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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博士后人员招聘

一、学科介绍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始创于 1977 年，原属复旦大学分校。1994 年，历史系随文学

院一起并入新的上海大学。历史系目前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其中中国史由考

古与文物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史学理论与专门史教研室、文物

考古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台湾

研究中心、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中心、道安佛学研究中心、顾维钧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

研究所等教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平台组成，旨在加强该学科的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

近年来，上海大学中国史加强和优化了学科的布局和结构，形成了与上海、乃至全国兄

弟院校同类学科错位发展的优势，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国近现代宗教史、中国近现代学术思

想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史以及上海史等研究方向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学科还通过设

立学术研究项目，策划集体性研究书系，举办学术会议，创办《宗教与历史》、《小三线建

设研究论丛》，合办《国学与西学》、《中国基督教研究》等刊物，促进学科学术快速发展。

本学科现以“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当代台湾学界与媒体有关‘一个中国’

原则文献整理与研究（1987-2017)”、“中国化视角下的佛典汉译与诠释研究”等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为依托，引进、汇聚和培养领军人才；同时打破学科界限，整合全校

相关学科研究力量组建高水平的平台（中心）及团队，以促进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生

长与交叉。目前本学科拥有一批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上海市海外高层次人才、新世纪优秀人才为主体，锐意进取、成果卓著的研究

队伍。根据学科建设计划需要，招聘一批优秀博士后工作人员。

二、合作导师与招聘要求

1. 陈菊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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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菊霞，女，曾任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文献研究所所长。2018 年 4

月起任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任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和甘肃敦煌学学会理事。主要

研究领域为敦煌文献、佛教石窟图像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与于阗：佛教

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翟法荣与莫高窟第 85 窟》和敦煌研

究院院级课题《敦煌艺术中的名物研究》。专著《敦煌翟氏研究》获甘肃省第十四次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论文《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获敦煌研究院第四

届优秀青年学术成果二等奖。论文《陷蕃前的敦煌文书—S.11287 新探》获敦煌研究院第

五届优秀学术成果奖社科类二等奖。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敦煌文献；佛教石窟图像；中国古代艺术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敦煌学和佛教艺术史的学术积累

联系方式：cjxskt@163.com

2. 程恭让教授

程恭让，男，1967 年生，原籍中国安徽。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1993）及北京大学（1996），

分别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自 2017 年 3 月，受聘担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教授（1996-2010），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

（2010-2017）。曾兼任清华大学宗教与伦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4-2008），台湾

华梵大学东方思想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2010）。现兼任台湾佛光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学术

委员、《佛光学报》编委、《人间佛教》艺文编委，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主任、南京古鸡

鸣寺同泰佛学研究院梵语佛典研究中心主任等。获得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2002 年），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4 年），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7 年），并于 2010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主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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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9）。主要致力于人间佛教研究，明清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研究，

梵语佛典研究，佛典汉译与理解诠释研究，中国佛教史及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中国哲学思

想研究，中华民间宗教研究等。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人间佛教研究；明清以降中国佛教思想研究；佛典汉译与理解诠释研

究；中华民间宗教研究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具有中国佛教史或梵语佛典研究的学术积累

联系方式：chenggr1966@sina.com

3. 段勇教授

段勇，男，北京大学历史学（考古与博物馆专业）博士。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

物馆）、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工作，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

文物司（科技司）司长，现任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长期从事中外文化遗产与博

物馆研究，出版了《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当代美国博物馆》（被评为 2003 年

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2016 年又被评为首届“中国博物馆学优秀学术成果”）等

6 部专著和《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1 部译著，发表过《从考古发现看龙的起源及早期面貌》、

《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述评》等 50 余篇专业论文和学术文章。近年来，重点从

事世界文化遗产、近现代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研究。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世界文化遗产研究；近现代工业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利用研究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招收从事各类文化遗产（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的博士后，特别是从事

文化遗产政策研究和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研究方向的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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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duanyong@shu.edu.cn

4. 廖大伟教授

廖大伟，男，1961 年生。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科研处副处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助理，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文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历

史研究所所长。2008 年台湾中华发展基金讲座教授。2015 年香港桑麻奖获得者。现任上

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区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太平天国研

究会常务理事、全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城市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中山学社

副社长兼秘书长、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近代中国》（CSSCI 集刊）主编等。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9）。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民国史；上海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已取得史学博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历

联系方式：liaodawei1961@163.com

5. 刘长林教授

刘长林，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曾任南

开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1992-1993 年），美国怀俄明大学访问学者（2012-2013 年）。

主要学术兼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上海新四军研

究会理事，上海市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秘书长、陈独秀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早年的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侧重于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史。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历史社会学及中共党史的

