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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秀报告厅讲座名录 

A. 人文类 

A1. 什么是自由？ 

主讲人：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

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

较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

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讲座简介： 

“自由”二字，中国古已有之，人人想要，却似乎是一剂毒药。邓晓芒教授分别从自由

的起源、自由的历史、自由的谱系三个方面讲解自由这个课题。以为做一个自由人，为此而

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但是它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世界历

史的过程； 它不但取决于外在的因素，而且还取决于人的思想所达到的层次。 

A2. 书中乾坤书中乐 

主讲人：张岂之 西北大学 

张岂之，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

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中国

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文化》季

刊主编，以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

会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等。 

讲座简介： 

张岂之先生通过介绍自己在阅读《论语》、《道德经》、《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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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旧制度与大变革》等中西著作时的感悟，向同学们传递了他对于人生

境界、社会制度的心得与理解，引导学生们能多读书、读好书，体会书中乾坤书

中乐。 

A3. 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 

主讲人：王宁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文学教授，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外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曾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现当代西方

文学及理论、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和影视传媒研究。 

讲座简介： 

本系列介绍了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王宁教授主要讲解了全球化时代

的来临、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全球化人文以及中

国学者的作用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也讲解到了一位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杰弗

里·哈芬的思想及在这方面的研究，使我们能详细的了解何为“人文学科”。 

A4. 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 

主讲人：刘绪贻 武汉大学 

刘绪贻，1913 年 5 月 13 日出生于中国湖北省黄陂县，1940 年清华大学学士，

1947 年芝加哥大学硕士，现任武汉大学教授，《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国际特约编辑等。主要研究历史(特别是美国史)和社会学，发表

著译(部分有合作者)900 余万字。个人成就载入多部词书，包括《民国人物大辞

典》（1991)、《中国当代名人录》(1991)、《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1990)、

《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1993)等，还有乔治·华盛顿大学编《国际美国学

专家名录》(1985—1986)、美国传记研究所编《世界五千人物志》(第 5 版)、英

国国际传记中心编《国际传记词典》(第 24、25 版)和《国际著名知识分子名录》

(第 11、12 版)等。 

讲座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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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有什么区别？刘绪贻先生在这里详细分析了二

者的内涵，认为二者只是表象上的类似，而实质上则有着根本的区别。 

A5.《富春山居图》与富春江的文化意象 

主讲人：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兼任教 “中

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

江南文学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

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及近代诗学和学术史的研究。 

讲座简介： 

《富春山居图》位居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之首，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

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元代

黄公望的代表作。胡晓明教授从文学角度，把富春江深厚的文化内涵、文化意象

跟这幅图联系起来。解读出富春江文化意向中的“自然山水”、“文本化山水”、

“政治化山水”的深刻内涵。 

A6. “仁学”的全球涵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初探 

主讲人：杜维明 北京大学 

杜维明，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当代研究和传播

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

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和美国哈

佛大学，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自 1981 年，一直在哈佛大学

东亚系担任历史及哲学教授，其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还曾担任哈佛

燕京学社社长。长期以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诠释中国文化、反思现代精

神、倡导文明对话，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讲座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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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杜维明先生全面解析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仁”，并引出对中华民族文

化认同的初步探究。 

A7. 图腾与中国龙文化 

主讲人：朱子彦 上海大学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秦汉史学会理事、中

国明史学会理事、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兼职教授。从事中国

古代政治制度史、秦汉魏晋史，以及明史的教学与研究。其学术生涯及主要成就

被收入《史家是怎样炼成的》（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一书。 

讲座简介： 

本系列，朱子彦教授旁征博引、侃侃而谈，通过对一系列神话传说与史实的

解析生动地介绍了中国的神话、图腾与龙文化。 

A8. 中国儒道佛三家思想 

主讲人：詹海云 台湾元智大学 

台湾元智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所长、应用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长期致

力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在先秦、明清学术和文献，哲学、史学、心理学、教

育学等多个领域都卓有建树，著述甚丰；主要著作：《全祖望集校注》、《清初学

术论文集》、《陈乾初大学辩研究》等。 

讲座简介： 

本系列介绍了儒家思想主要是道德思想，其道德思想的核心观念是“仁”和

“礼”。道家思想本身不是美学,它的道德修养态度并不是真正的审美态度。传入

中国的佛教，特别是其中的禅宗，被道德化了，从而失去了基本的宗教超越性,

也成了一种道德思想。三家道德思想的共同性在于修身养性,其结果都是修养主

体自我性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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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别样的文学史——二战期间及战后法国犹太人的身份问题 

主讲人：苏珊·鲁宾·苏莱曼 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法国文学、比较文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女性研究委员会前主任，

研究领域主要是法国文学、性别、文化研究等。苏莱曼教授著述颇丰，主要著作

有《不良意图：性别、政治与前卫派》、《布达佩斯日记》，编著有《流放与创造

性》、《西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等。 

讲座简介： 

苏莱曼博士关注的是战争中丧失单亲或双亲的孤儿，他们的父母大多被遣送

到集中营，其后在那里惨遭杀害，只有少数幸存。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法

国犹太儿童在二战中所遭受的创伤和经历为例，讨论他们在成人后对这段记忆的

讲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犹太身份，以及战后法国对犹太人遭遇的集体记忆和

言说，凡此种种，构成了一种别样的文学史。 

A10. 电影人对历史的担当：一个导演的画外音 

主讲人：李前宽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电

影家协会主席，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国家一级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总导演。

执导了《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七七事变》等一系列影片。李前宽的电影作品

关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有突出的史诗风格和博大厚重的历史气势，特别对历史

人物的塑造极具功力。 

讲座简介： 

李前宽导演讲述了自己所理解的戏剧与电影的关系、身为一个导演的创新和

坚守，并回忆拍摄《开国大典》当时情景。他认为电影对史诗的把握，是件很严

肃的事情，创作电影史诗要沉下来思考，要以沉淀下来的心态和对史诗的崇敬感

去面对历史，这样才能为历史，为民族留下瑰宝，留下永远的记忆。电影人对于

历史是应该有所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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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讲 座 名 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职 称 

A11 中国传统文化再解读 王守常 北京大学 教授 

A12 中国留德学生历史回顾（1921-1945 年） 余德美 
柏林自由大学孔

子学院 
院长 

A13 
学哲学为什么要读古人的书？—从桑德尔之

风靡谈起 
白彤东 复旦大学 教授 

A14 高丽时代的佛画 雷德侯 海德堡大学 院士 

A15 印度哲学中无与有的论争 孙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授 

A16 华裔美国文学的跨文化翻译 孙艺风 孙艺风 教授 

A17 山货与海味：世博会与世界性的空间力学 冯原 中山大学 教授 

A18 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 刘绪贻 武汉大学 大师 

A19 
汉字文化圈中的中日文化交流——汉字、儒

教、佛教、律令制 
冯玮 复旦大学 教授 

A20 
文字之重与影像之轻——谈谈银幕上的外国

名著 
张素玫 浙江传媒学院 副教授 

A21 文学与自然 施战军 
中国作家协会鲁

迅文学院 
教授 

A22 打开一扇扇窗户：谈当代汉诗的英译 欧阳昱 澳大利亚作协 教授 

A23 何为艺术批评 李蓓蕾 东南大学 教授 

A24 中国古代经典的英译与思想对话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25 苗族文化讲坛 石德富 中央民族大学 副教授 

A26 苗族文化讲坛 杨胜文 中央民族歌舞团 
著名苗族

音乐人 

A27 蔡元培的新文化构想及其现代意义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 教授 

A28 怀特海对科学形而上学的批判 

法扎德.马湖田

（Farzad 

Mahootian） 

美国纽约大学  教授  

A29 
这是 1800 年前的户口簿吗？——三国吴简吏

民口食簿的复原与研究 
侯旭东 清华大学 教授 

A30 礼制中的古典艺术 寇克让 广州美术学院 客座教授 

A31 艺术零距离 王野夫 
广州华艺国际拍

卖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A32 暴力美学的形式与理论 郝建 北京电影学院 教授 

A33 礼失求诸野 张石山 山西省作家协会  作家  

A34 那些戏，那些伶人，那些爱情 雪小禅 雪小禅  作家  

A35 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 李如龙 厦门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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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 
从插队知青到联合国同传——我的翻译成长

道路 
陈峰 联合国 

资深同声

传译 

A37 书中乾坤书中乐 张岂之 西北大学 教授 

A38 无线通信未来发展及关键技术 孙献璞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教授 

A39 雷抒雁的诗与变革时代 牛宏宝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40 联合国同声传译—学习与实践 陈峰 西北大学 教授 

A41 Ethics and Poetics/Antigone 达卢奇.杜斯特 
瑞典斯德哥尔摩

索德托恩大学 
教授 

A42 关于中国话剧史的几个问题研究 田本相 中国艺术研究院 教授 

A43 从朱熹到金圣叹：重温古典阅读 李萌昀 中国人民大学 讲师 

A44 被误读的《论语》 张石山 山西省作家协会 作家 

A45 哥白尼革命 吴国盛 北京大学 教授 

A46 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 连玉如 北京大学 教授 

A47 
“弦”话《四季》——威尼斯独奏家乐团音乐

会导赏 

德加尼 帕里尼 

格拉齐亚  

威尼斯独奏家乐

团 

指挥家兼

小提琴家 

A48 
梦入丹心一黛情——听越剧演员李旭丹讲《红

楼梦》 
李旭丹 上海戏剧院 越剧演员 

A49 中国翻译史概论 刘敬国 复旦大学 讲师 

A50 追寻玄奘帕米尔之路 候杨方 复旦大学 教授 

A51 人文素质教育与当代生活 李琍 同济大学 教授 

A52 元奇明雅——法书名画珍赏 乔暘 
上海太一文化艺

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 

A53 从进步儒学的立场看礼的地位 安靖如 
美国维思里安大

学 
教授 

A54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in History David Carr 美国埃默里大学 教授 

A55 翻译研究三人谈 孙艺风 香港岭南大学 教授 

A56 “中国世纪”与世界宪政文明 郭道晖 中国法学会 
著名法学

家 

A57 儒家世界主义 
Philip 

J.Ivanhee 
香港城市大学  教授  

A58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顾力行(Steve 

kulich)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授 

A59 失衡与重建——文艺价值判断漫谈 王纪人 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A60 金庸作品的颠覆性 叶凯 同济大学 教授 

A61 生态文明需要新的自然观 田松 北京师范大学 副教授 

A62 《红楼梦》的流传和乐善斋翻译本 崔溶澈 韩国高丽大学 教授 

A63 《三国志演义》的出版与影响：翻案作品 崔溶澈 韩国高丽大学 教授 

A64 《太平广记》和《剪灯新话》的出版流行 崔溶澈 韩国高丽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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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 对话 40 年——与费城交响乐团的再聚首 卜励德 费城交响乐团 会长 

A66 “古典乐的未来在中国”——费城交响公益行 汤沐海 曹敏 费城交响乐团 
著名指挥

家 

A67 哲学是什么 吴晓明 浙江大学 副教授 

A68 韩中小说的交流：《九云梦》和《九云楼》 崔溶澈 韩国高丽大学 教授 

A69 花在中西文化中的隐喻意义 王云 上海戏剧学院 教授 

A70 重要的是人的生活——法国哲学和我 杜小真 北京大学 教授 

A71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窦卫霖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教授 

A72 富兰克林与美国梦的开端 Tom Galbraith  亚利桑那大学 教授 

A73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for Older and 

Younger Readers 
杨绵绵 海尔集团 副总裁 

A74 大国新生中的浪漫主义 梁永安 复旦大学 副教授 

A75 Models,Fiction and Duhem 刘闯 
美国佛罗里达大

学 
终身教授 

A76 语言创新与翻译创意 王建开 复旦大学 教授 

A77 《天鹅湖》中的“戏” 陈婷 同济大学 教授 

A78 "史”与“诗”--沈亚之小说撰作的两个面向 康韵梅  台湾大学 教授 

A79 对应与共振：唐代小说中的音乐书写 康韵梅  台湾大学 教授 

A80 
Filial Piety of Chinese Buddhism:The 

Apocryphal Sutra（Fumu Enzhong Jing） 
广兴 香港大学 教授 

A81 《舌尖下的中国》——中国食文化反思与批判 李麦逊 作家 作家 

A82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苏联兴亡关键三十

年（1953-1982） 
张建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A83 老“人艺”的艺术魅力 梁秉堃 
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 
一级编剧 

A84 
认知东方/亚洲传统戏剧的生产方式——侧重

中国戏曲之讨论 
孙玫 

台湾国立中央大

学 
教授 

A85 
新近“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中的主体间性与自

主性 

乔尔.安德森

（Joel 

Anderson） 

荷兰乌特勒支大

学 
教授 

A86 游戏与戏剧的关系 麻国钧 中央戏剧学院 教授 

A87 中国传统文化的动物观 蒋劲松  清华大学 副教授 

A88 竞争与荣誉 刘钝 
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A89 上海音乐学院讲座与大师班 罗伯特·温特 
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 
教授 

A90 合唱指挥艺术——指挥工作总览 王燕 
天津大学化工学

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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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1 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 戴耀晶 复旦大学 教授 

A92 帕特里克· 奥布莱恩系列讲座 
帕特里克· 奥布

莱恩 
英国 作家 

A93 Levinas and Jewish Philosophy 
Catherine 

Chalier 

法国巴黎第十大

学哲学系 
教授 

A94 
视觉戴上文化的眼镜——早期西洋解剖图的

传人、传播与演变 
董少新 

复旦大学文史研

究院 
研究员 

A95 推类等同于类比推理吗？ 晋荣东 华东政法大学 教师 

A96 解读“船政文化” 郑剑顺 厦门大学 教授 

A97 
新汉学与比较文学--从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

划谈起 
陈珏 台湾清华大学 教授 

A98 高罗佩与“动物文化史” 陈珏 台湾清华大学 教授 

A99 当代自然审美观念 薛富兴 南开大学 教授 

A100 早期欧汉辞典 姚小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A101 城市的希望 史蒂文·霍尔 美国 建筑师 

