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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祝福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16 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在此我们向各位学者、各位朋友致以诚

挚的新年问候和美好的祝福！2016 年吉祥如意！ 

2015年，全球修辞学会及其分会的同仁，携手并肩，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在江

苏师范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赣南师范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先后召开了

第三届国际语言传播学前沿论坛、媒介秩序与媒介文明研讨会暨第二届新闻传播伦理与法制

学术研讨会、第二届认知传播学研讨会以及国家话语研究会第五、第六次研讨会等学术会议，

编辑出版了《国际修辞学研究》（第3辑）、《认知传播学论丛》（第1辑）等丛刊，为各国

同仁搭建了新的学术成果展示平台。 

此外，全球修辞学会成功组建了全球话语学研究会、人类传媒文明研究会、中国农村

话语研究会、中国传媒法制研究会、中国传媒伦理研究会以及国际女性修辞学会、中国比

较修辞学会等新的学术共同体，一大批学者加入学会。全球修辞学会成功开通了新网站，

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盟”。这大大拓展了学会的发展空

间，充分展示了学术的魅力，建构了新的学术气象。 

在2016年，学会将继续举行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将召开“中国认知传播学第三届年

会”（2016年春季，浙江绍兴）、“首届全球话语学会年会”（2015年9月，湖北武汉）。

中国农村话语研究会、中国传媒法制研究会、中国传媒伦理研究会等分会的年会都将择机举

办。与此同时，我会还将与各国学会、各高校以及相关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

作，继续提升我会的学术影响力，开创学会发展的新局面。 

在过去的一年中，学会许多同仁、朋友为学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以江南、

何海翔、林克勤、李亚铭、周金声等教授为代表的江苏师范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四

川外国语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学术团队，以及菲利普•赛拉泽、艾伦·阿

姆鲁拉·海玛特、雪莉·葛兰教授等众多国际学者。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盟会长米纳克什•

巴赫特教授，前会长、芬兰埃博学术大学罗格•赛尔教授，秘书长、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

汤姆·克拉克博士等，也对全球修辞学会的发展壮大给予了热情支持。此外，还有一大批为

学会默默工作的同仁，特别是秘书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为学会的发展做出了积

极贡献。在这里，我们向积极支持学会发展的各国会员、同仁、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

诚挚的新年祝福！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学会和国际修辞学、传播学等学术事业的发展充满了信

心。在新的一年里，学会将继续秉承“学术·文化·友谊”的理念，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活

动，继续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为各国同仁构筑新的交流与合作平台，为进一步推动全球

修辞学、传播学及相邻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祝各国学者、同仁、朋友们：2016年元旦愉快，事业精进，和谐美满，吉祥万福！ 

 

全球修辞学会会长 

世界汉语修辞学会名誉会长 

陈汝东 

201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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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修辞学会学术活动 
 

1、传媒新动态与传播学学科建设 

——全球修辞学会举办 2016 年新年学术研讨会 

 

2015 年 12 月 21 日，全

球修辞学会相关分会的负责

人、专家、教授聚首浙江越秀

外国语学院，以“传媒新动态

与传播学学科建设”为主题，

就国家传媒新动态、学术发

展趋势、学科布局、学派建

构、学术共同体建设、传媒教

育等问题进行了研讨，总结

学会 2015年的学术工作，安

排 2016 年的学术活动。认知传播学会、全球话语学会、视觉传播学会、中国农

村话语研究会等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的学术活动进展。 

会议由中国认知传播学会

常务副会长、四川外国语大学

林克勤教授和越秀外院网络学

院院长朱小农教授主持。越秀

外院执行校长詹文都教授致欢

迎辞。詹校长向各位专家介绍

了越秀外院的概况、办学理念、

师资队伍与学科建设、国际化

办学等。他对全球修辞学会的

此次学术活动给予了积极肯定，

欢迎学会把越秀外国语学院作

为学术发展基地，常来常往，指导学科建设及学术研究。 

全球修辞学会会长、北京大

学陈汝东教授作了“蓬勃发展中

的全球修辞学”的发言。他阐述

了本次会议的主旨，介绍了全球

修辞学会的情况和“学术▪文化▪

友谊”的宗旨。他说，全球修辞

学会一直致力学术共同体的建

构，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

动。“学术是一种实践，是一个

思想同化与共享过程，是联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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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也是一种文化气象。学者、学会、学校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学术公共空间

