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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院标 

 

二、学院简介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身为东北教育学院中文科，始建于 1951 年，

是东北地区创办较早的中文科系之一。1953年改为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1965年改为辽宁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恢复为沈阳师范学院中文

系；2002年改为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 年撤系建院。著名文学家吴

伯箫，修辞学家吴士文，文艺理论家冉欲达，文学史家张震泽、高擎洲、

伍心镇等曾在此任教。 

学院拥有一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课程与教学

论（语文）、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两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中国语

言文学学科为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学科、沈阳师范大学一流学

科。下设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

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文学、课程与教学论（语文）专业等硕士学位授权点，同时具

有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教学（语文）等 2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目前，

已形成以标志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为龙头、优势和特色凸显的二级学



科结构框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是辽宁省重点学科，跻身国内当代文

学批评和研究的领先方阵。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代文

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二级学科也在区域内凸显自身优势特色。 

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国家特色专业、辽宁省

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辽宁省示范性专业、沈阳师范大学重点建设专

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辽宁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优势特色专业、

沈阳师范大学重点扶持专业。承担教育部“卓越中学语文教师培养计划”

等项目。 

师资队伍：文学院拥有一支职称、学历、学缘、年龄、专业结构优化，

学术实力雄厚、科研成果丰硕，具有广泛影响的师资队伍。著名学者孟

繁华、贺绍俊、季红真等名师现在该学科任教。教师队伍中博士生导师 2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 人，辽宁省优秀专家 1 人，辽宁特聘

教授 2 人， 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8 

人，辽宁省学科评议组、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成员 3 人，辽宁

省教学名师 2 人,辽海讲坛主讲人 7 人。20 余位教师担任“五个一”

工程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辽宁文学奖及国家、

部、省、市社会科学项目的评委，国家、省、市重要专业学会的负责人

和理事。学科拥有 3 个省级科研创新团队和优秀教学团队。 

 

 

 

 



学术研究：近年来，文学院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文学遗产》《中国语文》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报刊发表大量学术论文，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取得一系列高

水平的研究成果。相当一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和“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全文转载或被译介到国外，产生重要学术影

响。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

论评论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辽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华语文学

传媒大奖批评家奖、当代中国文学优秀批评家奖、辽宁文学奖、辽宁文

学评论奖等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科研等成果奖励 100 余项。2 部学术

专著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

来源图书目录（CBKCI）收录。 

 

 

 

 

 

 

连续 3届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 

 

 

 

 

孟繁华教授、贺绍俊教授 2017 年获第三届“当代中国文学优秀批评家奖” 



人才培养：学院长期坚持以学生成才为中心， 在人才培养领域取得

了重要成就。培养王充闾、孙郁、赵敏俐、鲁洪生、郑国民等一批知名

学者、作家，以及张振忠、高琛、刘朝忠、臧永清、张东平、肖坤等工

作在基础教育领域和文化传媒、社科研究机构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教

育事业和社会发展做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学院培养的学生在全国教师

职业技能大赛、全国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专业教学技能大赛等比

赛中多次获得特等奖、一等奖等高等次奖励，2 名学生获全国冰心儿童

文学新作奖；研究生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得数量居于省内前茅；留学生

黄小猫（美国）等多次获汉语桥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总决赛季军等奖项，

并被央视“焦点访谈“”面对面”栏目采访报道。 

学术交流：学院与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拥有

一支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主体的客座教授队伍，有计划开展“请进来、

走去”的学术交流活动，扩大了学术影响力。近年来，主办、承办了十

余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主要有：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十二届学

术研讨会（2017）；民族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学发展高峰论坛（2017）；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2018）；新时代新经

验新征程：辽宁文学发展论坛暨签约作家培训会（2018）；第二届汉语

国际教育与孔子学院建设研讨会（2019）；第六届东北三省文艺论坛暨

“文艺的初心与使命”学术研讨会（2019），来自国内高校、研究机构

的千余名名学者，以及来自越南、韩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埃及、

泰国、刚果等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和留学生参加了会议。 

社会服务：依托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并取得较为显著



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

与沈阳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培养古籍保

护专门人才协议 

成果。在促进文艺创作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繁荣，满语文抢救

与保护，中国方言资源保护与保存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实际行动,并取

得实质性效果。近几年来，已有关于沈阳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

沈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沈阳国际满语文传承保护试验区、古

籍修复与保护、辽宁方言资源保护等建议被省市领导和政府机构采纳，

受到高度重视。 

三、学科与专业简介 

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中国语言文学 

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文艺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 

