要有恒心和毅力。翻译一部小说不可
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反复的推敲与
打磨， 才能最终交出令读者满意的译
作。 翻译埃及作家优素福·西巴伊的小
说《回来吧，我的心》时，朱威烈教授为
译准花名，不惜亲自到使馆向工作人员
求证，这种一丝不苟的翻译精神是年轻
一代阿拉伯文学研究者应当铭记于心
且发扬光大的。

回望老一辈教师对阿拉伯文学 、

阿拉伯语专业的建设所付出的心血，

年轻一代阿语人应铭记前辈的学术魅
力与人格魅力， 发扬他们创下的优良
传统， 使阿语专业为国家现代化建设
再立新功。

（陆怡玮 王安琪）

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语言
是文化的产物 ， 也是文化的载
体，语言学是一门以研究人类语
言为对象的学科，阿语教学的开
展必须以语言学为基础，惟其如
此，教师才能更精确地预见教学
的难点 ， 了解学生学习时的痛
点，才能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
语言交际能力之外，同时注重和
语言相关的文化知识的教学，从
而获得更为理想的交际效果。 在
语言学方面，上外的教师深入研
究，前后相继，硕果颇丰，为国内
的阿拉伯语语言学研究者和学
习者提供了必备的工具书和研
究参考。

刘开古教授在阿拉伯语语
言学各领域均有建树，在语法学
方面， 他曾于 《阿拉伯世界》期
刊上发表论文； 在词汇学方面，

他发文探讨了引入外来词所造
成的多样性和混乱性；在跨文化
方面，他研究了阿拉伯报刊中的
外来词汇和句式；在历史语言学
方面，他考证了早期阿语各方言
的使用情况，以及标准阿语以古
莱氏方言为基础一事；在对比语
言学方面，他撰文比较了阿汉在
词汇、 语法、 修辞方面的异同；

在翻译方面则分析了阿语长句
的汉语译法； 在正字法方面，研
究过阿文改革方案 。 其后又将
其研究成果汇编成《阿拉伯语发
展史》一书，基于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阿语的宏观历史发展、对外
的传播和影响、内部语音词汇文
字的沿革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
阿拉伯语近 1500 年以来的发展
历史，也为对阿拉伯文化历史的
认识和对阿语教学的开展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而其另一本
著作 《阿拉伯语汉语翻译教程》

则又是在吸收国内外翻译理论
的基础上，注意运用现代语言学
理论，对阿汉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

陈中耀教授长于阿拉伯语句
法学，曾在《阿拉伯世界》上撰文
探讨阿语的语序、 深层结构和表
层结构等问题， 对句类所实现的
表义功能发表见解， 提出名词句
是阿语的基本句型； 又结合语用
学探讨了阿语句子的预设， 提出
相同的深层结构会因侧重点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表层结构的看法。

此外， 他在语法学方面连载了四
篇关于《阿拉伯语动词》论文；在
修辞学方面著有五篇 《阿拉伯语
修辞学》；在词汇学方面则研究了
多义词和同音词现象， 以及词典
学下词典的分类、结构、历史等。

同时，他的著作《新编阿拉伯语语
法》既保留了阿语语法特点，又结
合了中国人学习阿语的先例，用
34个单元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教授
基本阿语语法。

王有勇教授深耕语言学研
究 ， 著有 《阿拉伯语语言风格
学 》一书 ，语言风格学是一种利
用语言学的观念与方法来分析
各类文体的学科，该书以建构阿
拉伯语言风格学的理论体系为
主要宗旨，系统阐明了阿拉伯语
言风格的定义、 特点、 分类、研
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论述了阿拉
伯语言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客
观因素以及语言因素和非语言
因素，并以大量实例举证论述了
阿拉伯的民族风格、 时代风格、

个人风格 、 语体风格和表现风
格。

此外 ，由他主编的上外 《新
编阿拉伯语教程》五六册贯穿了
其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思想，在
课文选择中充分体现了 “精”与
“博”的特点，每课课后均配有详
细的注释及配套参考译文，对课
文进行条分缕析的解释，并进行
相应的阅读和写作训练。

鞠舒文老师在专著 《<西伯
威书>变因思想研究》 中为中国
阿拉伯语学界可能开展的经典
研究提供了思路。

潘潇寒老师在专著《阿拉伯
语语法学与<伊本·马立克千联
诗>》 一书中以阿拉伯语语法学
史为视角，研究《伊本·马立克千
联诗》这部阿拉伯世界从古至今
最流行的语法教学纲领的文本
内容和历史影响。