A102 从复杂网络视角研究汉字结构与汉字教学 吴金闪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 

A103 中国文化的四个关键词 李建中 武汉大学 教授 

A104 

海内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北美

中国古典诗歌教学现状和改革尝试——兼介

绍解释律师格律的新方法 

蔡宗齐 
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 教授  
  

A105 
海内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中国

纯文学史的兴起 
陈广宏 复旦大学 教授 

A106 
一场 LOSER 的逃离——阿丁《寻欢者不知所

终》《无尾狗》 
阿丁 作家 作家 

A107 选堂老人二十世纪汉学交游考_高罗佩篇 陈珏 
台湾清华大学 教

授  
  

A108 “新子学”与中华文化整体传承 郝一民 上海大学 教授 

A109 唐宋诗词的吟诵 刘荣平 厦门大学 副教授 

A110 闽南文化中的海陆色彩 王日根 厦门大学 教授 

A111 世界语境下的阴阳与中国哲学 王蓉蓉 
美国洛杉矶罗耀

拉大学 
教授 

A112 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 张邦炜 四川师范大学 教授 

A113 何为启蒙？从康德到傅柯 刘国英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A114 墨竹绘画艺术 陈聿东 南开大学 副教授 

A115 如何让小朋友爱上唱歌 周合 
上海儿童艺术教

育研究中心 
主任 

A116 
海内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佛教

传布与中古文学 
陈引驰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A117 海内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当前 黄霖 复旦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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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研究的几个问题 

A118 
海内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明清

诗文研究方法谈 
陈书禄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A119 
海内外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宋代禅宗

文学研究 
朱刚 复旦大学 教授 

A120 
海内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中国

文学史中的骈散问题 
罗书华 复旦大学 教授 

A121 以赛亚·柏林对庄子精神自由的挑战 蒋韬 美国罗格斯大学 教授 

A122 当代法国哲学的内在里路和外部走向 高宣扬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A123 Heidegger and language 
Krzysztof 

Ziarek 
纽约州立大学 教授 

A124 哲学作为公众语言的反思 
William 

McBride 
美国普渡大学 教授 

A125 杜维运中西史学观的变与不变 戴晋新 台湾辅仁大学 教授 

A126 演化心理学对于马克思的“异化”学说的祛魅 徐英瑾 复旦大学 副教授 

A127 叔本华的哲学及其现实性 
Matthias 

Kossler 
德国美因茨大学 教授 

A128 康熙帝与明孝陵 李恭忠 南京大学 副教授 

A129 六朝历史与文化 贺云翱 南京大学 教授 

A130 新诗文体特征考论 傅元峰 南京大学 副教授 

A131 当代技术哲学的现状及研究纲领 吴国林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A132 世界主要电影节获奖影片评述 杨海平 南京大学 教授 

A133 近代中国的尚武精神与男性形象的建构 吉泽诚一郎 东京大学 教授 

A134 表演的禅意 濮存昕 
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 

国家一级

演员 

A135 电影人对历史的担当 一个导演的画外音 李前宽 中国电影家协会 主席 

A136 为什么我们需要导演 尼古拉斯·巴特 
上海戏剧学院导

演系 
海外名师 

A137 一个剧作者的思考 刘锦云 中国戏剧家协会 顾问 

A138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艺术 钟明善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A139 现代主义：解构主体论 冯黎明 武汉大学 教授 

A140 大国空巢——反思中国人口政策 易富贤 作家 博士后 

A141 微博与中国未来政治改革 刘强 北京师范大学 副教授 

A142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审美特征 陈世丹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143 
Social Managment by Law-General 

Observations 

Heinz-Dietrich 

Steinmeyer 
德国明斯特大学 教授 

A144 非权力领导力修炼 安德义 
湖北省孔子学术

研究会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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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5 Games, Utopia, and the Ideal Human Life Shelly Kagan 
耶鲁大学哲学系

教授 
教授 

A146 Informative Estimation and Selection of 周建辉 
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 
副教授 

A147 Weighted Hardy-Sobolev inquelities 王志强 南开大学 教授 

A148 欣赏英语诗歌的意象美 王萍 吉林大学 教授 

A149 道家智慧与出世入世的平衡 漆思 吉林大学 教授 

A150 国学与领导力 曹胜高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A151 义务教育数学新“课标”的理念及案例解读 顾沛 
南开大学数学学

院 
教授 

A152 中国儒道佛三家思想 詹海云 台湾元智大学 教授 

A153 中国儒家自然哲学关于“通”的思想 乔清举 南开大学 教授 

A154 穆旦诗歌 李怡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A155 彝缅语群的若干音韵特征 马提索夫 
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莱分校 
教授 

A156 喜看神州高粱红——贺莫言获奖 杜承南 重庆大学 教授 

A157 
日本“意气”论——“色道”美学、身体审美

与“通”、“粹”、“意气”诸概念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A158 西方史学传统中的历史真实性观念 徐波 四川大学 教授 

A159 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 王宁 清华大学 教授 

A160 《富春山居图》与富春江的文化意象 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 
教授 

A161 胡雪岩为什么会成为经营大师？ 薛家柱 浙江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 

A162 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A163 职场关系和职业技巧的探讨 赵柯 山东省出版总社 社长 

A164 从我做起——阳明学的历史价值 谢幼田 美国斯坦福大学 教授 

A165 论儒家的王道精神 李景林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A166 人文世界与经典：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 王中江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A167 太史公心中的领袖形象 詹海云 台湾元智大学 教授 

A168 中国哲学中的鬼神问题 方旭东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A169 东渡日本的“中国神灵” 邱雅芬 中山大学 教授 

A170 《道德经》的人生智慧 张钦 四川大学 教授 

A171 慈善和社会资本的限制 
Robert P. 

Weller 
美国波士顿大学 教授 

A172 西班牙语的源头 
Rafael Martin 

Rodriguez 

西班牙阿尔卡拉

大学 
教授 

A173 
中国人口真的多了吗？——当今计划生育政

策的反思 
李建新 南京大学 教授 

A174 汉语的隐形规则与二语学习 陈保亚 北京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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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5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江湖 秦宝琦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176 艺术创作方法研究 李爱国 
北京大学艺术学

院 
教授 

A177 
别样的文学史——二战期间及战后法国犹太

人的身份问题 
苏莱曼 哈佛大学 教授  

A178 大匠之门——中国画高研班开学致辞 刘怀勇 清华大学 教授 

A179 雕塑大师 Tony Cragg 
Patrick 

Elliott 

苏格兰国立现代

美术馆 
策展人 

A180 奇门遁甲掠影 石淼 朗恩集团 董事长 

A181 坚持中道理性 超越左右极端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A182 关于意志软弱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A183 实践理性及其原则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A184 谈新公布的牛距骨刻辞 刘钊 复旦大学 教授 

A185 学习与质疑——批判思维能力 李惕碚 清华大学 教授 

A186 庄子的隐喻思维：《逍遥游》的文本分析 伍至学 台湾大学 副教授 

A187 保罗·利柯：见证的诠释学 SAINT CHERON 
法国巴黎第三大

学 
研究员 

A188 宋史研究方法论琐议 葛金芳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博导 

A189 巴黎为何在二十世纪成为世界艺术之都？ 
LEDIBERDER 

Anne 
藤田嗣治博物馆 馆长 

A190 百年同济 江鸿波 同济大学 副教授 

A191 变幻时代中的艺术 罗伊·阿斯科特 英国 教授 

A192 齐尔品与国立音专 钱仁平 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 

A193 科学哲学的魅力 张志林 复旦大学 教授 

A194 跨文化交际中的社会习俗与禁忌 庞好农 
上海大学外国语

学院 
教授 

A195 梦蝶－应和－变形：现代美学经验和异化 刘军 
美国加州州立大

学 
教授 

A196 大学之道与北大人的追求 燕继荣 北京大学 教授 

A197 犹太先祖研究 黄陵渝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 
研究员 

A198 “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研究 董国强 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A199 反思世界主义——从法国种族中心主义谈起 王良书 南京大学 教授 

A200 汉字笔画系统形成的过程与机制 王贵元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201 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 周晓虹 南京大学 教授 

A202 美国的佛教诗人：费罗诺莎、庞德和施耐德 石江山 

美国俄克拉荷马

大学文理学院英

语系副教授 

教授 

A203 重新感受中国墨家文化 廖理纯 晨拓集团 董事长 



 

 

15  

 

A204 甲骨文形声字的比重 黄天树 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 

A205 谈佛缘复合词语的俗解异构 李运富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A206 语言学与美学的会通——读木华《海赋》 鲁国尧 南京大学 教授 

A207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nd Social 

Engagement 
保罗·尼特 

美国沙勿略大学

荣休 
教授 

A208 美国当代艺术与政治 Gail Levin 纽约城市大学 教授 

A209 人生追求与成功 李春秋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A210 作为中国诗歌媒介的英语 石江山 
美国俄克拉荷马

大学 
教授 

A211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ith 

Dynamical Synapses 
吴思 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 

A212 笔译研究——课题与案例分析 杨承淑 国立东北大学 教授 

A213 汉外思想文化对比 朱其智 中山大学 副教授 

A214 
Asymptotic Variance for the Linnik 

Distribution 
罗文智  

美国俄亥俄州立

大学 
教授 

A215 
Data considerations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Hans Van de 

Velde 

荷兰乌特勒支大

学 
教授 

A216 The logic of human languages Stephen Crain 
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 
教授 

A217 校读法与问题意识 武秀成 南京大学 教授 

A218 
李安之《卧虎藏龙》与理性法国：从比较阅读

到比较文化 
刘光能 台湾中央大学 教授 

A219 口译研究——课题与案例分析 杨承淑 国立东北大学    

A220 压力管理与阳光心态 费俊峰 南京大学 教授 

A221 欧美冯梦龙研究与“三言”英译 杨曙辉 美国贝茨大学 教授 

A222 佛学研究方法论概述 杨维中 南京大学 教授 

A223 什么是自由？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

学系 
教授 

A224 
台湾大选之后的两岸关系及台湾政经法律情

势  
顾长永 

台湾国立中山大

学 
教授 

A225 我们这一代人的似水流年 朱西京 著名作家 作家 

A226 濒危语言的维护与复兴 布莱德利 
澳大利亚拉筹伯

大学 
教授 

A227 三星堆·古蜀文明·中华文化 彭邦本 四川大学 教授 

A228 
Next-Generation for Building Block 

Approach Aided by Reverse Engineering 

Ichiro 

HAGIWARA 
日本明治大学 教授 

A229 
Current Proposition of Origami ——

Engineering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chiro 

HAGIWARA 
日本明治大学 教授 

A230 井冈山的斗争 赵铁锁 南开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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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1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人 王精诚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A232 朱子与闽学 傅小凡  厦门大学 教授 

A233 从《水浒》看中国 狄马（王洁） 
陕西省政协《各

界》杂志社 
作家 

A234 WCwCC lecture 
Jerusha Hull 

McCormack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A235 WCwCC lecture John G. Blair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A236 金融监管的经济分析 黄达业 台湾大学 教授 

A237 
How to Win the Nobel Prize  the Irish 

Experience 

Jerusha Hull 

McCormack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A238 中国画的创作方法 刘怀勇 清华大学 教授 

A239 可持续发展法律后评估 周珂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240 哲学实验：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周昌乐 厦门大学 教授 

A241 
中国经济法律制度现状及改革——与日本的

比较 
杨东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242 紫禁城——从皇宫到博物院 章宏伟 
中国出版科学研

究所 
副社长 

A243 希腊时代的宗教与科学 谢文郁 山东大学 教授 

A244 希腊哲学的真理情结和真理困境 谢文郁 山东大学 教授 

A245 优秀的艺术家和优秀的艺术作品的标准 陈传席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246 现代俄国哲学与人的问题 丘马科夫 俄罗斯科学院 教授 

A247 为学必经“勤”与“苦” 杨寿堪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A248 正确理解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 吴潜涛 清华大学 教授 

A249 理解科普：历史、现状与研究 尹霖 中国科普研究所 副研究员 

A250 追寻林克斯的真谛 李建龙 南京大学 教授 

A251 日本刑事诉讼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松尾浩也 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 

A252 内幕交易之法律与经济分析 武永生 台湾铭传大学 院长 

A253 
法律人的adr之路——访中国adr的开拓者范

愉教授 
范愉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254 德国刑法理论的现状：优势与不足 
埃里克·希尔根

多夫 
德国 教授 

A255 格乌司原理与人生发展路径选择 张掌然 武汉大学 教授 

A256 
相爱的艺术—John Gray《相爱的艺术》读后

感分享 
尚重生 武汉大学 副教授 

A257 从义理的角度探讨《易经》的整体架构 
梅丹理

（DenisMair） 
美国诗人 诗人 

A258 蒋介石日记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真伪争议 吴铭能 四川大学 副教授 

A259 便秘的危害与应对 徐伟祥 上海中医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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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0 读《红楼》，话《幸福》 李桂奎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A261 
从“感物”到“尚意”——中国诗学演进的内

在理路 
周兴陆 复旦大学 教授 

A262 艺术的终结和进步 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授 

A263 叔本华与尼采的美学——作为对启蒙的批判 
Matthias 

Kossler 
德国美因茨大学 教授 

A264 
印度和中国寺院中的修身及阿毗达磨学派在

中国 
Bart Dessein 根特大学 副教授 

A265 百年前的巴黎——塑造 20 世纪的交响乐 毕祎  艺术人文频道 编导 

A266 语言的间接现象说略 孙淑芳 黑龙江大学 教授 

A267 
我的翻译生涯——在外交部和联合国的工作

体会 
陈峰 西北大学 教授 

A268 关于苏联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学理论 高利克（Galik） 斯洛伐克科学院 研究员 

A269 古今之争与政治哲学中的两种几何学尝试 谭安奎 中山大学 副教授 

A270 传统砭术与古中医大智慧 李道政 中国中医科学院 
高级推拿

师 

A271 图腾与中国龙文化 朱子彦 上海大学 教授 

A272 90 分钟教你学会弹钢琴 沈翀 
上海中羽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 
总经理 