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汉语国际教育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学科 

文学院与春风文艺出版社 

共建研究生实习实践及研究基地 



我院举办的全国性及国际性学术会议 

中国语言文学 

辽宁省重点学科 

中国现当代文学 

辽宁省培育学科 

中国现当代文学 

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基地”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基地” 

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辽宁省满族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  

辽宁省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 

辽宁省研究生“文艺与社会发展”创新与交流中心 

东北跨境民族协同创新与交流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生海外教学实践基地  

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研究 

研究机构 

设有辽宁省《红楼梦》学会等 10 余个研究机构 

（一）中国语言文学 

目前，本学科共有 8 个二级学位授权点，共有硕士生导师 28 人，

其中，教授 14 人，副教授 14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4人，占 85.7%。

其基本简况如下： 



1、中国现当代文学：本学科为辽宁省重点学科，设有中国现当代作

家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类型四个研究方向。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孟繁华、贺绍俊、季红真等

均在本学科担任研究生导师，他们与学科中的中青年教师形成优秀的科

研与教学团队。本学科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解放区文学、70 后作家

等研究领域于国内和省内有较大优势。自 2012 年至今，已举办大型学术

会议 3 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获鲁迅文学奖 2 项以及省级项

目、奖励多项。 

2、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方向主要分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

学。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王祥教授的地域文学研究和唐宋文学研究，罗

莹副教授和田甘博士的家族文学研究，刘越峰副教授的学术与文学研究，

王颖副教授的明清小说研究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并引起了国内学

术界的积极反响，在省内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

郝桂敏教授的《诗经》文献研究，成就菲然；杨宝林教授的书法文献研

究，成绩突出，并曾多次荣获国家和省各种奖励。 

3、文艺学：学科具有优良学术传统，研究方向互补性强。为沈阳师

范大学重点学科，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团队。目前有两项在研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文学批评和文学制度、文化产业为重点研究领域。 

注重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的结合。凸显全球化视野，紧密围绕学科领

域难点热点问题研究，同时强化为区域文学、为社会发展的服务引领作

用。注重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转化。创新成果直接或间接及时转化到教

学实践中，铸就人才培养的思想底蕴、学术风格。 



4、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本学科设有社会语言学研究、理论语言学

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三个研究方向。其中，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为

东北地区最早开创，主要以语言与社会生活关系研究、语言与民俗文化

关系研究为特色。由本学位点完成的关于网络语言方面的学术成果曾被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蓝皮书收录。理论语言学研究方向主要以结合语言哲

学而进行的语言理论方面的创新研究、结合语言学发展新成果而进行的

民族语言认知研究为特色。由本学位点人员提出的新语言观——“语言

实践表现符号论”，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5、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方向始创于

20 世纪 50 年代。2012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包括四个研究方向：满

族、锡伯族语言文学研究、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研究、草原文化

与蒙古族语言文学研究、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在少数民族文

学传播、女真译语、辽宁满汉混合语、蒙古秘史、辽宁蒙古族文学等领

域研究成果突出。本学科方向依托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工作基地和辽宁省

满族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基地开展研究和教学，资源丰富，师资队伍强

大，已获得国家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除培养 10 余名硕士研究生外，

也为辽宁省培养了百余名满语人才。 

6、中国古典文献学：本二级学科从 2005 年开始招生，初期方向有

文学文献学和书法文献学。自 2016 年以来和辽宁省图书馆合作，增设“古

籍修复”方向，以“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为平台。本学位点还

利用文献学与传统文史哲学科的天然联系，加强古代文学、古代书法文

献学科际整合，力图在多学科的交叉和结合中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形



成了“古代文学文献研究”、“书法文献研究”两大主导特色方向。本

二级学科有多位导师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目，毕业生专业知识牢固，有

较强的科研能力曾多人获得国家奖学金和省、校奖学金，有学生考取博

士研究生，有学生去省图书馆或高中工作，普遍受到工作单位好评，多

数同学成为单位的中坚和骨干。 

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本方向从 2012年开始招生,研究方向有中

西文学—诗学比较研究、当代中日文学比较研究、跨文化文学传播研究、

中西文学与文化经典翻译研究。在这几个方向上研究成果突出，有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及教育部项目各一项，省级项目 10余项，师资力量较强，

