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动态

省古代文学学会召开成立大会

2015 年 12 月 12 日，省古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

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隆重召开，来自全省

各大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学者 50 多人齐聚一堂。省教

育厅副厅长丁晓昌发来贺信，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汪兴国到会并致辞，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潘百齐教授，南京

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骆冬

青教授等出席大会。

汪兴国在致辞中指出，江苏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

重镇，名家辈出、成绩斐然、影响广泛。在黄侃、吴梅、胡

小石、汪辟疆、陈中凡、程千帆、唐圭璋、任半塘、钱仲联

等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江苏古代文学的同仁们在诗、词、

曲、文、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等领域均取得了全国领先水

平。学会的成立，将对于加强我省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交流合

作，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横向联系与交叉研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他要求学会建设要注重开放性，树立以学术为中

心的办会理念，开展人文普及教育等社会服务活动，致力于

提升全民人文素养；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和传承；加强中外古代文学的对比研究，不断完善古代文学

的学科体系，努力把学会建成引领学科建设、培育学科人才

的摇篮和高地。

本次大会通过了《江苏省古代文学学会章程》，选举产

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副院长党银平教授分别当选为首届会长和学会秘书长。

（省古代文学学会）

省儒学学会在宁成立

2015 年 12 月 13 日，由南京大学哲学系等承办的省儒学

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华东饭店隆重

召开。本次会议得到了省社科联和省民政厅的大力支持。来

自全省各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 100 余位儒学专家、学者

参加了会议。

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应邀出席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儒家在江苏历史悠久、学

者众多、资源丰富。他对学会的发展提出了五点建议：加强

党的思想理论的学习研究；建设制度型学会；引领学科建设，

搭建学科平台；强化桥梁纽带作用，为会员、学界、社会服

务；加强学会自身建设，增强自身凝聚力。省民政厅李宁宁

处长应邀出席并在会上介绍了省社团组织的建设发展情况。



会上，南京大学哲学系李承贵教授向大会汇报了省儒学

学会筹备工作情况。审议通过了《江苏省儒学学会章程（草

案）》、《江苏省儒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选举办法（草案）》

等。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当选首任会长，同时选出副会长、

常务理事、理事、监事等学会组织成员。省社会科学院胡发

贵研究员主持会议。淮阴师范学院奚刘琴老师宣读国际儒学

联合会、中华孔子学会等发来的贺信。

大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存山教授，南京

大学哲学系、长江学者洪修平教授以及南京大学哲学系李承

贵教授分别围绕“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 “儒

学的人文性与宗教性”和“生生之学”等主题作了学术报告。

李存山教授指出，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的“常道”

是一种贯通古今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笔墨当随时代”，

在创新基础上应对时代的变化。“五四”时期所提出的“重

估一切价值”文化口号只体现了中国文化需要“变”的时代

命运，而未能表达出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恒常作

用。其关键问题在于这种策略不能正确地处理“新命”与“旧

邦”的关系。洪修平教授则认为，从儒学在殷周之际的人文

转向来看，儒学宗教性可能表现为一种以人为本的人神关

系，其中同时蕴含着对人的重视与关注。正确理解儒学的宗

教性与人文性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必须高度警惕儒学工

具化的倾向。李承贵教授表示，儒学可以被理解为“生生之



学”的三大原因：“生生”是儒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与理想

诉求；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而儒学的传承与开新都有赖于

对“生生”理念的领悟与运用。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

哲学系徐小跃教授主持了报告会。

新任会长赖永海教授在履职演讲中以“儒学在当今中国

的命运和发展”为题作学术演讲。他认为，儒学在中国历史

上曾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今天中国也同样具有重要

的现实价值。儒学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

和圆融的生命力。其不仅会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起到积极

作用，而且有益于推进世界文化的发展。儒学在今天中国的

“命运”既是有“得”，也会有“失”，而所得的便是道德和

伦理的功能，所失的则是理性的运用和制度的建设。导致这

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而中国传

统文化则认为人拥有善良本性，所以通过拓展人的善性，提

高人的道德，改变人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南京大学哲学系 代玉民 罗高强)

