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新儒家贵州行”系列活动

“当代新儒家与心学传统”

第十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

会 议 手 册

主办单位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武汉大学国学院与哲学学院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台湾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鹅湖月刊社

台湾“中央大学”儒学研究中心

2017 年 10 月 13 日至 7 月 17 日



“当代新儒家与心学传统”

心学传统是儒学思想的大传统、大脉络，自先秦孔孟的求己为仁、尽

心知性之教，至宋明陆王的发明本心、推致良知之说，心学传统日臻深厚

丰富。当代新儒家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诸

先生，则在中西社会与文化深刻变革的机运中，自立本心，自植灵根，融

会中西，独造新论，从而挺立道德主体，扩发天德人能，进一步拓展儒家

心学的内涵与精神。而在当前的情境与脉络下，当代新儒学一方面需要研

探前贤所凝聚而成的心学传统，另一方面则宜正视当前的各种深度的哲学、

文化议题，并寻求通过新的方式与视野，合理定位自身，阐扬心学精神，

谋求与推进当代儒学进一步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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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情况

日 期 天 气 温 度 穿衣提示

10月 13 日 多云转阴 14℃-21℃

天气多变，

早晚温差较大，

请您注意增减衣物。

10月 14 日 阴 14℃-18℃

10 月 15 日 阴转阵雨 12℃-17℃

10 月 16 日 阵雨转小雨 13℃-15℃

10 月 17 日 阴转雨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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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0 月 13 日

大会报到（9：00-21：00） 地点：大成精舍酒店（贵阳市花溪区董家堰孔学堂内）

10月 14日上午

开幕式（9：00-9：30） 地点：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郭齐勇（武汉大学）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书记、理事会理事长徐圻 致辞

华梵大学前校长、财团法人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董事长朱建民 致辞

全体与会人员合影（9：30-10：00）

地点： 阳明大讲堂正门

大会报告（10：00-12：30）地点：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每位报告人 20分钟）

主持人：李瑞全（台湾“中央大学”）

杜维明（北京大学）：待定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当代儒家心学的建立与阳明的良知精神

曾昭旭（台湾淡江大学）：论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的辨证相即：兼论经典义理的创造性诠释

郭齐勇（武汉大学）：现当代新儒家与心学传统

潘朝阳（台湾师范大学）：儒家的一心两重思维方式

景海峰（深圳大学）：当代儒学发展的形态及趋向

郑宗义（香港中文大学）：再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10月 14日下午 分组报告（一）2：00-4：00 （每位报告人 15分钟）

A组 地点：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胡治洪、何仁富

B组 地点：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杨泽波、方朝晖

C组 地点：第四会议室

主持人：张学智、杨自平

D组 地点：第五会议室

主持人：佐藤炼太郎、秦峰

胡治洪（武汉大学）：《大

学》朱王之争与熊十力的

评论

杨泽波（复旦大学）：积

淀说与结晶说之同异（我

与李泽厚的分别之一）

张学智（北京大学）：牟宗

三“良知坎陷说”新论

李瑞全（台湾“中央大学”）：

王阳明致良知教之工夫诠释

学

何仁富、汪丽华（浙江传

媒学院）：生死之间的智慧

与境界：从唐君毅的晚年

日记看一位儒者的死亡准

备

方朝晖（清华大学）：如

何理解性善论

杨自平（台湾“中央大

学”）：从陆王心学的事功

观思考新儒学外王学的开

展

佐藤炼太郎（日本北海道大

学）：良知多义性——以王畿

的良知说为中心考察

周之翔（贵州省社科院）：

熊十力论《大学》：以简少

之文而摄无量义

王锟（浙江师范大学）：

关于“良心”之争及来自

镜像神经元理论的疏解

谢远笋（武汉大学）：当代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牟宗三

政治哲学

秦峰（重庆大学）：王阳明思

想中的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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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证