A273 
广陵散：文学主题的演变、文学家的影响与一

支名曲的内涵与外延 
崔铭 同济大学 教授 

A274 鲁迅的菰蒲之思 李国华 同济大学 教授 

A275 江南丝竹概述 孙文妍 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 

A276 《中国文化宣言》撰写过程和四人联署意义 黄兆强 台湾东吴大学   教授  

A277 “日记”与“档案”中的蒋介石 刘维开 台湾政治大学 教授  

A278 爱尔兰音乐之旅 
BOXTY 

REBELLION 乐团    
凯尔特三人乐队 乐队 

A279 “仁学”的全球涵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初探 杜维明 北京大学 院士 

A280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观念 
Hans-Georg 

Moeller 
爱尔兰科克大学 教授 

A281 宋代的教育与审美文化 王小舒 
山东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 

A282 读书与做学问 周桂钿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A283 人生追求与成功 李春秋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A284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方法 黄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所长 

A285 宋初的士风与以后的追忆及批判 陈峰 西北大学 院长 

A286 王国维学术讲座——甲骨文字的摹写与分合 李宗焜 

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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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7 中西绘画艺术交流回顾与展望 张延风 北京语言大学 教授 

A288 贾湖聚落：远古中原先民日常生活的缩影 张居中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教授 

A289 西方艺术哲学的中国透视 肖鹰 清华大学 教授 

A290 汉语口语成分的话语分析 张旺熹 北京语言大学 教授 

A291 汉字笔画系统形成的过程与机制 王贵元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292 类型学视野的汉语量词研究 张赪 北京语言大学 教授 

A293 
离合词、不完整词形成机制探讨——兼论准定

语的形成机制 
郭锐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A294 历史文献视角下的清朝京控 李典蓉 中国政法大学 讲师 

A295 文献学方法与《方言》研究 华学诚 北京语言大学 教授 

A296 训诂的几个基本问题 张猛 北京语言大学 教授 

A297 
超越语言的戏剧分享——当代剧场空间形态

与拓展 
袁鸿 北兵马司剧场 

戏剧制作

人 

A298 网络文化思潮与当代青年的主体建构 陈龙 苏州大学 教授 

A299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孙俊杰 
郑州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副教授 

A300 国家艺术制度建立的“第三条道路”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A301 文学与苦难 周大新 作家 
茅盾文学

奖得主 

A302 
明代余姚的《礼记》学与王守仁—关于阳明学

成立的背景 
鹤成久章 

日本福冈教育大

学 
副教授 

A303 从《水浒》看中国 狄马 
陕西省政协《各

界》杂志社 
自由作家 

A304 
晚唐清流文化与中国中古社会的终结：所谓唐

宋变革论的再反省 
陆扬 北京大学 研究员 

A305 翻译和文化资本：翻译记录资料的市场 石江山 暂无  副教授 

A306 我与《清诗流派史》 刘世南 江西师范大学 教授 

A307 世界语境下的阴阳与中国哲学 王蓉蓉 
美国洛杉矶罗耀

拉大学 
教授 

A308 让心灵走进花园 陈林静 
江苏省南京市百

家湖小学 

小学高级

教师 

A309 学会反思 杨向红 

江苏省南京市玄

武区教育科学研

究所 

所长 

A310 勇敢面对痛苦的过去 渡边祐子 
日本明治学院大

学 
教授 

A311 准晶的启示—由 2011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谈 祝世宁 南京大学 教授 

A312 从“距离”谈起 秦厚荣 南京大学数学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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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3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项目和伽玛暴宇宙学 戴子高 南京大学 长江学者 

A314 中西史学的会通 杜维运 台湾大学历史系 教授 

A315 日本现代艺术与中华传统诗词创新 金中 西安交通大学 讲师 

A316 语言类型学语言调查：日语 盛文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 

A317 
细腻之美，雅致之韵——走进黎安的昆曲小生

世界 
黎安 上海昆剧团 

国家一级

演员 

A318 关于汉语近代音的一些想法 叶宝魁 厦门大学 教授 

A319 人生、学问、物理 赵国平 四川师范大学 教授 

A320 误译的学问 黄忠廉 黑龙江大学 教授 

A321 西夏文献与西夏学 杜建录 宁夏大学 院长 

A322 站在灵魂的枝头，眺望 张萍 吉林大学   教授 

A323 艺术概论 朱宁嘉 上海交通大学 副教授 

A324 毛泽东与辛亥革命 范忠程 湖南师范大学 教授 

A325 
武侠的一半是女人：兼与西方“准武侠小说”

比较 
区鉷 中南大学 教授 

A326 “成人礼”与成人之道 熊良智 四川师范大学 教授 

A327 藏传佛教缘起论与老子生成论的异同 刘俊哲 西南民族大学 教授 

A328 从《论语》看孔子的真精神 廖名春 清华大学 教授 

A329 贾顺先访谈录 贾顺先 四川大学 教授 

A330 三个时代三种现代性的诗歌写作 柏桦 南开大学法学院 教授 

A331 学习·欣赏·探究——追寻唐诗宋词的世界 马自力 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 

A332 演员的未来 李京 
中国海洋大学经

济学院 
教授 

A333 
历史文献学功能与现代价值——以《道藏》编

纂为主 
钟肇鹏 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 

A334 魔幻及其他——走近莫言 曾利君 西南大学 教授 

A335 现代新诗与古典传统 孙文波 自由写作者 诗人 

A336 二维拓扑场论及其应用 陈小俊 四川大学 教授 

A337 王阳明心学的社会意义 许葆云 自由写作者 作家 

A338 什么是哲学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

学系 
教授 

A339 
以黑格尔科学观为视角看马克思的“历史科

学”，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关系。 
戴劲 华中师范大学 讲师 

A340 《哈姆雷特》的剧场性和文学性 王炜 中国计量学院 工程师 

A341 独上高楼望长安 韩养民 西北大学 教授 

A342 
古代文学的综合研究——以《九歌》和李白为

研究中心 
周勋初 南京大学 教授 

A343 一个历史老人的人生感悟 熊铁基 
华中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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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4 
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

个新观察 
张寿安 

台湾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 
研究员 

A345 当代认知科学与中国先秦德性伦理 森舸澜 
加拿大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 
教授 

A346 水乡 郭凤祥 天津画院 副院长 

A347 中国纪实摄影 胡武功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 
教授 

A348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王文斌 宁波大学 副校长 

A349 提高口语水平的要素 曹建新 南京大学 教授 

A350 中国应用翻译研究现状 方梦之 上海大学 教授 

A351 汉画阴阳主神考 贺西林 
中央美术学院人

文学院 
教授 

A352 汉语教师的学术生涯规划 崔希亮 北京语言大学 校长 

A353 言谈，沟通之“桥”——沟通中的言谈艺术论 杨丹 湖北省礼仪学会 副会长 

A354 音乐学写作基本问题讨论 韩锺恩 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 

A355 
达尔文进化论质疑――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困

惑与思考 
孙毅霖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A356 金庸小说中的琴棋书画舞 孙宜学 同济大学 教授 

A357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有关《天朝遥

远》的反思 
周宁 厦门大学 教授 

A358 史学方法与史学家的气质 杜维运 台湾大学 教授 

A359 说老杜秋兴八首 汪荣祖 
美国弗吉尼亚州

立大学 
教授 

A360 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A361 “不浪费的人类学”之影视实践 庄孔韶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A362 
“空间拓展与时间演进——中国历史上的“瘴

气”认知历程” 
周琼 云南大学 教授 

A363 “内地与边疆——瘴气的区域性影响” 周琼 云南大学 教授 

A364 革命与欲望-以现代小说为中心 罗福林 
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东亚语文系 
教授 

A365 关于“以德报怨”的几个问题 刘学智 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A366 闽粤土楼的兴起发展和土楼文化 谢重光 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 

A367 试论藏传佛教政教合一制形成的教理基础 杨红伟 兰州大学 副教授 

A368 
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讲坛：关于租界

的叙事 
张海波 上海市作家协会 作家 

A369 当代中国画创作的形态分类与辨析 张江舟 中国国家画院 副院长 

A370 雕版印刷术促进了佛教在中国与东亚的传播 陶丹 河北大学 教授 

A371 李淳风“气占”思想 曾振宇 
山东大学儒学研

究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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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2 中法建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翟强 美国奥本大学 教授 

A373 测字与符号学 杜青钢 
武汉大学外国语

学院 
教授 

A374 国家行为与历史时期西北环境变迁 杨红伟 兰州大学 副教授 

A375 红歌的精神力量与传承 陈爱华 东南大学 教授 

A376 救亡图存：近代西北开发思想的价值核心 杨红伟 兰州大学 副教授 

A377 李大钊：中国第一位共产党人 马拥军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A378 辛亥革命与妇女转型 李又宁 
美国纽约圣若望

大学 
教授 

A379 古希腊哲学的起源——从哲学史到思想史 张巍 复旦大学 教授 

A380 昆剧老旦艺术及其传承 王维艰 江苏省昆剧院 
国家一级

演员 

A381 昆剧作旦艺术及其传承 乔燕和 北方昆曲剧院 
国家一级

演员 

A382 美学研究对象之我见 朱立元 复旦大学 教授 

A383 如何读原典—以《论语》数则为例 廖名春 清华大学 教授 

A384 中国语言学的两度转型与困惑 李如龙 厦门大学 教授 

A385 人类语言与语音材料及语音材料的组织方式 江荻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授 

A386 文化与空间 冯原 中山大学 教授 

A387 欧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现状与反思 齐皎瀚 
美国乔治华盛顿

大学 
教授 

A388 我读经典：对几篇古代作品的另类思考 杜春锋 漳州师范学院 教授 

A389 物联网与虚拟世界整合之哲学问题 翟振明 中山大学 教授 

A390 “谈‘共同精神’” 薛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A391 传记内外的文学家 孔庆茂 南京艺术学院 教授 

A392 
韩国与辛亥革命——兼论东亚史上的辛亥革

命 
裴京汉 韩国新罗大学 教授 

A393 儒学中的宪政发引：从洪范到正名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 教授 

A394 照相写实 于小冬 天津美术学院 教授 

A395 走向生活美学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A396 文学与图像 赵宪章 南京大学 教授 

A397 
儒家的儿童观念——从对《孟子》的赤子之心

的注疏谈起 
李博玲 美国华盛顿大学 教授 

A398 为什么学习历史 怎样学习历史 熊铁基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A399 
仰望上帝屋脊的心灵超度——《乞力马扎罗山

上的雪》赏析 
王萍 吉林大学 教授 

A400 广东侨乡文化概论 张应龙 暨南大学 教授 

A401 说幻方 刘攀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A402 小说与历史——兼谈网络时代文本小说的发 黄禄善 上海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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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A403 杜牧《江南春绝句》等三首诗的解读鉴赏 吴在庆 厦门大学 教授 

A404 旅游与文物鉴赏 吴诗池 厦门大学 教授 

A405 略论刘禹锡的诗歌的七风民俗 吴在庆 厦门大学 教授 

A406 倾听历史的回音--1911 年的革命与不革命 张侃 厦门大学 教授 

A407 人性化去概念化的华侨历史 陈衍德 厦门大学 教授 

A408 西方音乐剧 戴凡 中山大学 教授 

A409 “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 余新忠 南开大学 教授 

A410 村上春树与《1Q84》 施小炜 上海杉达大学 教授 

A411 当代观念艺术理论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A412 非洲裔美国文学的三大热点问题 庞好农 上海大学 教授 

A413 金曼教授讲中国歌剧 金曼 北京大学 院长 

A414 
台湾地区过去三十年的佛教研究状况：回顾与

展望 
刘宇光 复旦大学 副教授 

A415 文化及其具体表现 霍桂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A416 协商建国 郝在今 八一制片厂 作家 

A417 辛亥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者的诗歌 杨光治 花城出版社 编辑 

A418 辛亥女革命家刘青霞 李玉洁 河南大学 教授 

A419 追寻先辈的足迹 张小曼 
中国民主同盟中

央委员会 
原调研员 

A420 中阿文学经典赏析 杨孝柏 
新天方阿拉伯语

培训中心 
教授 

A421 科幻作品《三体》三部曲中创意模式 吴岩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A422 儒家的君子与康德的善人 谢文郁 山东大学 教授 

A423 我与《中国语言学史》 濮之珍 复旦大学 教授 

A424 “无限”的魅力—梦在你我心间 刘攀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A425 烦：酒与茶 贡华南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A426 区分词法和句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陈保亚 北京大学 教授 

 

 

B. 社科类 

B1. 产业集群：“世界工厂”背后的故事 

主讲人：张晓波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发展经济学、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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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和中国经济等领域发表上百篇重要学术论文，尤其是在重要国际期刊上发表

大量有影响力的论文。原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

长。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被引进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任教。 

讲座简介： 

本系列介绍了中国模式下，世界工厂背后的故事。市场规律的力量如何推动

发展？中国奇迹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在哪？

张晓波教授为学生们做了解答。 

B2. 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主讲人：郑时龄 同济大学 

建筑学专家，中科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意大利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获得者，历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同济大学副校长等职，现为同

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他所提出的以黄浦江和苏州河滨水空间作为城

市空间的核心的思想，并主持设计了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城市设计、上海朱屺瞻艺

术馆等。 

讲座简介： 

本系列介绍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迅猛发

展，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城市化发展成为一

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显示趋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经济，社会

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健全、持续的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B3. 北美华人的经济活力 

主讲人：龙登高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人文社科学院经

济学 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侨办咨询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市场史、制度变迁、



 

 

24  

 

海外华商等研究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留学

基金等课题。在两岸三地与国外出版专著 7 部，学术论文 60 余篇。 

讲座简介： 

如今，华人俨然已成为北美经济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那曾远渡重洋

的同胞，到底是怎样用自己的努力，在北美社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站稳脚跟

并让人吃惊的。龙登高教授的讲座主要围绕北美华人移民问题展开，论及华人新

移民与海外华侨社会的演变等诸多问题。 

B4. 当下对法国大革命的争议 

主讲人：Alan Forrest 英国约克大学 

艾伦•福雷斯特，牛津大学博士毕业，曾担任英国约克大学副校长、英国约

克大学十八世纪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国际法国大革命史委员会主席、《法国史》

（French History）和《历史上的战争》（War in History）等杂志编委会委员。其

主要研究方向 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社会史和军事史。 

讲座简介： 

本系列介绍了当下对法国大革命的争议发生于 1789 年至 1799 年之间的大革

命及随后的拿破仑统治时期,使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经历了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以前所未曾有过的人类屠戮和物质毁灭的时期。 