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召开第二届会员

代表大会

2015年 11 月 26日，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第二届会员



代表大会暨二届一次理事会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

徐鸣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省人大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

许仲梓，省经信委主任徐一平分别代表省工商联和省民营经

济研究会总顾问在会上致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省民营经济研究会新任会长杨勇作

工作部署讲话，省地税局局长江建平、省发改委副主任王汉

春、省商务厅副厅长朱益民、省金融办副主任聂振平等省政

府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省工商联副主席、省民营经济研究

会副会长陆群作工作报告，省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桂

德祥主持会议。来自全省各地及异地江苏商会、行业商会共

１３０多位会员出席会议。

徐鸣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会议的召开和产生的新一届研

究会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在讲话中指出,民营经济研

究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而是一项政治性、科学性和

社会性很强的应用型研究。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都要

重视和支持民营经济的研究，加强对民营经济研究的指导。

民营经济研究会要贴近企业家和企业，务求真功、务求实效，

努力用研究创新的成果引导和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此，他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在建设新

江苏的进程中勇挑重担，在“十三五”的发展过程中勇于创

新，积极作为，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二是希望民营经济研究

会当好党委和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参谋和智库，为江苏经济



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努力实现省委描绘的“十三五”蓝图。

三是希望各级工商联组织为民营经济研究会开展工作创造

良好条件，工商联要切实加强领导，支持研究会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重视和用好民营经济研究成果。希望大家勇于实践，

开拓创新，以过硬的研究成果，为推动江苏民营经济发展、

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做出积极贡献.

许仲梓主席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六

年来的工作。他指出，江苏民营经济研究会紧紧围绕我省民

营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开展研究，在民营

经济发展理论建设、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具有前瞻性、实用

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统战部、工商联提出了很

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希望新一届理事

会要真正把研究会办成会集我省民营经济研究智慧的智库，

高度关注新问题，以问题为研究导向，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主

体作用。

徐一平主任代表学会总顾问在致辞中表示，作为政府部

门，愿意当好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参与者、支持者和促进者，

做到广谋睿智，汇集真解，凝聚共识，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

咨询服务，促进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紧紧相握、相向而动，

促进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为江苏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任会长杨勇对新一届理事会工作进行了部署：第一，

发挥好智库作用。要通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功能，更好地

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把研究会办成我省民营经济

的重要智库。第二，配合工商联发挥好参政议政主渠道作用。

要把研究工作与在重大经济决策征询、反映民营企业家的意

见建议结合起来，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参政议政、政策文件、

领导讲话、理论文章、论坛演讲、研讨会的相关内容。第三，

要关注和服务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好总顾问的优势，做好针

对性强的政策资讯服务工作，通过畅通政策资讯，破解难题，

有效服务企业。

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章程（修改草

案）》等文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领导班子成员，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杨勇当选为新一届理

事会会长。

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处

省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会举办 2015 年会暨

专题报告会

2015 年 12 月 12 日，省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会“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解读”报告会暨 2015 年会在泰州市召开。省委

宣讲团成员、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省有



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部分高校商学院教授、研究会部分理事

和有关会员单位、企业家及媒体代表共 120 多人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由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徐广华主持，会长陶志

强致开幕词，并代表理事会作《2015 年工作总结和 2016 年

工作计划》的报告，陶敬林主席代表监事会作报告。

省委宣讲团成员、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

海受邀为大会作《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专题报告。他

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十三五”规划建议，详细阐述了我国

未来 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及五大发展理

念下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并结合江苏实际，对“十三五”