的立体建构，实现学术化生存，形成新的学术气象；才能实现学术由个体、群体、

行政形态向国家、公共与普世形态的转化。”他对越秀外国语学院的支持表达了

谢意，并向学会同仁祝福新年！ 

与会学者围绕传媒实

践与研究动态、学术共同体

建构以及学科布局与创新发

展等议题进行了分阶段研

讨。中国认知传播学会常务

副会长林克勤教授，就认知

传播学会的学术活动、学术

理论体系创新、学术队伍整

合进行了阐述，汇报了该分

会第三届年会（2016 年春季，

浙江绍兴）的筹备工作情况。

他说，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正在由效果论转向体验论，认知传播学的理论建构是传

播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拓展空间之一。认知传播学会 2014 年成立以来，已连续成

功召开了两届年会，出版了《认知传播学论丛》，目前正在编辑出版认知传播学

的专著，积极筹备第三届年会。 

全球话语学会副会长、湖北

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周金声、副院长

杨佑文教授，就首届全球话语学会

年会（2015年 9月，湖北武汉）做

了汇报发言，向与会学者介绍了特

邀专家的邀请、分论坛组织、会议

总体议程等会议筹备情况。 

中国农村话语研究会会长、

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安文军、

副会长李焕征教授，结合中国当前

的农村状况和农村话语研究态势作了发言。他们表示，中国农村话语研究会与中

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将在下一年度筹备召开农村话语学会的首届年会，积极推

动我国农村话语研究的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宫承波

教授、北京大学刘璐副教授分

别就视觉传播学、比较修辞学

的学科发展以及媒体融合的

走向进行了阐述。 

在题为“国家传播学研

究的新趋势”的发言中，陈汝

东教授指出，随着数字化、网

络化进程的发展，媒介生态呈

现出新态势：大一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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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垄断帝国时代”已结束，“传媒列国时代”到来。党政媒介系统、社会媒介

系统与个体媒介系统呈“三足鼎立”态势，政治信息、社会信息、个体信息已成

为支撑社会发展的三类重要信息市场。国家媒体、企业媒体和国民媒体共同成为

信息生产与消费的生力军。人类知识信息的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学术形态也发生

了逆转。 

他认为，新

闻传播学的知识体

系、学科形态正在

变革，以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为主的传

统专业和职业培养

模式，正在向素质

培养、精神体验、社

会人的再生产方向

转变。学科建设正

由知识结构型、解

构型向建构型、主

体型转变。“学科建设是一个学术活动、学术共同体、知识体系、教育体系等的

不断建构和完善过程。人类传播已由偏重行为、效果，转向偏重于人的主体感受、

体验的认知过程。人类自身正在成为传播、传播学、传播学教育的核心。”陈汝

东教授表示。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网络传播学院院长朱小

农、常务副院长何海翔、副

院长李先国等教授，分别

就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

播学院的“十三五”学科发

展规划等问题发言。结合

我国传媒发展的态势以及

区域大学的定位和学科建

设特点，与会专家对此提

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大家认为，区域型院

校的学科优势是动态的、不断建构的。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应重视学术共同体平

台的建构。汇集公共学术资源，是增强大学竞争力的新趋势。 

会议增进了不同学科学者之间交流，促进了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为全球修

辞学会 2016年学术活动的开展和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认知传播学会秘书处、全球修辞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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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话语学研究的新趋势 

——国家话语学会研讨会在北大举行 

 

 

2015 年 11 月 18 日，国家话语研究会第六次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的

