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的风俗观与移风易俗实践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14年会

会议手册

主 办：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

《民间文化论坛》编辑部

时 间：2014年 7月 5-6日

地 点：北京联合大学（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号）

联系人：张勃 13522316986

王鑫 1530112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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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日 程

7 月 5 日 9:00-9:30 开幕式

地 点：北京联合大学综合楼三层会议室

主持人：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

内 容：介绍与会领导与嘉宾

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张宝秀教授致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领导致辞

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研究员致辞

第九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奖颁奖仪式

9:30-10:00 合影（综合楼前阶梯）茶歇

10:00-12:00 主题报告（每人 30 分钟）

主持人：叶涛（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研究员）

点评人：萧放（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排序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张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候选人）

作为意识形态的风俗观——以中国共

产党“移风易俗”的历史实践为中心

2
王加华（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副教授）
“土”义变迁考

3
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

究员）

康德对迷信的批判与中国现代的移风

易俗

11:30-12:00 讨论、点评

12:00-13:30 午餐（南院食堂三层餐厅）

13：30-17：00 分组讨论

第一组地点：综合楼三层会议室

第二组地点：办公楼五层会议室

17：00 晚餐（南院食堂四层餐厅）

7月 6日 8：30-12：00 分组讨论

第一组地点：综合楼三层会议室

第二组地点：办公楼五层会议室

12:00-13:30 午餐（南院食堂三层餐厅）



2

13：30-15：30 分组讨论

第一组地点：综合楼三层会议室

第二组地点：办公楼五层会议室

15：40-16：30 闭幕式

地 点：综合楼三层会议室

主持人：冯莉（《民间文化论坛》副主编）

内 容：小组总结

（1）第一组总结人：杨秀（中国艺术研究院人类学所副研究员）

（2）第二组总结人：张传勇（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专家寄语：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大会总结：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

17：00 晚餐（南院食堂四层餐厅）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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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第一组）

7 月 5 日 13:30-17:00 专题发言（每人 30 分钟，其中报告 10 分钟）

主持人：赵志（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

点评人：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7月 5日 13：30-15：10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互评人

1.
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古代社会的移风易俗思想

谫论

吴丽平 王加华

董德英

2. 杨辉（气象出版社编辑） 汉代音乐教化与移风易俗
杨秀 李扬 孟

丹丹

3.
王素珍（山东大学博士

后）
风俗的地理区划与价值评判

杨秀 吴丽平

董德英

15:00-15:10 点评

15:10-15:30 茶歇

7月 5日 15：30—17：00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互评人

4.

郜冬萍（河南大学黄河文

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副教授）

民俗观之嬗变——以《风俗通义》

和当下为例

王加华 杨辉

孟丹丹

5.
刁长昊（辽宁大学硕士研

究生）

从苏轼的风俗思想看文化秩序的

建构

杨辉 王琴

孟令法

16:30-17:00 讨论、点评

17：00 晚餐（南院食堂四层餐厅）

7月 6 日 8:30—12:00 专题发言（每人 30 分钟，其中报告 10 分钟）

主持人：郜冬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点评人：王加华（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

7月 6日 8:30—10:10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互评人

1.
董德英（北京师范学院文学

院博士生）
宋代的风俗观与移风易俗实践

杨秀 张勃 王

素珍

2.
李扬（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

理学院讲师）
论明初士大夫之风俗观

林海聪 王琴

吴丽平

3.
程肖力（中山大学民俗学硕

博连读生

从明嘉靖初广东毁淫祠看中国

传统的移风易俗实践

王素珍 张多

孟令法

10：00-10:10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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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30 茶歇

7月 6日 10:30-12:00 下半场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互评人

4.
孟令法（重庆邮电大学

移通学院教师）
试论蓝鼎元的风俗应用观

林海聪 张多

郜冬萍

5.
林海聪（中山大学中文

系博士生）

分餐与共食——关于中国近代以来

的汉族饮食风俗变革考论

冯莉 郜冬萍

王琴

11:30-12:00 讨论、点评

12:00-13:30 午餐（南院食堂四层餐厅）

13:30—15:30 专题发言（每人 30分钟，其中报告 10 分钟）

主持人：李扬（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

点评人：杨辉（气象出版社编辑）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互评人

1.
王琴（中山大学中文系博

士生）
中国农事器物记录中的观念略论

王加华 孟令

法 张多

2.
孟丹丹（云南民族大学人

文学院硕士生）

云南永仁绣花节的建构与其民众

的民俗意识

刁长昊 郜冬

萍 林海聪

3.
王加华（山东大学民俗学

研究所副教授）

《“土”义变迁考》（注：已大会

发言）

李扬 王素珍

杨辉

4.
张多（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候选人）

作为意识形态的风俗观——以中

国共产党“移风易俗”的历史实

践为中心（注：已大会发言）

冯莉 程肖力

孟丹丹

15:20-15:30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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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第二组）

