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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前沿 
 

 

1、全球修辞学会理事会暨 2019 年新年学术研讨会 

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顺利召开 

 

2019年 1月 12日全球修辞学会

2019年新年研讨会在浙江越秀外国

语学院召开。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四川外国

语大学教授、中国认知传播学会常务

副会长林克勤，中国农业大学副教

授、农村传播学会会长、国家传播学

会副会长安文军，海南师范大学教

授、世界汉语修辞学会副会长柴俊

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修辞传

播学会会长刘东虹，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视听传播学会会长宫承波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院长、视听传播学会副会长何海翔教授，苏州大学代树兰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教授学者，围

绕新闻传播学的新向度、话语学、修辞学的新发展展开了研讨，聚焦文化、教育、语言传播

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展示了全球修辞学会学术共同体的活力。 

12 日上午八时三十分，主题

为“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新向度”

的新年研讨会准时开始。在开幕

式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校

长朱文斌教授致欢迎辞。全球修

辞学会会长陈汝东教授代表学会

发表了“努力开创修辞传播学研

究的新局面”致辞。他回顾了学

会过去一年的工作，并阐述了新

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教育以及

学术共同体发展的新向度。 

新年研讨会分为“新闻传播

学发展的多维视角”和“话语学、修辞学研究的新趋势”两个分论坛。陈汝东、林克勤、刘

东虹、柴俊星、董方峰等教授，分别做了《论新闻传播的层次化教育策略》、《认知科学对

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贡献》、“Cultural Values Are Communicated: How Hotel Introductions 

Persuade”、《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中的战争隐喻》

的发言。中国传媒大学宫承波教授主持了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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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勤教授主持了主题为“话语学、修辞学研究的新趋势”的分论坛,代树兰、邹漫云、

姜保红、张建平、宫承波、安文军、张志泉等教授、学者分别作了题为《话语语言学研究的

趋势》、《论大众媒体在医患关系传播中的角色与定位》、《论中国领导人对非传播的国家

修辞策略》、《量子质化信息传播》、《中西方的“主体间性”》、《中央 1号文件中的乡

村话语》、《法学视角看传播的新向度》的发言。 

林克勤教授受会长所托，对全天的会议做了总结发言。林教授认为本次会议紧扣时代脉

搏，贴近社会热点、现实与政策，体现了“三新”：新技术、新背景、和新语境；会议展现

了学术会议向小型、高端、问题导向式聚焦发展的趋势，呈现了学术的跨学科和超学科特色；

会议发掘了一些新的学术概念。最后，林教授激励与会专家学者将学术研究转化为生产力，

积极发表文章、申请课题，参与国际交流，在国际学术平台上发声。 

13 日上午，与会专家学者在越秀外国语学院沈迪老师带领下，在当地做了文化考察，

参观了坐落于浙江绍兴会稽山脉、香水海南的龙华寺等文化景区。 

（全球修辞学会秘书处邹漫云供稿） 

 

 

2、第四届视听传播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2019 年 4 月 19 日至 21 日，第四

届视听传播高峰论坛在宁波大学隆重

举行，其主题为“视听传播的新理论、

新形态、新生活”、“视听传播修辞

理论与实践”。来自中国大陆、台湾、

澳门、德国等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

席此次会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修辞学会

会长陈汝东出席了会议。 

 

陈汝东会长做了题为“树立信息

服务理念 推动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县级媒体融合是国家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县级媒体融合，应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变‘管控模式’为

信息服务模式，树立信息服务的理念。”陈教授认为，“当前，

县级媒体融合依然面临着信息、资金和人才等资源匮乏”的挑

战，县级媒体融合应将受众转化为传播者，树立信息生产和信息

消费的服务理念，把县级媒体的融合与发展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期盼和对信息需求的渴望融为一体，建立信息生产的队伍，

