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全国艺术学年会 

暨“跨界视野中的艺术理论”学术研讨会 
2016 年 11 月 26日-27日·南京 

 

主办单位 

全国艺术学学会(筹) 

 

承办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 

 

协办单位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 

浙江音乐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 

《艺术百家》杂志社 

《民族艺术》杂志社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社 

江苏省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支持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江苏高校“文化创意”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江苏省新型重点高端智库“紫金文创研究院”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学科(艺术学理论)建设资助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资助(中国特色

艺术理论建构与文化创新研究)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艺评论》杂志社 

中国社科网 

《艺术教育》杂志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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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1、会议期间请代表佩戴代表证出入会场。 

2、请提前 10 分钟进入会场，并将手机调至静音。 

3、用餐地点请参照第十二届全国艺术学年会日程安排表，请代表携带餐券就餐。 

4、主题发言及分组发言讨论如需使用 PPT，请提前拷贝在会务组专用电脑中。 

 

 

 

 

 

温馨提示：酒店距南京艺术学院 800 米，步行需约 15 分钟。 

          公共汽车：11 路、15 路、56 路、65 路、302 路 

          江苏省委站至草场门大桥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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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艺术学年会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11 月 25 日 14:00 起 参会代表、嘉宾报到 华东饭店 D 楼大堂 
签到 

发放材料 

26 日 

8:00 摆渡车接驳 华东饭店 D 楼门前 至南艺 

8:30-9:00 开幕式 南艺流行剧场  

9:00-9:30 参会人员全体合影留念   

9:30-12:15 大会主题发言 南艺流行剧场  

12:15 午餐 南艺教工餐厅 
凭餐券 

用餐 

13:00 摆渡车接驳 南艺美术馆前 
至 

华东饭店 

14:00-17:45 

14:00-15:45论坛：第一场上半场 

参会代表发言、评议与交流 

会场一： 

     华东饭店 D 楼 

     四楼会议室 

会场二： 

     华东饭店 D 楼 

     五楼会议室 

会场三： 

     华东饭店 D 楼 

     六楼会议室 

会场四： 

     华东饭店 D 楼 

     七楼会议室 

 

 
15:45-16:00茶歇 

 16:00-17:45 论坛：第一场下半场 

参会代表发言、评议与交流 

18:00 晚餐 
华东饭店 D楼 

1 楼餐厅 

凭餐券 

用餐 

18:50 摆渡车接驳 华东饭店 D楼门前 至南艺 

19:15 
春华秋实：南京艺术学院年度教学

成果汇报演出 
南艺实验剧场  

演出结束后 摆渡车接驳 南艺美术馆前 
至 

华东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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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27 日 
  

8:30-12:15 

8:30-10:15论坛：第二场上半场 

参会代表发言、评议与交流 

会场一： 

     华东饭店 D 楼 

     四楼会议室 

会场二： 

     华东饭店 D 楼 

     五楼会议室 

会场三： 

     华东饭店 D 楼 

     六楼会议室 

会场四： 

     华东饭店 D 楼 

     七楼会议室 

 

 

10:15-10:30茶歇 
 

 10:30-12:15论坛：第二场下半场 

参会代表发言、评议与交流 

12:15 午餐 
华东饭店 D楼 

1 楼餐厅 

凭餐券 

用餐 

13:30 摆渡车接驳 华东饭店 D 楼门前 至南艺 

14:00-17:30 

14:00-15：45 

大会主题发言 
南艺美术馆报告厅  

15:45-16:00茶歇 南艺美术馆报告厅  

16:00-17:30 

分组总结、大会总结 
南艺美术馆报告厅  

17:30-18:00 闭幕式 南艺美术馆报告厅  

18：00-19:00 晚餐 南艺教工餐厅 
 凭餐券 

用餐 

19:00 摆渡车接驳 南艺美术馆前 
至 

华东饭店 

28 日 全天 离会   

备注：本表安排如有变动，以年会组委会办公室即时公告为准，年会期间希望大家按照发布

日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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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时间：2016年 11月 26日（周六）8:30—12:15 

地点：南京艺术学院流行剧场 

 

开幕式视频播放 

一、嘉宾致辞（每位控制 10分钟内） 

1、南京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管向群致辞 

2、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致辞 

凌继尧（东南大学） 

黄  惇（南京艺术学院） 

王廷信（东南大学） 

开幕式主持人：夏燕靖（南京艺术学院） 

 