7 月 5 日 13:30-17:00 专题发言（每人 30 分钟，其中报告 10 分钟）

主持人：景俊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点评人：张鹏飞（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

7月 5日 13：30-15：10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互评人

1.
王宪昭（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论神话对民间风俗的阐释功能

龙晓添 张传勇

游红霞

2.
龙晓添（北京师范大学博

士研究生）

丧礼知识传统的当代民俗实践

——以湖南湘乡为例

游红霞 王涛

张自永

3.
王均霞（华东师范大学讲

师）

性别、身份与民间故事中的女性

形象塑造：基于《中国民间故事

集成》（省卷本）中的巧媳妇故

事与仙妻故事的比较研究

吕韶钧 陈建武

贾静波

15:00-15:10 讨论、点评

15:10-15:30 茶歇

7月 5日 15：30—17：00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互评人

4.
王涛（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助理研究员）

传说与史实——再说淮北相山庙

“惠我南黎”匾额之由来

张传勇 龙晓

添 王宪昭

5.
张传勇（南开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城隍下乡？——明清村镇城隍信

仰考论

王宪昭 王涛

贾静波

16:30-17:00 讨论、点评

17：00 晚餐（南院食堂四层餐厅）

7月 6 日 8:30—12:00 专题发言（每人 30 分钟，其中报告 10 分钟）

主持人：吕韶钧（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点评人：王均霞（华东师范大学讲师）

7月 6日 8:30—10:10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互评人

6.
景俊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助理研究员）

村落社会的民俗文化传承——河

南省滑县乡民节日习俗的传承现

状与文化解读

匡野 张鹏飞

龙晓添

7.
贾静波（东莞理工学院城市

学院讲师）

典型城市化背景下的乡土风俗之

走向——基于东莞二月二风俗调

查的思考

景俊美 匡野

张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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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10 点评

10:10-10:30 茶歇

7月 6日 10:30-12:00 下半场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互评人

8.
匡野（北京大学博士研

究生）

现代传播媒介对中国年俗的冲击与

影响

景俊美 游红

霞 贾静波

9.
游红霞（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从乡野民歌到旅游名片——《六口

茶》的“旅游化”引发的思考

景俊美 匡野

张鹏飞

11:30-12:00 讨论、点评

12:00-13:30 午餐（南院食堂四层餐厅）

13:30—15:30 专题发言（每人 30分钟，其中报告 10 分钟）

主持人：王涛（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点评人：王宪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互评人

10.
张自永（赣南师范学院助

教）

《十送红军》的文野之辨——兼

论民歌的界定标准

吕韶钧 王均

霞 陈建武

11.
张鹏飞（广东警官学院副

教授）

《水经注》所载汉贞灵孝行四碑

考论

王宪昭 张传

勇 王涛

12.
吕韶钧（北京体育大学教

授）

民间儿童跳皮筋游戏歌谣的时代

特征与国家在场

张自永 王均

霞 陈建武

13.
陈建武（中国农民书画研

究会）

贵州农民画发展历程的调查与思

考

王均霞 张自

永 吕韶钧

15:20-15:30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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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名单

姓名 单位

朝戈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陈建武 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

陈宝霞 民间文化论坛助理编辑

董德英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冯莉 《民间文化论坛》副主编

谷全心 北京宇航系统研究所

黄美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景俊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匡野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李扬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

刘丹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吕韶钧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吕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马媛媛 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助理研究员

施爱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子为 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助理研究员

王宪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鑫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硕士生

王学思 中国文化报编辑

吴丽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

项江涛 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

萧放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辉 气象出版社编辑

杨秀 中国艺术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姚媛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硕士生

叶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mailto:335580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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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秀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张勃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礼敏 《民间文化论坛》编辑

赵志 中国国际友好促进会研究员

朱绯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

程肖力 中山大学民俗学硕博连读生

刁长昊 辽宁大学硕士生

刁统菊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

郜冬萍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贾静波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讲师

林海聪 中山大学中文系 2013 级博士生

龙晓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1 级民俗学博士研究生

孟丹丹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

邵凤丽 辽宁大学讲师

申小红 佛山市博物馆馆员

宋丙玲 山东艺术学院讲师

王加华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

王均霞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讲师

王琴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王素珍 山东大学博士后

王涛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游红霞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生

张传勇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张多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张鹏飞 广东警官学院公共课部副教授

张自永 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助教

孟令法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