尤其是信息消费的受众队伍，建立以信息服务意识为指导的信息

生产体制和机制，实现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资本功能等媒体功

能的融合。如此才能使县级媒体融合事业兴旺发达，才能有利于

国家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建构，才能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大局。 

北京师范大学张智华、台湾南华大学张裕亮、澳门大学刘世

鼎、西交利物浦大学 Holger Briel、Luciano Zubillaga 等分别做了题为“论中国网络短视

频的发展与变化”、《“一带一路”下中外合拍片的契机与挑战》、“Some Thoughts on the 

Visual”、“Not Just Average Cartoon-Mainzelmännchen as a Cultural Meta-mem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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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旨发言。 

会议举办了众多分论坛，中外专家学

者就国学经典的传播、影视作品的传播、

国家形象与城市形象、网络舆论等问题，

提出了各自的学术观点。学者们就如何提

升文化软实力、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

觉，如何在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增强中华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过程中发挥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

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研讨，提出了许多新

颖的见解和思考方向。 

宁波大学副校长乐传永、视听传播学会会长宫承波、全球修辞学会秘书长惠东坡、宁波

大学现代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宁海林等教授分别在开、闭幕式上致辞。会议由全球修辞学会、

视听传播学会主办，宁波大学承办。会议决定第五届视听传播高峰论坛将于 2019 年下半年

在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召开。 

 

 

3、第三届诠释学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9 年 5 月

11-12 日，第三届诠

释学专题研讨会在

北京大学李兆基人

文学苑成功召开，本

届研讨会的主题为

“诠释学、话语与实

践”。来自中国大

陆、香港以及美国、

加拿大、德国、法国

等的数十位专家、学

者出席会议并发表

了最新研究成果。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就中国国家话语、中国语言与文化、诠释艺术、

人工智能与社交机器人、人类世界和平进程、世界汉学、医学伦理、媒体技术以及弦理论等

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议由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与全球修辞学会联合举办，曾庆盈研究员主持开幕

式。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致辞。陈教授认为，“本次盛会

具有鲜明的学理性和时代性，涉猎广泛，将会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北大东方古代文明研

究所顾问艾伦·阿姆鲁拉·海玛特（Allen Amrollah Hemmat）博士做了大会愿景阐释。他

指出，本次跨学科会议旨在推动传播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物理学、人类学、

社会学、法学、医学等领域专家之间的对话，跨越学科隔阂，促进学科之间的合作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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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陈汝东、延边大学副教授卢雪花

合作发表了题为《论新时代的国家隐喻》的主旨演

讲。他们认为，“作为一种修辞方法、一种思维方

式，隐喻也是一种国家话语，是一种国家隐喻。社

会是不断喻化的，历史也是不断喻化的。国家隐喻

在中国的发展中，特别是在新时代的国家建设中起

了重要作用。中国新时代的国家隐喻，是国家领

袖、国民和媒体集体智慧的反映。它们不但映照了

中国的国家意志，建构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且成

就了中国的国策，反映了中国价值、中国选择和中

国道路，并成为中国国际交往、国际合作的重要手

段，成为中国全球布局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意象，引领了国际话语和全球话语的发展方向。” 

 

艾伦·海玛特博士做了题为《与诠释学及话

语相关的实践》的主旨演讲，探讨了 Praxis概念

及其与诠释学和话语学的关系。他认为，“古希

腊哲学的实践（praxis）观念再次成为十九世纪

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

其对译‘行动（action）’和‘实践（practice）’

概念在悲观和乐观哲学家们的思想中具有特殊意

义。两者都敦促个体充满热情和渴望，采取行动

以改善饱受现代生活之磨难的人类生活状况。” 

本次会议兼具古典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各

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发表精彩纷呈。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贺必克（Babak Haghighat）、法学

教授麦泰伦(Tarrant M. Mahony)、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宗树人(David A. Palmer)、圣克劳

