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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祝福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16 年即将过去，2017 年的新年钟声即

将敲响，在此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各位学者、朋友致以诚挚的新年问候和美好的新春祝福！2017

年吉祥如意，事事和美！ 

2016年，全球修辞学会及其分会的同仁，携手并肩，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会议，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活动。在北京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中国农业大学等，我们先后举办了“首届国家传播学研讨会”、“传媒文明的新向度专

题研讨会”、“首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全球话语学会首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三届认知传播学会年会”以及“第二次国家传播学研讨会”、“国家战略安全话语座谈

会”等多次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组织编辑出版了多种学术专栏和集刊，大大拓展了学会的

发展空间，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做出了新贡献，建构了新的学术气象。 

在2017年，学会将继续举行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将召开“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

坛”（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第五届世界汉语修辞学会年会暨比较修辞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泉州，华侨大学）、“中国认知传播学第四届年会”（天津，南开大学）、“首届视

觉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绍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首届农村话语学术研讨会”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等一系列学术会议。与此同时，我会还将与各国学会、各高校以及

相关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继续提升我会的学术影响力，开创学会发展的

新局面。 

在过去的一年中，学会许多同仁、朋友为学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比如杨柏岭、

丁云亮、周金声、杨佑文、林克勤、张勇锋、冯瑞珍、何海翔、李亚铭等为代表的安徽师范

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陕西科技大学、河北大学等

学术团队，以及艾伦·海马特（美国）、白梅颐（意大利）、克劳斯·寇兹（南非）等众多

国际学者，以及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盟会长米纳克什•巴赫特教授，前会长、芬兰埃博学术

大学罗格•赛尔教授，秘书长、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汤姆•克拉克博士等，也对全球修辞学

会的发展壮大给予了热情支持。此外，还有一大批为学会默默工作的同仁，特别是雷力、张

倩、何薇、肖琳等秘书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为学会的发展和全球学术共同体的

建构，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这里，我们向积极支持学会发展的各国会员、同仁、朋友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新年祝福！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学会和国际修辞学、传播学等学术事业的发展充满了信

心。在新的一年里，学会将继续秉承“学术·文化·友谊”的理念，继续推进全球学术共同

体的建构，奋力开拓学科发展新空间，继续推进国家传播学、全球话语学、媒介文明、认知

传播学、视觉传播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新向度，继续促进学科融合，搭建学科创新平台，

推动学术进步，创造学术新气象，为进一步推动全球修辞学、传播学及相邻学科的发展和繁

荣做出新的贡献！ 

祝各位学者、同仁、朋友们：2017年元旦愉快，事业精进，和谐美满，幸福吉祥！ 

全球修辞学会会长 

世界汉语修辞学会名誉会长 

陈汝东 

201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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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学术前沿 

 

1、建构国家媒介空间：挑战与对策 

——第二次国家传播学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6年 5月 28日，第二次国家传播学研讨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国家

传播：挑战与对策”。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

业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安徽

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广东海洋大学、陕西科

技大学、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人民论坛杂志等

十余所高校及媒体的专家学者与会，就国家传

播学的理论建设及我国国家传播面临的挑战

与对策进行了深入研讨。 

“媒介空间是一个国家的传媒‘疆域’，

是国家的传媒格局，也是‘中国故事全球表

达，世界故事中国叙事’国家传播战略的具体

呈现，需要纳入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建设范畴。”北京大学教授陈汝东在发言中指出。 

“从刻画文明、语言文明、印刷文明、电子文

明到数字文明的更替中，人类经历了‘时间线性’与

‘空间面性’的多次蜕变与融合。……中国的媒介空

间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新世纪以来

大一统的媒介垄断空间发生了裂变，政治媒体、资

本媒体和公民媒体，构成了‘三足鼎立’格局。国家

传播在实体与意识、现实与虚拟、官方与民众、城

市与乡村、历时与共时、国内与国际等媒介空间中

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撕裂、对立与冲突状态。消解上述媒介空间冲突，实现和解与融通，从权