二、全体与会代表合影（30分钟） 

时间：2016 年 11 月 26 日 9:00-9:30 

地点：南艺剧场门前广场（温馨提示：合影后返回流行剧场） 

 

三、大会主题发言（每位控制 15分钟内） 

时间：2016 年 11 月 26 日 9:30 

主持人：王廷信（东南大学） 

评议人：梁  玖（北京师范大学） 

 

1、《时代呼唤比较艺术学的诞生一一中西对话中的艺术理论》 

彭吉象  北京大学、重庆大学 

2、《三才分合与美美异和——当代中国美学境界及其哲学基础》 

王一川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3、《当下艺术学理论认知难题与焦点》 

周  星  北京师范大学 

4、《换种方式说“艺术边界”》 

周  宪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5、《艺术起源的经济学思考》 

李向民  南京艺术学院 

6、《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总格局中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学习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心得体会》 

李新风  中国艺术研究院 

7、《在学科融汇中建构文艺评论学》 

庞井君  中国文艺评论中心 

8、《创造教育：美育的时代性命题》 

杜  卫  杭州师范大学 

9、《“十三五”中国文化产业新趋势》 

黄昌勇  上海戏剧学院 

10、《“一”与“多”：中西艺术形式创造差异的哲学基础》 

蓝  凡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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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 2016 年 11 月 26 日 14:00——17:45

第一议题组：艺术学理论跨学科研究（第一场）

地点：华东饭店 D楼四楼会议室

14:00——15:4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楚小庆（《艺术百家》杂志社）

评议人：赵奎英（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从跨学科研究看艺理学的研究特质》

梁 玖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从比较语言学角度再探西方艺术定义问题》

艾 欣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跨学科的中国艺术图像研究》

高 兴 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

《论杨柳青木版年画对戏曲艺术的传播》

洪 畅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

*《再谈十九世纪德语国家的“艺术科学”》

邢 莉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建构艺术教育人类学的学理思考》

郝春燕 聊城大学美术学院

*《实证与人文之间——民族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结构人类学范式》

张 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视野、材料与方法：晚清民国江南地区设计艺术研究管见》

李轶南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茶歇（15:45——16:00）

16:00——17:45 下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李轶南（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评议人：杨先艺（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理学”的学理建构——以解析<乐记>中的艺术形态理论为例》

宋克宾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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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作为叙说媒介的伦理价值研究》

熊承霞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比较艺术学的对话性 ——以巫鸿<陈规再造：清宫十二钗与《红楼梦》>为个案》

蒋含韵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论佛教初入之“图志”、“史志”交遇》

赵建军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俄罗斯当代艺术的世界观基础》

王 斐 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追问艺术学理论的人学意义》

任也韵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从土龙求雨谈相关艺术问题》

王 汉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明代京官送别雅集的文化学解读》

张高元 湖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基于全球化视阈的中国当代艺术研究》

李 娟 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第二议题组：中西对话中的艺术理论研究（第一场）

地点：华东饭店 D楼五楼会议室

14:00——15:4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周由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评议人：贾 涛（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重回艺术本体：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一项关键性论题》

夏燕靖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日本经验”与草创期的中国艺术学建构》

张泽鸿 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艺术”概念的“经验”阐释》

李 新 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

*《柏拉图反对艺术吗？——柏拉图的艺术（technē）思想和古希腊的“自然”（phusis）》

尹德辉 临沂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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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分类术语混乱使用之因由——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艺术分类理论为参照》

徐慧极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独立门类艺术学的新发展：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概览》

陈宗花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中西方艺术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以笔墨说与图像学为例》

李 媛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优雅地成长：微观艺术社会史视野下的“儿童玩捶丸”图像研究》

华 夏 江苏开放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茶歇（15:45——16:00）

16:00——17:45 下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陶思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评议人：林少雄（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借鉴与通史研究传统的重拾》

陈小琴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

黄迎春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论 T.J.克拉克艺术批评的方法论意义》

韩清玉 安徽大学哲学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风流云布：风、云意象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的象征意蕴》