时期全省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定位、新谋划，进行了梳

理归类和分析阐释。

本次会议还为《新常态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挑战

与机遇》优秀征文作者进行了颁奖，并组织与会人员赴泰州

市梅兰春酒厂新厂进行参观学习。

（省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会秘书处）

省语言学会召开陶行知语言教育思

想学术研讨会

2015 年 11 月 27-28 日，由省语言学会主办，南京晓庄



学院文学院和南京市语言学会共同承办的省语言学会第 26

届学术年会暨陶行知语言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晓庄

学院莫愁校区顺利召开。南京晓庄学院校长许承明教授和

省、市社科联学会部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省语言学会会长、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院长段业辉教授报告了学

会两年来的工作。来自全省各地的 100余位语言学专家学者

围绕语言学各专题研究、新形势下汉语教学专题研究、语言

文字应用及规范化研究、语文教育与教学研究、陶行知语言

教育思想学术研究等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和大会交流。

28日上午的大会上，南京大学柳士镇教授、南京师范大

学王政红教授、苏州大学王建军教授分别就“中学语文教材

编写琐谈”、“审稿中的读者因素”、“西方传教士汉语词类研

究的两个视角”等在会上作主旨报告。

28 日下午，会议分为 “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

与语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四个小组进行了讨论。淮海

工学院安俊丽、南京审计学院张薇、淮阴师范学院皇甫素飞、

江苏科技大学龚箭等向大会报告了个人的研究论文。

在 27 日晚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吸纳了 7 人为学会新

会员。

会上向会员分发了《语言研究集刊（第八辑）》、《陶行

知语言与语言实践研究》、《语言科技十二年》等书籍。

（省语言学会）



庆祝省逻辑学会成立 35 周年大会暨

“逻辑与治理现代化”学术论坛在宁

召开

2015 年 11 月 28 日至 29日，由省逻辑学会、南京大学

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主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承办的庆祝江苏省逻辑学会成立 35周年大会暨“逻

辑与治理现代化”学术论坛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召开。省社

科联副主席徐之顺，省逻辑学会名誉会长张桂岳，省逻辑学

会会长张建军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闵锦忠出席开幕

式。中国逻辑学会会长邹崇理研究员到会祝贺并讲话。50多

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江苏省委党校等省内外高校、党校的专家学者参

加大会。大会总结了近五年江苏省逻辑科学研究与教学所取

得的成绩，颁发了第四届江苏省逻辑与思维科学优秀成果

奖。省逻辑学会会长张建军主持开幕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闵锦忠在致辞中指出，这次逻

辑大会以“逻辑与治理现代化”为主题，揭示了逻辑在当前

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职责与

使命，表现了中国逻辑人在当前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四



个全面”建设及“五大发展 ”的重要历史关头，响应时代

召唤、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贵精神。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务

实探究的态度必将推动逻辑科学本身的发展，也必将推动国

家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本次论坛

研讨主题的现实导向，并就进一步搞好新形势下的学会工

作，提出了几点希望：一是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的学习研

究，努力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添砖加瓦；二是要打造智库型

学会，努力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献计献策；三是引领学科建

设，发挥学会培育人才的重要功能；四是强化纽带桥梁作用，

努力为会员服务，为学界服务，为社会服务；五是进一步抓

好学会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学会的吸引力、凝聚力。中国逻

辑学会会长邹崇理研究员、江苏省逻辑学会名誉会长张桂岳

教授都对学会未来发展提出了指导性建议与希望。

会议围绕“逻辑与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及当前逻辑学

研究前沿的若干重要问题，分主旨报告及自由学术报告两部

分展开交流。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河海大学刘爱莲教授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苏向荣院长等 3位专家学

者作了大会主旨报告，近 20 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作了学术

报告。

（省逻辑学会）



省社区发展研究会 2015 年学术年会

在省委党校召开

2015年 11月 27至 28日, 省社区发展研究会 2015年学

术年会在省委党校召开。省委党校副校长、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朱成荣致开幕辞，省委党校副校长杨明出席会议并作十八

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解读。会议围绕 “社区协商与社区治理”

这一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年会上，南京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陈友华、省社科院