力压服、制服到互动说服、劝服，再到分享心服、

共享悦服，释放资本媒体空间和公民媒体空间，是

增强公共认同，统一国家和国民意志，拓展政治媒

体空间，建构国家传播体系的重要路径。”在题为

《论国家媒介空间建构》的主旨发言中，陈汝东教

授做了进一步阐发。 

与会专家分别就“国家话语”“文化传

播”“乡村话语”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研讨。陕西科

技大学李亚铭、意大利威尼斯大学 Beatrice GALLELLI、北京工商大学张慧子、北京大学张

倩、安徽师范大学吴来安、人民论坛张寒、北京联合大学惠东坡、中国农业大学李红艳、旷



 5 / 17 

 

宗仁、李焕征、张建平、刘宇航等学者，分别就国家有声语言表达、扶贫话语修辞、传统品

牌构建、战争名称修辞、公益广告传播、乡村话语等做了精彩的阐释和发言。 

 

与会学者认为，国家的全球战略、全球布局，必然体现到传媒空间的建构上，需要通过

媒介空间来呈现。探讨以“国家”为主体和内涵的传播现象，分析我国的国家媒介空间布局，

研究国家的领域传播，揭示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探讨国家传媒空间的建构与拓展，这

不仅是传播学理论延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文明创新的重要课题。它有

助于透析媒介格局，把握空间分化，推动国家媒介空间的重构与建构，有助于促进国家传播

的秩序化、公共化、全球化。 

会议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国家

传播学会共同主办，安文军、李焕征、张建平等教授分别主持了会议和研讨。吴来安教授介

绍了 2016年 7月份召开的“首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的筹备情况。 

（雷力《建构国家媒介空间：挑战与对策——第二次国家传播学研讨会在京举行》，人

民 网 - 传 媒 频 道 ， 2016 年 5 月 31 日 ；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531/c14677-28398038.html） 

 

 

2、中国故事全球表达，世界故事中国叙事 

首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在安徽成功召开 

 

为推动以“国家”为主体和内涵的传播

现象、问题、挑战、战略及规律的学术研究，

全球修辞学会、国家传播学会、安徽师范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 2016 年 7 月 16 日-18

日举办了首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来自北

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

京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杭

州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意大利威尼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531/c14677-28398038.html


 6 / 17 

 

斯卡福斯卡里大学等院校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由安徽师大新闻与传播学

院执行院长杨柏岭主持，安徽师范大学校长王伦与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分别致辞。 

    全球修辞学会会长、国家传播学会会长、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论国家

媒介空间的建构：挑战与对策》的主旨演讲。陈教授认为，近年来，“国家战略”、“全球战

略”成为当下的中国范畴，也是世界范畴。国家的全球战略、全球布局，需要体现在传播上，

需要通过媒介来实现。因此，分析我国的国家媒介空间布局，揭示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

讨国家传媒空间的建构与拓展，不仅是传播学理论延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发展、文化建

设、文明创新的重要课题。 

此外，杭州师范大学施旭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舒咏平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沈正赋教授、四川外国

语大学林克勤教授分别以《全球化视野下的当代中

国话语》、《论“国家品牌传播”》、《镜像与观照：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体系和能力的建构——基于

2016 年外媒对中国两会的报道》、《后现代精神与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第三种向度》为题做了主旨演

讲。 

此次论坛还设立了“国家修辞研究”、“国家文化传播研究”、“国家虚拟空间传播研究”、

“国家身份建构研究”、“国家形象传播研究”、“国家视觉传播研究”、“国家叙事研究”、“国

家民间传播研究”八个分论坛。论坛现场讨论激烈，不断碰撞出学术火花。与会学者从各自

的研究出发阐述了对“国家传播学”的理解。 

 

在闭幕式上，论坛组委会颁发了优秀论文奖、特别贡献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与会者

一致决定，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将于 2017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 

本次大会预备会上，理事会还增选了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体育

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为国家传播学会理事单位，吸纳了十七位关心和钻研国家传播研究的教

授、副教授、讲师和优秀研究生为学会会员。 

（国家传播学会秘书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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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大教授陈汝东：建构引领全球话语体系 

中国需从四方面完善 

——全球话语学会首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成功举行 

 

2016年 9月 23日，主题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战略对策”的

全球话语学会首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湖北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来自南非、德国、

美国、意大利、日本以及中国内地、香港等地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就全球话语

体系、区域话语体系、国家话语体系建构所面临的新态势、新挑战、新战略等议题，进行了

多重维度、跨学科的深入研讨。 

 