秦 佩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院

《论<护生画集>中文本的“互读”》

范晓利 河南大学艺术学理论研究院

*《图像学视角下的“芭蕉”形象和隐藏意义—以明刻本<牡丹亭还魂记二卷>插图为例》

饶 黎 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听松母题研究》

邓 珏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图像转向”与艺术史研究》

曹司胜 巢湖学院艺术学院

《中国书画“神品”论探源》

阮 立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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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议题组：艺术理论与社会功能作用的重新审视（第一场）

地点：华东饭店 D楼六楼会议室

14:00——15:4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陈 星（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

评议人：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创新观念——以日本丰岛美术馆为例》

林少雄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凝固的海与时间——由杉本博司的<海景>论当代艺术语境下的艺术质量》

赵 笺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创作背景的剥离对艺术品视觉效果的影响》

朱 天 南京艺术学院教务处

*《罗斯金“看”法国革命：“如画的”历史表达》

陈书焕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鸿沟与桥梁：大众文化视野下的现代精英主义艺术观分析》

孙晓霞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新作品、新身份、新世界——艺术界视角下弹幕网站分析》

刘润坤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理论系

*《试论“陌生化”理论在门类艺术中的呈现》

冯万磊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赵晓红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主旋律艺术的多重内涵》

轩小杨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大众传播与现代艺术批评的兴起》

刘 剑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茶歇（15:45——16:00）

16:00——17:45 下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沈亚丹（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评议人：夏燕靖（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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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渠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艺术批评》

沈 燕 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

*《试析艺术评论的多样化并存及其社会功能的相互转化》

雍文昴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

《艺术批评家的心灵镜像——从<夏济安日记>中的观影趣味看》

庄沐杨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论中国现代格律诗的艺术特点与社会功能》

王晓云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的“场所性”营造》

李佳一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现代艺术的呈现：阿尔弗雷德·巴尔的“白立方”展示模式及其新柏拉图主义思想》

徐润泽 河南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技术的艺术史观的构建与运用—以明清之际的“扬州八怪”艺术家李鱓为例》

仇国梁 扬州市职业大学艺术学院

*《从“四时”到“月令”：古代画学中的时间观念朔源》

施 錡 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

《浅论文化自觉时期隐逸文化的表现形式》

徐 亮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宋画中的唐代诗人图像及其文化内涵》

沈亚丹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论南宋院体画中的闲臣图像——视觉文化角度的审视》

杨光影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元代画家籍贯分布研究》

赵振宇 天津美术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第四议题组：艺术生存环境变化与艺术审美特征变迁（第一场）

地点：华东饭店 D楼七楼会议室

14:00——15:4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赵崇华（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系）

评议人：金丹元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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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定义转型反思中国当下审美经验话语的建构》

杨向荣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现代艺术荒诞性的审美本质——兼及艺术审美类型的逻辑关系和历史进程》

刘承华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僭越与退隐：艺术哲学中主体性问题的当代视域》

张璐倩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

《数媒时代社会艺术趣味的嬗变及成因分析》

张振东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奖项媒介身份对受众审美能力的影响——以金鸡百花奖为例》

郭婧文 山西传媒学院动画系

*《宗炳“澄怀味像”与康德“纯粹趣味”的比较》

胡本雄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世俗化、神圣化和艺术化：<格萨尔>唐卡的审美变迁

陈美珍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唐代绘画艺术理论的审美嬗变》

穆瑞凤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论魏晋音乐的“乐道”观——“五声有自然”》

洪永稳 黄山学院文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茶歇（15:45——16:00）

16:00——17:45 下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许晓明（《民族艺术》杂志社）

评议人：彭 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诸艺聚观与譬喻通证：李渔文艺观念说理方法新诠》

侯 力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基于网络的数字影像艺术大众化研究》

金 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艺术学院

*《明清篆刻研究的艺术学立场与思路》

胡新群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近代京剧旦行艺术的集成与突破——王瑶卿戏曲革新研究》

刘汭屿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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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画诗中的“卧游”思想与诗画跨界审美》

刘心恬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

*《变动的疆域——当代艺术的解码、再制码与生成》

王 虹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分组讨论 2016 年 11 月 27 日 8:30——12:15

