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连 论 坛 

2015 年年会 

 

 

主办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广播电视台 

凤凰国际智库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战略合作单位 

新浪国际 

大连市国际关系学会 

白俄罗斯国家“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日程表 

 

     会议日 

开幕式 

时间：10 月 24 日（星期六）08:30-09:20 

地点：华商厅 

人员：大连论坛全体与会学者 

会议 

 
“一带一路”·文化外交·白俄罗斯 

（详细安排见本会序第 3-6 页） 

文学与诠释：20 世纪的文学理论 

（详细安排见本会序第 7-9 页） 

10 月 24 日 

（星期六） 

上午
09:20-11:50 

会场：教学楼 B105 

人员：“一带一路”研讨会全体与会

学者 

会场：教学楼 B111 

10 月 24 日 

（星期六） 

下午
13:30-17:50 

会场（一）：教学楼 B106 

人员：部分与会学者 

（名单见第 3 页） 

会场（二）：教学楼 B105 

人员：部分与会学者 

（名单见第 5 页） 

10 月 25 日 

（星期日） 

上午
08:00-11:30 

会场（一）：教学楼 B106 

人员：部分与会学者 

（名单见第 6 页） 

会场（二）：教学楼 B105 

人员：部分与会学者 

（名单见第 6 页） 

闭幕式 

时间：10 月 25 日（星期日）11:30-11:50 

地点：华商厅 

人员：大连论坛全体与会学者 

媒体接待 地点：华商厅旁 

 

  



 

 

开幕式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地点：华商厅 

与会人员：大连论坛全体 

 

08:30-09:00  

开幕式 

主持人：秦明利 

（大连理工大学） 

 

地点：华商厅 

中联部前任副部长于洪君 致辞 

白俄罗斯前经济部副部长斯捷潘·帕罗尼克 致辞 

大连理工大学校领导 致辞 

辽宁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马国柱 致辞 

大连市领导 致辞 

09:00-09:20 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闭 幕 式 

10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地点：华商厅 

与会人员：大连论坛全体 

11:30-11:50  

闭幕式 

主持人：周异夫 

（吉林大学） 

地点：华商厅 

大会总结 

倪建平（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程朝翔（北京大学） 

 

 



 

 

会  议 

 

“一带一路”·文化外交·白俄罗斯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地点：教学楼 B105 

与会人员： “一带一路”·文化外交·白俄罗斯研讨会全体 

09:20-11:45 

主持人：倪建平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每位代表发言 15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05 

 

发言人：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 
题  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文化外交 

发言人：王帆（外交学院） 
题  目：东方文化理念与东亚安全合作 

发言人：詹得雄（新华社世界问题中心） 
题  目：文化：“一带一路”成功的软实力 

发言人：赵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战略研究所） 
题  目：文化经济学中的“一带一路” 

发言人：胡键（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题  目：“一带一路”与文化外交  

发言人：Д. В. Гордиенко(德米特里·果尔基因科)(俄罗斯科学院) 

题  目：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的区域安全性事务对话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会场（一）地点：教学楼 B106 
与会人员： 吴虹滨、В.И. Стражев、С.С. Полоник、В. А. Киктенко、李铁、К. А. Панцерев、Л.М . Хухлындина、

Доржханд Болд、В. В. Попков、胡正塬、石田隆至、张宏波、图门其其格、范丽君、王超、赵宏、
Николай Хмельницкий、谢云才、苗幽燕、姜群、Н. С. Касюк、Ю.В. Молоткова、桂重樹、李
筱平、许宏 

13:30-15:30 

主持人：李立凡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每位代表发言 10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06 

发言人：吴虹滨（中国驻白俄罗斯前大使） 

题  目：白俄罗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独特作用 

发言人：В.И. Стражев（瓦西里·斯特拉热夫）（白俄罗斯国立大

学） 

题  目：后工业时代，全球化，经济过渡期视域下的高等育转型

（以中国、白俄罗斯、俄罗斯为例） 

发言人：С.С. Полоник (斯捷潘·帕罗尼克)（白俄罗国立大学） 

题  目：“一带一路”框架下白俄罗斯现代经济的角色与发展前景 



 

 

发言人：李铁（图们江国际合作学会） 

题  目：认识白俄罗斯在“一带一路”中的独特作用，推动图们江

合作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 

发言人：К. А. Панцерев（康斯坦丁•班采列夫）（俄罗斯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 

题  目：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

的问题 

发言人：Л.М. Хухлындина（柳德米拉•胡赫雷金娜）（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 

