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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时间：2023 年 3 月 18日（星期六）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 

时间 日程 地点 

9:00–9:50 

开幕式                主持人：康震 

观看钟敬文先生纪录短片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同志致辞 

日本神奈川大学校长小熊诚教授致辞（线上）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同志致辞 

国家会议中心 

三层报告厅 

 

腾讯会议号： 

573-700-324

密码：6478 

9:50–10:20 大会合影 
国家会议中心 

一层大厅 

10:30–12:10 

 

*每人发言时

间为20分钟 

大会主旨发言          主持人：邱运华 

刘魁立：钟敬文：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民间文化事业的人 

程正民：一面文化自信和学术自觉的大旗 

刘铁梁：钟敬文民俗学思想的文明视野 

董晓萍：钟敬文学说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贡献 

〔美〕苏独玉（Sue Tuohy）（线上）：钟敬文与理查德·多尔森思想的

相似性及其对各自国家民俗学发展影响的反思 

国家会议中心 

三层报告厅 

 

腾讯会议号： 

573-700-324 

密码：6478 

12:00–13:30 午餐 国家会议中心 

14:30–16:00 

*各专场每人

发 言 时 间 为

10-15分钟，评

议加讨论15分

钟。 

下同。 

记忆中的先生 I： 

传道、授业与解惑 

 

主持人：刘铁梁 

评议人：董晓萍 

王  宁：钟敬文先生给我的启示 

宋兆麟：钟老鼓励我搞民族调查 

〔印〕墨普德（Priyadarsi Mukherji）（线上）：

缅怀钟敬文教授：在北师大度过的宝贵时光 

〔美〕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线上）：

钟敬文教授的关心 

京师学堂 

第五报告厅 

 

腾讯会议号： 

457-910-887 

密码：6546 
16:00–16:20 茶歇 

16:20–17:50  陈勤建（线上）：感恩我学业的奠基者敬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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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先生 II： 

传道、授业与解惑 

 

主持人：向云驹 

评议人：何  彬 

郭于华：笃实独立 谦逊包容  

江  帆：诗心化雨，润物无声——缅怀钟敬文

先生 

夏  敏（线上）：“边角料”中发现规律——钟

敬文先生指导我做歌谣研究 

陈永香（线上）：缅怀敬爱的钟敬文先生 

吴效群（线上）：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我眼

中的钟敬文先生 

14:30–16:00 

记忆中的先生 III： 

传道、授业与解惑 

 

主持人：安德明 

评议人：万建中 

陈子艾：缅怀钟敬文先生二三事   

段宝林：怀念钟敬文先生   

贺学君：钟敬文先生的学科建设信念   

张明远：落叶泥土精神礼赞 

薛  洁：永远的楷模——纪念钟敬文教授诞辰

120 周年 

〔韩〕郑然鹤（线上）：韩国留学生眼中钟敬文

先生的治学态度 

京师学堂 

第一报告厅 

 

腾讯会议号： 

511-312-860 

密码：8232 

16:00–16:20 茶歇 

16:20–17:50 

学科定位 I： 

历史与当下 

 

主持人：黄  涛  

评议人：萧  放 

刘守华（线上）：持续推进和深化钟敬文先生的

中国故事学思想 

高丙中：三思民俗学的当代性 

杨利慧：从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是现代学”

思想到“朝向当下”的民俗学构建 

王杰文：历史取向与未来取向——试论“中国

民俗学派”的实绩与分歧   

14:30–16:00 

民族与国家： 

多民族的一国民

俗学 

 

主持人：郭于华 

评议人：高丙中 

朝戈金：钟敬文先生“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

思想申论 

邢  莉：钟敬文先生提出的“多民族的一国民

俗学”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敖  其：民俗文化的民族凝聚力之启示——纪

念钟敬文先生诞辰 120周年 

色  音：钟敬文“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学术

思想评析 

京师学堂 

第二报告厅 

 

腾讯会议号： 

188-674-961 

密码：1805 

16:00–16:2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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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7:50 

学科建设 I： 

学派与同人 

 

主持人：贾  放 

评议人：巴莫曲布嫫 

陶立璠：后钟敬文时代的中国民俗学与民俗学

派 

施爱东：钟敬文学科建设的应变策略 

康  丽：民俗学家的想象力与民俗学科的生命

力——重新思考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

派”的思想 

岳永逸：听·读·看：钟敬文早期民间文艺学

学科建设的三个动作 

 