窦晨光（香港中文大学）：

新儒家“生生”思想研究：

《易传》和《新唯识论》

的生生本体论

高玮谦（台中教育大学）：

牟宗三先生对儒家心学

传统之继承与发扬

王进（贵州师范大学）：阳

明心学的“政治哲学”建

构：徐复观《一个政治家

的王阳明》发微

罗同兵（贵州师范大学）：阳

明心学：辨证的实践主体修养

论

刘依平（武汉大学）：熊十

力早年事迹、佚文与思想：

以姓名字号为主线的考察

刘元青（湖北师范大学）：

熊十力体用论及其对科

学知识的安顿

李强（西北大学）：从梁启

超到牟宗三——近代中国

文化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传

统试探

卢盈华（浙江工商大学）：

Ressentiment and the

Obscuration of Pure Knowing

朱小明（贵州大学）：《大

学》八条目及其道德根据：

以阳明心学的良知说为中

心

栾成斌（贵州大学）：明

末贵州名人丘禾嘉心学

研究

程泽时（贵州师范大学）：

从阴阳到良知：儒家治道

之内外论证

鹿博（贵州师范大学）：“四方

架构”与中晚明心学研究

茶歇：4：00-4：15

10月 14日下午 分组报告（二）4：15-6：00 （每位报告人 15分钟）

A组 地点： 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李淳玲、卢雪昆

B组 地点：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赵法生、陆永胜

C组 地点：第四会议室

主持人：黄敏浩、杨勇

D组 地点：第五会议室

主持人：陈振昆、张锦枝

李淳玲（美国中国哲学与

文化研究基金会）：从康德

“恶”的起源论其道德哲

学的建构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

院）：心术语性情：《性自

命出》心术观探微

黄敏浩（香港科技大学）：

牟宗三对禅宗之判摄述论

黄丽生（台湾海洋大学）：上

下贯通与实践穷理：徐复观对

朱子学的时代反思

卢雪昆（香港新亚研究

所）：康德直观学说的彻底

革命性及其对西方传统实

践哲学的颠覆

陆永胜（贵阳学院）：孙

应鳌的心治观及其价值

性省察

杨勇（云南大学）：牟宗三

天台佛学研究之刍议

陈振昆（台湾华梵大学）：自

觉心与合理性——朱子敬义

夹持的道德实践工夫

盛珂（首都师范大学）：牟

宗三论证“智的直觉”与

“物自身”的理论进路

陈张林：（兰州商学院）

道学的日常生活实践：杨

甲仁的心学思想及其践

履

周浩翔（河北大学）：以德

摄福——牟宗三对康德圆

善论的儒学诠释

张锦枝（上海社科院）：本体

上着工夫——从朱子到明末

工夫论的一项转进

杨少涵（华侨大学）：牟宗

三对康德审美判断力合目

的性原则之衡定与超越

刘青衢（贵州大学）：江

右王门邹元标都匀证道

及其前后思想衍变

徐波（复旦大学）：现代新

儒家圆教思想的“殊途”

与“同归”

江俊億（台湾大学）：山崎闇

斋对“心”的议论——从朱子

力气论与心性论谈起

沈鸿慎（清华大学）：海德

格尔与牟宗三对康德“敬”

之情的理解比较

邓康宏（香港中文大学）：

孟子“反身而诚”的工夫

论意涵—逆觉体证与主

题解释学的诠释

肖雄（湖北大学）：从幸福

到永福：牟宗三的圆善论

论析

汪洋（贵州师范大学）：南宋

孝宗朝的道学非道学之争

10月 15日上午 分组报告（三）8：30-10：30 （每位报告人 15分钟）

A组 地点：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 陈代湘、黄崇修

B组 地点：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丁为祥、陈有志

C组 地点：第四会议室

主持人：李承贵、王兴国

D组 地点：第五会议室

主持人：蒋国保、刘德明

陈代湘（湘潭大学）：文化 丁为祥（陕西师范大学）： 李承贵（南京大学）：人文 蒋国保（苏州大学）：化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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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宋明理学的产生与