60%以上教师拥有博士学位。招生时间虽短，但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已经毕业研究生三届，工作在教学科研及政府机构等行业中，已在各单

位初露头角。 

8、汉语言文字学：本二级学科从 2012 年开始招生，现有古代汉语

研究、现代汉语研究两个方向。本学科有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项目各 1

项，有省级项目 10 余项，师资力量较强，60%以上教师拥有博士学位，

并拥有省内普通话培训、考试等方面专家，在语言文字方面做出一定社

会贡献。已招收 10余名研究生，毕业生分布在各个行业需要语言文字专

业人才的岗位，就业情况较好。 

（二）课程与教学论（语文）专业 

本专业于 1999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专业导师 6 人。专业主要研

究方向为语文教育史、语文教学论、语文课程与教材研究。主要开设语

文教学论、当代语文教育流派研究、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育科研方法、



语文教育改革前沿、中国语文教育史、应用语言学、专业外语等课程。 以

培养具有现代语文教育理念、掌握现代语文教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较高

语言教学与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 以教育专业理论为基础，了解国内外

课程和教学论发展的动向和趋势，阅读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语文方向的资

料，具有相关学科的知识，能够承担教育学、课程论、教学论等课程的

教学、科研工作和教育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培养方式与方法:1、积极探索研究生培养途径，力求教、学、科研

一体化，努力做到两个结合：一是把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学习与思想政

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使其既成人又成才；二是把专业基础知识的讲授

与学术动态的跟踪研究以及进行思维方法、研究方法的科学训练、实践

能力训练有机合起来，使其既能够继承又善于创新，把能力培养落到实

处。2、采取导师负责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对于研究生

的中期筛选、论文开题报告、论文中期检查等有关研究生教育与培养的

重要事宜，须经导师组集体讨论后决定。3、导师是研究生培养中的第一

责任人，定期了解研究生的思想、学习和科研等方面的状况，并及时予

以指导和帮助，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培养研究生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

学术道德。 

（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 

沈阳师范大学是东北地区较早获得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授予权的

高校之一。该专业 2010 年申请获批，2011 年首次招生，招生总人数 275

人，是学校重点建设专业。 

作为一个与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相衔接的新兴的专业，本专业主要培



养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能力、良好的文化传播能力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能够适应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胜任多种教学任务的高层

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充分利用全球“汉语热”有利

形势和国家汉语国际推广的政策支持,结合专业自身特点，发挥师范院校

的综合教育优势和东北地区的地缘优势，积极探索以韩、日、俄等邻国

为主要对象国，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汉语教师培养体系，以我

校在中东地区的两所孔子学院为平台，努力将本专业建设成为面向阿拉

伯地区的汉语教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

探索出“中外互动，硕本结合”“双师引领，全程实践”“一专多能，

多向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本专业依托我校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

外国语等人文及艺体类学科优势，构成了高水平综合化的人才培养优势，

形成了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一体的优质化教育教学格局。 

本专业学制为二年，包括课程学习、实习和毕业论文等阶段。课程

设置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国际汉语教师的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

养、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围绕汉语教学能力、中华文化传播

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形成以核心课程为主导、拓展模块为补充、实

践训练为重点的课程体系。坚持课程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汉语教学

与中华文化传播相结合, 校内导师指导与校外导师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

式，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教学方法，重视

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强调国际汉语教师专业素养及职

业能力的养成。 

本专业拥有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合理、职称结构优化、学历层



次较高、创新意识和教研能力较强的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多数

教师具有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和海外留学、教学、师资培训的经历，

专业化、国际化程度较高。本专业还拥有一个生源可观的留学生培养基

地和多个海内外教学实习基地，为汉语国际教育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

保障。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校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的培养质量得