陈汝东：中国应从四方面去完善和引领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全球格局不断裂变，新的世界秩序

正在重构。中国的国家话语空间不断延伸，中国正

逐渐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引领者。”全球修辞

学会会长、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在题为《论中国的

全球话语空间建构》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他从人类

媒介形态的演化到人类竞争的类型变迁，以及话语

学的研究范式转型等角度，系统剖析了全球话语发

展的新形态、新趋势。“既有的世界话语范畴体系

正在崩溃，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亟需建构。中国在实体话语空间与虚拟话语空间的建构中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具备了全球思维，形成了世界格局……中国已成为新的全球话语秩序的

重要重构者，不断提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畴，成为了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引领者，为人类

思想的相知共享，为人类灵魂的感应搭建了新桥梁。”陈汝东教授表示。 

同时，陈汝东教授也指出，中国的高铁、航天等平面与垂直等实体话语空间大大拓展着，

但在语言文化、网络等虚拟话语空间领域却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因此，中国应从“不断完善

中国话语的范畴体系，使共时历时、区域全球能融合起来；重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双重

建构问题；统筹和平衡好国内话语空间和国际话语空间、区域话语空间与全球话语空间的建

构问题；推进汉语国际化，实现全球化的叙事”四方面去完善和引领全球话语体系。陈教授

的发言获得了海马特等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同和高度赞赏。他们认为，研究如何参与全球话

语体系建构，不仅是一种全球学术课题，也是一种国际战略视野。 

 

国际学者：全球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全球思维、全球伦理 

 

艾伦·海马特（美国）、赵葵欣（日本）、白梅颐（意大利）、克劳斯·寇兹（南非）等

国际学者以及周金声、杨亦鸣、吴克宇等中国学者，分别就“中国梦理论”、“一带一路战略”、

“国家语言服务能力建设”、“国家话语体系创新 ”、“中华轴心圣典核心概念在全球话语中

的普世价值”等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和热烈探讨。这些为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及全球话

语体系的建构开启了新思维，竖立了新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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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还分别就领域话语、专业话语、语言伦理、话语文明以及汉语的全球化叙事等

进行了分论坛研讨。“微观与宏观、理论与

实践、国内与国际、区域与全球、前沿与

前瞻”等是本届年会的突出特点，陈汝东

会长在闭幕辞中综括说。他宣布，学会将

在陕西师范大学、华侨大学等高校继续召

开国家传播、国家修辞、全球话语等领域

的学术研讨会。本届年会由湖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承办，龚发云副校长、周金声、

杨佑文等教授出席、主持了会议。 

（信息来源：肖琳、何薇《陈汝东：

建 构 引 领 全 球 话 语 体 系 中 国 需 从 四 方 面 完 善 》 ：

http://pkunews.pku.edu.cn/sdpl/2016-09/28/content_295221.htm；《北大教授陈汝东：

建构引领全球话语体系中国需从四方面完善——全球话语学会首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 武 汉 成 功 举 行 》， 人 民 网 - 教 育 频 道 ， 2016 年 09 月 28 日 ：

http://edu.people.com.cn/n1/2016/0928/c227065-28746694.html） 

 

 

4、中外专家把脉媒介文明发展 

“传媒文明的新向度专题研讨会”在北大召开 

 

2016 年 10 月 18 日，“责任与权利：传媒文明的新向度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河北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

以及意大利、美国的二十余位专家和青年学者出席会议。 

 

媒介文明：传播学创新的新向度 

 

“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天宫实验室的成功运转，表明了中国在垂直媒介文明空间建构

中取得的新成就。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在虚拟数字空间、平面实体空间和垂直外层空

间等方面，分别通过网络、高铁、飞机、飞船等大大压缩了‘媒介帝国’的时空距离，使国

家文明空间更加稳固。”陈汝东教授在致辞中表示。 

“在媒介技术和媒介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文明焦虑、文明粗糙，乃至媒介文明的‘脏

乱差’等乱相依然存在，可供人类享用的文明精品缺乏。传播学理论研究也充满了创新焦虑、

徘徊与无奈。媒介文明太过于偏重空间，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时间建构。”在题为《论人类媒