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徐琴、南京市妇联主席宋晓辉、南京师

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白友涛、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韩

振燕分别作题为“社区负担形成机制及其消解路径”、“城市

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社会组织的社会参与”、“南京

市社区共治与居民自治有效机制模型设计”、“保障房社区治

理困境与出路”等专题发言，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叶南客

主持并作点评；28 日上午的大会交流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亦明、南京地铁小镇公司袁校柠、南京市社科院任克强、

南京鼓楼区委党校周宏丽、爱德基金会田梅梅、江南时报黄

建伟、无锡市委党校杨蓉荣、河海大学钱志远、常州市委党

校邵晔、无锡崇安区民政局徐向林等 10 位代表围绕大会主

题，从不同的研究视角作了交流发言，其中南京地铁小镇公



司总经理袁校柠和江南时报总编辑黄建伟所作的“南京地铁

建设和地铁小镇的规划”、“新媒体与社区生活”介绍性发言，

引起与会者的热议。最后，唐建中会长在总结报告中，就供

给侧改革等社会理论热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希望各位会

员不断提高理论和社会的敏感性，进一步发挥研究会的智库

功能，推进社区治理跃上新台阶。

年会还增补了一批研究会理事。

（省社区发展研究会）

省党校文献情报学会召开第六届会

员代表大会

2015年 11 月 5 日，省党校文献情报学会第六届会员

代表大会在省委党校隆重召开。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出席

并致辞，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军讲话，省委党校副校长朱

成荣宣读贺信，副校长胡志军主持开幕式。

徐之顺副主席代表省社科联对会议的召开和即将产生

的新一届理事会表示祝贺，他希望学会发挥优势，努力开创

学会工作新局面。省社科联将一如既往加大支持力度，为党

校文献情报学会建设和发展营造更好更有利的环境。

会上，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

陈晓丽做的工作报告、财务报告以及新修改的章程；选举产



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负责人、监事等，王平当

选为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她在发言中提出，要打造全省党

校系统“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图书馆员聚集交流、图书馆

工作指导”三大平台，使全省党校系统图书馆工作和信息交

流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会议期间，徐之顺副主席围绕图书情报学科科研工作、

新形势下学会改革创新以及如何建设一个“智库型”学会等

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了学术报告。四位与会代表围绕图书馆在

服务党校教学、科研、咨政的文献保障等方面的特色做法分

别作了交流发言。

新任名誉理事长胡志军在大会总结讲话中，对新一届理

事会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认真谋划，二是强化特色，三是

加强合作。全省党校图书馆文献情报学会一定要把握机会，

找准定位，更好地为党校教学科研服务、为学员学生学习服

务、为全局和中心工作服务。

省内各市委党校分管校领导、图书馆馆长、馆员，部分

县（市、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省社科联学会部和省委党

校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及其图书馆全体人员共 130多人参加了

会议。

（省党校文献情报学会）



省政治学会召开

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2015年 11 月 7—8 日，省政治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 2015 年学术年会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隆重召开。省社科

联副主席徐之顺，省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汪锡奎，省委

党校副校长桑学成，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蒋建清，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张凤阳，省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滕勇，

江苏警官学院党委副书记赵远，常熟理工学院原党委书记、

原院长傅大友及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蒋建新教授出席开幕

式。来自省党政机关、高校、党校的代表和参会论文作者代

表近 150人参会，大会共收到论文 50余篇。

蒋建清校长在开幕式致辞中对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他指出，近年来学校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本次学术

年会对提升我校政治学理论研究、打造学校文科品牌、提高

学校在省社科界的知名度有着重要意义。希望会议聚天下英

才、做天下学问，为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做出积极贡献。

汪锡奎副会长向与会代表全面汇报了学会近五年来的

主要工作，并就修改学会章程作了具体说明，经大会审议通

过。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院长张凤阳当选新一届会长。



会议围绕“法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改革”的

主题，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和分组学术讨论。南京大学张凤

阳、苏州大学沈荣华、南京师范大学赵晖、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史军、省社科联征汉文等 5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主题发言。