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一批优秀的毕业生活跃在孔子学院等国际汉语教

学和中外文化交流领域，活跃在国内外大、中小学的课堂上。本专业已

成为辽宁省汉语国际教育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的重要

培养基地。 

 

 

 

 

 

 

 

 

 

 

 

 

 



四、招生专业目录 

 

 

 

 

 

 

010 文学院 

（电话：024-86592478）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日语 

③616 教育学基础 

④--无 

复试：语文教学论 
-01(全日制)语文 

同等学力加试： 

①现代汉语 

②基础写作 

050100 中国语言学文学 
-01(全日制) 文艺学 

-02(全日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3(全日制)汉语言文字学 

-04(全日制)中国古典文献学 

-05(全日制)中国古代文学 

-06(全日制)中国现当代文学 
-07(全日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08(全日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日语 

③619 语言及文学理论 

④838 语言文学综合 
  

   

复试：按各研究方向考

查 

方向 01-中国古代文论 

方向 02-应用语言学 

方向 03-古代汉语 

方向 04-中国古典文献

学 

方向 05-中国古代文学

（一） 

方向 06-中国当代文学 

方向 07-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 

方向 08-西方文论 

同等学力加试： 

研究方向 01、04-08： 

①中国古代文学（二） 

②基础写作 

研究方向 02、03： 

①汉语语法学基础 

②汉语修辞学基础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日语 

③354 汉语基础 

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教学综合能力测试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同等学力加试： 

①汉语语法学基础 

②中国文学史 



五、导师简介 

      

胡玉伟，男，汉族，文学博士。祖籍辽宁省法库县，1966 年 7 月出

生于辽宁省凤城县。1989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并获学士学位，

1996年和 2006年分别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辽宁省文艺

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学科评议组成员、

辽宁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特邀评论

家等。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中文核心期刊、

CSSCI 来源期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各级各类刊

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



和“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全文转载。主持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十余项。

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政府奖）一等奖、

辽宁文学奖、辽宁文艺评论奖等学术奖励。 

曾获沈阳师范大学青年科研标兵、沈阳师范大学师德标兵等荣誉称

号。2006 年被评为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9 年入选辽宁

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2011 年入选辽宁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第一层次；2013 年被评为辽宁特聘教授，同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18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专家。 

 

 

 

 

 

 

 

 

 

 

 

 

 

 



 

   

孟繁华，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辽宁作协副主

席。作品有《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传媒与文化领

导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人合著）、《想象的盛宴》、《游

牧的文学时代》、《坚韧的叙事》、《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文学

革命终结之后》等 20 余部。主编文学书籍 8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400 余篇，部分

著作译为英文、日文、韩文等，百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选

编、收录；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2012 年获华语

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

中国文联优秀文艺理论评论奖等。 

 

 



 

  

贺绍俊，1951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沈阳师范 

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长年从事当代文学批

评和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与潘凯雄合作撰写评论文章，被誉为重要的批

评“双打”之一。主要著作有：《作家铁凝》《铁凝评传》《重构宏大

叙述》《鲁迅与读书》《还在文化荆棘地》以及《文学批评学》（与人

合著）等。撰写理论评论文章一百余万字，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

艺争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全国性报刊上。 

 

 

 

 



 

              

于全有，男，1962 年出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于全有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师

范大学中文系，主攻语法修辞；博士研究生就读于吉林大学哲社学院，

主攻语言哲学。曾任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院长，兼任中国修辞学会理事、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副秘书长、辽宁省

语言学会副会长、辽宁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副会长、辽宁社会科学院

中国民俗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职。 

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语言哲学等研究。教学方面，曾为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主讲过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语言观研究等课程；近些年来，曾在教学上获沈阳师范大学中青年教师



教学大奖赛一等奖，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育部优秀

教学成果二等奖等；科研上获辽宁省第八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辽宁省语言文字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工作业绩上曾被评为沈阳师范