B5. “中国世纪”与世界宪政文明 

主讲人：郭道晖 中国法学会 

郭道晖，1928 年生，湖南湘阴人，教授，法理学、宪法学家。1948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为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郭道晖教授是当代中

国法学界站在时代前沿的一面思想旗帜。学术思维敏锐，敢于直言和针砭时弊，

以人民权利的积极倡导者之姿态而著称于当今思想界。郭老善于联系实际，善于

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将法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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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现在他已是

80 多岁的老人，但仍笔耕不辍，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仍处在时代前沿，被誉为"

白发青年、皓首赤子"。 

讲座简介： 

本系列，郭老介绍了“中国世纪”与宪政文明的关系，他并不同意 21 世纪

是中国世纪这一说法，而认为中国即使强盛到各方面位居世界第一，恐怕也只能

说成为多极中心之一，不可能是只此一家的“中国世纪”。 

B6.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江湖 

主讲人：秦宝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中国会党

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民间组织研究会

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 

讲座简介： 

本系列介绍了严肃系统、深入浅出讲述江湖三百年，三大帮会的起源，建会

方式，联络方式，会中的帮规，帮会的主要活动及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民国三大

帮会的转变，青帮三位大亨的兴起和灭亡，四川袍哥蜕变为军阀工具，以及洪门

的演化。 

B7. 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 

主讲人：李金铮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

会理事。主持并完成国家和省级研究项目多项。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奖三等奖、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等多项奖。 

讲座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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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主要讲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同学派的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农村

经济问题、中国近代农民为什么贫困的问题所持的不同见解。并且以单因论、多

因论、双因论三种类型来分析各个学者对于农民贫困问的不同解释。 

B8. 中国公益事业：现状、问题与责任边界 

主讲人：陈友华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

主任，河仁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主要专长为人口学、统计学、社会学研究方法。 

讲座简介： 

本系列主要讲的是以希望工程为例，陈教授提出了“何谓公益事业”的问题，

认为公众自愿参与，提供资源或服务，为公众谋取利益的才是社会公益事业。陈

教授认为很多媒体自己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直接参与到公益慈善中来，既是监督

者也是参与者，会导致角色定位出现混乱，甚至出现其他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媒体应该退出直接办公益这样的行业，作为监督者的角色更好。 

B9. 中国经济形势展望 

主讲人：姚景源 国务院参事室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曾任国家经委副处长、商业部政策研究室副处长、

国际合作司处长、副司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商业行业分会副会长、常务副会

长、国内贸易部商业发展中心主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安徽省政府副秘书

长。 

讲座简介： 

本系列介绍了人民高度关注的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从中国经济现在所存在的

的问题入手剖析了当前的经济局势，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

对当前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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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中国人口真的多了吗？——当今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 

主讲人：李建新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学、人口政策、人口

社会学、老龄健康研究、社会统计方法 。主要著作：《低生育率水平研究》、《转

型期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和《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等。  

讲座简介： 

本系列主要讲的是当今计划生育政策，带给学生重新反思：中国的十四亿人

口到底是负担还是财富？“用工荒”和“养老问题”与计划生育的关系？“剩女”

是个伪问题，“剩男”才是真问题？兼批判与思辨的思维，融解构与建构的视角，

致力于从统计事实出发，深度解读中国人口背后的原因。 

 

序号 讲 座 名 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职 称 

B11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模式 姚大力 复旦大学 教授 

B12 大国空巢之彻底反思计划生育 易富贤 作家 作家 

B13 面向计算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更新) 袁毓林 北京大学 教授 

B14 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郑时龄 同济大学 院士 

B15 Lessons learned from failed WSE walls 
Dov. 

Leshchinsky 
美国德拉华大学 教授 

B16 管理者如何使用九型人格 裴宇晶 
南京九芒星企业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 
首席讲师 

B17 

Convergent Concerns Across Divergent 

Contexts of Content-Based Language 

Teaching 

Roy Lyster McGill University 教授 

B18 中国电子产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之争 Ellen Hertz 瑞士纳沙泰尔大学 教授 

B19 将社会性别纳入传播的主流 李军 新媒体女性网络 深度记者 

B20 
从中俄关系到中俄关系：镜中印象的历史往

复 
张建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B21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 王炳林 北京师范大学 博导 

B22 
两种“欧洲中心论”——经济史与社会科学

的东西比较 
黄敬斌 复旦大学 教师 

B23 
农工互动：谷春帆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杰出贡

献 
孙大权 复旦大学 副教授 



 

 

28  

 

B24 
Common-Sense Constractivism and 

Hegemony in Wold Politics 
Ted Hopf 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授 

B25 授人以渔：财政转移支付与私营企业的发展 范子英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B26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the 

Prisoner’s Dilemma 
Jonathan Stoltz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副教授 

B27 金融市场交易对手风险 王雪松 IBM 公司 总监顾问 

B28 自主性鸿沟与人类非理性政治 

乔尔.安德森

（Joel 

Anderson）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教授 

B29 十八世纪清代苏州商业诉讼中的法律多元 邱澎生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B30 大陆与台湾服务贸易自由化评估 黄建忠 厦门大学 教授 

B31 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新问题与老方法 陈鹏 北京大学 教授 

B32 如何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地区发展模式 章奇 复旦大学 副教授 

B33 Ethics and types of justice 
William 

Schweiker 
芝加哥大学 教授 

B34 消费者保护与惩罚性赔偿制度 李友根 南京大学 教授 

B35 进步性与局限性：新刑事诉讼法修改述评 谢佑平 复旦大学 教授 

B36 

关于钓鱼列岛归属的国际法问题——“历史

主权论”与“有效先占论”的分歧及争端的

解决方向 

白巴根 湖南大学 教授 

B37 美国在中国钓鱼岛问题上的戏法 李小明 湖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B38 消费者行为学 赵蓓 厦门大学 教授 

B39 实证研究方法 曹树金 中山大学 教授 

B40 国外重大事件采访实务 秦岭 
《新闻晨报》要闻

部 
主任 

B41 
战国是怎么策的？——《战国策》的说服之

道 
周玄毅 武汉大学哲学院 讲师 

B42 WTO 与国际法治 杨国华 北京大学 教授 

B43 国际人道法（战争法）的新发展和挑战 郭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专家 

B44 
Targeting the inflammatory tumour 

microenvironment of ovarian cancer 

Frances R 

Balkwill 

Barts Cancer 

Institute,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教授 

B45 产业集群：“世界工厂”背后的故事 张晓波 北京大学 教授 

B46 法律改变企业绩效吗？ Linda Yueh 英国牛津大学 教授 

B47 中国刑事犯罪 60 年：犯罪与社会的互动 吴鹏森 上海政法学院 教授 

B48 转码语域中的语言顺应 庞好农 上海大学 教授 

B49 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文远讲坛”系列 苏维治 东华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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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 

A New Algorithm to Recover the Time 

Dependent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from 

Infection Data 

王皓 加拿大艾伯塔大学 教授 

B51 现代劳动法的发展——管制还是放松 林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 
教授 

B52 
“城市失用地”的概念、类型及其社会阻隔

效应 
何志宁 东南大学 副教授 

B53 福利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 闵凡祥 南京大学 副教授 

B54 日本近代文学发展与外国文化 周阅 北京语言大学 教授 

B55 

Hong Kong’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hange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he change in architecture 

梁浩翰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ollege at 

Oneonta 

副教授 

B56 北美华人的经济活力 龙登高 清华 教授 

B57 当下对法国大革命的争议 Alan Forrest 英国 教授 

B58 Three myths of Ge on Si Kazumi Wada 日本东京大学 教授 

B59 Research methods Kate William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教授 

B60 Cyberpower Kate William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教授 

B61 360 度俯瞰九型人格智慧 裴宇晶 
南京九芒星企业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 
首席讲师 

B62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讲座 吴重庆 中山大学 教授 

B63 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劳动市场 Alex Brys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教授 

B64 柔软的管理 袁岳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董事长 

B65 
西班牙语教学实践工房：课堂里好玩的微型

游戏 

Julia Sá

nchez-Cerezo 
上海杉达学院 教授 

B66 分裂的英国——英国民族问题  郭家宏 
北京师范大学 教

授  
  

B67 安全文化与企业安全管理导论 吴超 南京市鼓楼医院 副院长  

B68 就当前的国际局势再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钟志邦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教授 

B69 
从就业排除到社会排除：从南台湾失业者经

验探讨 
朱柔若 台湾中正大学 教授 

B70 商标与品牌的故事 刘永沛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B71 李约瑟问题和科学革命：从哥白尼到牛顿 Joseph W. Dauben 美国 博士 

B72 主体性还是关怀自身:福柯的主体性思想 高宣扬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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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 
约翰逊政权对印度尼西亚政策与冷战秩序的

变化（1964-1968） 
菅英辉 

日本西南女学院大

学 
教授 

B74 
德国的欧债危机应对：介于政府、议会和宪

法法院之间的欧洲政策 
阿图尔·本茨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

业大学政治学研究

所 

教授 

B75 
中国与世界：美国霸权的秘密与中美关系的

未来 
王义桅 同济大学 教授 

B76 Has Anomie Come to China? 阎云翔 美国加州大学 教授 

B77 
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aiwan 
Shelley Rigger 美国大卫森学院 教授 

B78 首“译”之功：明末耶稣会士与欧洲文学 李奭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

国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员 

B79 德国政党体制变化之因与果 阿图尔·本茨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

业大学政治学研究

所 

教授 

B80 
DNA2 helicase/nuclease, genome 

instability and Fanconi anemia pathway 
Judith Campbell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教授 

B81 
Regulatory Pathways Controlling 

Mosquito Reproduction 

Alexander S. 

Raikhel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院士 

B82 中国经济形势展望 姚景源 国务院参事室 
特约研究

员 

B83 中国公益事业：现状、问题与责任边界 陈友华 南京大学 教授 

B84 社会学如何研究社会 风笑天 南京大学 教授 

B85 
Chaotic motifs in Gene regulatory 

networks 
胡岗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B86 全球化下股市之高频交易（HFT）与黑天鹅 林苍祥 台湾淡江大学 教授 

B87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

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 
田雷 山东大学 教授 

B88 
“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

究 
张兴祥 厦门大学 教授 

B89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Jeff Braden 

美国北卡罗来那大

学 
教授 

B90 
Global Solidarity and the World 

Governance from Poland’s Solidarity 

W.Julian 

Korab-Karpowicz 
中山大学 副教授 

B91 
陶器演化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互动—

—以班达群岛的香料贸易为例 
熊仲卿 中山大学 讲师 

B92 睁开眼睛看澳门 李世源 珠海市博物馆 研究员 

B93 离合词和不完整词形成机制探讨 郭锐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B94 英国漫画与法国革命 Harry Thomas 英国爱丁堡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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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inson 

B95 
Rapid Gamma-Ray Flaring in Active 

Galactic Nuclei 
崔伟   教授 

B96 
Solar flares observed in white light and 

in the EUV 
Hugh Hudson   研究员 

B97 Theory and Principles of Doppler Radar Dusan zrnic 奥克拉荷马大学   

B98 
Seismic anisotropy of the deep Earth from 

a mineral and rock physics perspective 
David Mainprice 

法国蒙彼利埃第二

大学 
教授 

B99 Managing Drought in a Changing Climate 
Donald A. 

Wilhite 

美国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自然资源学院院长 

教书 

B100 

Oligopyrrole Macrocycles: From 

Receptors and Sensors to Self-Assembled 

Materials 

Jonathan L. 

Sessler 

美国奥斯汀德克萨

斯大学 
教授 

B101 
Exoplanet Dectction-An exciting new 

field 
周济林 南京大学 教授 

B102 从“最后一公里”看社区科普发展 朱效民 北京大学 教授 

B103 梅花香自苦寒来---拥抱理想 开创未来 杜承南 重庆大学 教授 

B104 政府部门绩效管理 屈锡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 
教授 

B105 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 李金铮 南开大学 教授 

B106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评价 林绪武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

义教育学院 
副教授 

B107 人民政协与协商建国 盛林 南开大学 教授 

B108 劳动生产率、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收益率 赵奇伟 武汉大学 教授 

B109 理解民族抗战：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战场 邓红 南开大学 教授 

B110 试析冷战在中东的分期和特点 黄民兴 西北大学 教授 

B111 
美国“转向亚洲”及亚太形势新变化背景下

我国的战略应对 
王生 吉林大学 教授 

B112 
Computational Searches of Genomes for 

Non-Coding RNAS 

Russell L. 