介文明的新形态》的主旨发言中，陈汝东简要回顾了语言文明、话语文明、媒介文明的研究

历程，梳理了他对媒介文明的新思考。 

“媒介文明是探讨现实世界文明的窗口，是一种视野，一种气象。媒介文明研究应首先

考量中华文明的质性。伊尼斯认为，欧洲文明的衰落源于对时间偏向媒介特别是口头传统的

离弃。现代中国也始终饱受媒介实体空间与意识空间建构的双重困扰，尤其是对自身文明质

http://pkunews.pku.edu.cn/sdpl/2016-09/28/content_295221.htm
http://edu.people.com.cn/
http://edu.people.com.cn/n1/2016/0928/c227065-28746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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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终极认知。网络文明、汽车文明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活力，压缩了实体时空，但也扩大了

意识和心理空间，破坏了田园文明。”在谈到当下媒介文明的形态时，陈汝东如此说。 

 

从结构到建构：媒介文明的新向度 

 

陈汝东认为：“媒介文明包含三层含义：媒介是文明的符号和载体，它记录、记载了文

明，并成为文明的一部分，媒介即文明。文明首先是人的文明。人类是媒介文明的主体。媒

介的对象化丢掉了主体，是媒介研究的异化。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是自身的‘媒介’。文

明不仅是静态的、结构的，更是动态的、建构的。从结构主义文明到建构主义文明，是媒介

文明发展的新向度。” 

“从客体文明到主体文明，从静态文明到动态文明、从责任文明到权利文明、从实体文

明到虚拟文明、从集体文明到个体文明、从政党文明到公共文明、从国家文明到全球文明、

从民族文明到普世文明，代表了文明发展的新气象。”陈汝东综括说。 

在谈到如何从结构主义的静态客体文明走向建构主义的主体文明，如何才能平息文明

焦虑，让文明更优雅，更有尊严时，陈汝东表示，必需“责任与权利并重，人的权利优先，

而不是他者的责任优先。”他认为，人类在媒介空间的建构中走过了刻画文明、语言文明、

印刷文明、电子文明（广播、电影、电视）和数字文明等五种形态。“个体意志  政党意

志 议会意志 政府意志 国家意志”的媒介文明机制正在衰微，而从“公共意志

国际意志 全球意志，从公民意志 公共意志 国家意志 国际意志——全球意志”，

则反映了数字时代媒介文明发展的新向度。 

因此，陈汝东指出：“从职业伦理到泛众伦理，从传者伦理到受众伦理，从责任伦理到

权利伦理，从集体伦理（国家伦理、政党伦理）到个体伦理，从组织伦理（学者伦理、专家

伦理、机构伦理）到公共伦理，从国别伦理到普世伦理，是建构主义文明的必然进路”。惟

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实体媒介空间和虚拟媒介空间的同步创新发展。 

 

意识空间扶贫：农村媒介文明建构的新向度 

 

在圆桌讨论期间，与会专家学者们探讨了建构主义文明的实践问题，特别是中国城乡

文明的建构实践问题。他们提出，农村媒介文明建构的新向度是重视“意识空间扶贫”。中

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首先要解决“贫困人口”精神世界中的“文

明贫困”问题。“城镇化”首先应该是“农村意识空间城镇化”，建构乡村思想空间中的“城

镇化”，否则，实体空间的“城镇化”只能是“空中楼阁”。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张建平教授表示，乡村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建构和完善农民的精神

文明向度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他表示，“倡导传媒文明的新向度，应重视人的向度。

在现代化进程中，要使农民的精神世界从狭隘的‘农性思维’中解放出来。”北京大学客座

教授艾伦·海马特指出，“‘建构主义文明向度’激发我们去重新定义‘文明’。传媒除了引

导国民思考文明，还应启迪国民勇于承担传播的责任，而不是给予答案；应激发不同文化中

的人们参与到虚拟空间文明的构建中……人不能做媒介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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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璐、邹

漫云、冯瑞珍、

张鲁平、刘媛

媛、雷力等与会

学者认为，传媒

文明的新向度

研究，激发人们

去思考文明的

质性、主体、格

调、范围和行

为，特别是当代

中华文明的发

展创新，开启了

新视野，也为传播学理论及相关交叉学科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会议由人类传媒文明研究会（媒介文明学会）、全球修辞学会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主办。为进一步推进媒介文明研究，创新传播学理论，会议决定在 2017 年春季召开“第