题  目：中白合作关系：现状与前景 

发言人：Доржханд Болд（朵季可汗•博尔德）（蒙古国立大学） 

题  目：中蒙关系的长久性与发展前景 

发言人：胡正塬（国家智库专家） 

题  目：“一带一路”战略重点 

发言人：В. В. Попков(瓦西里•波普科夫)(乌克兰敖德萨国立大                                

        学）  

题  目：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解决世界文明问题的新途径 

发言人：石田隆至（大连理工大学）张宏波（日本明治学院大学） 

题  目：通过和平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看作为新中国的文化外交 

综合讨论 20 分钟 

15:30-17:50 

主持人：许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每位代表发言 10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06 

 

发言人：图门其其格（内蒙古大学） 

题  目：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战略机遇 

发言人：范丽君（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题  目：缩小文化认同差异促进中俄经济再发展 

发言人：王超（白俄罗斯“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题  目：“一带一路”的东欧经济腹地——白俄罗斯 

发言人：Николай Хмельницкий（尼古拉·赫梅林斯基）（白俄罗

斯国立大学） 

题  目：中白文化外交视域下的语言教育 

发言人：黄玫（北京外国语大学） 

题  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俄语＋X 语复语人才培养模式初探 

发言人：谢云才（辽宁大学） 

题  目：“一带一路”战略与俄语翻译人才的培养 

发言人：苗幽燕（吉林大学） 

题  目：“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的俄语理论教学改革思考 

发言人：姜群（大连理工大学） 

题  目：“一带一路”下集中合作院系优势，提升中白语言文化合 

        作研究 

发言人：Н. С. Касюк（娜塔莉亚•卡秀克）（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题  目：中白硕博研究生培养阶段中的合作导师机制展望 

发言人：Ю.В. Молоткова（尤利娅•马拉特科娃）（白俄罗斯国立 

        大学） 

题  目：“一带一路”框架下白俄罗斯中小学教育中的汉语教学：       

        合作与机遇 

发言人：姜欣 (大连理工大学) 
题  目：茶名翻译中文化元素的再现助行万里茶道 

发言人：桂重樹 (日本尚炯学院大学）李筱平（大连理工大学） 
题  目： 大学教員の研究意識に影響を与える要因についてー日 



 

 

        本の私立大学のデータから 

发言人：许宏（上海外国语大学） 

题  目：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俄罗斯文化和语言 

发言人：赵宏（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题  目：“一带一路”与南海经济 

综合讨论 20 分钟 

会场（二）地点：教学楼 B105 

与会人员：苏光明、杨治、詹得雄、赵磊、王帆、倪峰、王健、檀有志、张景全、陈雪飞、黄日涵、储殷、李立
凡、牛晓春、黄平、王鹏 

13:30-15:30 

主持人：王帆 

（外交学院） 

讨论：杨治 

（文化部） 

 

每位代表发言 20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05 

 

发言人：王健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题  目：“一带一路”下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软实力建设 

发言人：檀有志 (凤凰国际智库) 
题  目：“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外交方略    

发言人：张景全 (吉林大学) 
题  目：“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外交思考 

发言人：陈雪飞 (外交学院） 
题  目：“一带一路”的“地方性”认知与文化外交 

发言人：黄日涵 (华侨大学) 
题  目：“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新思路 

发言人：倪峰(中国社科院) 
题  目：“一带一路”背景下看美国在中亚的文化外交 

综合讨论 20 分钟 

15:50-18:00 

主持人：倪峰 

（中国社科院） 

讨论：王健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每位代表发言 20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05 

发言人：储殷 (凤凰国际智库) 
题  目：城市在“一带一路”上的品牌推广 

发言人：李立凡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题  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产业规划和发展瓶颈  

发言人：牛晓春（大连理工大学） 
题  目：孔子学院在对美文化外交中的作用 

发言人：黄平 (上海交通大学) 
题  目：后 9•11 时代的美国文化外交 

发言人：王鹏 (清华大学) 
题  目：文化外交与交流中的“东方主义”陷阱 

综合讨论 20 分钟 

 

10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会场（一）地点： 教学楼 B106 
与会人员： 李俊杰、金英伟、Д. В. Гордиенко、К. А. Панцерев、В. И. Стражев、С. С. Полоник、Л.М. Хухлындина、

Николай Хмельницкий、Наталья Касюк、Ю.В. Молоткова、王超、В. А. Киктенко、В. В. Попков、
Доржханд Болд、赵宏、吴虹滨、李铁、胡正塬、图门其其格、范丽君、李立凡、黄玫、荣洁、谢云才、
姜群、苗幽燕、许宏 



 

 

08:00-11:10 

主持人：金英伟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点：教学楼 B106 

 

发言人：李俊杰（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与会人员：Д. В. Гордиенко、К. А. Панцерев、В. И. Стражев、С. 