Malmberg 
美国佐治亚大学 教授 

B113 中国信息化企业管理模式与人才需求 马德富 
用友新道科技有限

公司 

高级副总

裁 

B114 Mesenchymal stem cell:diseases and cure 施松涛 美国南加州大学 长江学者 

B115 中国话语与中国道路 漆思 吉林大学 教授 

B116 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 李恒威 浙江大学 教授 

B117 进化论、理性、道德与人类社会发展 王志康 中山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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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8 摄关期（平安时代中期）的对外关系 古濑奈津子 
日本东京御茶水女

子大学 
教授 

B119 花鸟画与笔墨 李文亮 山西省花鸟画学会 副主席 

B120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分析和思考 丁军 南开大学 教授 

B121 俄国哲学协会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 丘马科夫 俄罗斯科学院 教授 

B122 女性文化与和谐社会 张昌余 
四川省科普作家协

会 
教授 

B123 儿童智慧与生命教育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B124 全球化世界文学与翻译 王宁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B125 
房地产行业律师之路——访中论律师事务所

著名合伙人朱茂元律师 
朱茂元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B126 

Polyhedral coordination cages: 

self-assembly, host-guest chemistry, 

and dynamics behaviour 

Michael D. Ward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教授 

B127 我与犯罪、犯罪人的关系 石川正兴 早稻田大学 教授 

B128 刑法学方法论：超越与创新 卢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B129 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最新研究 麦金农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B130 
中国企业立法与法律体系——从双轨并行到

二元共存 
孙晋 武汉大学 副教授 

B131 中世纪欧洲政治传统与近现代民主 向荣 武汉大学 教授 

B132 现代性：解放·狂欢·危机 冯黎明 武汉大学 教授 

B133 当今中日关系的表象和实质 冯玮 复旦大学 教授 

B134 
友谊的代价-东北亚地区安全与合作研究之

一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B135 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史与中日关系 久保亨 日本信州大学 教授 

B136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in the 

West and East 
邓钢 伦敦经济学院 教授 

B137 
圈内人和圈外人的信任都可以预测维稳部门

的信任度吗？—三个文化不同国家的比较 
曹立群 

加拿大安大略科技

大学 
教授 

B138 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中美关系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授 

B139 遗产化与资源化：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趋势 徐赣丽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B140 
非遗/文创—双重视域下的台湾传统戏曲景

观 
蔡欣欣 台湾戏曲学院 教授 

B141 中国与东亚 伊布赖莫夫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

国 
副总理 

B142 中国崛起时代的海外华人社会：变迁与挑战 刘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 
院长 

B143 如何促进公民维权与社会抗争良性化发展 黄冬娅 中山大学 副教授  

B144 中国城乡统筹与乡村重构的若干思考 张小林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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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5 产业集群：“世界工厂”背后的故事 张晓波 北京大学 教授 

B146 
文明间的对话——从敦煌日、月图像看古代

的中外文化交流 
张元林 西安交通大学 

研究员;

主任 

B147 试析中东现代化的特点 黄民兴 西北大学 教授 

B148 辛亥革命与厦门海关 连心豪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B149 浙江大学医学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实践 夏强 浙江大学 教授 

B150 十八大报告法治精神的九个“关键词” 韩春晖 国家行政学院 副教授 

B151 
享受法缘，信仰法治——何家弘教授谈法律

人生 
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B152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课题研究 郑永廷 中山大学 教授 

B153 网络“围观”现象及其社会功能 张淑华 郑州大学 副教授 

B154 
理解国际关系理论-讲给外语人的理论研究

方法 
李永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B155 
在日“非日语母语”中小学生的语言教育问

题 
朱桂荣 北京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 

B156 中国人的日语学习与中日文化 徐一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B157 中日经贸发展与环保合作 丁红卫 北京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 

B158 
奥巴马当局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再平衡：

矛头直指中国？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 教授 

B159 低碳能源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谭洪卫 同济大学 教授 

B160 
未来十年之变与不变—中国经济逻辑与中长

期前景 
刘海影 

广东广晟财富投资

管理中心 

注册基金

经理 

B161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改革方向 张恒龙 上海大学 教授 

B162 中西文化交流和当代学人的历史使命 周流溪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B163 深度思考：中国家族企业的接班人危机  余明阳 
联合国国际信息科

学院 
院士 

B164 对台交流，“同情的理解” 陈孔立 厦门大学 教授 

B165 现代消费社会研究 孔明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编审 

B166 财政立法中的若干问题 蒋洪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B167 经济系统复杂性 李红刚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B168 清末江苏省的新政与绅士阶层 金衡钟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 教授 

B169 
怎样提高中高级阶段日本学生对汉语语法的

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 
古川裕 大阪大学 教授 

B170 佛行礼赞--释迦牟尼佛历史遗迹考察 朱新天 
法国东方艺术博物

馆 
副馆长 

B171 日本战国时代及其终结者德川家康 冯玮 复旦大学 教授 

B172 进步性与局限性：新刑事诉讼法修改述评 谢佑平 复旦大学 教授 

B173 当代中国权力结构及变革契机 赵丽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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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4 双曲守恒律和补偿列紧方法 陆云光 杭州师范大学 教授 

B175 中国未来五年经济形势分析 杨帆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B176 世界的变化与中国外交 吴建民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

会 
院长 

B177 社会管理创新 严强 南京大学 教授 

B178 突发公共事件与应急 刘艺林 同济大学 教授 

B179 财税与民主 张千帆 北京大学 教授 

B180 中国侵权赔偿立法应该回归纠正正义目标 郁光华 香港大学 终身教授 

B181 政治哲学的反思性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B182 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孔明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编审 

B183 
社会学视野下的初期禅宗史——兼评柳田圣

山的禅宗研究 
伊吹敦 日本东洋大学 教授 

B184 
乡村-城镇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

超越城市融入的视角 
朱宇 福建师范大学 研究员 

B185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个体发生学 朱永生 复旦大学 教授 

B186 异质交易者、房地产泡沫与房地产政策 王永钦 复旦大学 副教授 

B187 加拿大与美国政治体系比较 杨令侠 南开大学 教授 

B188 中国奢侈品税收政策与税收筹划 孔淑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B189 现有体制下的网商发展研讨 王先标 中国网商联盟 创始人 

B190 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张亚光 北京大学 讲师 

B191 
关于美国中国学发展阶段问题的思考—以历

史学为主线的思考 
朱政惠 华东师范大学 终身教授 

B192 
近十年来金融法制的发展——兼论海峡两岸

金融交流 
王文宇 台湾大学 教授 

B193 利比亚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韩志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

所 
教授 

B194 发展绿色经济——建设幸福珠海 刘焕彬 华南理工大学 院士 

B195 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荒漠化的形成机制研究 杨红伟 兰州大学 副教授 

B196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革研究 董国强 南京大学 教授 

B197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陈学明 复旦大学 教授 

B198 
东西方教育制度、现状与外语教学之差异比

较分析 
闫春梅 华中师范大学 副教授 

B199 斯瓦希里语与东非社会 沈志英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B200 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如何影响盈余质量 黎文靖 暨南大学 副教授 

B201 
有限全序语义和广义皮尔斯律——兼论逻辑

学的一般研究方法 
刘壮虎 北京大学 教授 

B202 中国公益法行动的初步观察 徐昕 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B203 南方大旱再说水，民勤的蒸发与盐碱 柴尔红 甘肃民勤六中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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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然类 

C1. 李约瑟问题和科学革命：从哥白尼到牛顿 

主讲人：Joseph W. Dauben  纽约科学院 

赫伯特莱曼学院特聘历史学、科学史教授，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历史学

博士项目组成员，纽约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学会院士，利奥波尔迪纳德国科

学学会通讯院士，《国际数学史杂志》（Historia Mathematica）编辑，国际数学史

委员会主席。 

讲座简介： 

本次讲座将回顾从哥白尼到牛顿时期现代科学的兴起，16、17 世纪的文化震

荡时期，即所谓”科学革命”。报告将以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波

义耳，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成就来阐释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步，还将谈到维萨里，

哈维和其他相关的生物学革命。 

C2. 微生物固碳及其在 CO2 资源化中的应用 

主讲人：王磊 同济大学 

同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业微生物》杂志编委，《环

境科学与技术》杂志特约编委，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理事。

长期从事环境生物技术与生态工程方面的研究。 

讲座简介： 

本系列主要介绍了：微生物固碳及其二氧化碳怎样转变成可利用的资源。固

定 CO2 的微生物种类,微生物同定 CO2 机理,微生物固定 CO2 的应用。通过分离和

长期驯化可从海洋中得到在普通好氧、厌氧条件下具有固碳能力的非光合微生物

菌群。添加硫代硫酸钠、硫化钠作为能源物质可有效提升菌群的固碳效率。有机

物对同碳微生物菌群的影响趋势是减少其固碳优势菌及减弱其固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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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地学与农业资源环境的关系 

主讲人：陆景岗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国际古土壤委员会中国土

壤地质工作组主席。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所著《土壤地质学》一书，是

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土壤地质学的著作。 

讲座简介： 

本系列讲座中陆教授从土壤形成因素、地质构造对土壤分布的影响、地质条

件与农作物分布的关系三个方面介绍如何从地质构造与构造运动的视角探讨土

壤、作物现象，并以杭州西湖网纹红土、中国名茶空间分布、河南开封五座古城

深埋地下等多个丰富的实例进行解释。 

C4. 动力蓄电池特性与电动汽车动力源需求的矛盾及对策 

主讲人：田昭武 厦门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威尔士大学名誉理学博士，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协全国委员，国际电化学学会会刊副主编，《电化学》主

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常务委员。 

讲座简介： 

本系列主要讲了动力蓄电池方面的现状及发展方向，主要包括电动汽车动力

源的全面指标和需求，现有蓄电池的差距如何，缩小差距时要采取的配套措施，

现有蓄电池改进的方向及矛盾，新一代蓄电池创新等。 

C5. 人类基因功能的新探索 

主讲人：陈林 美国南加州大学 

南加州大学的化学和生物化学系分子和计算生物学部任教授。长期从事蛋白

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包括美国 NIH RO1(5 项)、NIH R21 Award、NIH 

shared instrument grant Award 、Damon-Runyon Scholar Award (Faculty Awar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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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重要课题。 

讲座简介： 

本系列介绍了人类基因功能的新探索，人体基因组三维结构图的创作演变过

程，还分享了自己和科研团队，在创作人体基因组三维结构图过程中的思维方式。 

C6. 中国化石挑战达尔文 

主讲人：钱锟 中美交流部 

加州大学海洋生物学博士，现任旧金山大学海洋生物教授、中美交流部主任，

现为中国大陆七所院校的客座教授。 

讲座简介： 

从寒武纪大爆炸，生命的起源，北京人，人的胚胎等四个方面向大家展示了

生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并借鉴西方最前言科学理念和信息，以科学家严谨的治学

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立场对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进化论提出质疑。最后，钱教

授对中国学者致力于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予以了充分的肯

定和赞赏，并预言不久生物学将转变为量子生物学。 

C7. Chaotic motifs in Gene regulatory networks 

主讲人：胡岗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 I.Prigogine。研究工作领域

为统计物理和非线性科学。他本人及指导研究生多年从事混沌及噪声方面的研究,

特别是在时空混沌及其控制、随机共振、保密通讯等方面做出了很有影响的工作。

93 年以来在国际刊物上发表 100 多篇论文，现为“New Frotiers of Physics in China”

副主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理论物理专款"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有突出贡献

专家。 

讲座简介： 

胡岗教授对复杂的基因调控网络提出一种从动力学数据定量计算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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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权重）的方法。高权重的子网络构成网络的骨架，骨架中独立的环路是

网络动力学的核心。尽管骨架和核心比原网络简单得多，但它们决定复杂网络动

力学。 

C8. 物理不是八股 

主讲人：葛墨林 南开大学 

葛墨林，理论物理学家，1938 年生于北京，1961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

1965 年兰州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现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

大学数学所副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物理、天文学科组成员，亚太地区理论物

理中心一般委员会成员等。早期从事基本粒子理论、广义相对论研究，之后长期

集中研究杨-密尔斯场的可积性及其无穷维代数结构、杨-巴克斯特系统、量子群

（包括量子代数及 Yangian）及其物理效应与应用和处理量子多体模型的新方法

等。 2003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讲座简介： 

本系列葛默林教授生动的介绍了物理理论的架构和特点，强调物理是从观测、

感知入手悟出来的，而不简单是推导出来的。举例说明如何从物理直觉逐步产生

新的物理概念，乃至潜在的应用。物理不是八股，物理也有有意思的一面。 

C9. 物理学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主讲人：林国星 厦门大学 

林国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 年 7 月厦门大学物理学专业学士；1992

年 7 月厦门大学理论物理硕士；2003 年 7 月厦门大学凝聚态物理博士；2004 年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后；2003 年 2-12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学者。 

讲座简介： 

本系列主要讲了物理学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从“晴朗”的经典物

理天空，经典、近代物理与三次技术革命；介观物理与纳米技术；超导现象与超

导技术；超导现象与超导技术；宇宙之谜与航天技术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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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宇宙学——百年回顾与展望 

主讲人：陆埮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天体物理学家。1932 年生于江苏常熟，195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南

京大学天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 年调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长期

从事高能天体物理科研和教学工作。 

讲座简介： 

宇宙浩渺，奥秘万千，人类从未停止过探寻宇宙的步伐，从古时候的好奇和

神化，到开始科学规律地认识宇宙，本不太久。这一百年来，宇宙学，有什么样

的成就和发展，未来又能有着什么样的希望。本系列介绍了宇宙学的起源及其发

展。 

 

序号 讲 座 名 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职 称 

C11 大气污染对生态系统碳氮循环的影响 刘玲莉 中科院植物所 研究员 

C12 量子广义投射表示 胡乃红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C13 Ramsey problems Ron Graham 美国科学院 院士 

C14 海洋电磁环境与电法勘探若干进展 何继善 南开大学 教授 

C15 

Vortex pairs in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from the quantum Spirograph to symmetric 

breaking bifurcations 

Ricardo 

Carretero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教授 

C16 
《气候减缓、竞争力与碳泄露考量以及碳排放

边境调节》 
张中祥 复旦大学 教授 

C17 非编码序列：非编码基因与非编码 RNA 陈润生 中国科学院 院士 

C18 Beyond Einstein 苏汝铿 复旦大学 教授 

C19 物理不是八股 葛墨林 南开大学 院士 

C20 十六世纪中医之传播与知识转型 李建民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 
研究员 

C21 Debt IPO Waves 蔡念云 美国密西根大学 副教授 

C22 暗物质与暗能量 李学潜 南开大学 教授 

C23 创新药物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前沿 尹正 南开大学 教授 

C24 非常规超导电性的 MBE-STM 研究 薛其坤 中国科学院 院士 

C25 村镇房屋抗震实用技术 尚守平 湖南大学 教授 

C26 启智讲坛第五讲——酵母-未来生物炼制的平 Jens Nielsen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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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细胞工厂 

C27 
Computer Aided Drug Discover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Pengyu Ren 

美国德克萨斯州大

学奥斯汀分校 
副教授 

C28 预应力碳纤维加固梁桥实用技术 尚守平 湖南大学 教授 

C29 食品添加剂与夏季饮食安全 蒋一方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C30 浅谈中暑的防治 陈尔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瑞金医院 
副院长 

C31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Innovative 

Pothole Patching Materials Featuying 

High-Toughness Low-Viscosity 

Nano-Molecular Resins 

朱建文 同济大学 长江学者 

C32 一类非线性发展方程的拟平凡性及其可积性 张友金 清华大学 教授 

C33 人类基因功能的新探索 陈林 中南大学 教授 

C34 Proactive Information Retrieval 张奕 美国斯坦福大学 教授 

C35 
The Natural Language Challenge in Web 

Search 
李航 微软亚洲研究院 研究员 

C36 
Ultrasmall silicon photonic integrated 

devices and the applications 
戴道锌 浙江大学 教授 

C37 
Silicon photonics application in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周治平 北京大学 长江学者 

C38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 back-scattered 

diffraction (EBSD) system 

David 

Mainprice 

法国蒙彼利埃第二

大学 
教授 

C39 
Hilary and Me：Tracking down Putnam on The 

Realism Issue 

Michael 

Devitt 
纽约城市大学 教授 

C40 Grow nano-materials and devices from ATOMs Wu Ping 
首席科学家和计算

材料研究所（CMS） 
所长 

C41 
Celestial Dynamics and Astrometry in an 

Expanding Universe 

Sergei 

Kopeiki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USA 

教授 

C42 碳纳米材料研究进展 陈小华 湖南大学 教授 

C43 我与测绘 宁津生 武汉大学 院士  

C44 从数字农业平台说起 郭康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 

C45 世界遗产福建土楼揭秘 卢善庆 厦门大学 教授 

C46 量子力学与自由意志、追求为了确定性 
Melville Y. 