二届媒介秩序与媒介文明研讨会”，继续推进这一领域理论的深化。 

（肖琳、何薇《传媒文明的新向度专题研讨会”在北大召开》，《人民网-教育频道》2016

年 10 月 27 日 09:15  来源：http://edu.people.com.cn/n1/2016/1027/c227065-28812282.html） 

 

5、国家战略安全话语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国家战略安全话语座谈会”

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

“国家战略安全：话语呈现中

的问题、挑战与对策”。来自北

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北

京工商大学以及美国、意大利

的 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会议围绕国家战略安全话语呈

现中存在的问题、成因与对策以及国家军事话语体系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研讨。 

 

“新世纪以来，中国提出了许多具有全球思维的国家战略，并付诸实施，逐渐由区域向

全球拓展。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战略在国际推行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和挑战。以怎样的话语

方式呈现中国的国家战略，提高其传播的质量和效率，使之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与世

界各国形成对接，消除抵触、对抗等不安全因素，既是一个国家战略实践问题，也是全球话

语研究课题。”国家传播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陈汝东在座谈会开始就指出。 

 

http://edu.people.com.cn/n1/2016/1027/c227065-288122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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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论国家战略安全——话语呈现中的

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主旨发言中，陈汝东教授

阐述了他对国家战略话语呈现的新思考。“‘一带

一路战略’改称‘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我国

在国家战略的话语呈现中对中外受众差异的重

视。”在对比中美“一带一路”与“亚太再平衡”

话语呈现差异时，陈汝东指出。他从“极至化叙

事”、“修辞传统”、“文化差异”三个方面分析了

我国国家战略话语呈现面临的三种挑战。“中国

梦”与“世界梦”，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与“光明之路”等的对接，体现了“融通中外，内外

有别；口径适宜，轻重有度；古今传承，内外对接”的国家战略叙事原则。陈教授认为，中

国国家战略的话语叙事应从上述三方面着手改善。他指出，国家战略叙事应尽可能体现包容

性和兼容性，避免排他性。 

 

“美国军事战略并不比中国透明，但中国的

表述也不够精炼清晰”，在题为《中国的国家军事

战略——中美军事战略的话语比较研究》的专题

发言中，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施旭教授指出。

他从话语形态、言语道德、传播方式、参与主体

等方面详细对比了去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国防白

皮书》与美军参联会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中美两国的国家军事战略根本不同”，施旭

教授分析道，国家性、包容性、防御性等，是中

国军事战略的话语呈现形态。集团性、攻击性、分裂性、霸道性等，则是美国军事战略话语

的特点。最后，施旭教授指出，“中美双方，尤其是高层，亟须展开全面、深入、细致的国

家军事战略对话与批评；应该就‘国家军事战略透明’的标准展开国际讨论；应该从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综合安全观的角度探索国际关系的新理论。” 

 

与会的中外专家认为，中国的

国家战略安全，有些来自外部，有

些则来自其话语呈现及其传播方

式，国家战略同样面临话语安全问

题和挑战。中国的国家战略话语呈

现和传播应重视传播效果，重视内

外有别，中外对接，轻重有度，口

径适宜，避免单一的宣传范式。新

闻传播学、语言学等领域的学者责

无旁贷，应重视该领域的研究和创新，助益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何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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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科融合与创新发展的新向度 

全球修辞学会 2017 年新年学术研讨会在绍兴召开 

 

2016 年 12 月 23

日至 25 日，“全球修

辞学会2017年新年学

术研讨会”在绍兴召

开，会议的主题为

“学科融合与创新发

展的新向度”。全球

修辞学会会长陈汝

东，各分会会长、副

会长、秘书长及理事

出席了此次会议。 

 

陈汝东会长指出了学科融合发展的新向度 

 