大学优秀教师、沈阳市优秀教师、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

师、辽宁省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等，曾获曾宪梓奖教基金奖。 

科研方面，著有《语言理论与应用研究》《现代汉语纲要》《现代

汉语专题研究》《普通话概论》等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一

些研究成果曾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文摘报》《文摘周报》《北京日报》《浙江日报》《新乡日报》《中

国国土资源报》《广州日报》等多家报刊转摘。 

 

 

 

 

 

 

 

 

 

 

 

 



 

           

姜桂华，女，1964 年 6 月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地区平泉县。1989 年 6

月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硕士学位。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系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辽宁省美学学

会会员。 

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的教学与研究。承担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

文论等本科课程以及文学评论写作、文艺学经典著作导读等研究生课程

的教学。 

发表《美学研究中的还原倾向质疑》《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人文

学接受心理变化的表现》《生态文学蓬勃生发》等论文 30 余篇；出版著



作有《莫泊桑中短篇小说论》《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学观念的新变》《20

世纪中外散文经典评点珍藏本》等。所写论文曾获辽宁省社科联二等奖、

辽宁省美学学会一等奖等奖项。承担的课题有“90 年代以来的文学生产

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批评理论建构”、“西方文论

及其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影响”、“辽宁文学批评现状研究”等。 

 

 

 

 

 

 

 

 

 

 

 

 

 

 

 

 



             

郝桂敏，女，1966 年 10 月出生， 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人。 2002

年 6 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古籍所，获得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现任沈

阳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华史料学会文

学文献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会会员。 

现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讲授

《中国文学史》（先秦—隋唐），《诗经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

《古籍整理概论》等课程。 

近年来，在《文学遗产》《社会科学辑刊》等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出版专著《宋代诗经文献研究》1部，教材《中国古典文献学简明教程》

1 部；承担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2 项；

专著《宋代诗经文献研究》获得 2008 年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洪丽娣，女，1963 年 11 月出生，辽宁鞍山人。1989 年毕业于辽宁

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获吉林大学硕士学位。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 

主要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古代

汉语、中国语言学史、语言教学原理等课程。 

发表了《从<毛诗笺>看郑玄对中国训诂学的贡献》等学术论文；出

版了《古代汉语专题研究》《神话故事》等著作；主持了“中国古代同

义词研究史”等省教育厅、省社科联项目。 

 

 



 

            

张冬梅，女，1971年 3 月生，辽宁朝阳人。1993、1996年分别于东

北师范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 年 6 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文艺学专

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到东北师范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辽宁特

聘教授，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三级）、硕士研究生导师，文艺理

论教研室主任。兼任辽宁省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研究员、辽宁省美学学会

副秘书长。 

主要从事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文学概

论、美学、、影视文学、当代文学理论、当代文艺思潮等课程。 

任职以来，在《社会科学战线》《文艺争鸣》《社会科学辑刊》等



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均产生了良好学术反响，部分成果被《高等学校

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或转摘；出版学术专

著 1 部，编著多部。主持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奖（政府奖）一等奖、二等奖，教育部全国高校艺术教育论文评选

二等奖等学术奖励多项。获辽宁省本科教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沈阳师

范大学“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三等奖等

教学奖励。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百人层次。 

 

 

 

 

 

 

 

 

 

 

 

 

 

 

 



 

          

董萃，女，汉族，1966 年生。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省中韩友好

协会秘书长、辽宁省中韩大学生交流中心顾问。 

1987 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汉语言文学教育学士学位，

留校工作。1999 年获辽宁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1994 年起专门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次年加入世界汉语教学会。1996 年获得了国家

“汉办”颁发的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 

从教近三十年，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工作、从事

汉语国际教育（中、外）人才的培养工作。先后为外国留学生（含语言

生、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十余门，为中国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讲授对外汉语教学法、对外汉语教学案例、



对外汉语课程研究、对外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汉语水平考试研究。所指导的中外大学生、研究生

先后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各类奖励十余项。 

多次赴国外讲学，先后在韩国的平泽大学、三星公司人力开发院、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多次承担韩国京畿道教