Stewart 
美国贝瑟尔大学 教授 

C47 脑科学视野下的网瘾解决方案 丁建略 吉林大学 副教授 

C48 
cAMP 信号和兴奋收缩耦联的正常和病变心脏

磷酸二酯酶控制 

Rodolphe P. 

FISCHMEISTER 

Université de 

Paris-Sud XI 
主任 

C49 Reconstruct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ottery Kim 荷兰莱顿大学考古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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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Duistermaat 系 

C50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in 

Control and Systems Design 

Peter 

Fleming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教授 

C51 Marginal Analysis for optimal Decisions Tilo Wendler 
德国维尔道科技应

用大学 
 教授 

C52 非交换几何引论与非交换空间的分类 李良青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教授 

C53 自然草场放牧牛的营养管理战略 八代田真人 日本岐阜大学 教授 

C54 
Human Adaptive Mechatronics and Capsule 

Robots 
于洪年 

英国斯坦福德郡大

学 
教授 

C55 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 金永德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C56 
Optical Tweezers Priciple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王根苗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教授 

C57 
有机污染物的人体暴露与健康效应——对环境

-遗传相互作用的初步认识  
邱兴华 北京大学 教授 

C58 混凝土换算面积 李章政 四川大学 教授 

C59 
Geovisual Analytics for Spatial 

Criminology 

Robert E. 

Roth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助理教授 

C60 Units of meaning. Whose units of meaning? 
Wolfgang 

Teubert 
英国伯明翰大学 教授 

C61 分数阶偏微分方程及其数值方法 郭柏灵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

算数学研究所 
院士 

C62 
高能量密度极端条件下温稠密物质的热力学特

性 
贺贤土 中国科学院 院士 

C63 动物伦理对传统生物学研究的挑战 郭鹏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

会发展学院 
副教授 

C64 核素示踪多巴胺神经递质受体研究应用 王荣福 北京大学 教授 

C65 Fusarium Crown and Root Rot of Asparagus Wade H. Elmer 美国 教授 

C66 “几”、“数”、“运”：从实践的视域看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C67 地学与农业资源环境的关系 陆景岗 
浙江大学资源与环

境学院 
教授 

C68 移动互联时代的阅读和出版业 翁昌寿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法学院 
教授 

C69 Does Imitation Spark Innovation? 
Prof. Kal 

Raustia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法学院  
教授  

C70 解构自然之主权 
Nick 

Mansfield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

学 
院长 

C71 微生物固碳及其在 CO2 资源化中的应用 王磊 同济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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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2 
Performance of laterally loaded piles in a 

mechanically stabilized earth (MSE) wall 
韩杰 美国堪萨斯大学 教授 

C73 上海都市蔬菜发展与科技创新论坛 黄丹枫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C74 实现中国河流综合治理跨越式发展的技术途径 李建华 同济大学 教授 

C75 
动力蓄电池特性与电动汽车动力源需求的矛盾

及对策 
田昭武 厦门大学 院士 

C76 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岩的地震波性质 王勤 东华大学 教授 

C77 岩石的地震波性质 王勤 东华大学 教授 

C78 论元结构与合成复合词的构造形式 沈阳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C79 
鄂尔多斯地块及周缘的壳幔结构与地震波各向

异性 
王良书 南京大学 教授 

C80 
Agent-based Models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etrics 
李有伟   讲师 

C81 视觉信息的动态加工 李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C82 勘探地震学基础 周华伟 
美国德州理工大学

教授 
教授 

C83 
文明间的对话——从敦煌日、月图像看古代的

中外文化交流 
张元林 敦煌研究院 研究员 

C84 
Introduction to silicon Photonics-Optical 

Waveguides and device principles 
曾汉奇 

MIEE，MHKIE，

SMIEEE 

英国皇家

特许工程

师 

C85 中国化石挑战达尔文 钱锟 
旧金山大学海洋生

物系 
教授 

C86 Introduction to Silicon Photonics 周治平 北京大学 
长江特聘

教授 

C87 波洛克、克拉斯纳和一个新自然概念 Gail Levin 纽约城市大学 教授 

C88 
Wave breaking and stability of peakons for 

a modified Camassa-Holm equation 
刘跃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C89 
表达在血脑屏障（BBB）上的 P-gp 蛋白质功能

PET 成像 
蔡利生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芝加哥分校 
教授 

C90 哈密顿偏微分方程的小分母问题 耿建生 南京大学 教授 

C91 油气勘探进展 周华伟 美国德州理工大学 教授 

C92 
Variational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for 

0-12 hour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Juanzhen Sun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

中心应用研究实验

室 

教授 

C93 
Should Proper Names Still Seem So 

Problematic 

Michael 

Devitt 
纽约城市大学 教授 

C94 认识世界之战略：关于文学和科学 Ralf Schnell 德国锡根大学 教授 

C95 极高能宇宙线——宇宙中极高能量的微观粒子 王祥玉 南京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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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6  X 射线天文学的发展和成就 萧耐园 南京大学 教授 

C97 Prudential and Moral Reasoning  David Clarke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C98 物理学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林国星 厦门大学 教授 

C99 制造业发展的的学术讨论 余德平 四川大学 副教授 

C100 

Global Stability for Non-monotone Delay 

Equation ——with Application to A Model 

of Blood Cell Production 

袁沅 加拿大纽芬兰大学 教授 

C101 面具之路 稻畑耕一郎 日本早稻田大学 教授 

C102 创新思维与创新设计 李文强 四川大学 副教授 

C103 人工智能在 capp 中的应用 王杰 四川大学 教授 

C104 机器视觉系统 苏真伟 四川大学 教授 

C105 Quality Assurance and Six-Sigma 林共进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教授 

C106 
Kinematically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igid Origami 
陈焱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 
教授 

C107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Origami 
戴建生 天津大学 教授 

C108 
科学与艺术的内在统一与互动彰显审美从导数

开始——势科学视角 
李德昌 西安交通大学 副教授 

C109 生命，在阅读中展开 李琦 厦门大学 教授 

C110 半监督学习新方法及其在图像理解中的应用 卢志武 北京大学 副教授 

C111 偏正态分布的性质及其应用 王通惠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教授 

C112 阅读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 胡兆云 厦门大学 教授 

C113 结构稀疏性：模型、算法与应用 徐宗本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C114 
构造超空间动力系统的方法：Choquet 容量、

超空间测度和 hit-or-miss 拓扑 
卫国 

美国北卡罗来那大

学 
教授 

C115 认知诊断模型最新进展 
Jimmy de la 

torre 

美国 New Jersey 州

立（Rutgers）大学 
教授 

C116 电子保单在我国适用中所需解决的法律问题 贾林青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C117 大三化学本科生励志报告 郑智平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C118 污水处理中活性碳的应用 Max Dohmann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教授 

C119 
Advanced Metabonomic Analyses in Global 

Systems Biology 
唐惠儒 陕西科技大学 教授 

C120 石油催化裂化烟气污染治理技术 孙国刚 中国石油大学 教授 

C121 企业的环境责任 田萌 

全球糖尿病药物生

产巨头诺和诺德制

药有限公司 

经理 

C122 宇宙学——百年回顾与展望 陆埮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院士 

C123 近代天文讲座 朱紫 南京大学 教授 

C124 相对论天体物理 罗新炼 南京大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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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5 复杂网络结构识别 吴晓群 武汉大学 副教授 

C126 发展草业与草坪技术创新 李建龙 南京大学 教授 

C127 

Grammatische Versus Semantische 

Kongruenz. Oder: Wann Siegt das naturliche 

Geschledt? 

Klaus-Uwe 

Panther 
德国汉堡大学 教授 

C128 
Case Studies and Scientific Realism（案例

研究与科学实在论） 

Anjan 

Chakravartty 
美国圣母大学 教授 

C129 漫谈数学的基本思想 史宁中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C130 生活中的数学 汤涛 香港浸会大学 教授 

C131 燃料电池及其关键材料 黄云辉 华中科技大学 长江学者 

C132 从地理数据的共享到地理信息和知识的共享 吴华意 武汉大学 教授 

C133 无题——关于建筑与设计 王维洁 台湾成功大学 教授 

C134 
“主体内在的多元性”——尼采系谱学与跨文

化思考 
刘沧龙 台湾师范大学 副教授 

C135 
一部书串起七百年理学史：《近思录》后续著

述及其思想学术史意义 
严佐之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C136 博物馆展示之诠释与客观性 林蕙玟 台湾成功大学 助理教授 

C137 博物馆：场域·空间·物件·人 林蕙玟 台湾成功大学 助理教授 

C138 剑桥的大学博物馆 林政昇 
剑桥大学菲茨威廉

博物馆 

亚洲部主

任 

C139 
破解国际气候谈判僵局:一个摆脱当前谈判缺

陷的新方向和中国 2050 年路线图 
张中祥 复旦大学 教授 

C140 
破解国际气候谈判僵局:一个摆脱当前谈判缺

陷的新方向和中国 2051 年路线图 
张中祥 复旦大学 教授 

C141 
破解国际气候谈判僵局:一个摆脱当前谈判缺

陷的新方向和中国 2052 年路线图 
张中祥 复旦大学 教授 

C142 基本的环境善物与罗尔斯的“基本善” 王韬洋 华东师范大学 教师 

C143 价值，能力与支持系统——与复旦同学谈人生 石磊 复旦大学 教授 

C144 我们赖以建构和组织语篇的隐喻 廖美珍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C145 “师俭堂”的建筑特色与保护性修缮 黄松 同济大学 副教授 

C146 
With black swans and wicked problems we 

live and plan 
象伟宁 华东师范大学 终身教授 

C147 神奇的爱尔兰 凯蒂 亚当斯 武汉大学 教授 

C148 生态学捕食模型、扩散与交错扩散 王明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C149 新能源材料研究进展 邹志刚 南京大学 长江学者 

C150 大气污染防治原理 段雷 清华大学 副院长 

C151 
城镇饮用水所面临的水质问题与处理技术发展

状态 
马军 中国水污染地图 创始人 

C152 蓄水量 刘元波 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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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3 萨顿与中国古代数学 徐义保 
纽约市立大学曼哈

顿社区学院 
助理教授 

C154 非杆系（大体积）混凝土结构配筋设计 汪基伟 河海大学 教授 

C155 科学与工业“张力场”中的威廉皇帝学会 崔家岭 科学普及出版社 编辑 

C156 新时期城市考古问题探讨 刘建国 清华大学 副教授  

C157 中国儒家自然哲学关于“通”的思想 乔清举 南开大学 教授 

C158 动力系统方法在组合数论研究中的应用 叶向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 

C159 二里头文化玉器及其对东南亚的影响 邓聪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C160 碳纳米材料研究进展 陈小华 湖南大学 教授 

C161 纳米能源材料 麦立强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

学院 
教授 

C162 神韵如何依旧—古代壁画的保护 张晖 浙江大学 讲师 

C163 椭圆与抛物方程解的形状的一些研究 麻希南 中国科技大学 教授 

C164 统计学的发展前沿与应用 李刚 南京财经大学 教授 

C165 VDR 及其在假设检验中的应用 杨振海 北京工业大学 教授 

C166 半导体量子和量子线的自旋调制 夏建白 中国科学院 院士 

C167 从核物理的发展看科学研究 赵峥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C168 湖泊水文过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秦伯强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 教授 

C169 基于受扰轨迹分段定常线性化的非线性动力学 薛禹胜 中国工程院 院士 

C170 基于受扰轨迹分段定常线性化的非线性动力学 薛禹胜 中国工程院 院士 

C171 量子能源（Quantum Energy） 张振宇 中国科技大学 教授 

C172 
Contact and isolation in phonology I 

(Trudgill ch 5). Polynesian vs KhoiSan 

Carlos 

Gussenhoven 

荷兰奈梅亨

Radboud 大学 
教授 

C173 
Contact and isolation in phonology II 

(Trudgill ch 5). Some phonological changes 

Carlos 

Gussenhoven 

荷兰奈梅亨

Radboud 大学 
教授 

C174 
Examples of phonological system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arlos 

Gussenhoven 

荷兰奈梅亨

Radboud 大学 
教授 

C175 
Two types of language contact: Adult L2 and 

Cld L1 (Trudgill ch 2) 

Carlos 

Gussenhoven 

荷兰奈梅亨

Radboud 大学 
教授 

C176 农业水土环境保护的新理论与新技术 邵孝侯 河海大学 教授 

C177 拓扑绝缘体——一种新的量子材料 薛其坤 中国科学院 院士 

C178 
系统环境耦合动力学初探-从非马尔科夫动力

学谈起 
王顺金 四川大学 教授 

C179 新型光场的创立，操控及与物质相互作用 徐至展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物理学家 

C180 引斥耦合与能量守恒的宇宙 李惕碚 清华大学 院士 

C181 引力与宇宙学探秘 李淼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研究员 

C182 宇宙学 100 年 陆埮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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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3 原子、分子、团簇物理基础理论研究的乐趣 李家明 上海交通大学 院士 

C184 智能发电厂信息与优化控制技术 韩璞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 

C185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研究 周国栋 苏州大学 教授 

C186 
病毒和生物大分子的冷冻电镜（CryoEM）三维

结构研究 
朱平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 
研究员 

C187 彗星的故事 王玉民 北京天文馆 研究员 

C188 
多尺度实验力学测试技术及其在复合材料中的

若干应用 
亢一澜 天津大学 教授 

C189 生态形态实验学 马保华 山东大学医学院 教授 

C190 哈密顿系统与辛道路的指标理论 龙以明 南开大学 院士 

C191 大气环境变化会影响天气、气候吗？ 李占清 马里兰大学 终身教授 

C192 多孔固体中的电子转移及其功效 陈接胜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C193 现代光测力学图像处理 陈陆捷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

