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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

陈杰

系别：法语语言文学系

职称：副教授 

最高学位：博士 

研究方向：十七世纪法国文学 

 

学习经历 

2002.9 – 2006.7     湘潭大学，法语语言文学系       本科学位 

2007.9 – 2008.7     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系       本科学位 

2008.9 – 2010.7     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系       硕士学位 

2010.9 – 2015.9     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系       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2015年9月至今，任复旦大学法语语言文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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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课程 

法国文学史，中级法语，二外法语，法国古典戏剧 

 

学术论文 

1. 陈杰. 专属剧院的诞生与十七世纪法国戏剧的职业化进程. 《外国文学评论》. 2019.5 

2. « Evolution des rapports entre Richelieu et le monde des lettres », Chine France – Europe Asie : itinéraire de concepts, Paris,

Edition Rue d’Ulm, 2018.11

3. “黎塞留主政时期的法国国家文人保护制度”，《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8月.

4.“Anthologie de documents à caractère biographique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de Shanghai”（compte rendu）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N°XII, 2016.

5. 陈杰.  “从皇家账簿看路易十四的戏剧扶持”.  《戏剧》,   2016年8月. 

6.“从《熙德》到《西拿》：高乃依的古典主义悲剧探索”，《戏剧》，2016年10月.

7.“十七世纪法国职业文人剧作家的诞生”，《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11月. 

 

主要著作、教材、译著 

《十七世纪法国的权力与文学》：以黎塞留主政时期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0 

《反对单一语言》 商务印书馆 2015年9月 

《大分化》 商务印书馆 2015年9月 

 

荣誉与获奖情况 

1. 2018年复旦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人文组第二名

2. 复旦大学2017届本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提名奖

3. 2016年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卡西欧优秀学术论文奖

4. 2006年6月  湖南省优秀毕业生 

 

联系方式

办公室：文科楼204室 

电子邮箱：jie_chen@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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