主题为“话语学研究的新趋势”。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联合

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高校的中外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艾伦·阿姆鲁拉·海玛特（Allen A. Hemmat）首先介绍了日前召

开的“第二届北大—清华诠释学专题研讨会”情况，阐述了诠释学发展的新动态及其话语学

路径。中国传媒大学赵雪、北京联合大学惠东坡、中国农业大学李焕征、中国政法大学的张

鲁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冯捷蕴、河北大学冯瑞珍、广东海洋大学李星、北京工商大学张慧

子以及北京大学的刘璐、许静、何姝等专家学者，分别介绍了口述历史话语的语体风格、电

影话语、法制话语、农业话语、比较修辞话语、舆论话语、卫生话语、全球话语、国家话语

等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背景

出发，探讨了话语学研究的新趋势。 

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教授做了“话语

学发展的新趋势”的主题发言。他阐述了“话语

形态演化的历程”、“国家话语发展的新趋势”

以及“话语学研究的新范式”等问题。陈教授认

为，在学术视阈中，“话语”已从“言说”演化

到社会公共意志凝聚、国民身份认同的媒介，发

展成为国民教化、政府意志宣传乃至国家传播的

核心范畴，上升为国家发展理念和国家战略语汇。

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建构中国的国家话语

体系和全球话语体系，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表述的

核心概念，成为社会整合、融合的桥梁。 

（艾伦·阿姆鲁拉·海玛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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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话语浓缩和再现了中华文明史，折射了中华文

明的物理空间、意识空间、文化空间以及文明空间。中华话语在物理空间上呈现出“围墙式”

特点，也映照在了意识、文化乃至文明空间上。目前，中国话语已突破了传统空间，逐渐具

备全球化思维。“一带一路”、“孔子学院计划”、“亚投行”等反映了中国话语在物理、

文化、金融、贸易、政治等空间上的全球战略布局。“战略合作伙伴”、“命运共同体”等

国家价值理念正在成为全球话语体系范畴，正在引领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政治、经济、文

化、意识等空间建构中的“全球思维”已成为中国当代话语发展的趋势。突破和超越“围墙

话语”，实现全球化思维，是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的趋势。 

陈汝东教授强调，田园话语文明才是中华文明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中国话语文明的重

构需要以全球话语体系为坐标，实现物理与意识、官方与民间、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

文化与文明、国家与普世、区域与全球等多重

空间的有机统一与融合，实现国家、民族意志

与人类意志的统一，才能引领人类文明的未

来发展方向。物理空间是有限的，但意识、文

化、文明空间是无限的。中国的话语文明应更

加重视在虚拟话语空间中的建构。这是中国

话语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话语学由语言学

科向跨学科、综合学科发展的方向。从“个体

学术”、“群体学术”、“行政学术”到“公

共学术”、“普世学术”是学术话语发展的趋

势。建构“公共学术话语体系”、“普世学术

话语体系”是话语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赵雪教授） 

会议期间，全球修辞学会召开了部分理事和秘书处会议。国家话语研究会、中国农村

话语研究会、全球话语学会等分会的负责人或代表，

分别汇报了各自的学术活动开展情况。世界汉语修

辞学会秘书长惠东坡教授汇报了该分会近期的相关

活动情况。会议肯定了 2016 年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第

五届年会、全球话语学会首届年会、中国认知传播

学会第三届年会等的召开和筹备工作。会议增补艾

伦·阿姆鲁拉·海玛特为全球话语学会理事。陈汝东

会长主持会议。他通报了近期的学会工作，他强调

了全球修辞学会“学术•文化•友谊”的宗旨，希望各

位会员、理事及各个分会，应在学会宗旨引领下积

极能动地开展学术活动。 

会议由全球修辞学会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主办，国家话语研究会会长赵雪教授主持了会

议。 

（惠东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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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界动态 

 

1、陈汝东：田园诗是中华话语文明的发展方向 

——当代中国话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全球修辞学会部分学者出席 

 