发展

儒学：一种可以作为“底

色”的人生信仰

认知范式视域下的中国哲

学特点

为民学：儒学未来发展的新思

考

黄崇修（台湾“中央大

学”）：由宋明儒对定静工

夫的诠释理路论周敦颐

“内静外敛”之潜存思维

陈有志（台湾师范大学）：

“不相应行法”中存有端

用的范围与范畴

王兴国（深圳大学）：牟宗

三的象山学

刘德明（台湾“中央大学”）：

牟宗三《公羊学》述论

龚妮丽（贵州大学）：周敦

颐的礼乐思想

张晚林（湖南科技大学）：

论仲弓之人格及其宗教

意义

游腾达（台湾清华大学）：

论港台新儒家之象山学说

研究

陈绪波（重庆大学）：《春秋左

传》杜氏义例探析

唐应龙（贵州师范大学）：

从“乐”到“音”：孔子礼

乐观异化史与帝国衰落探

因

郭继民（海军陆战学院）：

三教合一话“心”经

陈畅（同济大学）：唐文治

论慎独工夫原型及其思想

史意义

方正（黄冈师范学院）：李贽

与晚明鄂东学术中心的形成

陈绘宇（台湾政治大学）：

朝鲜末期“心说”论争之

概述及意义

孙邦金（温州大学）：宋

恕的宗教多元主义思想

及其儒学宗教化方案

张春香（贵州师范大学）：

论易学思维的生成本质

彭涛（贵州大学）：精英文化

与地方认同：以王阳明在黔悟

道讲学与治理少数民族的经

验为例

黄诚（贵州大学）：转仙

释之识，成“儒门”之智：

儒释道三教关系视域下

的阳明心学思想建立

吕相国（贵州师范大学）：

魏晋时期王弼易学的发展

与流延

茶歇：10：30-10：45

10月 15日上午 分组报告（四）10：45-12：30 （每位报告人 15分钟）

A组 地点：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黄兆强、陈志强

B组 地点：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黄慧英、李大华

C组 地点：第四会议室

主持人：黄莹暖、宋立林

D组 地点：第五会议室

主持人：田文军、周博裕

黄兆强（台湾东吴大学）：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徐

复观眼中的唐君毅

黄慧英（香港岭南大学）：

牟宗三先生对儒家思想

的实践性格之议论

黄莹暖（台湾师范大学）：

儒学的仁论：主体、天道

与世界

田文军（武汉大学）：关于现

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一些回

顾与思考

陈志强（台湾大学）：王船

山论“恶”的起源：以唐

君毅的诠释为中心

李大华（深圳大学）：道

德生活的选择性问题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

赋古典以新义，出新解于

陈编：徐复观先秦儒学诠

释述略

周博裕（财团法人东方人文学

术研究基金会）：“卷之则退藏

于密，放之则弥六合”之翻转

曾美珠（红河学院）：王夫

之的经典教化观

欧阳辉纯（贵州师范大

学）：格物致知与居敬穷

理——政治伦理视野下

朱熹忠德修养的主要方

法与实践路径

蔡祥元（山东大学）：感通

本体引论——兼论当代儒

学中的实体论与情感论

姚才刚、李莉（湖北大学）：

刘述先先生对儒学宗教性问

题的反思

廖晓炜（华中科技大学）：

由《读四书大全说》看王

王顺然（深圳大学）：具

有“戏剧”性质的“乐”

陈群（贵州师范大学）：论

徐复观儒学诠释中的生命

朱光磊（苏州大学）：儒学的

常与变：儒学现代开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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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哲学的定位问题 如何形成道德教化 之维 精神与损益方向

陈浩（贵阳学院）：《礼记》

论通“神”之道

郭伟（黄冈师范学院）：

试论五缘文化视域中的

李贽形象

宋君修（贵州大学）：儒学

形上学的研究尝试：论“大

学”之“道”与“道-德”

“精-神”

万国崔（贵州师范学院）：二

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家心

性道统论探析

10月 15日下午 分组报告（五）2；00-3：45 （每位报告人 15分钟）

A组 地点：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柴文华、许宁

B组 地点：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李维武、卢兴

C组 地点：第四会议室

主持人：胡军、杨永明

D组 地点：第五会议室

主持人：周海春、霍晋明

柴文华（黑龙江大学）：略

论梁漱溟心学思想的主要

特征

李维武（武汉大学）：心

理之间：本体的主体性与

本体的理想性

胡军（北京大学）：中国现

代直觉论的思想渊源与得

失

周海春（湖北大学）：良知流

行迹可寻

许宁（陕西师范大学）：马

一浮对《论语》的现代诠

释

卢兴（南开大学）：牟宗

三哲学与阳明心学之关

联

杨永明（宜宾学院）：唐君

毅论人文经济社会的理想

性与现实性

霍晋明（景文科技大学）：自

我、人我、群我：论道德实践

的三个面向及其问题

刘莉莎（华中师范大学）：

梁漱溟的人心论与道德理

念

李洪卫（河北工业大学）：

“公”之理性与“悦”之

能动：牟宗三“理性心”