12月 24日开幕式上，全球修辞学会会长、北京大学

陈汝东教授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朱文斌教授分

别致辞。陈汝东会长在致辞和“2016 年全球修辞学会工

作报告”中，简要回顾了全球修辞学会的发展历程，总结

了学会 2016 年的工作成果，并重申了“学术·文化·友

谊”的学会宗旨及“做事·做成事·做成善事”的工作原

则。 

在展望学会未来发展和 2017年的工作规划时，陈汝

东会长指出：学会将继续推进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奋

力开拓学科发展新空间，继续推进国家传播学、全球话语

学、媒介文明、认知传播学、视觉传播学等学科发展的新向度；继续促进学科融合，搭建学

科创新平台，推动学术进步，创造学术新气象；同时，也将积极推动学术成果的出版和转化。 

全球修辞学会秘书处雷力、张倩，向理事会汇报了全球修辞学会秘书处一年来的工作进

展和会费管理使用情况。全球修辞学会网站负责人

李亚铭副教授，向理事会报告了学会网站的建设情

况和今后网站发展的目标，并呼吁学会理事踊跃供

给各种学术信息，丰富网站内容。 

 

各分会负责人汇报了 2017年会议筹备情况 

 

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秘书长、陕西师范

大学张勇锋副教授，汇报了即将于 2017年 3月在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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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

坛”的筹备情况。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秘书长、华

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侯国金，就“第五

届世界汉语修辞学会年会暨 比 较 修 辞 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进展向理事会作了全面

介绍。中国认知传播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外国

语大学教授林克勤汇报了中国认知传播学会第

四届年会（2017年，天津南开大学）的筹备情况。 

中国农村话语研究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媒

体传播系教授安文军，人类传媒文明研究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党委书记何海

翔副教授，分别就首届农村话语学术研讨会及“首届视

听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绍兴）的筹备情

况在会上作出了说明。此外，国家传播学会理事、河北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冯瑞珍，代表河北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向理事会作了“第三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

坛”的申办报告，并获得理事会批准。 

与会学者还就新闻传播学、语言学、文学等融合

发展的新向度以及

地方院校的学科发展等进行了专题研讨。杭州师范学院

施旭、北京大学东方文明研究中心 Allen Hemmat、中国

农业大学张建平、四川外国语大学林克勤、湖北工业大

学周金声、越秀外国语学院何海翔等，分别就如何避免

办学“同质化”，学科特色创新，以及学科融合发表了

看法。与会学者认为，应积极能动地适应知识创新与传

播方式的变革，主动推进学科的融合、整合、化合、融

通，实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融合式、整合式、参与

式、嵌入式和跨越式发展，积极参与学术共同体建设，

推进学术成果转化，适应与国家、民族以及全球人类思

想创新的发展需要。 

 

审议并通过了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理事会名单 

 

本次会议上学会理事会还审议并通过了世界汉语修

辞学会第三届理事和副会长提名。会议推举 María 

Alejandra Vitale（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David 

Frank（美国，俄勒冈大学）、Philippe Salazar（南非，

开普敦大学）、Donka Alexandrova（保加利亚，索菲亚大

学）、Manfred Kraus（德国，图宾根大学）、Jon Viklund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朴禹洙（韩国，韩国外国语大

学）、潘碧斯（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毛浩然（中国，

华侨大学）、鞠玉梅（中国，曲阜师范大学）、施旭（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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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蔡鸿滨（中国台湾，南华大学）为世界汉语修辞学会副会长，推举华侨大

学外国语学院侯国金教授为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秘书长。 

会议推举以下学者为理事：María Alejandra Vitale，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Donka Alexandrova，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Rya Butterfield，美国，尼古拉斯州立大学；

Gerardo Ramírez Vidal，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Gerasim Petrinsky，保加利亚，

索菲亚大学；毛浩然，中国，华侨大学；侯国金，中国，华侨大学；周金声，中国，湖北工

业大学；刘东虹，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向明友，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佐文，中国，

中国传媒大学；李亚铭，中国，陕西科技大学；何海翔，中国，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李小

凤，中国，暨南大学；施旭，中国，杭州师范大学；陈汝东，中国，北京大学；罗敏球，韩

国，韩国外国语大学；张伟雄，日本，札幌大学；赵和平，美国，加州州立大学；Manfred Kraus，

德国，图宾根大学；惠东坡，中国，北京联合大学；安性栽，韩国，仁川大学；田圣淇，韩

国，高丽大学；金钟甲，韩国，建国大学；Philippe Salazar，南非，开普敦大学；江南，

中国，江苏师范大学；Lucia Montefusco，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Maria Silvana Celentano ，