在阿拉伯语教学方面， 由上
外多名教师编著的 《新编阿拉伯
语教程》（共 6 册） 被列入上海市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供四年制阿
拉伯语语言文学专业一至三年级
本科教学使用 ， 此套教材根据
2001 年教育部核准颁发的《高等
学校阿拉伯语专业教学大纲》进
行编写， 课文多取自阿拉伯文原
著或略作改变和删节的原文素
材，内容主题涉及面广泛。原则是
从加强学生的语言基本功、 语言
知识、语言技能入手，注重拓宽学
生知识面， 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语言交际能力和“听说读写译”五
项基本技能为目标， 全面提高学
生实际运用语言的综合能力。

（史? 马小东 刘驭风）

中国学者对阿拉伯文学的系统研究
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外国语大学
阿拉伯语系作为国内最早开设阿拉伯文
学课程的高校，在八十年代初逐渐成为中
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经过老中
青几代教师四十多年筚路蓝缕、孜孜以求
地辛勤耕耘，上外的阿拉伯文学研究从无
到有，走向纵深发展，结出丰硕成果。

科研为人才培养奠定厚实基础

上外是国内最早开设阿拉伯文学相
关课程的高校，当时上外阿语本科学制为
五年，前三年的课程安排以语言基础课为
主，四五年级的课程设置则主要围绕阿拉
伯文学展开，较大的文学课时量为教学和
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1983年，刚从叙利亚留学回国的蔡伟
良教授为本科生开设 “阿拉伯古代文学
史”； 1984年， 袁义芬教授为本科生开设
“埃及现代文学”，不少深层次的研究课题
都在课堂上呈现，使得学生对阿拉伯文学
的宏观概念及发展脉络均有较为系统而
全面的认识。1986年、1998年获批硕士点、

博士点之后，阿拉伯文学一直是主要研究
方向之一，周顺贤、蔡伟良、陆培勇等资深
教授开设了 “阿拉伯文学翻译”、“阿拉伯
现代文学史”、“阿拉伯诗歌批评” 等专业
课程。 迄今为止，共培养文学方向硕士研
究生 20 名，博士研究生 10 名，研究课题
由单纯的文学文本解读延申至比较文学、

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跨学科领域。这
些硕博研究生毕业后大多在高校任教，继
续为阿拉伯语语言文学研究培养人才。毕
业于 2011年的阿拉伯文学博士生朵宸颉
（现任教于天津外国语大学） 在蔡伟良教
授的指导下，毕业论文《阿拉伯诗坛新生
代：追求自我实现的“边际人”》获“全国优
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这也是国内阿语专
业唯一获得该奖项的文学方向论文。

深耕教学，

填补国内教材编写出版空白
阿拉伯文学课程最初开设的时候全

国范围没有一本系统的教材，编写一本文
学类专门教材成为高校阿拉伯文学课程
建设的迫切需求，1984年蔡伟良、赵海银
两位教师编写了 《阿拉伯文学史-伊斯兰
初期至倭马亚时期》、《阿拉伯文学史-阿
拔斯时期》、《贾希里亚时期的阿拉伯文
学》三本油印教材，在国内首开阿拉伯文
学类教材编写先河。

1991年朱威烈编纂的 《当代阿拉伯
文学词典》是国内唯一一本阿拉伯文学辞
书，成为阿拉伯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工
具书。

1998年蔡伟良、 周顺贤教授编写出
版的《阿拉伯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

的阿拉伯文学史。同年出版的由陆培勇教
授牵头编写的 《阿拉伯现代文学作品选
读》作为国内唯一一本面向本科生的阿拉
伯现代文学权威教材，经过国内各高校数
轮使用广受好评，2006 年重新出版了修
订本。

王有勇教授在浩如烟海的阿拉伯古
代文学批评家及其作品中进行甄选，编著
的《阿拉伯古代文学批评史》，填补了国内
阿拉伯文学中古代文学批评的空白。

推动学科建设
教学科研相辅相成

上外的阿拉伯文学研究始于课堂，却
未囿于课堂，教学与科研融合成为学科建
设的重要推动力。上外阿拉伯文学研究兼
具传统性与时代性，在时间上横跨从贾希
里亚时期到 21 世纪的整个历史阶段，空
间上覆盖从阿拉伯半岛、海湾地区一直到
北非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在研究对象上既
对阿拉伯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基本梳理，

对经典名著进行基础性与创新性解读，也
追踪阿拉伯文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对新近
获奖小说、畅销小说进行深入剖析，不断
为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打
开一个又一个新视界。 同时，上外的阿拉
伯文学研究以文本研究为基础，将文学与
政治、经济、社会相结合，多维度、宽视野
地拓展研究视野，例如将语言学与文学相
结合、社会学与文学相结合，将比较文学
理论嵌入阿拉伯古诗研究、中阿作家作品
对比研究等，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入口。 数
十年来共计发表的阿拉伯文学研究论文
共计 43篇， 主持并完成的省部级以上科
研项目共计 5项。