学 
助理教授 

C194 分数噪音驱动的随机偏微分方程 胡耀忠 美国堪萨斯大学 教授 

C195 自然周期应用于辅助生殖 钱晓乔 南京医科大学 主任 

C196 光与电的传说 马伯强 北京大学 长江学者 

C197 工程测量学概述 张正禄 武汉大学 教授 

C198 形态学实验设计 马保华 山东大学 教授 

C199 12 月 10 日的月全食及其观测 朱进 北京天文馆 馆长 

C200 奇妙的流体力学 李松晶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C201 核电的历史与发展 恵虎 华东理工大学 副教授 

C202 神奇的左手材料与隐身衣 方云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镇

江船艇学院 
教授 

C203 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与展望 章力建 
中国人民共和国农

业部 
博导 

C204 移液器的分类和使用 辛婕 
山东爱博科技贸易

有限公司 
经理 

C205 蛋白质降解与修饰-理论与实验 李晓涛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C206 极端条件下含能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理论分析 姬广富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 
研究员 

C207 上海气象灾害主要特征与城市公共安全影响 谈建国 
上海市气象科学研

究所 
所长 

C208 遥感数据在水文过程模拟中的应用 谢先红 北京师范大学 讲师 

C209 揭秘细菌——漫谈细菌的生存机理与是非功过 陈代杰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D. 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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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我与测绘 

主讲人：宁津生 武汉大学 

著名大地测量专家，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测绘学会测绘教育工作委

员会主任，国家测绘局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和第二版《测绘

学科》主编、《大辞海》分科主编等。 

讲座简介： 

宁津生教授无疑是国内测绘界的泰斗，从青年意气风发到现在两鬓斑白，他一直长期从

事大地测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研究地球重力场理论、局部地球重力场逼近技术、卫星重

力学和固体潮等方面有突出贡献。在这场讲座里，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与测绘结缘，并相伴一

生。  

D2. 大学之道与北大人的追求 

主讲人：燕继荣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

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发展等。 

讲座简介： 

在“大学”中，我们究竟应该秉承怎样的治学之道？燕教授以“大学之道与北大人的

追求”为题，借分析现期社会热点问题、2012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典礼上卢新宁系友的

演讲《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和中国崛起之路这些广受关注的问题，讲解大学精神与

问学之道以及北大人的梦想与追求。最后，在分析中国的崛起靠什么这个问题时，燕继荣提

出了对北大人的勉励与希望。 

D3. 从瞎子爬山到优化方法 

主讲人：袁亚湘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袁亚湘，男，1960 年 1 月出生于中国湖南资兴。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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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研究员。第九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2011 年 3

月 31 日，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2011 年会士评选结果揭晓，共有 34 名学者获此殊荣，

其中华人 3 名，袁亚湘是其中之一。于 201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讲座简介： 

袁亚湘院士首先从“瞎子爬山问题”道来，说明计算机与瞎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

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报告的主题“如何用计算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决策问题”。之后从最速下降

法开始，进一步介绍传统的牛顿法，及对其缺点：计算量大的改进，即拟牛顿法，然后过渡

到现在非常流行的信赖域思想，并列举了大量生动形象的例子，使同学们对这些理论与方法

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还介绍了当前最优化方面国内外的热点问题。在报

告的过程中，袁院士还与同学们分享了他对数学问题与实际生活的辩证思考。 

D4. 我们这一代人的似水流年 

主讲人：朱西京 中国作家协会 

陕西省著名企业家作家，央视十套《子午书简》栏目曾作专访。历经十年创作完成的长

篇小说力作《流年》，120 万字。小说以青春萌动和知青插队为两大主题，内容涉及城市、

农村及社会各个阶层、多种人物的形象和心态，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横跨新旧世纪，生动

再现了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中国人心灵的动荡和煎熬。 

讲座简介： 

本系列主要以讲座的形式由路遥生前好友、近年来崛起的陕西作家朱西京，

追忆路遥对其走上文学道路的影响，为我们描述路遥生平种种细节。他们那一代

人的似水流年，恰恰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沧桑巨变、风云际会、物是沉

浮。 

D5. 谁将主宰宇宙的命运 

主讲人：武向平 中国科学院 

武向平，男，1961 年生，陕西延安市黄龙县人，国家天文台宇宙学研究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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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研究员、国家天文台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

宇宙学的研究。 

讲座简介： 

是谁创造了天地？是谁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谁说“要有空气”，就有

了空气？是谁说“要有生命”，就有了生命？！浩瀚宇宙，我们从未停止过对于

它的探索，它的秘密与神奇让人叹为观止。它的命运谁在主宰？它从哪来又要归

向何方？ 

D6. 哈佛百年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汉学） 

主讲人：张凤 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 

张凤（Chang Phong）女士，生于台北近郊淡水。台湾师大历史学士及密执安

州立大学历史硕士。著有《哈佛心影录》、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哈佛采微》、《哈佛缘》、《哈佛哈佛》、《一头栽进哈佛》等，是著名的书写哈佛作

家。现为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主持人﹐主持组织过百场文学、文化会议。在哈佛

燕京图书馆任职 25 年﹐并研究哈佛百年的华裔历史思想。北美华文作协秘书长

和纽英伦分会创会会长理事长, 曾任海外华人女作家协会审核委员、入选世(纪)

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并持续演讲。 

讲座简介： 

主讲人以史实资料为基础，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在美国传播汉学第一位

华人戈鲲化谈起，沿着哈佛百年中国学者的轨迹，细数赵元任、赵如兰、梅光迪、

张爱玲、张光直、夏志清、杜维明、孙康宜、王德威等一系列中国学者在哈佛传

播和发扬汉学的文化记忆。 

D7. Makers 

主讲人：克里斯·安德森  美国《连线》杂志 

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的提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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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简介： 

克里斯·安德森近日离开了任职 12 年的媒体岗位，开始 3D 打印机的创业。

他宣告：个人制造时代即将到来且不可阻挡。 

在他的新书《造物者：新工业革命》中，安德森介绍，在这个新的工业革命

下，当今的创业者正在使用开源硬件和 3D 打印机将制造业带向个人制造。当产

品设计和原型生产都在加速，每个人的创新能力都将爆发，这将建立一个关于制

造品的“长尾”。 

D8. 生活中的数学 

主讲人：汤涛 香港浸会大学 

现为香港浸会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香港数学学会理事长，香港浸会大学协

理副校长，理学院院长，《数学文化》杂志主编。曾入选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

中国科学院海外知名学者。 

讲座简介： 

数学与日常息息相关，从算账到如何更高品质地生活，发现有趣好玩的事儿。

便本系列介绍了生活中的数学及学习数学应有的思想。 

D9. 如何撰写学术论文 

主讲人：罗耀九 厦门大学 

罗耀九，男，1925 年 8 月生，江西省吉安县人，现任厦门大学教授，享受国

家津贴。罗耀九是资深思想史专家，严复研究专家，为厦大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的带头人，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先秦、秦汉、明清、近代、及道教文化。独著或合

著有《中国近代救国思想简述》、《百年抗争史略》、《中国名君名臣政迹辞典》、

《吴真人研究》、《吴真人与道教文化》等。 

讲座简介： 

本系列，主讲人在历史学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向大家介绍了做学问与论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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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一些态度与思路。 

D10. 地球科学人生 

主讲人：卢耀如  中国矿业大学 

卢耀如，国际著名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199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岩溶地质的科研和

工程实践，参与实践及指导了一系列水利水电、铁道、矿山及城镇工程的勘测研

究。由于在岩溶（喀斯特）研究方面成就，被国内外学者称赞为“喀斯特卢”。 

讲座简介： 

本系列，卢耀如院士通过具体自然灾害举例，引出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

介绍了人在面对自然时应有的心态，如何借助科学合理有效的减轻自然的灾害等。 

 

序号 讲 座 名 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职 称 

D11 大气污染对生态系统碳氮循环的影响 刘玲莉 中科院植物所 研究员 

D12 量子广义投射表示 胡乃红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D13 南极和北极的故事 高登义 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 

D14 漫谈科学研究与人生修养 陆祖宏 东南大学 教授 

D15 地球科学人生 卢耀如  中国矿业大学 院士 

D16 浅谈感冒、流感与禽流感 王蓓 东南大学 教授 

D17 清华大学时代论坛系列讲座 黎紫书 清华大学 作家 

D18 “死猪江葬”的背后 周尊国 
世界农场动物福利

协会 
学者 

D19 九型人格与职业生涯规划 邹家峰 
南京九芒星企业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 
创始人 

D20 生涯规划与职业发展 杨慧 
南京九芒星企业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 

职业生涯

培训师 

D21 催眠，赢在人心 周杏林 江苏大学 教授 

D22 生活.艺术.家 冯峰 广州美术学院 教授 

D23 校园欺凌与多元性别教育 陈杜 
同城青少年资源中

心 
负责人 

D24 体育锻炼与生活 肖国强 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 

D25 自慰话语的公共传播：从@自慰研究组说起 裴谕新 中山大学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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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 LGBT 青少年性教育——现状与建议 黄海涛 南方都市报 
专栏撰稿

人 

D27 杜道生访谈录 杜道生 四川师范大学 国学大师 

D28 家庭暴力受害人求助 李昀 华南理工大学 副教授 

D29 职场修炼术——给你一把进入职场的防身利器 石求阳 
《南风窗》杂志主

笔 
评论家 

D30 南中国海：挑战和回应 傅崐成 厦门大学 特聘教授 

D31 舌诊与养生 王彦晖 厦门大学 副院长 

D32 中国梦的由来、意义及实现路径 王树荫 北京师范大学 院长 

D33 作为方法的禁忌 韩水法 北京大圩法学院 教授 

D34 春秋时期的列国战略地缘关系 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D35 谈谈我的宇宙 李学潜 南开大学 教授 

D36 中日韩三国关系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 魏志江 中山大学 教授 

D37 中国近代实业界之中国梦 朱荫贵 复旦大学 教授 

D38 
Behind the Mind: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Claire Yi-Yi 

Shih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U.K. 
教授 

D39 天人合一：实证、论辩与创构 刘笑敢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D40 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文远讲坛”系列 
Professor J Y 

Richard Liew 
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授 

D41 
The Habitual Body In Bergson and 

Merleau-Ponty 
Trevor Perri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

大学   
 博士  

D42 食品安全误区与真相 陈君石 中国工程院  院士  

D43 巴以冲突与中东和平进程 孟振华 南京大学 副教授 

D44 兰安生与中国卫生建设的专业化进程 卜丽萍 Alma College 教授 

D45 大学，给生活以力量 蔡达峰 复旦大学 副校长 

D46 古代波斯帝国的政治结构 晏绍祥 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 

D47 对中国-英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认识 江时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D48 读书的乐趣 马臻 复旦大学 副研究员 

D49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命运 连清川 IBTimes 中文网 总编 

D50 美国广告研究与教学 王烨 厦门大学 教授 

D51 当众讲话能力训练 殷亚敏 珠海广播电视台 副台长 

D52 论当代的唯识研究 韩廷杰 中国社会科学 研究员 

D53 《推销员之死》与美国梦的破灭 
Tom 

Galbraith  
亚利桑那大学 教授 

D54 盖茨比与虚幻的美国梦 
Tom 

Galbraith  
亚利桑那大学 教授 

D55 
巨灾保险：现有模式与中国路径——兼论地震

保险的制度的建设 
刘新立 北京大学 副教授 

D56 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 孙沛东 华东政法大学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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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7 哈佛百年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汉学） 张凤 
哈佛中国文化工作

坊 
主持人 

D58 上海大学启思讲堂系列讲座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D59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节约？——21 世纪的消费

伦理观漫谈 
周中之 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D60 商业建筑设计的挑战性与趣味性 张中增 
哈佛中国文化工作

坊 
主持人 

D61 破解灵魂的奥秘：灵魂到底是什么 陈刚 天津电视台 主任记者 

D62 智能社区的绿色技术 毕宏雨 清水建设 
中国工程

师 

D63 基于环境技术的“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实践 佐藤信孝 日本 设计师 

D64 能源规划中的建筑需求侧规划实例分析 许鹏 同济大学 特聘教授 

D65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探索 程大章 同济大学 教授 

D66 绿色生态城区的智能能源微网 龙惟定 同济大学 教授 

D67 海洋物种灭绝的历史和现状 周秋麟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

洋研究所 
研究员 

D68 浅谈研究生的学习与科研 邓引斌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D69 
ICT 贡献城市建设：“节能·安心·安全的智

慧城市” 
柳谷圭介 日本电气 室长 

D70 
可持续发展型建筑的能源可视化及节能控制技

术 
马郡文平 东京大学 教授 

D71 东芝的智能社区业务介绍 杉山博昭 东芝集团 

中国共青

城项目负

责人 

D72 日本智慧城市的现状与未来 野城智也 东京大学 教授 

D73 光的世界——从无处不在到无所不能 孙骞 南开大学 教授 

D74 谁将主宰宇宙的命运 武向平 中国科学院 院士 

D75 探测宇宙的超级望远镜：SKA 武向平 中国科学院 院士 

D76 俞汝勤院士访谈录 俞汝勤 湖南大学 院士 

D77 文学史研究的几种方法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D78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Rebalance toward the Asia-Pacific: Is it 

All about China?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 教授 

D79 语言系统的跨学科认知研究 程琪龙 上海大学 教授 

D80 
The productive city:A study of Shanghai 

industries through GIS 
安克强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

东亚学院 
教授 

D81 童年生活与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理念 闵凡祥 南京大学 副教授 

D82 台前幕后-与凤凰卫视主持人一起笑谈人生 马家辉 凤凰卫视 作家 

D83 量子信息及其哲学意义 吴国林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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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4 我国电子书产业发展研究 杨海平 南京大学 教授 

D85 
Polymer Micro Nanotechnology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L.James Lee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

学 
教授 

D86 

The Corpus-assisted Translation and its 

Evaluating Criter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吴建平 厦门大学 教授 