意大利，基耶地-佩斯卡拉大学；Hans Jochen Schild，德国，独立学者；高濑奈津子，日

本，札幌大学；黄锦章，中国，上海财经大学；曾毅平，中国，暨南大学；袁影，中国，苏

州大学；欧雪贞，中国台湾，玄奘大学；李胜梅，中国，河北大学；David Frank，美国，

俄勒冈大学；James Crosswhite，美国，俄勒冈大学；姜孟，中国，四川外国语大学；田荔

枝，中国，山东大学；林翠嬿，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潘碧丝，马来西亚，马

来亚大学；秦惠兰，中国，上海师范大学；张鲁平，中国政法大学；鞠玉梅，中国，曲阜师

范大学；刘璐，中国，北京大学；宫承波，中国，中国传媒大学；刘怡伶，中国台湾，圣母

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宋美玲，韩国，瑞逸大学；杜敏，中国，陕西师范大学；金钟荣，韩国，

首尔大学；李相哲，韩国，成均馆大学；林于弘，中国台湾，台北教育大学；蔡鸿滨，中国

台湾，南华大学；朴禹洙，韩国外国语大学；Andy Kirkpatrick，中国香港，香港教育学院；

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任期为：2016年 12月至 2018年 12月。 

    （全球修辞学会秘书处 张倩、雷力供稿） 

 

 

 

 

二、2017年国际学术会议 
 

 

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 

论文征集 

 

“中国故事全球表达，世界故事中国叙事”。为推动以“国家”为主体和内涵的传播现

象、问题、挑战、战略及规律的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利益，助推社会发展，推进文明创新，

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学术平台。2016年 7月 16日-18日“首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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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师范大学成功召开。为进一步推动国家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与传媒实践，现决定于 2017 年

3 月 24日-26 日在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召开“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诚邀

新闻传播学及相邻学科的学者惠赐大作，积极与会，共襄学术盛举。 

 

一、会议名称：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 

二、主办单位：国家传播学会、全球修辞学会 

三、承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四、协办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 

五、会议时间：2017年 3月 24日-26日（24日报到，25-26日学术研讨、文化考察） 

六、会议主题：理论与实践：国家传播学发展的新气象 

分主题： 

（一）国家传播学理论建构研究 

1、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建构研究：国家传播的主体、类型、机制、制度、政策、范式等

的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现象、问题、挑战与规律；国家传播学的学科融合与创新

研究；国家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2、领域传播中的国家媒体空间与话语空间建构研究：国家实体传媒空间建构、国家虚

拟空间建构战略、国家传媒体系研究；民间传播研究；农村话语研究；国民传播与元首传播

研究；国家传播史研究。 

3、全球视阈中的国家传播研究：中国的海外国家传播研究；欧美的国家传播研究；东

亚的国家传播研究；亚太等区域传播研究；国家语言文化传播战略研究。 

4、跨学科视角中国家传播学研究：国家修辞、国家话语研究；国家军事话语、外交话

语研究；国家传媒认知研究；国家媒介文明研究。 

（二）新理念•新交往：全球化时代的“一带一路”与国家传播研究 

1.“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话语传播 

2.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 

3.新媒体与国家传播 

4.国家传播与社会发展 

国家传播学既是一种学术视阈，也是一种新的理论拓展空间，是一种新的学术气象。国

家传播学会，是以研究“国家传播”为指向的学术共同体，其宗旨是“学术•国家•文明”，

力推国家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促进学科之间的融通整合，为国家发展提供思想助力，是该

领域同仁的共识。期待各学科领域的学者积极投稿，踊跃莅临，共襄学术盛举！ 

请与会学者将论文全文或摘要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前发送至：ssdzyf@126.com,与会接

受通知发出时间为 2017年 2月 28日前。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主办方负责与会者餐饮，往返

车程费、住宿费自理。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系人：张勇锋，联系电话：18710556648；管成云，联

系电话：18792918607。 

国家传播学会秘书处联系人：雷力博士，电邮：rhetoric2008@163.com。 

相关会议筹备进展信息，请关注全球修辞学网站：http://www.worldrhetoric.com。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国家传播学会、全球修辞学会 

2016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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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会信息 

 

1、全球修辞学会在安徽芜湖召开理事会 

2016 年 7月 17 日，首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在安徽芜湖召开。全球修辞学会召开理