第一议题组：艺术学理论跨学科研究（第二场）

地点：华东饭店 D楼四楼会议室

8:30——10:1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马云华（《民族艺术研究》杂志社）

评议人：李新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论艺术科技学的建构》

田川流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艺术符号学基础的现象学重建》

赵奎英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论艺术与社会学的对话关系》

卢文超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齐美尔视域中的“艺术－社会”学图景》

张 丹 延安大学文学院

《视觉文化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

刘永亮 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神经网络算法的艺术级应用研究》

许炎骏 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

*《身体与艺术理论——身体艺术学构想》

张新科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思考札记》

陈忆澄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茶歇（10:15——10:3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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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1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郁正民（哈尔滨音乐学院）

评议人：沈义贞（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基于地理学概念的艺术地理研究》

张 慨 常州大学艺术学院

*《绘画感知中的眼神经生理基础》

张 华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

《形与力，气与意——人体运动美学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向度与层次》

张玉磊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临沂大学美术学院

倪建林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赵富学 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王厚雷 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从古代“艺术”列传窥探中国传统艺医之关系》

谢九生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19世纪印象派艺术相关的女性角色研究》

陆霄虹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改编电影的跨界传播价值——以李安电影为例》

秦兴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系

*《艺术挪用的过去、现在及其所面临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王洪斌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第二议题组：中西对话中的艺术理论研究（第二场）

地点：华东饭店 D楼五楼会议室

8:30——10:1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赵晓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评议人：高 兴（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

*《中国艺术与西方门禁——论中国传统表演艺术跨“境”传播之难》

帅 伟 长安大学文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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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乐器“技法母语”的历史逻辑》

王晓俊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编辑部、上海音乐学院

*《基于艺术史视域下的人物研究——以王光祈研究为例》

赵崇华 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系

*《论传统表演艺术理论“以技入道”的理想境界》

张婷婷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乐和，人和，天地和——<听琴图>新论及其作者再考释》

时玲玲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谢建明 南京艺术学院

*《从<潇湘晚景图>到士人画——基于绘画题跋的文学文本分析》

李 制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时空逻辑”视阈中的艺术个案研究——以中国画为例》

刘 筱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理想国>视阈中的柏拉图音乐艺术思想》

黄晓音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易经》思维与中国艺术本体阐释研究

王建英 中北大学艺术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茶歇（10:15——10:30）

10:30——12:1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马卫星（哈尔滨师范大学）

评议人：李安源（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情感之表现与真情之流——梁启超、朱谦之艺术观比较研究》

史爱兵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试析德勒兹的“界域”化音乐观》

曹家慧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从<先太学君行状>和<王乃誉日记>看王乃誉对早期王国维的艺术影响》

许 俊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论朱光潜的艺术美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李 梅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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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中西绘画比较及其国人的美术史观》

李永强 广西艺术学院学报编辑部

*《东方哲思与美国先锋艺术家凯奇的艺术哲学》

刘桂荣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朱光潜<谈美>中的艺术美学思想探析》

林李龙 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中心

《王弼哲学思想对中国艺术意境理论构建形成的价值与影响研究》

徐子涵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第三议题组：艺术理论与社会功能作用的重新审视（第二场）

地点：华东饭店 D楼六楼会议室

8:30——10:1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张 慨（常州大学艺术学院）

评议人：梁 玖（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中国高校<艺术概论>课程设置演变历程》

党维波 黑河学院音乐学院

郁正民 哈尔滨音乐学院

*《从文化生态学看国家级非遗项目<迪庆锅庄>的保护与传承》

阿 新 云南省迪庆州非遗保护中心

*《艺术社会学视角下：热贡唐卡的署名问题研究》

王星星 湖北民族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基于协商价值论的创意产业经济活动研究—以创意市集的理论与实践为例》

甄 敏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范萍萍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经典艺术的青年受众拓展思路与方法研究》

张蓓荔 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

范艾婧 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

李典苡 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

张亦弛 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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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传播理论下的海报设计政治语言研究》

杨先艺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生存环境的变化对当代书法审美特征的影响》

张 静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基于协同创新的高等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研究》

黄从威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艺术传播研究中的媒介维度分解》

陈端端 南京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茶歇（10:15——10:30）

10:30——12:1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张婷婷（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评议人：徐子方（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欧洲史前图像源起新论》

李 森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临界·跨界·无界：从感官联觉到媒介交融的艺术史书写》

