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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征 

系别：日语语言文学系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高学位：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翻译文化；视觉文化； 

                 都市空间论；身体论；小说叙事学及文体论 

 

学习经历

本科阶段：沈阳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 

硕士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日本文学专业（文学硕士学位） 

博士阶段：筑波大学大学院文艺•言语研究科文学专业（文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室从事日本文学研究。后受教育部派遣赴日攻读博士学位。1998年10月至2000年9月，

获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曾任日本圣德大学担任非常勤讲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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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2001年8月，任职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日语、日本文学。 

 

学术专著

1.（日文）表象としての上海 : 日本と中国の新感覚派文学運動に関する比較文学的研究（独著）；東洋書林 2001（国立国会图书馆收录） 

2.（中文）东方现代文学史（合著）；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3.（中文）都市空间的叙事形态：日本近代小说文体研究（独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学术论文

1.（日文）中国三十年代文学における新感覚派小説手法の受容——穆時英の『共同墓地』をめぐって；文学研究論集第11号；1994；

p.218～236（筑波大学图书馆收录，可下载） 

2.（日文）横光利一『眼に見えた虱』における比喩の機能をめぐって；文学研究論集第12号；1995； p.147～166（筑波大学图书馆收

录，可下载） 

3.（日文）横光利一『上海』における五・三〇運動の描写をめぐって——同時代関係資料との比較をとおして；文学研究論集第13号；

1996 ；p.144～174（筑波大学图书馆收录，可下载） 

4.（日文）身体性の表現と小説の政治学——横光利一『上海』における外国人表象；文学研究論集第14号；1997；p.202～224（筑波大

学图书馆收录，可下载） 

5.（日文）中国・日本の近代における「文学」という翻訳語の成立——清末上海滞在のイギリス人宣教師エドキンスによる「希臘為西国

文学之祖」の執筆をめぐって；比較文学第40号；日本比較文学会編1997；p.7～20  

6.（日文）虚構としての小説空間と租界都市上海——横光利一『上海』における都市表象；文学研究論集第15号；1998 ；p.260～

282（筑波大学图书馆收录，可下载） 

7.（日文）「白衣の女」と狂気——施蟄存の「夜叉」にみる都市表象；文学研究論集第16号；1999；p.75～94（筑波大学图书馆收录，

可下载） 

8.（日文）近代における都市と精神病——池谷信三郎の『橋』とその周辺；筑波大学文艺理论批评会编《植民地とアジアの表象》；

1999；p.127-158 

9.（日文）一九三二年の上海 : 戦争・メディア・文学 : 穆時英の『空閑少佐』をめぐって；アジア遊学第167号“戦間期東アジアの日本語

文学 ; メディア表象 : 雑誌・出版・映画”；勉誠出版2013；p.6～19 

10.（中文）都市空间中的“厨房”以及蔬菜、瓜果的形而上意义——吉本芭娜娜《厨房》论；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9年第2期；p.51～

57（知网收录，可下载） 

11.（中文）日本近代文学与都市空间表象——横光利一《上海》中地名抹消的意味；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

现状》；译林出版社2010；p.120-135 

12.（中文）火车上的三四郎——夏目漱石《三四郎》中现代性与速度的意味；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p.27～39（知网收录，可下

载） 

13.（中文）火车上的三四郎——夏目漱石《三四郎》中现代性与速度的意味；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

（全文转载）；p.40-46 

14.（中文）拆散这话语的牢笼——诹访哲史《后天的人》小论；外国文学动态 2011第1期；p.12～15（维普网收录） 

15.（中文）跳脱到语言世界之外——谈诹访哲史《后天的人》；上海文汇报社《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4月15日 

16.（中文）翻译之技与翻译之道；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2011年5月20日（中国作家网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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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文）“口吃”是一只小鸟——三岛由纪夫《金阁寺》的微精神分析；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p.180～192（知网收录，可下

载） 

18.（中文）和尚的身体奇景与池尾寺内的微观政治——芥川龙之介《鼻子》新论；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2年第2期；p.15～21（知网

收录，可下载） 

19.（中文）身体的表现与小说的政治学；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日本文学研究：多元视点与理论深化》；青岛出版社2012；p.8-24 

20.（中文）游走于内部与外部的“他者”——青山七惠《温柔的叹息》中“弟弟”形象的解读；外国文学动态2012第6期；p.14～16（维

普网收录） 

 

书评动态

1.（日文）張偉雄著『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国初代駐日公使団の異文化体験』；比較文学第42号；日本比較文学会編；1999 

2.（中文）为了获得真正的文学视野；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1989 

3.（中文）文学的断层与再生；世界文学第2期；1990 

 

翻译著作

1.（小说）穷伯母的故事（村上春树原著）；世界文学第4期；1988 

2.（小说）金阁寺（三岛由纪夫原著）；（合译）工人出版社1988 

3.（小说）青年（森鸥外原著）；森鸥外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4.（小说）后天的人（诹访哲史原著、芥川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小说）最后的居所（矶崎宪一郎原著，芥川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6.（小说）掏摸（中村文则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编撰著作

1.（日文）上海一〇〇年 : 日中文化交流の場所；鈴木貞美、李征共編；勉誠出版 2013 

2.（中文）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词典；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执笔撰写部分日本小说词条） 

3.（中文）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执笔撰写部分日本作家词条） 

4.（中文）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执笔撰写部分日本文学词条） 

5.（中文）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辞典；译林出版社1998 （执笔撰写部分日本文学词条） 

6.（中文）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执笔撰写部分外国小说词条） 

7.（中文）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现状；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合编）；译林出版社2010 

8.（中文）日本文学：多元视点与理论深化；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合编）；青岛出版社2012 

 

研究项目

横光利一与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上海表象谱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12BWW014；时间：2012-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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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成果

1. 新闻出版署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1995年度；获奖图书：东方现代文学史；合著） 

2. 卡西欧优秀论文奖（2011年度；获奖论文：火车上的三四郎——夏目漱石《三四郎》中现代性与速度的意味） 

3.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优秀教师奖（2011年度） 

4. 卡西欧优秀论文奖（2012年度；获奖论文：“口吃”是一只小鸟——三岛由纪夫《金阁寺》的微精神分析） 

5. 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奖项目：日本近代文学作品选读；证书编号：20120014） 

6. 卡西欧优秀论文奖（2013年度；获奖论文：一九三二年の上海：戦争・メディア・文学） 

 

学术兼职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副秘书长 

日本比较文学会会员 

中国比较文学会会员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会员 

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研究员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联系方式

办公室：文科楼208

电话：55664264

电子邮箱：fudan0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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