研究，研究课题涉及到中国近现代、当代社会自杀问题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研究，以及 1920

年代的上海大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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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史；中共党史研究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在招收方向的相关领域已经取得较好的学术积累

联系方式：liuchlin@shu.edu.cn

6. 吕建昌教授

吕建昌，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专业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在

上海大学长期从事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的教学与研究。现为国家文物局

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评审专家、上海市文物局评审专家，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管理专业委

员会委员，上海文物与博物馆学会理事，复旦大学文博系兼职教授。出版专著《博物馆与当

代社会若干问题研究》等三部，主编或参编考古与文物研究以及收藏鉴赏书籍多部，发表学

术论文七十余篇，《近代工业遗产博物馆研究》科研成果入选 2015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

库。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业遗产博物馆；博物馆学；古代文物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有志于博物馆学者，有志于三线建设与三线工业遗产研究者，有一定的历史学、文化

遗产、工业遗产研究基础者，外文优异者优先

联系方式：lvjch@sina.com

7. 宁镇疆教授

宁镇疆，男，1972 年生，山东郯城人，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2010 年）。现任上海

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先秦文献及思想、儒家经学。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9），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学术月

刊》、《汉学研究》（台湾）、《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经学》、《中国典籍与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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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论文近 30 篇，出版专著《<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孔子家语>新

证》，其中《<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

优秀成果二等奖。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先秦史；先秦文献及思想；儒家经学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申请者的博士论文选题最好与先秦秦汉史、出土文献相关

联系方式：shdtchxj@163.com

8. 潘守永教授

潘守永，男，1966 年生，山东枣庄人，法学博士，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

上海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和湖南里耶(秦简)博物

馆名誉馆长。研究领域为新博物馆学、博物馆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变迁。参与国家博物馆分级

评估标准的制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与国家博物馆条例的撰写。学术荣誉与社会兼

职包括：哈佛燕京学者 Harvard-Yenching Scholar, 富布赖特学者 Fulbright Scholar, 史

密森尼学者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等。同时兼任人民网城市战略研究院文化委员会主任

委员以及中宣部、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专家组、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基金等专家。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9），出版著作 16 部，主编《博物馆里的中国》（10 卷）、《中

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版）（147 卷）、《中国 56 个民族神话绘本》

（30 卷）等国家重点出版物（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得中国政府出版奖及中华优秀出版

奖等 6 次。发表中英文论文 110 多篇。

招 聘 专 业 及 研 究 方 向 ： 文 物 遗 产 与 博 物 馆 研 究 。 重 点 是 博 物 馆 人 类 学 (museum

anthropology) ， 新 博 物 馆 学 (new museology) 以 及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anthropology of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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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1.英语熟练；2.有博物馆工作经验者优先；3.年龄不超过 36 岁

联系方式：spann@shu.edu.cn

9. 陶飞亚教授

陶飞亚，男，1951 年生，曾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2001 年 8 月起任上海大学文学院历

史系教授、曾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执行院长，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馆长。现任上海大学文学

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中国史学科带头人，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学术总监、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宗教学会

副会长等学术兼职。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义和团运动及西方在华传

教运动与中国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历

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多

个科研项目。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中西文化与近代思想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近代中外关系及中国或世界基督教史方向的博士

联系方式：Feiyatao@163.com

10. 王栋教授

王栋，女，祖籍河南省洛阳市。上海大学特聘教授，自 2002 年以来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

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2007 年在美国戈登大学(Gordon College)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

199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对外关系史博士，1998 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学博士。

过去二十多年在美国、德国、芬兰、香港等地大学和智库任全职。现任美国二十世纪中国历

史学会(Historical Society for Twentieth-Century China)董事和七家国际学术编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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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 其中包括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出版委员会 (美国),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600: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 美 国 ),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美国和荷兰), China Information (荷兰和英国), Twentieth-Century

China (美国和英国),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德国), 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的《宗

教与美国社会》杂志。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近代中国与世界；中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外交史；

中国文化遗产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道德高尚，热爱学术，进取心强，具有职业献身精神，已有科研学术发表成果，至少

精通一门外国语

联系方式：dongwang@t.shu.edu.cn

11. 王敏教授

王敏，女，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2007-2008 年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曾任上海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史林》编辑部主任。2018 年 9 月调入上海大学文学院工作，现任

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成果涉及上海史（侧重

上海城市史、租界制度与外侨）和近代报刊以及晚清政治、思想、人物研究等方面。已出版

三部专著，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晚清政治史；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报刊史；近代上海城市史；近代

租界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有志于近代上海城市史、近代租界史、近代外侨（包括来华外国人、近代外国在华机

构等）以及近代报刊史和晚清政治史等研究，至少精通一门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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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wangmin63@126.com

