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天主教研究青年学者论坛（2013）
Sixth Forum on C atholic Studies for Young Chinese Scholars

会议日程
2013 年 12 月４日（星期三）
16:00-18:30

会议报到（酒店大堂）

18:30-20:30

晚餐（地点：一层餐厅）
2013 年 12 月５日（星期四）

07:30-08:00

早餐（地点：一层餐厅）

08:30-08:35

全体合影（地点：酒店大门）

08:35-08:45

会议开幕式（地点：五层会议室）
主持人：赵建敏

08:45-09:30

嘉宾主旨演讲：陈方中(天主教辅仁大学教授，中国天主教文物馆馆长)

09:30-10:45

会议发言（第一场）（地点：五层会议室）
主

题：神学与现代社会（一）

主持人：李景玺
发言人：
周兰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论人性尊严
刘素民：天主教视野中无神论的理论内涵与思想限度——从梵二会议文献谈起
张影舒：国家社会视角下的个人信仰生活—以某市天主教徒为例
吴立云：基督宗教信仰与生态没落
张丽丽：天主教能否走出神圣殿堂

每位发言12分钟
讨论（15分钟）

10:45-11: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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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30

会议发言（第二场）（地点：五层会议室）
主 题：神学与现代社会（二）
主持人： 陈朝晖
发言人：
熊径知：现代宗教与社会重构
李 辉：普世教会运动背景下的宗教自由--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梵二会议为例
林纯洁：中梵建交问题的历史与症结
于晓兰：关于基督宗教参与社会服务的几点思考
李昱霏：探析天主教经济伦理的衍变与发展
孙琥瑭：当代云南天主教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每位发言12分钟
讨论（18 分钟）

12:30

午餐（地点：一层餐厅）

14:30-16:15

会议发言（第三场）（地点：五层会议室）
主 题：神学与艺术创作
主持人：李树兴
发言人：
乔卞云：Adolphe Gesche 思想中的超验与内在
汪云霞：苏雪林的文学创作与天主教
田宇阳：浅论苏雪林文学创作中的天主教思想
黄 凰：试论早期基督宗教图示中的异教影响因素及其变异——以罗马地下墓穴
壁画为例
陈德瑶：浅析吴宇森电影中的基督教意象
王莞云：20 世纪初天主教本土化图像艺术初探
龚晓辉：基督教写作=信仰启蒙

每位发言12分钟
讨论（21 分钟）

16:15-16:3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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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8:15

会议发言（第四场）（地点：五层会议室）
主 题：神学、伦理及人性修养
主持人：孙琥瑭
发言人：
李景玺：席蒙娜·维依—一位善的见证者
吴广成：阿奎那论恶
汪聂才：奥古斯丁的基督宗教修辞学
黄志鹏：论“神性的生活”作为伦理生活的主动选择——以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
为背景
焦荣华：“我的国不在这世界”--蒙台梭利的儿童观研究
李树兴：论了解“意象”文化思维在修院培育中的意义
王威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大陆天主教神哲学院修生培育中的博雅教育初探

每位发言12分钟
讨论（21 分钟）

18:30

晚餐（地点：一层餐厅）
2013 年 12 月６日（星期五）

07:30-08:00

早餐（地点：一层餐厅）
会议发言（第五场）（地点：五层会议室）

08:30-10:15

主 题：天主教与现代社会
主持人： 刘素民
发言人：
李晓晨：近代天主教传教士在河北地区的弃婴收养活动述论
明晓旭：汉语语境下的天主教发展现状——以黑龙江省天主教为例
王丹丹：传承与更新：最近十年来汉语天主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顺意：近代天主教士在我国康藏地区活动研究状况之梳理
乔 飞：中国“家庭教会”内部规则及其影响研究
陈朝晖：从天主教视角看宗教立法讨论中若干问题
刘志庆：中国天主教教区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进路

每位发言12分钟
讨论（21分钟)

10:15-10:3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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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15

会议发言（第六场）（地点：五层会议室）
主 题：近代天主教史研究
主持人： 李晓晨
发言人：
高 宁：20 世纪 20、30 年代基督教乡村建设理念探析——以《教务杂志》为中心
黄明畅：湖北清江流域地区的天主教传播
刘鹤亭：严复论宗教—兼论其对天主教的态度
梁 潇：伪满时期的政教关系
侯 杰：基督宗教与近代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变革——以《益世报》与基督教青年
会为中心
李峻登：基督神道圣经是真正的生态哲学（超级生态学）--- 兼对所谓“非人类中
心主义”之内在悖论的批判性反思
杜 贺：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

