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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梅

系别：俄语语言文学系 

职称：副教授 

最高学位：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文化 

 

学习经历

2000年7月西安外国语大学获俄语语言文学学士 

2003年7月西安外国语大学获俄语语言文学硕士 

2005-2006年在俄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访学一年 

2007年7月北京外国语大学获俄语语言文学博士 

 

工作经历

2007年7月至今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俄语系讲师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l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t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fw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lj
http://dfll.fudan.edu.cn/En/Default
http://dfll.fudan.edu.cn/Default/index
http://dfll.fudan.edu.cn/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ygk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szdw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zdxk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pyfa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ydw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jhd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zjds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wxj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fw
javascript:;
http://dfll.fudan.edu.cn/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szdw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yyyywx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r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h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xyyb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b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5%A4%9A%E8%AF%AD%E7%A7%8D%E4%B8%AD%E5%BF%83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9%80%80%E4%BC%91%E6%95%99%E5%B8%88


英语语言文学系

法语语言文学系

德语语言文学系

俄语语言文学系

日语语言文学系

韩语语言文学系

大学英语教学部

翻译系

西班牙语言文学系

多语种中心

退休教师

讲授课程

本科生：高级俄语（上、中），外贸俄语，俄语泛读（下），俄语泛读（下） 

研究生：20世纪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史及经典作品选读 

 

学术专著

1.《现实与虚幻——维克多·佩列文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艺术图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19.2万字。 

2.《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文化思潮》，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32.7万字。 

 

编著教材

董李亮、李新梅，《走进俄罗斯脱口秀》，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2011年第2版，18万字。 

 

学术论文

1.李新梅，简论洛特曼的现实主义文学史观，《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2.李新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只奇葩——莫斯科概念主义，《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王立业、李新梅，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博士点建立20周年回顾暨博士生教育座谈会，《中国俄语教学》，2007年第3期。 

4.李新梅，20世纪末俄罗斯文学多元化、开放性的发展态势，《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7年秋季号，第 

5.李新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诗学特征，《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2期。 

6.李新梅，俄、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及其流变之比较，《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8年春季号。 

7.李新梅，与“混乱”对话——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中的“混乱”现象研究，《俄罗斯文艺》，2009年第4期。 

8.李新梅，《昆虫的生活》——一部空间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9年秋季号。 

9.李新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戏剧，《上海戏剧学院报》，2009年第12期（总第205期）。 

10.李新梅，一个俄罗斯新贵的现代神话——解析维克多·佩列文后现代主义小说《“百事”一代》中的新神话思维，《当代俄罗斯文学：多

元、多样、多变》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11.李新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对苏维埃历史的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书刊资料

《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全文转载。） 

12.李新梅，生活是如此庸俗和无聊——俄罗斯文坛新秀佐贝尔创作论，《外国文学动态》，2011年第3期。 

13.李新梅，颠覆与传承——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俄罗斯文艺》，2012年第1期。 

14.李新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现象及其文化意蕴，《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 

15.李新梅，两个时代的“疯子们”——悲剧《瓦尔普吉斯之夜，或骑士的脚步》与《第六病室》的互文性，《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2年秋季号。 

16.李新梅，中、俄学界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俄罗斯文学：传统与当代”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年会》

会议论文集，2012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7.Ли Синьмэй, Русский и китай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 М., 200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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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Ли Синьмэй, Восточная и запад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два полюса Инь и Ян/《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тетради института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ени Горького》(Выпуск 10) . М., 2005.  

19.Ли Синьмэ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в Китае (цитаты и ссылки) // Ю. Боре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Взгляд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язгляд. М., 2008 (c. 378 - 387; Проф. Ю. Борев "выражает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ому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у Ли Синьмей за помощь в освоении проблем разви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в Китае"см. стр. 387).

 

20.Ли Синьмэй, Обзо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Китае,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

2013. №1. 

 

科研项目

1.主持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文化思潮》（项目批准号：08JC752005）。 

2.主持2011年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基础俄语》（上、下）。 

3.主持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苏联小说的苏维埃历史叙事研究》（项目批准号：12CWW018） 

4.主持2012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上海侨民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3ZS013）。 

5.参与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项目批准号：2007B09）。 

 

个人译作

1. 阿•尼•阿法纳西耶夫著，鹤与鹭，《中外童话故事》，山西：希望出版社，2002年9月。 

2．索尔仁尼琴著，《杏子酱》。 

 

获奖情况

1.论文“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诗学特征”荣获2008年度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卡西欧优秀论文奖”。 

2.论文“与‘混乱’对话——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艺术策略”荣获2009年度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卡西欧优秀论文奖”。 

3.论文“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对苏维埃历史的书写”荣获2010年度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卡西欧优秀论文奖”。 

4.论文“生活是如此庸俗和无聊——俄罗斯文坛新秀佐贝尔创作论”荣获2011年度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卡西欧优秀论文奖”。 

5.2009-2010学年度，复旦大学“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6.2010-2011学年度，复旦大学复旦学院“优秀导师奖”。 

7.2011-2012学年度，复旦大学复旦学院“优秀导师奖”。 

8.2011-2012学年度，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优秀教师奖”。 

 

联系方式

办公室：文科楼244B 

电话： 55664947

电子邮箱：lixinmei@fudan.edu.cn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yyyywx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r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h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xyyb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b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5%A4%9A%E8%AF%AD%E7%A7%8D%E4%B8%AD%E5%BF%83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9%80%80%E4%BC%91%E6%95%99%E5%B8%88


学院概况

系所中心

学术机构

行政服务

历史名师

学院领导

师资队伍

英语语言文学系

法语语言文学系

德语语言文学系

俄语语言文学系

日语语言文学系

韩语语言文学系

大学英语教学部

翻译系

西班牙语言文学系

多语种中心

退休教师

学术研究

重点学科

博士后流动站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
丛》

学术机构

学术活动

学术团队

人才培养

本科生培养

硕士生培养

博士生培养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多语种中心

党群工作

学院党委

党建工作

工会&妇委会

院青联会

退管分会

党群风采

学生生活

学生党建

学生风采

奖助工作

外文校友

校友风采

校友名录

校友活动

下载中心

资料下载

联系我们

学院地图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06-2014 复旦大学 版权所有 沪ICP备05013629号

英语语言文学系

法语语言文学系

德语语言文学系

俄语语言文学系

日语语言文学系

韩语语言文学系

大学英语教学部

翻译系

西班牙语言文学系

多语种中心

退休教师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z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jg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inzhen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lsms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yld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yyyywx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r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h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xyyb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b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5%A4%9A%E8%AF%AD%E7%A7%8D%E4%B8%AD%E5%BF%83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9%80%80%E4%BC%91%E6%95%99%E5%B8%88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zdxk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bshldz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wg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ueshujigou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5%AD%A6%E6%9C%AF%E5%9B%A2%E9%98%9F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pyfa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pygz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p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ss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zxjj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ydw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jgz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gh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yqlh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tgfh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yjd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jhd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fc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jxjsq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wxj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yml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6%A0%A1%E5%8F%8B%E6%B4%BB%E5%8A%A8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fw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l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t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lj
http://dfll.fudan.edu.cn/Default/inde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yyyywx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r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h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xyyb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b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5%A4%9A%E8%AF%AD%E7%A7%8D%E4%B8%AD%E5%BF%83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9%80%80%E4%BC%91%E6%95%99%E5%B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