育厅、俄罗斯托木斯克孔子学院及国家商务部发展中国家本土汉语教师

培训任务。 

先后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编出版了专业著作二十余部

（其中有十余部为汉语水平考试指导用书），参与主持省级、国家级各

类项目十余个。其中《新汉语水平考试模拟试题集》一书获评 2011全行

业畅销书，版权卖至海外。策划主持的《对话中国》系列丛书先后获批

2012 中央外宣出版规划项目、首都出版发行联盟品牌出版项目和 2014

国家出版总局“十二五”重点规划项目。 

 

 

 

 

 

 

 

 

 



 

             

孙殿玲，女，1967年 8 月生人，辽宁人，1998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文

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文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教师，副教授。 

现从事专业、方向：文艺学，文艺美学。主要教授美学、文学概论、

文艺美学、中国古典美学。 

共撰写《道家美育思想的文本解读》等论文 40 余篇；专著一本；获

省市以上的论文奖励 4 篇；主持省级课题 4 项，参与其它项目数项。 

 

 

 

 



 

            

刘宁宁，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语文教研室主任，硕士研

究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外国文

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主持研究国家、省市

科研项目 10 余项  ，出版《莫言与福克纳小说语境比较研究》、《后现

代派艺术理论建构性研究》等专著 6 部，发表语文教育、现代派文学理

论等学术论文多篇 。 

 

 

 

 



 

              

巫晓燕，女，1973年出生，祖籍四川，2005 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一直承担本科生、研究生《中

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导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南方文坛》等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 40余篇，出版个人著作 4 部，合著 4部，主编国家级教

材 1 部，省级教材 3 部，主持省级社科项目 10 余项，曾荣获辽宁省优秀

论文指导教师、沈阳市优秀研究生导师等称号。 

 



 

       

夏历，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省杰出青年学

者。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获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

业博士学位。研究专长为群体语言状况和具体语言现象的调查研究，在

《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上发

表论文和报告数篇，其中一些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

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报告中的数据被国家语委采

纳；出版专著《农民工语言城市化进程研究》一部；主持在研国家社会

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新市民的语言市民化模式研究”、国家语言资

源保护工程专项“辽宁方言调查•昌图”，主持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青年基金项目“农民工的语言城市化研究”，获批过辽宁省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等。 

 

 



 

    

杨晶，女，1971年生于辽宁沈阳。2006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获

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攻方向为左翼文学、文

化研究、女性文学，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教授现代文学史、

史料研究、女性文学研究等课程。 

近年在《文艺争鸣》《读书》《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多

篇。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省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

主持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参与吉林省社科基金、辽宁省教育厅社科基

金等项目的研究。 

 

    



        

张维阳，男，1987年出生，2015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业，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出版专著

《红旗下的激越与迟疑——周立波的文学创作与评价史》，在《当代作

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20 余篇，获“辽

宁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等奖励。 



                       

郝继东，男，1970 年 10 月生，内蒙古化德人，2012 年毕业于东北

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文学文献方向），获博士学位。现为文学院副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辽宁省语言学会会

员等。 

从事古代语言及文献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讲授古代汉语、汉字

文化学、文化语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整理等课程。 

近年来撰写《刘向<新序>版本述略》等论文二十余篇；撰写或参与

编写了《刘向及<新序>述评》等著作多部；获得“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

奖”等省市级科研奖励多项；主持或参与“刘向及《新序》研究”等省

部级项目十余项。 

 



           

罗莹，女，1967年 4 月生于辽宁海城。1990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

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0 年 7 月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

学位；2008 年 6 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沈阳师

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攻方向为唐宋文学、文化

研究。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教授古代文学史、宋词研究、

宋诗研究等课程。 

近年在《船山学刊》、《社会科学辑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

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参与国家社科

基金、辽宁省教育厅社科基金等项目的研究。 

 



          

陈新义，男，生于 1968 年 4月，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人，汉语言系

副教授，2004 年 6月获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 

现从事专业、方向：语言学专业，方向是理论语言学。承担的主要

教学工作：语言学概论，现代语言学，汉语语法学，理论语言学专题，

认知语言学。 

发表论文主要有《“一”义略谈》《试论名词语义的动态性》《变

化义名谓句的语义认知分析》《二价动词组成的动宾结构》《汉语双宾

语句中的虚指宾语“他”》《蒙古语和满语的语音对比研究》《蒙语名

词复数简析》等十余篇；出版著作《现代汉语专题研究》；主持省部级

项目“蒙汉语颜色词的对比研究”、“现代汉语双宾结构的认知研究”