事会。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教授等出席会议。 

会议增补陕西师范大学（张勇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刘超）、上海体育学院（罗

永洲）为国家传播学会理事单位。会议批准李建玲（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李德霞（厦门大

学）、Beatrice Gallelli（威尼斯卡夫斯卡里大学）、秦惠兰（上海师范大学）、靳雪莲

（重庆邮电大学）、王征（济南社会科学院）、罗永洲（上海体育学院）、张勇锋（陕西师

范大学）、刘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杨龙飞（铜陵学院）、杨剑锋（上海体育学院）、

冯爱莉（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常圆（浙江大学）、贾宗普（河北经贸大学）、陈琛（华中

科技大学）、鲍雨晴（中国气象频道）、南楠（河北大学）、雷水圳（台湾）等学者加入国

家传播学会。 

2、全球修辞学会在武汉召开理事会 

2016 年 9月 23 日，在武汉举行的首届全球话语学会年会上，全球修辞学会、全球话

语学会召开理事会。会议听取了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杨佑文教授作的关于全

球话语学会首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报告。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教授主持

了会议。 

会议推举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Allen Hemmat 为全球话语研究会副会长。会议增补杨佑

文（湖北工业大学教授、副院长）、Klause Kotze（南非开普敦大学博士生）、David A Palmer

（宗树人，香港大学社会系主任、副教授）为学会理事。 

接受杨巧燕（浙江工业大学讲师）、毛浩然（华侨大学教授、院长）、侯国金（华侨

大学教授）、曹凤霞（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Beatrice Gallelli（威尼斯卡夫斯卡里大

学博士生）、肖琳（北京大学博士生）加入全球话语学会学会。 

3、全球修辞学会秘书处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2016年 10月 18日，“传媒文明的新向度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全球修

辞学会召开秘书处工作会议，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教授主持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新会员

接纳和理事增补、推选事宜。 

会议批准毛浩然（华侨大学）、侯国金（华侨大学）、Beatrice Gallelli（威尼斯

卡夫斯卡里大学）、肖琳（北京大学）、Cheryl Glenn（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入世界汉语修

辞学会学会。会议批准柯一嘉（北京大学）、雷力（北京大学）、Beatrice Gallelli（威

尼斯卡夫斯卡里大学）、肖琳（北京大学）加入人类传媒文明研究会学会。会议批准韩立新

（河北大学）、白贵（河北大学）、何薇（北京大学）、肖琳（北京大学）加入国家传播学

会。会议批准柯一嘉（北京大学）、雷力（北京大学）加入全球传媒伦理与法治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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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三届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理事候选人名单：María Alejandra 

Vitale（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Donka Alexandrova（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

Rya Butterfield（美国，尼古拉斯州立大学）、Gerardo Ramírez Vidal（墨西哥，国立自

治大学 ）、Gerasim Petrinsky（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毛浩然（中国，华侨大学）、

侯国金（中国，华侨大学）、周金声（中国，湖北工业大学）等。 

4、陈汝东教授被提名为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盟（FILLM）新一届

理事会助理秘书长 

据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盟（FILLM）消息，2016 年 12 月在该联盟新一届理事会换届提

名中，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教授被提名为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盟（FILLM）新一届理事

会助理秘书长。 

 

四、国际学术动态 
 

1、FILLM即将于 2017年召开第 27届会议 

2017 年 3 月 15-17 日，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盟（FILLM）第 27 届年会，将在印度新德

里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The Familiar and the Exotic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Politics of Perception and Representation”。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盟 2016 年第 9 期刊发了

第 二 届 国 家 传 播 学 高 层 论 坛 的 信 息

（http://www.fillm.org/publications/newsletter/volume9.html）。 

 

2、第六届社会修辞学研讨会将于 2017年在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召

开 

欧洲修辞学会第六届社会修辞学研讨会（Rhetoric in Society）将于 2017 年 7 月 3

日—5日在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世界分合中的修辞学”（Rhetorics of Unity 

and Division），研讨会由欧洲修辞学会、英国政治学研究会修辞政治学分会、东英吉利大

学政治·哲学·语言·传播学院主办。 

 

 

相关信息请关注全球修辞学会网站：http://www.worldrhetoric.com。 

 

http://www.fillm.org/publications/newsletter/volume9.html
http://www.worldrhetor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