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在闭幕辞中，对学会新一届理事

会工作提出了五点希望：切实加强学会的理论研究，唱响主

旋律；打造智库型学会，努力为党和国家、社会发展献计献

策；引领学术创新，发挥学会培育人才的重要功能；强化纽

带桥梁作用，努力为会员服务，为社会服务；进一步抓好学

会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学会公信力。

会议还为参会的优秀论文作者进行了颁奖。

（省政治学会 李 杰 张守涛）

省修辞学会召开

201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 年 10 月 16-18 日，由省修辞学会主办，扬州大学

文学院承办的省修辞学会 2015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大

学召开。来自境内外 25个单位的 40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

参加了研讨会。

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出席研讨会，并在



讲话中要求学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应用性研究，不断

提升研究水平，增强学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委汪惠迪先生

和省修辞学会原会长、南京大学王希杰教授分别作“海外多

地汉语词语表达差异性研究”、“汉语修辞学漫议”的学术报

告。与会专家在分组交流中，对修辞家和修辞学家、新媒体

时期的修辞学现象、王希杰先生语言学研究特色的立体性质

分析、交际主体之交际角色定位的再思考、网民聊天语言分

析、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夸张及其审美、台湾地区语文竞赛的

启示、学前儿童语言中比喻建构的得体性探析、社会语言学

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设喻艺术的六个原则等主要议题进行

了热烈讨论。

闭幕式上，学会会长钱进教授总结了一年来学会在学术

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对学会 2016 年的主要工作提出了

全新的思路：继续做好理论研究，积极启动“江苏修辞生活

状况绿皮书”和“一路一带修辞生活状况绿皮书”的写作计

划，以引导社会修辞新潮流，为国家“一路一带”的宏大目

标做好基础性的工作。

（省修辞学会）

省社会心理学学会召开 2015 年年会



2015年 12 月 18日，省社会心理学学会 2015年年会在

南京大学河仁楼顺利召开。桑志芹理事长、耿柳娜秘书长分

别在会上作了“2015年理事会工作汇报”和“2015年学会

财务状况汇报”。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人类服务系的心理咨询教授汤梅博

士应邀作题为《从发展的角度了解个人生涯发展规划及与环

境的关系》主题演讲。她详细介绍了美国历史上从早期片面

线性的关注职业获得到现今多元的理解生活环境与生涯规

划间的关系，并和大家一起畅想了百年之后职业生涯规划理

论可能的流变和演化方向。

年会上，学会下属的心理健康与心理咨询、身心障碍

社会心理学、生涯教育社会心理学等三个专业委员会各自以

“新常态下的心理健康与心理咨询”、 “社会心理学与特殊

群体发展”、 “生涯教育理念、教学与应用”为主题组织分

会场进行学术论文报告和讨论。

（省社会心理学学会）

省比较文学学会召开 2015 年年会暨

纪念建会 30 年学术研讨会



2015 年 12 月 12 日上午，由省比较文学学会主办，译林

出版社协办，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承办的“江苏省比较文学

学会 2015 年年会暨建会 30 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晓

庄学院方山校区隆重召开。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

周宪教授，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南京晓庄学院副校长秦

林芳先后在会上致辞。常务副会长、南京大学程爱民教授宣

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来的贺信。来自省内从事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高校在读研究生近百

人参加了会议。

会长周宪在讲话中指出，三十年来，学会在全国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为比较文学界提出了一些江苏学者自己的想法

和理论建构。目前，比较文学已进入很多领域，但其发展的

边界日益模糊、方法日益多元、问题日益多样，在这种形势

下如何推进中国比较文学、江苏比较文学的发展是一个难

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思考。

会上，14 位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在主会场作了主旨

报告；59 位专家学者及高校研究生、博士生在分会场进行了

交流发言。

（省比较文学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