等多项。 



 

          

邓海燕，女，汉族，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2000年获东北师范大

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中文系副教授。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学研究，主要讲授写作学、文学创作等

课程。 

近几年，发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寻绎》、《论中国女

性主义文学观念的发展历程》等论文十余篇，参编及副主编著作六部，

主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等课题研究两项，参与省部级课题研究

十余项，研究成果分别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辽宁省社科

联课题成果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王颖，女，1970 年 6 月生，辽宁法库人，2005 年 6月于上海师范大

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与古代小

说研究。主要承担《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

代戏曲研究》、《中国文化概论》等主要课程的教学工作。 

在《明清小说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数篇；承担并参与省级课题

十余项。 

 



           

袁绣柏，女， 1976年生于辽宁沈阳。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辽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承担本科生、研究生《中国古

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先唐韵文研究》、《先唐散文研究》

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辑刊》等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承担各类科研项目四项。 

 

 

 

 

 



 

           

刘越峰，男，1970 年生，辽宁新民人，文学博士，文学院副教授。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主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散文史

和唐宋散文研究等课程。 

曾发表《邵雍〈春秋〉学思想论略》、《论李觏‘以人为本’的精

神思想》等论文。主持、参加“社会思想转型与文学新变研究”、“王

肃研究”等省级课题。 

 

 

 

 



 

        

傅赢，女，生于 1971 年 6 月，辽宁辽阳人，1995 年 6 月毕业于沈阳

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2000 年 6 月于东北师范大学获中

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学位，现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教师，

副教授。 

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方面研究，主要承担了“对

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写作教学实践”、“国外中小学教育”

等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的教学工作。 

发表了《高级阶段留学生汉语写作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一

直以来”的电脑统计分析》和《涉外秘书的跨文化语用学修养》等多篇

论文，参与省级科研项目多项，主持并参与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多项。 



 

         

王晓霞，1970 年出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留校任

教至今。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语文）研

究。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员，辽宁省教育学会中学

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获辽宁省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2001 年至今，一直承担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任务，为全日制

本科生讲授的主要课程有：对外汉语教学法、学科教学论（语文）、语

文教学实践与研究、教师口才艺术、语文教育家教育思想研究等。为硕

士研究生讲授的主要课程有：中国语文教育史、现当代语文教育家教育

思想流派研究等。 

教学科研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主编、副主编、参编《魏书生教



育思想概论》《辽宁省知名语文教师教学案例研究》等著作多部；发表

学术论文《魏书生的管理智慧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等 18 篇，获国家级

论文特等奖、国家级论文一等奖、省级科研论文奖、市级科研论文奖多

篇；主持参与省级教学改革项目“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探索”等多项，

并获省级教学成果奖多项。主持并参与省级“当下语文教育现状及其对

策研究”、“高中语文教师角色研究”、“辽宁省语文教师教学风格研

究”、“辽宁省语文教学流派研究”等科研项目多项，并获省级结题一

等奖、二等奖多项；指导学生获国家级大学生创业项目“国学经典的传

承与弘扬”1项；指导学生获校级大学生科研项目获 A项多项。此外，在

校级“百节精彩一课”、教案比赛、课件比赛中均获奖。 

 

 

 

 



            

柳扬，女，出生于 1968 年 10 月 30日， 抚顺新宾县人， l991 毕业

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学本科学历 ，硕士学位，

文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写作学会会员、辽宁省写作学会理事。 

现从事专业、方向为中国文学各体文学研究、小说叙事学研究；承

担专业必修课现代基础写作学、专业选修课现代应用写作、现代文学创

作等教学工作。 

发表论文主要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文化观念变迁》《文化散

文的得与失——兼论中国当代散文的审美价值取向》《生命的秘境探寻

——李轻松诗歌论》《坚守文学这片芳草地》等多篇。承担 2009 年辽宁

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培养辽宁主旋律文学创作新生代研

究 (L09BZW012) ”，沈阳师范大学第五批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汉语言文