每位发言12分钟
讨 论 （21 分钟）

12:30

午餐（地点：一层餐厅）
会议发言（第七场）（地点：五层会议室）
主 题：明清天主教历史（一）

14:30-16:15

主持人： 侯杰
发言人：
乔 静：天主教在中国早期三次传教实践之比较
冯秋季：“利玛窦规矩”下的中西医比较与交流
刘朴兵：利玛窦视野中的晚明饮食文化
段世磊：The seminary’s functional actualization in Asia at the beginning of 17th
century
刘 婷：明清之际中国儒家经典西译的里程碑——以耶稣会士卫方济的《中国六
经》法语转译本第三卷《论语》译本为中心
谷继明：明末天主教东传与儒学宗教化
黄 佳：詹森派视野中的中国礼仪之争

每位发言12分钟
讨论（21分钟）

16:15-16:30

茶歇

16:30-18:15

会议发言（第八场）（地点：五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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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明清天主教历史（二）
主持人： 吴广成
发言人：
李 真：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与奉教文人之交往考——以马若瑟与刘凝为中心
魏 毅：《世界广说》（'Dzam gling rgyas bshad）与《职方外纪》文本关系考
刘 元：教案中的土地纠纷—以丰镇教案为例
文公新：1765 年洪大容燕行时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韩二帅：《燕行录》中北京的耶稣会士形象探析-从朝鲜燕行使与刘松龄的交往谈起
陈旭楠：晚清法国天主教对中国传教之政策探析
刘 云：浅论白日升稿本对 19 世纪《圣经》中文译本的文体影响

每位发言 12 分钟
讨论（21 分钟）

18:30

晚餐（地点：一层餐厅）

2013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
07:30-08:00

早餐（地点：一层餐厅）
会议发言（第九场）（地点：五层会议室）

08:30-10:15

主 题：神学理论、研究探讨
主持人：王宁川
发言人：
王硕丰：对勘法研究《圣经》的设想
杨宬慧：《约伯记》智慧观新探
周浩翔：莱辛《基督的宗教》释义
高 赛：莱布尼兹“神义论”研究
韩思艺：陡斯与上帝 ——将“Deus”翻译为“上帝”神学哲学理据
李科政：再论奥斯定对“自由意志”与“恩典”的处理
张涪云：如何理解马勒伯郎士哲学的“在上帝中看一切”

每位发言12分钟
讨论（21分钟）

10:15-10:30

茶歇

10:30-12:00

会议发言（第十场）（地点：五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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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历史视角与现实影响

主持人：冯秋季
发言人：
程寿庆：论康德的启蒙思想
朱云飞：天主的圣名：阿奎那对狄奥尼修斯的借鉴与修正
——基于《神学大全》卷一 Q.13 与《论圣名》的对勘研究
刘金山：“彩虹之喻”与“彩虹之约”--论希克宗教多元论与基督教教义的不可通
约性
熊丽丽：从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著作看他们对婚姻制度的认识
李 燚：基督教与柯享平等观的比较研究
王宁川：法蒂玛的秘密：证据神学与后现代话语之辩
每位发言12分钟
讨论（18 分钟）

12:00-12:15

会议总结
主持人：赵建敏
意见、建议、研究项目

12:30

午餐（地点：一层餐厅）

注意事项
1、每位发言时间请控制在 12 分钟之内，请主持人严格掌握每场的时间。每场全部发言后安排提问
和讨论。
2、以下费用请自理：邮电通讯、医疗、洗衣、美容、室内微型酒吧等。
3、凭胸卡进入会场和凭餐卷就餐。
4、与会代表请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下午 2∶00 之前离开饭店，离店前请交回房间钥匙，在服务台
办清需自费付款手续。
5、会议论文请于 2014 年 3 月 1 日前发电子文本到 catholicstudy@shangzhi.org。论文将择优发表在
《天主教研究论辑》中。发表之论文将不再支付稿酬，仅赠送本论辑两本。
6、与会人员通讯录电子版将用电子邮件发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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