隶属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国
阿拉伯文学研究会长期以来都是中国阿
拉伯文学研究者的唯一组织，上外教师一
直是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各项活动的
积极参与者，1983年 10月上外蔡伟良、范
绍民两位老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首届
中国阿拉伯文学研讨会，1987 年中国外
国文学研究会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正式
成立至今上外分别有朱威烈、 周顺贤、蔡
伟良、陆怡玮相继担任副会长，2011 年至
2019年蔡伟良担任会长， 为推动中国阿
拉伯文学研究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上外阿拉伯文学得以落地生根、欣欣
向荣离不开老一辈教师的无私奉献，正是
他们在那个艰难竭蹶甚至连教材都没有
的年代朝耕暮耘，劳而不怨，才为日后学
科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教学硬件
设施有了大幅提升，上外阿语人将继续保
持不慕虚荣的学风、 不尚浮华的教风，踏
实勤勉，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着重提
高质量和绩效，惠及学生，也为国家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陆怡玮 王安琪）

上外的阿语教学和研究师承北
大，继承了扎实的语言和文学基本功，

又在文化研究和国别历史研究方面勇
于探索自己的道路。

筚路蓝缕（1960-1979）

上世纪 70 年代， 上外阿语专业
响应国家号召， 陆续向也门、 埃及、

苏丹等阿拉伯国家派遣数批援外教
师， 还有相当数量的阿语教师被借调
到中国公司在阿拉伯国家承担的各种
工程项目去从事翻译。 怀揣使命走出
国门的青年教师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
阿拉伯世界， 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中东
热土， 将鲜活的异国经历和对历史、

现状的思考融入笔端。 1978年 《阿拉
伯世界》 创刊， 成为当时我国唯一专
门研究阿拉伯世界政治、 经济、 文
化、 语言的刊物， 1980年朱威烈被任
命为该期刊主编， 逐步将刊物从内部
交流的试刊正规化出版， 1982年正式
获准公开发行。 2006年改名为 《阿拉
伯世界研究》， 收录上外及全国阿拉
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文章。 时任
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主任的朱威烈
教授于 1975 年出版 《阿拉伯马格里
布史》， 成为上外阿语人开拓学科交
叉， 综合性拓展学科内涵， 重视国别
历史研究的起点。

蒸蒸?上（1980-1999）

1985年阿语系积极申报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其中，朱威烈教
授的 “中东文化研究”和陈中耀教授
的“阿拉伯哲学研究”占上外当年 4个
中标项目的一半。 由此大大鼓舞了阿
语专业教师建设科研团队， 共同开展
课题研究的势头， 阿语教师积极撰写
专著、发表文章，在历史文化、国别研
究、国际关系、宗教哲学、经济政治等
领域积极开拓发掘，科研硕果累累，出
版著作数部，文章 50余篇。 陈中耀老
师编著的《阿拉伯哲学》是国内研究阿
拉伯哲学的开山之作； 陈万里老师的
《阿拉伯概况》、《伊斯兰简史》、《非洲
通史》 等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历史学、 阿拉伯语教学科研成果奖
等荣誉， 部分著作还被选为全国各高
校阿拉伯语专业学生的通用教材。

继往开来（2000-至今）

在上一代阿语教师的努力开拓和
新生代教师的锐意进取下， 上外阿语
稳步走上学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国
别区域研究也步入科学发展、 循序提
高的轨道。 老中青三代教师携手合力，

为阿拉伯文化研究事业添砖加瓦。

2000年至今， 上外阿语学科教师出版
国别区域和历史文化研究著作近 20

部，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获得该领域
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近 10 项，阿拉
伯文化研究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朱威烈教授的《世界热点：中东》、

《国际文化战略研究》等专著，集中探
讨改革开放后国外国情， 尤其是中东
阿拉伯地区的历史性事件； 他主持的
教育部重大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十五”规划课题《当代中东国家社
会与文化》 完善了中东地区研究学科
建设范畴内的一项基础工作。 作为该
课题的成果， 陆续出版了丛书 10 余
本。

在阿语教师大胆开拓、 严谨踏实
的科研学术工作之外， 阿语专业积极
搭建平台， 进一步深化在教学研究领
域取得成果的社会效应和国内外影响
力。 2009年阿语系主编 《阿拉伯学研
究》创刊，迄今为止已出版 6辑。 2010

年-2011年， 阿语专业成立中国-阿拉
伯合作论坛研究中心、 海湾国家研究
中心。 2017年，为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应中国外交部、中国教育部和上海
市政府要求， 上外承办中阿改革发展
研究中心。

历史成就已入史册， 创建一流任
重道远，阿语专业将继续发挥跨学科、

跨文化综合优势，紧贴现实，做好接地
气，具有社会实用性的学术研究。

（周放 马小东）

放眼看世界 著述博古今

文学研究，

始于课堂却不囿于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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