德州立大学传播学教授罗雅·阿哈万(Roya Akhavan)、北大历史学教授颜海英、古代东方文

明研究所研究员曾庆盈等分别做了题为《额外维和弦理论》、《全球组织的崛起过程：对百年

奋斗的思考》、《天地之乐——葛兰言〈诗经〉研究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意蕴》、《理解一

种新的历史辩证法：对建构和平话语及行动的影响》、《〈来世之书〉中的复活仪式》和《254

号莫高窟——一个讲故事的空间》的学术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张立立、北京大学医学部邹漫云及其学生团队（康健、杨健一、吴瑕、武

一丹）、北京师范大学张洪忠、复旦大学吴晓群、北京服装学院邱忠鸣等教授以及来自北京

和睦家医院的家庭医学和综合保健中心主席常逸梓(Roohollah Changizi)、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课程中心的学术校长陈曦(Rehema Clarken)分别作了《中文系词“是(Shi)”中的存在

与时间》、《中国医患关系的当代媒介话语实践》、《范式转变：社交虚拟空间里的机器人研

究》、《希腊古风古典时期与中国先秦时期哀悼仪式中的两个主要环节》、《习茶与禅及其它：

佛学话语之日常实践的一个案例》、《价值论、实践与医学伦理学》、《以格言引语指引我们对

中国国际教育的思考》的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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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莅临会场，倾听学者发言并

参与交流。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所长颜海英教授主持闭幕式，宗树人教授致闭幕词，他高度

评价了此届研讨会涉及的跨学科议题以及取得的成果，并指出，“正是世界的复杂性需要多

元的、丰富的学科理论，知识结构的分化促进了学者们跨学科探讨的集体意识和集体实践，

而学者具有独立思考的实践，又体现着追求改进自己和改进世界的道德内涵，这也正是本届

研讨会跨学科探索的价值所在。” 

（ 信 息 来 源 ： 肖 琳 《 第 三 届 诠 释 学 专 题 研 讨 会 在 京 召 开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网 ：

http://acad.cssn.cn/dzyx/dzyx_mtgz/201905/t20190513_4885650.shtml。） 

 

 

二、2019 年会议 
 

1、第四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将于重庆召开 

（2019年11月22日——11月24日· 重庆交通大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提高国家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成为重要的理论

与实践课题。为此，国家传播学会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2016）、陕西师范大学（2017）、上

海大学（2018）召开了三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并编辑出版了《国家传播学论丛》（第1

辑）。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创新国家传播学理论，增强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全球修辞学会、国家传播学会和重庆

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将于2019年11月22日——24日在重庆交通大学（南岸校区）召开第四届国

家传播学高层论坛。我们竭诚欢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踊跃莅临会议，共襄学术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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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 

主题：新中国70年以来国家传播的嬗变与创新 

 

本次论坛的分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传播发展研究 

2．新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研究 

3．中国故事与跨文化叙事研究 

4．红色经典与国家记忆研究 

5．改革开放与国家传播研究 

6．跨学科视角下的国家传播战略研究 

7．国家话语、国家修辞与国家战略研究 

8．逆全球化视阈下的中国区域传播实践研究 

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传播路径研究 

10.“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及其传播研究 

1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及其传播研究 

1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研究 

13.解决人类问题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及其传播研究 

14.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引领力研究 

15.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研究 

 

会议主办及合作单位 

主办： 

全球修辞学会 

国家传播学会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学术支持： 

《现代传播》、《当代传播》、《编辑之友》、《中国出版》、《新闻界》、《中国电视》、《当

代电视》、《新闻与写作》等。 

 

会议报到地点： 

重庆华商国际会议中心（重庆南岸区五公里学府大道33号）； 

会议地点： 

重庆交通大学明德楼（重庆交通大学南岸校区）； 

会议时间： 

2019年11月22日（星期五）：报到，注册； 

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开幕式，主题发言，分会场研讨 

2019年11月24日（星期日）：分会场研讨，闭幕式 

 