2015 年 12 月 3 日，“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高层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来

自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大学、外交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天

津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教授

以及国家话语研究会、国际语言传播学会等的理事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 

“话语，是一种语言符号，同时也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是社会沟通的桥梁，是意

识、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陈汝东教授在题为“论中国话语文明

的历史走向”的演讲中表示。他认为，“在学术范畴中，话语已从个体演化到社会乃至国家

传播的核心范畴，上升为国家发展理念和国家战略语汇。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建构中

国的国家话语体系和全球话语体系，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话语正在成为统领中国发展的

核心范畴，成为社会整合、融合的桥梁。” 

陈汝东简要剖析了话语形态的演化历程，论证了中国话语文明的“围墙式思维偏向”

以及田园诗质性，剖析了中国话语文明的历时和共时走向，探讨了全球话语文明的发展趋势。

“中国话语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了中华文明的物理空间、意识空间、文化空间

以及文明空间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话语已突破了传统藩篱，逐渐具备全球思维。‘孔子

学院计划’、‘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反映了中国话语在物理、意识、政治、文化、经

济等空间上的全球战略布局。” 

田园话语文明，才是中华文明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中国话语文明的重构，需要突破和

超越，需要以全球话语体系为坐

标，实现物理与意识、官方与民

间、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

国家与普世、区域与全球等多重

空间的有机统一与融合，必须实

现国家和民族意志与人类意志

的统一，引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

展方向。物理空间是有限的，但

意识、文化、文明空间却是无限

的。中国的话语文明应更加重视

在虚拟空间中的建构。 

话语已成为连接各学科、融

会学术与社会发展的桥梁。话语

学已由语言学科向跨学科、综合学科方向发展。从“个体学术”、“群体学术”、“行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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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到“公共学术”、“国家学术”、“普世学术”是学术话语发展的趋势。建构“国家学

术话语体系”、“公共学术话语体系”、“普世学术话语体系”已成为话语学的未来发展方

向。陈汝东教授这样综括。 

本次会议的议题涉及中美国防话语、中韩外交话语、医患话语、国际商贸话语以及话语

文明等话语学的理论与实践等重大议题。浙江大学施旭、中国传媒大学赵雪、外交学院崔长

青、对外经贸大赵鸿燕、檀有志、冯捷蕴等学者，分别做了题为“中美国防战略的文化话语

研究”、“言语行为理论视閾下医患打断话语研究”、“巧用修辞：增强对外翻译与传播话

语的隐蔽性与渗透力”、“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视像话语”、“中国国际话语权：争而不争

与不争而争”、“跨国公司中的话语权力研究”的发言。 

“军事战

略具有重要的

话语性质，应该

看作一种国防

话语。作为国防

话语的军事战

略同时具有语

用性和修辞性，

是一种国防交

流、交往、较量

的社会行为。国

防话语的军事战略更是一种文化话语现象。”施旭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他认为，国防话语研

究应坚持“文化政治”立场：支持文化多元与国际和平，反对国际霸权与分裂。中美在时局

观察、安全观念、国际定位、战略目标、战略行为等方面都存在认知差异，因此，两国亟需

开展认真对话，从而走出对立状态。施教授对中美国防文化话语问题的深刻阐述引发了热烈

讨论。 

    冯捷蕴教授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阳”代表显而易见的强势，“阴”代表隐藏的弱

势力量。英语在高位语境中呈现“阳势”，汉语在低位语境中呈现为“阴势”。她运用阴阳

之说对“跨国公司中的话语权”做了深入阐释。 

国家话语研究会会长赵雪教授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剖析了“医患话语”中的矛盾冲突与策