D87 

Variational and PDE models for real 

ultrasound image despeckling and 

segmentation 

杨孝平 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 

D88 IT Business Model 高平 英国曼彻斯特大 教授 

D89 Survey Methodology and Ethical Issues 秦健 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D90 餐桌开始的“革命” 潘杰 香港大学 研究员 

D91 从瞎子爬山到优化方法 袁亚湘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 
院士 

D92 
Multivariable Tangent and Secant 

q-derivative Polynomials 
韩国牛 法国 教授 

D93 

Performing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21st 

Century：Pragmatics and Rhetoric 

Reconfigured 

毛履鸣 美国迈阿密大学 教授 

D94 

Optical Tweezers and Microscopic 

systems-Thermodynamics and Statistic 

Mechanics research 

王根苗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教授 

D95 
Community Based Tourism in Natural Areas：

Sustainability, Life Cycles and Resilience 
Alan A. Lew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教授 

D96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Best Practices 

and Benchmarks for Community-based Tourism 
Alan A. Lew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教授 

D97 
Sustainable Tourism：Less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lan A. Lew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教授 

D98 
Tourism Geography：Trends for Research and 

Writing 
Alan A. Lew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教授 

D99 
Tourism Incognita：On the Edge of 

Destination Places 
Alan A. Lew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教授 

D100 Topological Landscape of Complex Networks 姚远 北京大学 研究员 

D101 我眼中的“周池精神” 纪亚光 南开大学 教授 

D102 大学生活从心开始 袁辛 南开大学 教授 

D103 生命的意义“在路上” 蒋季成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D104 生涯规划的智慧助你走向事业辉煌 洪成文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D105 直接适用条约问题研究 左海聪 南开大学 教授 

D106 革命与先锋派艺术 阿列西 阿列西 教授 

D107 事实与价值是否可分？ 陈嘉明 厦门大学 教授 

http://oa.erya100.com/oa/s/common/plan?time=4118&PLAN_ID=2012062819150072448d78103bb2140
http://oa.erya100.com/oa/s/common/plan?time=4118&PLAN_ID=2012062819150072448d78103bb2140
http://oa.erya100.com/oa/s/common/plan?time=4118&PLAN_ID=2012062819150072448d78103bb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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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8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Edward 

L.Farm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教授 

D109 

Ecosystem –based Wetland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Ca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yne Ji 美国密苏里大学 终身教授 

D110 
Geospatial Decision Models for Assessing 

Wetland Vulnerability at a Watershed Level 
Wayne Ji 美国密苏里大学 终身教授 

D111 冬令进补话膏方 陈咸川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岳阳中西医结合

医院 

医师 

D112  “受气”为何得精神疾病 陈景旭  北京回龙观医院 副教授  

D113 北京回龙观医院健康讲座 孙春云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主任医师 

D114 家庭环境在预防精神分裂症复发中的作用 崔勇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主任医师 

D115 精神分裂患者的独立生活技能训练 崔勇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主任医师 

D116 母亲是孩子的一面镜子（自恋的表现形式） 刘华清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主任医师 

D117 亲子沟通 孙春云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主任医师 

D118 音乐养生与精神康复 韩笑乐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主任医师 

D119 
脚趾上的星光：与著名词人姚谦谈跨媒体文化

创意 
姚谦 维京唱片公司 总经理 

D120 
有机污染物的人体暴露与健康效应——对环境

-遗传相互作用的初步认识 
邱兴华 北京大学 研究员 

D121 货币、债务和宏观经济动力学 王有贵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D122 宋代家具与现代主义设计 邵晓峰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D123 谈佛缘复合词语的俗解异构 李运富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D124 
一种综合释义法：意义驱动多维释义的框架理

论和应用 
章宜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教授 

D125 
北大 － 清华 － 物理所“量子物质科学协同

创新中心”“大师讲堂”第一讲  
文小刚 清华大学 讲座教授 

D126 从瞎子爬山到优化方法 袁亚湘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 
院士 

D127 论元结构与合成复合词的构造形式 沈阳 北京大学 教授 

D128 谈谈力学教育 武际可 北京大学 退休教授 

D129 
中国古代镍白铜及其西传：学术史的考察及启

示 
梅建军 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D130 
An Unprecedented Facile Access to 

Diazocines 
万晓波 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 

D131 
齐鲁医学班—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的探索和实

践 
刘传勇 山东大学医学院 副院长 

D132 养生保健之道 王晓青 山东省青岛疗养院 副主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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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部 师 

D133 战国：一个有关生存与强大的时代 李山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D134 cAMP 信号和兴奋收缩耦联的磷酸二酯酶控制 
Rodolphe P. 

FISCHMEISTER  

Rodolphe P. 

FISCHMEISTER 
主任  

D135 
DNA2 helicase or nuclease,genome 

instability and Fanconi anemia pathway 

Judith 

Campbell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教授 

D136 
Targeting the inflammatory tumour 

microenvironment of ovarian cancer 

Frances R 

Balkwill 

Barts Cancer 

Institute,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教授、主任 

D137 从实践的视域看“几”、“数”、“运”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D138 法律知识与明代地方司法的再讨论 吴艳红 北京大学 教授 

D139 关于意志软弱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D140 面向计算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袁毓林 北京大学 教授 

D141 品牌代言研究之电视主持人 何艳 北京工商大学 讲师 

D142 实践理性及其原则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D143 杂环合成中的环加成与环化反应 万伯顺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教授 

D144 印度宗教 邱永辉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 
研究员 

D145 多元文化与我的音乐创作 贾达群 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 

D146 批评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应用 张辉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D147 音乐结构研究的诗学策略 贾达群 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 

D148 
政治格局程序：阿克曼的政治宪法理论及其启

示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院长助理 

D149 
马林巴下午茶——带您进入打击乐键盘的神秘

世界 
张祖晶 上海师范大 教师 

D150 《“火眼金睛”选择安全座驾之秘籍》 邓志勇 
法国艾格赛尔中国

区 
经理 

D151 
《谁的房子谁做主？》(解读新婚姻法体制下的

房屋纠纷) 
孙瑜 

上海才富律师事务

所 
律师 

D152 不平凡的四小天鹅——芭蕾舞蹈课   於沁心 
上海聋哑青年技术

学校 
舞蹈老师 

D153 当技术遭遇身体 周丽昀 上海大学 副教授 

D154 对外汉语教学中建立“双动词结构”的想法 沈阳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D155 个人安全防护产品 屈文军 
上海安谱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

师 

D156 
国际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及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探

讨 
吴应辉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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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57 生命的意义“在路上”——我的五味人生之路 蒋季成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D158 一瓶浓缩了西方思想史的香水 徐卫翔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D159 如何在医院进行科学研究 王大新 苏北人民医院 处长 

D160 
2012 第二届戴晓平北京国际声乐大师班结业

音乐会 
戴晓平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 

D161 曹锟“贿选”研究 杨天宏 四川大学 教授 

D162 汉字书法八要诀 魏恒斌 国际华人榜书协会 主席 

D163 复杂网络环境下的群体控制 陈关荣 香港城市大学 教授 

D164 美国的佛教诗人：费罗诺莎、庞德和施耐德 石江山 美国 副教授 

D165 器官移植与转化医学 齐忠权 厦门大学 教授 

D166 奢侈品品牌文化鉴赏（六） 孔淑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D167 姜科花卉资源特点 刘念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园林与园艺学院 
教授 

D168 近代中国的尚武精神与男性形象的建构 吉泽诚一郎 东京大学 副教授 

D169 情商理论与你的目标 赵永乐 河海大学 教授 

D170 
主流与潮流：傅衣凌 1960 年代以前的学术研究

与国际趋向 
刁培俊 厦门大学 副教授 

D171 罗布泊荒原考古之旅——神秘的小河墓地  朱泓 吉林大学 教授 

D172 舞茶弄艺——茶文化讲座 于凌汉 
黑龙江省茶艺师协

会 

国家一级

评茶师 

D173 我的红色记忆 隆荫培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 

D174 知“疝”行善、人心惠民 王进宝 
南阳市第八人民医

院 
主任医师 

D175 亲历中国驻印缅远征军难苦卓绝的抗战生活 张席珍 长春市黄埔同学会 名誉会长 

D176 Functional Analysis of PP2A using KO mice 高翔 南京大学 教授 

D177 Metabolism Regulation and Cancer 管坤良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UCSD）

药学系 

教授 

D178 
The mTOR and Hippo pathways:How Key 

Discoveries Were Made? 
管坤良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UCSD）

药学系 

教授 

D179 陆地生态系统植被生产力的估算 袁文平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员 

D180 我的学术生涯:从农民的儿子到生命科学家 管坤良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UCSD）

药学系 

教授 

D181 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 施一公 清华大学 教授 

D182 遥感估算陆面蒸散 王开存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员 

D183 遥感数据的几何处理和定位技术 袁修孝 武汉大学 教授 

D184 关注女性“尿失禁”和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 王国耀 宁波市第一医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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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 

D185 
剖析复杂性状遗传奥秘：统计学的贡献及面临

的挑战 
朱军 浙江大学 教授 

D186 
敌意并购下目标公司董事的受任人（受托）义

务 
刘连煜 

台湾政治大学法学

院 
教授 

D187 互联网语境下的商誉保护 刘德良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D188 互联网语境下的商誉保护 王俊秀 
多家互联网媒体总

编 
专家 

D189 interruption and power 廖美珍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D190 历史时期纤维类作物地理分布与传播 韩茂莉 北京大学 教授 

D191 全同粒子的特性 卢大海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教授 

D192 
企业的十大法律风险和企业家的十大法律风险

——法律养生 
钱卫清 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 

D193 普通法世界中的“一国两制” 霍普 英国最高法院 副院长 

D194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法的理论与实践 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D195 原子团簇与纳米技术 王广厚 南京大学 教授 

D196 
Asymptotic variance for the Linnik 

Distribution 
罗文智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

学 
教授 

D197 

Performing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21st 

Century：Pragmatics and Rhetoric 

Reconfigured 

毛履鸣 美国迈阿密大学 教授 

D198 
Public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ian in the 

USA 

Michael 

Devine 

美国杜鲁门总统图

书（博物）馆 
馆长 

D199 功能材料的理论模拟 马晶 南京大学 教授 

D200 批评语用学：理论与应用 陈新仁 南京大学 教授 

D201 
中国都市“三高”“剩女”的婚恋困境研究—

—以电视剧《大女当嫁》为例 
王蕾 南京大学 副教授  

D202 机械设计（1） 钱瑞明 东南大学 教授 

D203 控制理论的发展与一些存在的问题 段志生 北京大学 教授 

D204 网络游戏行业分析及未来发展战略 杨海平 南京大学 教授 

D205 语言、认知与大脑 帅兰 香港城市大学 研究员 

D206 大学生活与成功之道 周昌乐 厦门大学 教授 

D207 保持“质疑”的头脑 张福仁 
山东省皮肤病性病

防治研究所 
所长 

D208 从绘画看懂孩子的心 邵利娟 
郑州市教育局心理

讲师团 

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

师 

D209 交感神经系统与心血管调控 童吉士 台湾国防医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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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0 
脑交感神经系统功能异常所引起的神经精神性

行为缺陷 
童吉士 台湾国防医学院 教授 

D211 组学与测序 王明钰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 
研究员 

D212 1954 年河南省会迁郑始末 谢晓鹏 郑州大学 副教授 

D213 近视与防治 刘向前 河南省眼科医院 医师 

D214 肥胖相关性肾小球疾病研究新进展 谌贻璞 北京安贞医院 教授 

D215 常见意外事故的现场急救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16 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 刘艺林 同济大学 教授 

D217 各类创伤现场急救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18 固定与搬运术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19 冠高糖急症现场急救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20 化学事故现场急救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21 急危重病症的现场急救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22 急性中毒现场急救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23 面向工程共性问题和关键技术的钢结构研究 陈以一 同济大学 副校长 

D224 食品添加剂与安全健康 蒋一方 上海市儿童医院 研究员 

D225 水涝灾害与应急 章震宇 上海市防汛办 处长 

D226 突发事件的现场急救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27 心肺复苏初级救生术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28 义工旅行，多维度生活 周菁 无 旅行家 

D229 异物进入体腔现场急救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30 预防为主  远离癌症 郭元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 
教授 

D231 止血与包扎术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32 慢性肾脏病患者血压控制目标及药物选择 王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

师 

D233 泌尿系统症状学 王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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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34 肾病综合征 王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

师 

D235 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 朱汉民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院长 

D236 我的研究经历 夏道行 范德堡大学 院士 

D237 灾后重建——心理学在行动 徐学俊 湖北大学 教授 

D238 中国卫视混战的利器 林海 东方电视台（SMG） 主持人 

D239 学生常见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及辅导 张微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 
讲师 

D240 电视研究的范式和路径 刘建明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 
副教授 

D241 
圣王作乐与国家宗教：儒家音乐思想的历史意

识与政治伦理 
罗艺峰 西安音乐学院 副校长 

D242 家庭急救的原则与应急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 
教授 

D243 保护生物多样性 贺庆棠 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 

D244 读书与成才 林兴宅 厦门大学 教授 

D245 21 世纪中国城乡绿化规划的十大战略 刘滨谊 同济大学 教授 

D246 解读《全球反叛》—纪念 9.11十周年 郭长刚 上海大学 教授 

D247 谈谈大学生活与外语学习 姜宏 复旦大学 教授 

D248 学问须于不疑处有疑 鲁西奇 厦门大学 教授 

D249 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人才 周恒 中国科学院 院士 

D250 如何学习贯彻福州大学的三种精神 黄金陵 福州大学 教授 

D251 仰望星空，健康大学生活 朱贵良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教授 

D252 研发驱动营销创新 武博 河海大学 博导 

D253 香港华商百年史：方法、资料和观点 李培德 香港大学 研究员 

D254 论纪录片的创作 林念生 厦门大学 教授 

D255 如何撰写学术论文 罗耀九 厦门大学 教授 

D256 当代中国电影所呈现的真实风景 张英进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

大学 
教授 

D257 海洋防灾与上海发展战略思考 龚茂珣 
国家海洋局东海预

报中心 

高级工程

师 

D258 今天我们怎样解读《共产党宣言》 章忠民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D259 非通用语翻译漫谈 沈志英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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