12. 忻平教授

忻平，男，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上海市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专家评议组召集人，上海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指导小组专家。曾任上海市高

校青年教师协会理事长，现任上海市党史学会会长、全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

民俗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思想理论教育》杂志编委、上海市历史

学会理事等。发表论文近百篇，主编多套书籍，专著近十本，译著一本。先后主持教育部“十

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家哲社课题、上海市哲社课题共 10 多项。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一

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哲社二等奖等多种奖项。2015 年获上海大学年度

教书育人贡献奖。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上海地方党史；近现代社会生活史；中日

关系史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1、提交资料：申请人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计划、发表成果、外文水平证明资料；

2、面谈

联系方式：p_xin@126.com

13. 徐坚教授

徐坚，男，1971 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2000），2000-2018 年

曾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考古学、艺术史和

物质文化研究等。著有《暗流：1949 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名山：作为

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和《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等，译有

《中国艺术史》、《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第五次开始》等。在《汉学研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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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考古与文物》、《东南文化》、《历史人类学学刊》、Asian Perspectives 等期

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考古学史及考古学理论；中国及东南亚青铜时代考古学；民族考古学；

山地考古学；博物馆学史；新博物馆学；物质文化研究；早期文明比较研究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国内外相关专业博士毕业，具有相应的学术发表和田野工作经验

联系方式：jianxu@jianxu.org

14. 张童心教授

张童心，男，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

学人文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教育部高等学校历

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长三角地区等的考古学研究及教学，具有国家文物

局颁发的田野考古领队资格。已出版专著<上海文化起源与早期文化生态----近年上海及周

边地区考古研究>，<禹王城瓦当>，<临猗程村墓地>，<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主编《考

古发现与华夏文明》等教材。在《考古》、《文物》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完成包括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水北调考古项目在内的多项课题。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田野考古；考古学史及考古学理论；中国早期文明研究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国内外相关专业博士毕业，具有相应的学术发表和田野工作经验

联系方式：sd-zhangtx@163.com

15. 朱承教授

朱承，男，1977 年生，安徽安庆人，2006 年 7 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

业，获博士学位，随即到上海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政



中国史博士后人员招聘

治哲学。主要出版有《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2008）、《儒家的如何

是好》（独著，2016）、《信念与教化——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独著，2018）等 3 部

著作，并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伦理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武汉大

学学报》、《探索与争鸣》、《光明日报》等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部

分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长篇转载。其中，《儒家的如何是好》一书获

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著作，2018）；承担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

上海市教委“优青”项目以及上海大学文科“跨越”项目，并参与多项课题的研究。

招聘专业及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

招聘岗位：科研博士后

要求：拥有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年龄在 35 岁以下，有较好的学术训练，关注现实问题，能

够从事交叉学科研究

联系方式：zhucheng@shu.edu.cn

三、招聘要求

1.品学兼优，作风正派，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

达能力和教学能力；

2.博士后申请者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具备优秀学术背景和科研经历，获得博士学位不

超过三年，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为世界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或毕业于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和

学科，能够全职在站工作；

3.在国内外本学科核心期刊上发表署名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 2 篇及以上。；

4.具有承担合作导师科研项目的学术积累；

5.除承担流动站的科研工作外，还需承担中国史学科的部分行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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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士后招收、申请及录用

1. 申 请 者 需 提 前 与 合 作 导 师 联 系 ， 取 得 同 意 后 ， 登 录 上 海 大 学 招 聘 网

（http://shuhr.shu.edu.cn:8003/），注册并填写个人简历，选择应聘岗位。

2.申请者需登录上海大学人事处网站（http://www.hr.shu.edu.cn/hr.html），按照《上海

大学博士后工作人员进站流程》（2019 年版）准备并向文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3.收到材料后，学科组将组织对申请人有关材料的审核，视条件可进行面试或采取其它方式

进一步考核。经审核同意接收的，报学校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办理到校手续。通过上海市博士

后管理委员会审批后，在中国博士后网站登记备案。

4.本学科常年开展博士后招收工作，不设截止日期，招满为止。

五、相关福利待遇

博士后人员总体年薪不低于 20 万元。其中申请到上海市人社局“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者

累计年薪 35 万元以上。资助力度、考核要求和其它相关事宜详见《关于印发〈上海大学博

士后“泮池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皓 博士

地 址：上海市宝山区南陈路 333 号上海大学（东区）文学院，邮编：200444

电 话：021-66133228

邮 箱：wanghaotang2005@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应聘博士后+本人姓名+合作导

师

网 站：www.hr.shu.edu.cn/Default.aspx?tabid=10623

https://www.miitjob.cn/
https://www.miitjo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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