概念及其相关比较与讨

论

李慧琪（台湾“中央大

学”）：论唐君毅对嶯山思

想的诠释

胡嘉明、关春红（贵州大学）：

王龙溪与聂双江

介江岭（湖北经济学院）：

胡秋原对民主的反思

周恩荣（西南政法大学）：

萧萐父·现代新儒家·中

国哲学启蒙

薛子燕（华侨大学）：梁启

超对再造文明的探索：在

新文化运动与儒学之间

赖区平（中山大学）：罕言、

详言、雅言——朱子的儒学史

-“心”学史观三段论

张明（贵州大学）：钱穆先

生阳明学研究述评

王剑（贵州师范大学）：

论阳明文化对于涵养社

会主义平等观之源泉意

义

董志鹏（贵阳中医学院）：

论戊戌学会对于近代结社

法制化的推动

金美华（台湾“中央大学”）：

依牟宗三先生之道德理性三

义诠释程明道之一本论

茶歇：3：45-4：00

10月 15日下午

大会报告（4：00-6：00）地点：第一会议室 （每位报告人 20分钟）

主持人：张学智（北京大学）

朱建民（财团法人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当代新儒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杨祖汉（台湾“中央大学”）：程朱陆王二系的会通

梅约翰（澳大利亚 La Trobe University）：熊十力心性论与恶的起源问题：以《明心篇》为中心

林安梧（台湾慈济大学）：儒家对“生命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后新儒学”的反思

张新民（贵州大学）：世界与人的存在论整体致思图景：传统“天人合一”观与“知行合一”说合论

闭幕式（6：00-6：20） 地点：第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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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黄丽生（台湾海洋大学）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总结发言

10 月 16 日

文化考察（9：00-17：00）（二者任择其一）

1.修文阳明洞

2.安顺文庙、武庙

10 月 17 日

大会离会（13：00 前）

用餐安排

请参会者佩戴嘉宾证，凭嘉宾证就餐。祝您用餐愉快！

餐次 用餐时间 餐型 用餐地点

13日午餐 11:30-14:30 自助餐 酒店负一楼

13日晚餐 17:30-21:30 自助餐 酒店负一楼

14日午餐 12:30-13:30 送餐 会议中心

14日晚餐 18:30-20:00 宴请 酒店一楼

15日午餐 12:30-13:30 送餐 会议中心

15日晚餐 18:30-19:30 送餐 会议中心

16日晚餐 18:30-20:30 自助餐 酒店负一楼

17日午餐 12:30-13:30 自助餐 酒店负一楼

早餐 07:00-09:00 自助餐 酒店负一楼

其他时段 简餐 酒店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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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者名录

外籍学者

中国台湾、香港学者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邮箱

1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 教授 ccheng@hawaii.edu

2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教授 wfu@fas.harvard.edu

3 李淳玲
美国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会（FSCPC）

创办人

董事暨现

任负责人

esthercsu@gmail.com

4 梅约翰
澳大利亚 La Trobe 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
教授 J.Makeham@latrobe.edu.au

5
佐藤

炼太郎
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 教授 rentaro@let.hokudai.ac.jp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邮箱

1 曾美珠 红河学院 副教授 mctseng6@163.com

2 曾昭旭 淡江大学中文系 教授 003105@gmail.com

3 陈绘宇 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 博士 zozo0425@hotmail.com

4 陈有志 台湾师大文学院 前祕书 bennett4143@gmail.com

mailto:ccheng@hawaii.edu
mailto:wfu@fas.harvard.edu
mailto:mctseng6@163.com
mailto:zozo0425@hotmail.com
mailto:bennett414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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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振崑 华梵大学哲学系 教授 jenkuen100@gmail.com

6 陈志强 台湾大学哲学系 助理教授 keung523@hotmail.com

7 邓康宏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博士 socratestang@hotmail.com

8 窦晨光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博士 dcgloveinter@163.com

9 高玮谦 台中教育大学语教系 助理教授 wchien7@gmail.com

10 黄崇修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 副教授 hcs90441@gmail.com

11 黄丽生 台湾海洋大学 教授
c0053@ntou.edu.tw

huanglisheng88@gmail.com

12 黄慧英 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 教授 wongwy@ln.edu.hk

13 黄敏浩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教授 hmmhwong@ust.hk

14 黄淑玲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博士 saiming@gmail.com

15 黄莹暖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 副教授
t21010@ntnu.edu.tw ，

yingnuan@gmail.com

16 黄兆强 东吴大学历史系 教授 skwong@scu.edu.tw

17 霍晋明 景文科技大学通识中心 讲师 jm39@mail2000.com.tw

18 江俊亿 台湾大学 博士生 bachcellist@gmail.com

19 金美华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 博士 gin0521@ms76.hinet.net

20 李慧琪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 助理教授 midoly1127@gmail.com

21 李瑞全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 教授 shuiclee@cc.ncu.edu.tw