论文征集： 

有意参与主旨发言及分论坛讨论的嘉宾， 

请围绕会议主题按如下要求投稿： 

1、请于2019年10月18日前将不超过500字的论文摘要连同参会回执（参见附件1）发送

至会议组委会邮箱rhetoric2008@163.com，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投稿摘要匿名评审。评审通

过的论文将于10月28日前发正式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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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匿名评审的摘要作者须于2019年11月13日前将符合格式要求（参见附件2）的

论文全文以 Microsoft Word文件（ .doc/.docx）附件的方式，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rhetoric2008@163.com。 

 

其他事宜： 

1、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个人交通、住宿费自理，餐费及其他会务费由主办方承担。 

    详细议程将于2019年11月16日在“全球修辞学会”官方网站或微信群公布

（http://www.worldrhetoric.com/）。 

 

2、会务联系人 

   李红秀：13983958069 

   樊信友：13594096909 

   惠东坡：13488893956 

   会务组邮箱：rhetoric2008@163.com 

 

友情提示：该回执请于2019年10月18日前连同“论文摘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邮

箱:rhetoric2008@163.com 

附件1（参会回执）可通过下方“链接”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EFjQ-8bfrOnj0z5EKz9eQ   

密码:2dy1 

附件详情，请您点击“阅读原文” 

 

全球修辞学会 

国家传播学会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2019年4月15日 

 

 

三、学会信息 

 

1、全球修辞学会理事会在绍兴召开 

 

2019年 1月 12日全球修辞学会 2019年理事会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召开。学会秘书

处代表邹漫云副教授做了 2018年学会的财务、会员发展、网站建设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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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汝东会长宣布了理事会的人事安排决议。理事会任命华中师范大学刘东虹教授为新一

任国际修辞传播学会会长，增补孙

静（越秀外国语大学）、张厚远（越

秀外国语大学）、代树兰(苏州大学)

为国家传播学会理事；增补何海翔

（越秀外国语大学）、宫承波（中

国传媒大学）、惠东坡（北京联合

大学）、安文军（中国农业大学）、

林克勤（四川外国语大学）、毛浩

然（华侨大学）、刘东虹（华中师

范大学）、柴俊星（海南师范大学）

为全球修辞学会总会理事的决议，

并任命惠东坡为全球修辞学会秘书

长。上述成员任期为两年（2019年 1月-2020年 12月）。 

各个分会的负责人及代表分别汇报了各个分会的工作。国家传播学会涉农传播分会副会

长安文军、视听传播学会会长宫承波、中国认知传播学会常务副会长林克勤、世界汉语修辞

学会代表华侨大学王雪瑜（代替会长毛浩然出席会议）、国家传播学会代表张建平、人类传

媒文明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何海翔、世界汉语修辞学会副会长柴俊星与国际修辞传播学会

会长刘东虹总结了各学会在 2018年的学会工作并就 2019年的学术安排做了汇报。 

陈汝东会长对各分会 2018年的工作进行了肯定，对总会的工作做了总结并介绍了 2019

年的学术规划。对于学会 2019年的工作会长提出了两点期望：第一、继续拓展学术的国际

空间，提升中国学术的话语权；第二、希望各分会大力提拔年轻人，为学会补充新鲜血液，

同时向总会举荐优秀人才。 

（全球修辞学会秘书处） 

 

 

2、现代语言文学联盟（FILLM）第 28 届年会论文征集 

 

会议名称：现代语言文学联盟（FILLM，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 28 届年会。 

会议主题：全球视阈中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多样性。 

会议时间：2020 年 7 月 26-29 日。 

会议地点：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会议注册时间：2019 年 9 月 1 日。 

会费：教员 250 欧元/人，学生 150 欧元/人。2020 年 1 月 31 日后

注册，每人各增加 50 欧元。 

 

注：全球修辞学会为现代语言文学联盟（FILLM）的会员单位，将

设立与学会相适应的主题，单独组织研讨小组与会。请注意近期相关通

知。 

（山东工商大学姜保红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