С. Полоник、Л.М. Хухлындина、Николай Хмельницкий、Наталья 

Касюк、Ю.В. Молоткова、王超、В. А. Киктенко、В. В. Попков、

Доржханд Болд、赵宏、吴虹滨、李铁、胡正塬、图门其其格、

范丽君、李立凡、黄玫、荣洁、谢云才、姜群、苗幽燕、许宏 

 

会场（二）地点：教学楼 B105 

与会人员： 陈雪飞、欧亚、黄平、王鹏、牛晓春、王健、詹得雄、杨治、倪建平、蒋正翔、徐海娜 

08:30-11:10 

主持人：倪建平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点：教学楼 B105 

大连论坛工作坊： 
陈雪飞、欧亚、黄平、王鹏、牛晓春、王健、詹得雄、杨治、倪
建平、蒋正翔、徐海娜 

 

  



 

 

会  议 

 

文学与诠释：20 世纪的文学理论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地点：教学楼 B111 

09:20-10:30 

主持人：傅永军 

（山东大学） 

 

每位代表发言 25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11 

发言人：洪汉鼎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题  目：诠释学与文学阅读——游戏，模仿，参与，阅读，诠释 

发言人：Николай Хмельницкий（尼古拉•赫梅林斯基）（白俄罗
斯国立大学 ) 

题  目：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
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综合讨论 20 分钟 

10:40-12:00 

主持人：周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 

 

每位代表发言 20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11 

发言人：程朝翔   ( 北京大学 ) 

题  目：价值与方法：21 世纪文学世界的重构 

     ——新世纪英美文学界对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发言人：韩水法   ( 北京大学 ) 

题  目：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主义 

发言人：李维屏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题  目：“理论之后”的中国英美文学研究：热点、趋势和问题 

综合讨论 20 分钟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地点：教学楼 B111 

13:30-15:30 

主持人：杜心源 

（华东师范大学） 

 

每位代表发言 20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11 

发言人：耿力平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题  目：新女权主义——试论芒罗小说中女性的“逃离”与“回

归” 

发言人：荣洁   ( 黑龙江大学 ) 

题  目：关于一首诗的诠释  

发言人：梁晓冬   ( 河南师范大学 ) 

题  目：身体与自我的主体同构——权力关系下的达菲诗歌女性

身体叙事研究 

发言人：王卫新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 

题  目：阿拉斯代尔•格雷小说中的“双影人”叙述 

发言人：殷晓芳   ( 大连理工大学 ) 

题  目：终极之善：史蒂文斯晚近抒情诗歌形式的实用主义伦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297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29781.htm


 

 

发言人：隋晓荻   ( 大连理工大学 ) 

题  目：诗之为我与他者的中介：列维纳斯诗学观 

综合讨论 20 分钟 

15:40-17:40 

主持人：潘德荣 

（华东师范大学） 

 

 

每位代表发言 20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11 

发言人：陈治国   ( 山东大学 ) 

题  目：最高形式的友爱：“哲学的友爱”还是“神交” 

发言人：李巧慧    ( 河南大学 ) 

题  目：1919 年至 1920 年《尤利西斯》在美国被禁的内外因探析 

发言人：马莉     ( 大连理工大学 ) 

题  目：从认识论到诠释学——新实用主义诠释学探析 

发言人：曹旭     ( 大连理工大学 ) 

题  目：昆虫学与形而上学——理查德·耶茨的双重作者立场 

发言人：曹海艳   ( 大连理工大学 ) 

题  目：生存绝望的歌者——舍斯托夫论契诃夫 

综合讨论 20 分钟 

 

10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地点：教学楼 B111 

08:00-09:40 

主持人：耿力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每位代表发言 20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11 

发言人：潘德荣    (华东师范大学) 

题  目：论诠释学的任务 

发言人：周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 

题  目：媒介生态学 

发言人：杜心源    (华东师范大学) 

题  目：“本土”实践与世界文学——对 1990 年代外国文学研究
论争的一种考察 

发言人： ЕкатеринаХальпукова( 叶卡捷琳娜•哈里普科娃 )     

(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 

题  目：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
报告文学《乌托邦之声》中的时代形象 

综合讨论 20 分钟 

09:50-11:30 

主持人：陈治国 

（山东大学） 

 

每位代表发言 20 分钟 

地点：教学楼 B111 

发言人：傅永军   ( 山东大学 ) 

题  目：东亚儒学：从经典诠释到经典诠释学 

发言人：周异夫   (吉林大学) 

题  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的战争反思 

发言人：何卫平  （华中科技大学) 

题  目：论题学与解释学 

发言人：秦明利    (大连理工大学) 

题  目：当下我国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困境 

综合讨论 2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