略。崔长青教授分析了英文媒体报道中的修辞现象，指出要警惕西方传播话语的隐蔽性与渗

透力，须巧用修辞增强对外翻译。赵鸿燕、檀有志教授分别对中韩公共外交视像话语、中国

国际话语权等问题，做了深入剖析。会议研讨深刻、热烈，观点碰撞中火花不断。青年学者

发言踊跃，观点鲜明。 

会议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商务英语研究所主办，冯捷蕴、苗兴伟、田海龙等教

授分别主持了会议。该校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等到会致辞。 

（全球修辞学会秘书处  张倩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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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届北大-清华联合诠释学专题研讨会在北大召开 

 

2015 年 11 月 6 日，“话语的诠释学：寻求建设性交流的框架——第二届北大-清华联

合诠释学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召开。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教授应邀

作了《论中国话语空间拓展：突破与超越》主旨发言。 

陈汝东教授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的话语空间是围墙式的，中国文化话语和文明话语空

间的重构，需要突破和超越，需要以全球话语体系为坐标，实现物理与意识、官方与民间、

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国家与普世、区域与全球等多重空间的有机统一与融合，必须实

现国家和民族意志与人类意志的统一，引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是人民选择、国家

选择，也是世界选择。” 

全球话语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艾伦·阿姆鲁拉·海玛特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题

为“建设性话语：一个多学科的探索”的发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服装学院、香港大学等的中外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3、《认知传播学论丛》第1辑出版 

 

《认知传播学论丛》第1辑，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9月出版。该论丛由四川外

国语大学林克勤、严功军教授主编，全球修辞学会会长、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作序。 

在序言《加强认知传播学研究，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陈汝东教授指出：认知传播

学的发展，应首先具有广博高远的学术视野和紧密的现实关照，切实把握我国传播实践的

新动态，还应具有超凡的学术探索勇气和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创新毅力，密切把握各学

科发展的理论前沿，融会贯通新的方法，不断攀高创新。认知传播学会分会开辟了新的学

科发展空间。 

他期望认知传播学的全体同仁，团结国内外学者，秉承学会“学术•文化•友谊”的宗

旨，不断开拓、创新，在认知传播学领域开疆拓土，创新说，立新论，不断壮大学会队

伍，丰富我国的传播学理论，提升我国学术的国际水平和声誉，为我国国家话语体系的建

构、国家传播能力的提高，为我国的学术事业，为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本辑收录了“全国首届认知传播研究高峰论坛暨认知传播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部分

优秀论文，反映了中国认知传播学会研究的新进展，展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气象。《认

知传播学论丛》是由中国认知传播学会主编的丛刊，今后将连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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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会议信息 
 

2016 年第三届中国认知传播学年会 

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1 号通知 

一、会议名称与主题： 

会议名称：2016 年第三届中国认知传播学年会 

会议主题：全球化语境中的认知传播学话语建构 

二、主办单位  全球修辞学会 中国认知传播学会   

三、承办单位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四、会议地点  浙江•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 

五、召开时间  2016年 4月下旬 

六、主要议题 

（—）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体系研究；（二）公共认知与国家形象研究；（三）国际传

播中的认知接受；（四）国际传播的效果研究；（五）国际媒体认知理论；（六）跨文化

传播中的叙事与认知研究；（七）族群、国家冲突与认知传播研究；（八）认知传播与跨

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九）国际传播中与人的心智、心理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十）其

他相关议题 

七、征文要求 

（一）提交论文应未在其他学术会议、论文集和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二）论文篇幅

控制在 10000字以内，摘要 300字左右，关键词 3-5个；（三）论文格式符合规范；

（四）来稿注明论文的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邮政编码、电子邮件、电话等信息；

（五）论文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提交，电子邮箱地址为：cognitiveacademia@163.com；

（六）摘要提交截止时间：2016年 1月 31日；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时间：2016 年 2月 28

日；论文入选与否将在 2016年 3 月 15日前告知作者。 

八、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交通和住宿费自理。 

九、会议秘书处：丁钟（手机：15923288851）；何海翔（手机：18967588999）；会

务组专用邮箱：cognitiveacademia@163.com 

中国认知传播学会 

2015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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