14:30–16:00 

学科视野 I： 

比较中的本土与

异国 

 

主持人：〔日〕高木立

子  

评议人：周  星 

〔日〕佐野贤治（线上）：怀念钟敬文先生——

比较民俗研究的先驱者  

〔日〕加藤千代（线上）：日本《柳田国男事

典》“钟敬文”条目(加藤千代，1998)及其附记 

〔日〕广田律子（线上）：钟先生的教诲——歌

谣研究之路的引路人 

向云驹：论钟敬文学术思想理论高度的世界性

学术视野 

何  彬：学术追忆片段：钟敬文先生与比较民

俗研究 

京师学堂 

第三报告厅 

 

腾讯会议号： 

475-315-412 

密码：2024 

16:00–16:20 茶歇 

16:20–17:50 

学科视野 II： 

远近之间的乡土

与都市 

主持人：张明远 

评议人：刘晓春 

安德明：钟敬文——走出家乡的民俗学者 

陈华文（线上）：因杭州而浙江：钟敬文先生的

关注 

郑土有：钟敬文先生与上海民俗学的情缘 

杨宏海：关注客家文化与都市民俗研究——追

忆恩师钟敬文先生 

毛巧晖：钟敬文的民间文艺“新”论（1949—

1966） 

18:00–19:30 晚宴 兰蕙餐厅 

19:30–21:00 与会者茶话会 
主楼 C 区 

文学院 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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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 年 3 月 19日（星期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 

时间 日程 地点 

8:30–10:00 

学科定位 II： 

立场与价值 

 

主持人：〔美〕杜博思 

（Thomas DuBois） 

评议人：张士闪 

黄永林（线上）：钟敬文先生民俗学思想的主

要特性及当代意义 

萧  放：钟敬文的人民文化观及其学术实践 

贾  放：论民间文化的价值阐释与传播 

周福岩（线上）：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理论视

野 

吉国秀（线上）：“眼光向下”的学问：钟敬文

民俗学思想研究   

 

京师学堂 

第一报告厅 

 

腾讯会议号：

935-399-714 

密码：3368 

10:00–10:20 茶歇 

10:20–11:50 

文学与艺术： 

划界与跨界 

 

主持人：敖  其 

评议人：林继富 

万建中：本体论和主体论的深度融合——读钟

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赵宗福：钟敬文先生的文化雅俗观发微 

刘晓春：感伤而隐逸的“自然之子”——钟敬

文先生 1936年之前的散文创作 

郭必恒：钟敬文民间艺术思想中的三个深刻认

识 

杨  秀：散文里的钟敬文   

8:30–10:00 

学科建设 II： 

领域与方法 

 

主持人：赵宗福 

评议人：陈岗龙 

余  悦（线上）：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史与民俗

学史研究 

黄  涛：钟敬文先生关于语言民俗学的倡导与

阐述 

巴莫曲布嫫：钟敬文与中国史诗学建设 

黄景春：钟敬文先生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贡

献 

陈金文（线上）：钟敬文先生与民间传说研究 

京师学堂 

第二报告厅 

 

腾讯会议号： 

742-100-259 

密码：1905 

10:00–10:20 茶歇 

10:20–11:50 学科建设 III： 
段友文（线上）：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百年回

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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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与话题 

 

主持人：康  丽 

评议人：江  帆 

陈岗龙：谈钟敬文先生的灰姑娘故事研究 

〔日〕高木立子、李连荣：学习钟敬文先生的

比较民俗学思想——以《斑竹姑娘》与《竹取

物语》的比较研究为例 

祝秀丽（线上）：钟敬文的故事诗学思想：以

《蛇郎故事试探》为例 

8:30–10:00 

学科史 I： 

言说与书写 

主持人：刘宗迪 

评议人：施爱东 

叶  涛：感恩——缅怀恩师钟敬文教授 

周  星（线上）：追忆钟敬文先生与中国民俗

学会二三事 

林继富：钟敬文“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

内涵 

高荷红：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 

京师学堂 

第三报告厅 

 

腾讯会议号： 

483-543-371 

密码：0299 

10:00–10:20 茶歇 

10:20–11:50 

学科史 II： 

跨学科与本土化 

 