朱 平 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

*《影像艺术的物质性》

田若男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试论新媒体艺术批判研究范式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马晓翔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泥性的书写：民间青花瓷的地理、空间与审美变迁》

张甘霖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

*《景德镇餐具提升欧洲餐饮品味的艺术史探微》

詹 嘉 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美术及设计艺术学院

*《“本性恐惧”与“拟制从容”：西南少数民族丧葬舞蹈的功能与文化研究》

叶 笛 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知识症候群”与艺术教育的转型》

朱仁金 四川美术学院教务处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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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议题组：艺术生存环境变化与艺术审美特征变迁（第二场）

地点：华东饭店 D楼七楼会议室

8:30——10:1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李荣有（浙江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中心）

评议人：刘承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情气为性”思想与万物一体的文艺观》

黄意明 上海戏剧学院公共教学部

*《壮族师公戏面具的审美探幽》

陶赋雯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宣传部

《微媒体的审丑艺术探析》

聂世忠 邵阳学院艺术设计系

*《同南贤聚——民国艺术史家滕固早年艺文思想再探》

韦昊昱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从后现代主义到奇异性美学——詹姆逊对当代艺术的阐释》

文苑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

*《浅谈文庙建筑的审美特征及其地域特征的变迁》

薛 娟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刘媛存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论消费文化语境中艺术与生活的趋同——兼向杜书瀛教授、彭锋教授请教》

刘玉梅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艺术学视野下当代舞蹈的现代性研究》

仝 妍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编辑部

*《风格的意蕴》

白 鹤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茶歇（10:15——10:30）

10:30——12:15 上半场参会代表发言（每位发言 10 分钟）、评议与交流

主持人：翁再红（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评议人：白 鹤（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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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健有为的中华艺术精神——以雕塑、篆刻艺术为例》

黄永健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艺术设计学院

岳顶聪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艺术设计学院

郝云慧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艺术设计学院

*《当代艺术及其美学阐释的危机》

周计武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从娱乐过度看文艺娱乐性与审美性的关系》

周 强 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技术进步对艺术创作形式与审美文化表现的影响》

楚小庆 《艺术百家》杂志社

《艺术风格类型系统的初步建构》

张兰芳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大数据时代的经典解读路径——论内容分析视野下的经典建构》

翁再红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艺术形态及其存在空间的变迁》

陆正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从文字中心主义到影像叙事的崛起——以中国早期电影为例》

林清华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老庄哲学对中国艺术的审美作用——以中国古代书画理论为例》

郭大兴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戏曲舞剧<临川四梦>的审美二元对立》

刘三平 中国戏剧学院基础部

《“情动”视域下中国录像艺术表演研究》

杨国柱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题目前加*者为分组发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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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 

 

时间：2016年 11月 27日（周日）14:00—18:00 

地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报告厅 

 

一、 大会主题发言（每位控制 15 分钟内） 

主持人：蓝  凡（上海大学） 

评议人：周  星（北京师范大学） 

1、《重估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价值》 

王廷信  东南大学 

2、《从“意象”及其艺术形态的演绎看传统艺术论的现代性转化——兼涉中西“意象”论

之比较》 

金丹元  上海大学 

3、《中国绘画的伦理功能与审美功能》 

陈池瑜  清华大学 

4、《经典评价的本土立场与文化语境——从上昆版“临川四梦”谈起》 

刘  祯  中国艺术研究院 

5、《史前艺术论略——基于欧洲考古学成果和一般艺术学的理论视野》 

徐子方  东南大学 

6、《“互联网+数字技术”时代：电影“新美学”对艺术理论的挑战》 

陈旭光  北京大学 

7、《作为艺术学概念的写意》 

彭  锋 北京大学 

8、《艺术的理论创新与创新理论》 

谢建明  南京艺术学院 

 

二、各分组汇报发言（每位控制 15 分钟内） 

主持人：邢  勇（南阳理工学院） 

第一议题组：田川流（山东艺术学院） 

第二议题组：童  强（南京大学） 

第三议题组：金  雅（浙江理工大学） 

第四议题组：李倍雷（东南大学） 

 

三、本届年会学术总结发言 

学会负责人 

 

四、年会承办单位交接仪式 

主持人：李荣有（浙江音乐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刘伟冬向下届承办方 交接年会举办牌匾 

 

五、致闭幕词 

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刘伟冬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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