学专业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的方案与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构建研究

(2009-ZD024)”。 



      

朴春燕，生于 1966年 1 月，朝鲜族，1991 年 7 月获辽宁大学汉语言

文学专业硕士学位， 2010年 8 月从韩国庆熙大学毕业，获韩国语学专业

博士学位。2006.09-2010.08，任韩国仁川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现任沈

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副教授。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讲授《中国文学经典导读》、

《中国文化》、《初级汉语》等课程。 

发表的主要论文有“中国学生的韩语词汇使用谬误分析”（韩国《高

凰论集》，第 43 辑，2008 年）、“中国大学韩国语系的文化教育研究”

（韩国学术一级刊物《韩国语教育》第 21 卷 1 号，2010年）、《制约句

义的语言因素探析》，《理论界》2005 年 6 期等多篇。著作有：《旅行

中国语》,（韩国 zt 出版社 2009 年 7月出版）、《中韩基础教育比较研

究》，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社区教育新论》，副主编，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 2001 年等。参与科研项目《辽宁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现状调查

研究》获得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一等奖。 



 

         

夏军，博士，副教授，安徽合肥人。硕士毕业于山西大学，博士毕

业于北京大学。2007-2008 年间留学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现任教于沈阳

师范大学文学院。 

从事专业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兴趣包括汉语语法、中文信息处理、

汉语教学等。目前教授本科生课程“现代汉语”、“汉语语法学”，研

究生课程“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在国际与国内期刊及会议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10 余篇，主持或参与过

科研项目数项。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沈阳师范大

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1 项，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姜哲，男，1978 年生，辽宁沈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

大学博士后。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副教授。 

主要从事比较诗学、中西方诠释学、中西经文互译等方面的研究。 

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经典英译本汇释汇校” 的

研究工作；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

并在结项时获得优秀奖；曾获得中国博士后第 52批面上资助。近年来，

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译文数篇。 

 

 

 

 

 



 

              

郑玉财，文学院副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芝加哥校区（UIC）访

问学者。 

现主要从事高考作文研究和中美母语教育比较研究。承担的主要课

程有：学科教教学论（语文）、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与实践（实践）、中

学语文教学案例研究、美国语文教育评析。 

主持“辽宁高考作文命题与评价研究”等省级课题两项，编著《辽

宁高考作文命题与评价研究》，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 3篇。 

 

 



 

               

林雪飞，女，1975 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

文系博士后出站，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香

港中文大学研修，现任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学、比较文学等方向的研究工作，

承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国现当代经典导

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已有二十余篇论文公开发表，出版专著一部，参编多部专业书籍，

曾获得第三届“辽宁文学评论奖”等多项奖励。 

 

 



 

              

王家勇（1981-  ），辽宁庄河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究基

地研究员，辽宁省作协儿童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

才工程”和沈阳市高层次人才。 

主要承担“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概论”“童话学通论”“中

国儿童文学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齐鲁学刊》《出版发行研究》等 CSSCI

收录期刊及《文艺报》等其他报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出版专著 1部；主

编著作 10 部；主持省部级项目 8 项。曾获第十届沈阳市高校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大赛“沈阳市技术能手”称号，校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团体赛

团体冠军、个人第一名，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标兵赛第一名。 



 

       

关英明（1978-），男，辽宁辽阳人，文学博士，讲师。硕士毕业于

沈阳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专业。现任教于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要从事语用理论及语言应用研究。主持省社科联、省教科规划办

等项目 5 项，在《北方论丛》、《文化学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0余篇。讲授语言学概论、教师语言、逻辑学、交

际语言学等课程。 

 

 

 

 

 



 

      

李雪,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小说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省级项目多项，已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

代作家评论》等杂志发表论文 20 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著有《为 70 年代小说拼图》《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进入当代文学

史的多种方法》。 

 

 

 

 

 

 

 



六、有代表性的基地、中心 

文学院拥有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省文化创意

产业研究基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北方少数民

族文化研究基地”、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省满族

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等 4 个国家级、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3 个

省级研究生创新交流中心和创新实践基地；设有辽宁省《红楼梦》学会

及书法艺术研究所等 10 余个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