主持人：色  音 

评议人：黄景春 

张士闪：钟敬文先生的艺术民俗学思想探析 

刘宗迪：古国芳草：《山海经》文化史研究之

一章 

庞建春、〔韩〕金镐杰（线上）：东亚一国民俗

学的知识生产——以柳田国男、孙晋泰和钟敬

文为中心 

彭  牧：方法论的本土与世界：以钟敬文与松

村武雄的交流为核心 

张  勃：钟敬文先生论民俗学者的素养 

11:50–12:20 

闭幕式 

主持人：叶涛 

学术总结：杨利慧、万建中 

京师学堂 

第二报告厅 

 

腾讯会议号： 

936-935-263 

密码：1905 

12:20–13:30 午餐 实习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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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学者 

（共计76人，以姓氏拼音排序）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称 备注 

安德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敖其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巴莫曲布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白庚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朝戈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岗龙 北京大学，教授  

陈华文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陈金文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陈勤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陈永香 楚雄师范学院，教授 线上参会 

陈子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程正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董晓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段宝林 北京大学，教授  

段友文 山西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高丙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荷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日〕高木立子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籍专家  

〔日〕广田律子 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郭必恒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郭于华 清华大学，教授  

何彬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贺学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黄景春 上海大学，教授  

黄涛 温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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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林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吉国秀 辽宁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日〕加藤千代 日本爱媛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贾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江帆 辽宁大学，教授  

〔韩〕金镐杰 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 线上参会 

康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连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林继富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刘魁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刘守华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刘铁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晓春 中山大学，教授  

刘宗迪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美〕马克·本德尔 

（Mark Bender）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毛巧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印〕墨普德 

（Priyadarsi Mukherji）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庞建春 韩国汉阳大学，兼任教授 线上参会 

彭牧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色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施爱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宋兆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美〕苏独玉(Sue Tuohy)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名誉教授 线上参会 

陶立璠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杰文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王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效群 河南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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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敏 集美大学，教授  

向云驹 中国艺术报社，原社长  

萧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日〕小熊 诚 日本神奈川大学校长、教授 线上参会 

邢莉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薛洁 石河子大学，教授  

杨宏海 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杨利慧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杨秀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叶涛 山东大学，教授  

余悦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线上参会 

岳永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勃 北京联合大学，研究员  

张铭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士闪 山东大学，教授  

赵世瑜 北京大学，教授  

赵宗福 青海民族大学，教授  

〔韩〕郑然鹤 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 线上参会 

郑土有 复旦大学，教授  

周福岩 辽宁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周星 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 线上参会 

祝秀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 线上参会 

〔日〕佐野贤治 日本神奈川大学，名誉教授 线上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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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南 

一、注册信息 

2023.3.17  全天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一层大厅   办理注册报到

2023.3.18  7:30-12:00    国际会议中心三层报告厅         办理注册报到 

2023.3.18  14:00-15:00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一层大厅   办理注册报到 

 

二、参会须知 

1.请线下参会专家务必携带身份证件参会。 

2.请线上参会专家留意专场讨论时的具体时间和腾讯会议号。 

3.请线下参会专家留意专场讨论时的具体时间和会议室。 

 

三、会务组联络 

会务电子信箱：ichbnu@bnu.edu.cn 

会务负责人：唐璐璐 13911668055，王潇静 13683685184，丁红美 13810920106 

 

四、会址地图及交通信息 

     为 3 月 18 日上午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天

辰东路 7 号国家会议中心三层报告厅，请由 C1 号

门进。 

交通： 

1. 在京师大厦住宿的参会学者请于 3 月 18 日 8:00

于北京师范大学东门乘坐大巴至国家会议中心； 

2. 3 月 18 日午餐后，全部参会学者可由国家会议

中心乘坐大巴返回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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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月 18 日下午和 19 日上午的会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  

主楼 C 区文学院 

兰蕙餐厅 

实习餐厅 

住宿酒店：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 

酒店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京师大厦  

联系电话：010-58802288  

附近交通：地铁 2 号线，积水潭 A 口；地铁 19 号线，北太平庄 A 口； 

公交 22、88、47、508、510、579、618 路，北京师范大学站； 

公交 16、92、304、510、579、620、645 路，北京师范大学南门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