22 林安梧 台湾、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院长 limaw2001@pchome.com.tw

23 刘德明 台湾“中央大学”儒学研究中心 副教授 dmliu@cc.ncu.edu.tw

mailto:jenkuen100@gmail.com
mailto:wchien7@gmail.com
mailto:hcs90441@gmail.com
mailto:hmmhwong@ust.hk
mailto:saim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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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学者

24 卢雪崑 新亚研究所 教授 losuetkwan2@yahoo.com.hk

25 潘朝阳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 教授 t24012@gmail.com

26 杨自平 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 教授 tpyang3@gmail.com

27 杨祖汉 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 教授 yangchohon@gmail.com

28 游腾达 清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助理教授 dar119@yahoo.com.tw

29 郑宗义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教授 cy448cheng@cuhk.edu.hk

30 周博裕
财团法人东方人文学术研究

基金会
执行长 legein2550@gmail.com

31 朱建民
财团法人东方人文学术研究

基金会
董事长 jimmyjuey@yahoo.com.tw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邮箱

1 蔡祥元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副教授 caixxyy@126.com

2 曾勇 江西师范大学 副教授 yozeng@126.com

3 柴文华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 bingcheng68811@vip.sina.com

4 陈畅 同济大学哲学系 副教授 chenchang@tongji.edu.cn

5 陈代湘 湘潭大学哲学系 教授 cdxxtu@xtu.edu.cn

6 陈庆初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长 cqc@zju.edu.cn

7 陈绪波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 教授 lzcxb@126.com

mailto:yangchohon@gmail.com
mailto:dar119@yahoo.com.tw
mailto:cy448cheng@cuhk.edu.hk
mailto:legein2550@gmail.com
mailto:jimmyjuey@yahoo.com.tw
mailto:bingcheng68811@vip.sina.com
mailto:cdxxtu@xtu.edu.cn
mailto:cqc@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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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张林 兰州商学院马列学院的 副院长 18793119195@163.com

9 丁为祥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教授 weixiangding@163.com

10 方朝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 教授 fangzh@tsinghua.edu.cn

11 方国根 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 主任 fanggg88@sohu.com

12 方正 黄冈师范学院 副教授 839319696@qq.com

13 郭继民 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 副教授 lu-zhi-3@163.com

14 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哲学学院 院长/教授 qyguo@whu.edu.cn

15 郭伟 黄冈师范学院 副教授 839319696@qq.com

16 何仁富 浙江传媒学院 教授 herenfu@163.com

17 胡军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hujun0815@pku.edu.cn

18 胡治洪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教授 huzh_54@163.com

19 蒋国保 苏州大学哲学系 教授 sszz188@163.com

20 介江岭 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jiejiangling@whu.edu.cn

21 景海峰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教授 jinghf@szu.edu.cn

22 赖区平 中山大学哲学系 副研究员 lqpssl@126.com

23 李承贵 南京大学 教授 cg815@163.com

24 李大华 深圳大学哲学系 教授 2385898008@qq.com

25 李洪卫 河北工业大学 教授 skylihongwei@126.com

26 李强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学院 讲师 liqiang_2201@163.com

27 李维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 heping@whu.edu.cn

28 廖晓炜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讲师 xwliao@hust.edu.cn

mailto:18793119195@163.com
mailto:weixiangding@163.com
mailto:839319696@qq.com
mailto:839319696@qq.com
mailto:herenfu@163.com
mailto:hujun0815@pku.edu.cn
mailto:huzh_54@163.com
mailto:skylihongwei@126.com
mailto:liqiang_2201@163.com
mailto:xwliao@h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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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刘莉莎 华中师范大学 讲师 liulishaa@163.com

30 刘依平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博士生 liuyiping_1@126.com

31 刘元青 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yqliu71@163.com

32 卢兴 南开大学哲学系 副教授 luxing@nankai.edu.cn

33 卢盈华 浙江工商大学哲学系 讲师 scholarlu@hotmail.com

34 秦峰 重庆大学 讲师 chinf@126.com

35 沈鸿慎 清华大学哲学系 教授
shenhongshen@mail.tsinghu

a.edu.cn

36 盛 珂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副教授 shengke@cnu.edu.cn

37 宋立林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 副教授 shzhxll03@163.com

38 孙邦金 温州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sbangjin@wzu.edu.cn

39 田文军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 wjtian1948@163.com

40 王锟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教授 wangkun@zjnu.cn

41 王顺然 深圳大学 讲师 shaunwong@whu.edu.cn

42 王兴国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教授 xgw626397@foxmail.com

