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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闽师研〔2018〕23 号

关于举办 2018 年海峡两岸研究生

人文论坛的通知

各相关高校：

为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人文交流，彰显中华人文魅力，激发

研究生学术潜能，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为海峡两岸研究生搭建

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我校拟承办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

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

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视野与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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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

地点：福建省福州市

三、论坛组织

主办：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福建师范大学

协办：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院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四、论坛形式

论坛将邀请海峡两岸文化名家、著名学者做前沿讲座、学术

报告，并组织研究生主题报告、名家点评、分组讨论、圆桌交流

等。

五、参加对象

海峡两岸相关领域专家、福建省各研究生培养高校和台湾部

分高校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和学术机构在读

博士、硕士研究生。

六、论坛内容

（一）专题研讨

1.闽台文史哲及语言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2.中华人文传统的价值重估与深化阐释；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与创新发展；

4.中华人文传统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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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文化形象研究。

（二）论坛活动

1.文化名家前沿讲座；

2.著名学者学术报告；

3.圆桌交流会。

（三）现场考察

福州特色文化项目。

七、会务费用

论坛不收取会务费，食宿统一安排，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八、报名办法

1.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9 月 30 日，报到时间、地点、行车

路线及详细日程另见《报到通知》（报到前一周发布）。

2.组委会联系方式：

论坛组委会办公室：0591-83423373；

欧 玫（文学院）：13850121977（微信号 huhulalala）；

赖书慧（文学院）：15205031280（微信号 laishuhui2011）；

卢燕君（研究生院）：0591-22867439。

3.论坛报名指定邮箱:hxyjsrwlt@qq.com(密码：hxyjs2018)。

4.论坛相关文件请自行到公共邮箱下载。

5.欢迎加入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微信群：hxyjsrwlt。

附件：1.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简介



— 4 —

2.2018 年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征稿启事

3.2018 年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报名表

2018 年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组委会（代章）

2018 年 7 月 16 日

福建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6 日印发



附件 1

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简介

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是由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福建师

范大学承办的学术活动。论坛旨在“加强两岸交流，彰显人文魅力，激发

学术潜能，培养专业意识”，希望为海峡两岸高校的优秀研究生搭建一个高

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论坛拟邀福建省各研究生培养高校和台湾部分高校

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和学术机构提供学术支持，并根

据实际逐渐向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开放。

论坛将由研究生汇报学术成果，同学现场提问，专业导师点评指导，

分组讨论、圆桌交流等环节组成，促进两岸学子砥砺思想，交流进步。论

坛将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进行，会期 2天。

作为论坛的承办方，福建师范大学人文学科积淀丰厚，文学院、社会历

史学院办学历史悠久，至今已逾百年。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水平居全

国前列，在第四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获得 B+，在全省同类学科中排名第

一。文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持续开展和加强两岸文化教

育的交流合作活动，取得瞩目成绩。论坛前身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博

论坛，至今已举办 14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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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征稿启事

2017 年年初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作，对于延续中华文脉、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

要意义。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存续及独特性的文化标识。随着民族

的逐步形成，根植其中的文化展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而成为维系民族的纽带。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源，

也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文化动力。作为底蕴深厚的智慧宝库，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宝贵财富不仅能为我国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精

神动力，而且有助于应对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为此，本

届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以“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

视野与实践创新”为题，着眼于中华优秀人文传统的价值重估与深化

阐释，诚邀海峡两岸各高校相关专业研究生就本次研讨主题踊跃投稿，

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阐释对外交流中的中国表达、探寻文化传承发

展的路径和创新、为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智慧，厉行学以致

用。在此，诚邀优秀论文作者于金秋时节相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共同论道长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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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坛主题

主题：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视野与实践创新

围绕该主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讨：

1.闽台文史哲及语言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2.中华人文传统的价值重估与深化阐释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与创新发展

4.中华人文传统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

5.国际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文化形象研究

二、征稿对象

福建省各研究生培养高校和台湾高校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

三、征文要求

1.投稿人必须为论文第一作者，题目自拟，围绕“传承和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视野与实践创新”的相关选题方向开展研究；

2.来稿需为规范的学术论文，正文以中文 5000 字左右为宜。内容

必须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本次投稿仅限 Word

文档电子版，不接收纸质材料；

3.文中不得出现与论文本身无关的信息，作者相关信息请填写在

“2018 年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报名表”（见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页通知公告栏）；

4.投稿论文作者请遵守学术道德，不得存在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5.会议组委会将来稿统一送专家匿名评审，并通知通过评审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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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者参加会议。会议将收录通过匿名评审的入选论文结集出版，与

会者论文默认进入会议论文专集出版发表程序，入选论文一经发表，

即付稿酬并赠送样刊；

6.论文具体格式要求：

（1）投稿文章要件完整，顺序为：中文标题、中文摘要、中文关

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英文标题、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

（2）标题请用二号黑体居中显示；摘要用五号楷体；中文关键词

用五号楷体；英文标题用宋体小四加粗；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用宋体五

号；

（3）文章层级编号为：一、（一） 1. (1)。其中，一级标题“一”

用宋体四号加粗居中，段前段后 0.5 行；二级标题“（一）”用宋体小

四加粗首行缩进两个字符，段前段后 0.5 行；三级标题“1.”用宋体

小四加粗首行缩进两个字符；四级标题“（1）”用宋体小四加粗首行缩

进两个字符；正文用小四宋体，行距 15 磅；

（4）论文为国家、省部级以上科研资助项目和重点攻关项目时，

在论文首页脚注位置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和基金号；

（5）凡图表引用资料与数据的，要注明数据来源。表格采用三线

表；图去掉底色和外框线；

（6）参考文献格式依照 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

著录规则》。

四、投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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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将论文电子版（Word 文档格式）以邮件附件形式发送至

chinese@fjnu.edu.cn；邮件主题为“2018 年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

坛投稿-选题所属分论题、论文题目-所在院校-专业-作者姓名”；论文

文件名称为“选题所属分议题的标号和名称-论文题目-作者姓名”；报

名表命名方式为“报名表-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专业”（论文文件

和投稿信息表为一个压缩包文件，文件命名与邮件主题相同）。

2.截稿时间：2018 年 9 月 30 日（以电邮发送时间为准）。

五、奖项设置

1.由专家教授组成评审小组遴选出一等奖、二等奖论文各 10 篇，

并由论坛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

2.优秀论文将集结成册供内部交流学习，组委会还将择优荐至《福

建师范大学学报》《圆桌》《细读》等学术刊物发表，优秀论文作者将

获得论坛当日主题发言的机会。

六、论坛举办

1.论坛时间：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

2.论坛地点：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七、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协办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院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mailto:以邮件附件形式发送至chinese@fjnu.edu.cn
mailto:以邮件附件形式发送至chinese@f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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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术支持

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闽南师范大学

和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海洋大学、淡江大学、台北市立大学、金门大

学等海峡两岸部分高校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和学

术机构。

九、联系方式

论坛组委会办公室：0591-83423373

联系人:文学院 欧玫老师

欢迎各个学科、专业的研究生踊跃投稿。未尽事宜，敬请垂询!



附件 3

2018 年海峡两岸研究生人文论坛报名表

学校或研究机构： 类别（选择打“√”）：□博士生□硕士生

姓 名 学 号 导 师

联系电话 邮 箱 身份证号

论文

题目

攻读学

位期间

学术经

历、研

究课题

(从事过的主要研究任务，研究成果情况，在国内外主要刊物上发表论文情况)

发表

论文

（以正式论文参考文献的格式填写）

导师

推荐

意见
签名：

联系方式：

（可续页） 填表日期：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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