43 肖雄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 xiaoxiong_1987@126.com

44 谢远笋 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 讲师 mancools@sina.com

45 徐波 复旦大学 助理研究员 bobxu@connect.ust.hk

46 许宁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教授 xuning@snnu.edu.cn

47 薛子燕 华侨大学哲学系师资 讲师 xueziyan2005@126.com

48 杨勇 云南大学哲学系 副教授 yangyongyd@sina.cn

mailto:shenhongshen@mail.tsinghua.edu.cn
mailto:shenhongshen@mail.tsinghua.edu.cn
mailto:shengke@cnu.edu.cn
mailto:wjtian1948@163.com
mailto:wangkun@zjnu.cn
mailto:shaunwong@whu.edu.cn
mailto:xgw626397@yahoo.com.cn，  xgw626397@foxmail.com
mailto:xuning@snnu.edu.cn
mailto:yangyongyd@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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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学者

49 杨少涵 华侨大学哲学系 教授 hansomyang@foxmail.com

50 杨永明 四川宜宾学院 教授 yyongming5017@163.com

51 杨泽波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 yzbfd@163.com

52 姚才刚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 ycg301@126.com

53 张锦枝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助理研究员 zhangjinzhi@sass.org.cn

54 张晚林 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 教授 wlbos@163.com

55 张学智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zhxzh@pku.edu.cn

56 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副研究员 zhaofasheng688@163.com

57 周恩荣 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 副教授 qianzhongke_508@163.com

58 周海春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 haichun70@126.com

59 周浩翔 河北大学哲学系 讲师 hongfeichina2000@163.com

60 朱光磊 苏州大学哲学系 副教授 wumenhanru@163.com

61 朱生坚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zsj@sass.org.cn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邮箱

1 陈浩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 副教授 tuanweisk@qq.com

2 陈群 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 教授

4 程泽时 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

5 董志鹏 贵阳中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讲师

mailto:yzbfd@163.com
mailto:wlbos@163.com
mailto:zhxzh@pku.edu.cn
mailto:qianzhongke_508@163.com
mailto:wumenhanru@163.com
mailto:zsj@sass.org.cn


14

6 龚丽妮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教授 gongnili@sina.com

7 关春红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硕士

8 胡嘉明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副教授 18798712899@163.com

9 黄诚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教授

10 刘青衢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硕士

11 陆永胜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 教授 luyongsheng01@163.com

12 鹿博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

13 栾成斌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副研究员

14 罗同兵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 nonact@163.com

15 吕相国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 lxgzhx2004@163.com

16 欧阳纯辉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oyhc2005@163.com

17 彭涛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硕士

18 宋君修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讲师 jupiterchina@aliyun.com

19 唐应龙 贵州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教授

20 万国崔 贵州师范学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副教授

21 汪洋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 zhuwy003@163.com

22 王剑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

23 王进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研究员

24 张春香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教授 19654970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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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嘉宾

主办单位负责人

25 张明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副教授 570533245@qq.com

26 张新民 贵州大学 教授 gongnili@sina.com

27 周之翔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zhouxiongsong@163.com

28 朱小明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副教授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邮箱

1 丁梦钰 凤凰国学网 编辑 dingmy1@ifeng.com

2 刘伟 光明日报 副总编 lwtibet0565@163.com

3 刘源 腾讯儒学频道 编辑

4 张顺平 腾讯儒学频道 主任 shunpzhang@tencent.com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邮箱

1 徐圻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书记/教授 xuqi12003@sina.com

2 周之江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副主任 675679894@qq.com

3 肖立斌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研修部 部长/教授 xiaolb111@126.com

mailto:lwtibet0565@163.com
mailto:shunpzhang@tencent.com


交通路线

大成精舍酒店

地点：贵阳市花溪区董家堰孔学堂内

乘车路线：

从贵阳火车站：约 18 公里，出租车约 30 分钟，约 60 元；公交 203

路孔学堂站下车，约 50 分钟。

从贵阳北站（高铁站）：约 25 公里，出租车约 40 分钟，约 60 元；

专线快巴 3号线花溪站下车，转 201 路孔学堂站下车，共约60 分钟。

从贵阳龙洞堡机场：约 20 公里，出租车约 25分钟，约 60 元；机

场巴士[花溪、青岩专线]孔学堂站下车，20元，约 30 分钟；公交 254

路孔学堂站下车，约 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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