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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江苏传媒产业发展论坛第三届江苏传媒产业发展论坛
在南京大学举办在南京大学举办

2018年10月27日，“第三届江苏传媒产业

发展论坛”在南京大学举办。国内20多所高校

的40多位传媒学者以及业界代表共60多人围绕

广电、报刊、出版、互联网、电影等领域，对

国内外传媒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未来趋势展

开深入研讨。

论坛以“融媒时代：理论探索与实践进

路”为主题，聚焦江苏传媒产业强化技术驱

动，依靠新技术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新进展、

新突破，分析新技术对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带

来的新机遇新挑战，探索新媒介技术背景下江

苏乃至中外传媒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丁柏铨

主持大会演讲环节,8位专家和业界领导进行了

演讲。

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导崔保国分享了自己对中国传媒产业

生态研究的最新成果。他指出，我们进入互联

网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市场就是数字经济的市

场。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这两个是匹配的，数字

经济也是全球范围内最能达到广泛共识的一个

概念。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支持和信息

作为关键生产因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

载体，以信息通讯技术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

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活动。

所以传媒产业的发展要突破过去传统思维的转

型模式，找出一套围绕数字经济的创新思路。

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范以锦指出，智媒时代媒体要打造“优质新闻

内容平台和除新闻之外的泛内容平台”，重视新

闻内容产生强大影响力之后的社会价值提升和

泛内容运营产生的商业价值的提升。真正的转

型是要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力和强大的经济实

力。两大平台并举，找到实现两个价值的路

径，这是媒体在转型过程中实现持续发展的重

要路径。“媒体尤其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主流媒

体，无论转型中发生怎样的变化，传播主流价

值观的重大功能是不能变的。倡导主流价值观

要落实到包括智能化技术应用和采集业务上，

要下足工夫经营出优质新闻。”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教

育部人文社科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吕尚彬表示，媒介融合并不是传统媒体

与数字媒体或智能媒体简单地汇流与整合，而

是在新传媒生态环境中传媒沿着技术发展路径

的重组。新型主流媒体不仅传播社会主流价值

观念，同时具有新目标用户群体、新产品形

态、新盈利模式、新组织结构。要生成这样的

新主流媒体，必须依据传媒技术进化路径持续

推进媒介的系统性融合，这就要求媒介融合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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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在线化、数据化、互动化、智能化的技术演

进路径，不断进化。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严三九从传统媒体渠道扩展、新兴媒体渠道创

新、多元渠道立体化融合等三个角度分析当下

中国媒体渠道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

表示，中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渠道融合发展

会进一步深入，对创新策略与路径的要求也会

进一步提高，需要从全局战略层面思考渠道融

合，渠道融合需要在各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得

到完善。

四川日报副总编辑、华西都市报社社长、

封面传媒董事长兼CEO李鹏用八句诗概括自己

封面传媒运营的经验及思考。他认为，产业支

撑是媒体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的有力支撑。封面

传媒通过构建引领人工智能时代的泛内容生态

平台，在新闻、人文、消费三大领域加强垂直

拓展，形成以内容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圈，打开多方面的收入来源，形成多元化、可

持续的商业模式和盈利链条。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郑丽勇

表示，读者行为模式的变迁以及平台效应的内

在优势，改变了传统新闻媒介自产自销的新闻

传播方式。一方面，媒介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应对由此所导致的价值链断裂问题，是当下媒

介必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新闻的聚合式

传播也产生新的问题。算法推荐虽然满足受众

的接近性，但解决不了新闻的接近性。他介绍

说，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正在实施“人工智

能总编”系统的研究，并计划开设“人工智能

新闻写作”等新闻学术和教学的前沿创新研究。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周凯从

我国 VR电影发展的现状入手，分析了我国 VR

（虚拟现实）电影的市场规模、发展速度及各个

领域的发展概况，VR电影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

瓶颈，以及该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方法与建议

措施等。周凯认为，伴随着VR技术的出现及日

趋成熟，VR电影开始步入我国人民的日常生

活。VR电影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电影的观

影模式，改变了电影行业的产业布局与发展。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赵曙光

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康波周期已经结束，连接

创造的价值不再乐观，现代社会的第四个康波

周期正逐渐走向尽头。当前传统媒体和互联网

发展遭遇康波周期、库兹涅茨周期、朱拉格周

期和基钦周期的叠加，使得困境更加严重，脱

离于服务生产率增长的转型措施可能很难收获

实际的效果。

论坛还设立了“传媒经济与管理理论研

究”“传媒产业实践前沿”以及“硕博论坛”三

个分论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河北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扬州大

学、江苏师范大学、晓庄学院、三江学院等省

内外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10多位博士生和硕士生分

组进行了学术报告和研讨。

（南京大学社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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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6日至28日，由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和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

办的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南京

大学鼓楼校区举办。

研讨会由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王守仁主

持。南京大学副校长谈哲敏致开幕辞。他指出，

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现实世界，以反映社会生活、

追求真实为主要特征，从中外现实主义文学发展

以及两者之间互动影响来审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具有高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迈进新时代之际，世界文学在与新的社会现

实、地域族群、文化思潮的碰撞洗礼中被赋予了

多重的审美可能与丰富的时代话题。本次会议围

绕现实主义文学在西方与中国的建树与影响、现

实主义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塑形、现实主义的内涵

及边界等问题进行探讨，为国内外学者分享新时

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与现实主义理论前沿提供了

交流平台。

本次会议包含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研究生

论坛等形式。研讨会共有9位学者做大会发言，

包括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南京大学周宪教授、

王守仁教授、何成洲教授、徐蕾教授、丹麦奥胡

斯大学 Svend Erik Larsen教授、Steen Bille

Jørgensen教授、Karen-Margrethe Simonsen教

授、美国宾州州立大学Richard Doyle教授，他

们分别从中国和世界不同地域的现实主义文学文

本出发，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及实践进行分析，

展示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勃生机与开放多

样。

会议设五组专题研讨：现实主义诗学、中外

现实主义研究、不同地域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新

时代现实主义作品研究，每一小组都邀请相关领

域的专家主持并点评。来自包括中国大陆、台湾

和香港地区高校以及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越南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的130余位学者进行学

术交流对话。 （南京大学社科处）

南京大学主办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南京大学主办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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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丕祥教授等 6人
被授予第三届“ 江苏社科名家” 荣誉称号

2018年10月23日，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江苏省委、省政府对在文化强省、社科

强省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和社

科工作者进行表彰。公丕祥、叶南客、任平、郭

广银、徐康宁、赖永海6人获第三届“江苏社科

名家”荣誉称号。

“江苏社科名家”奖作为表彰全省社科界优

秀人才的最高荣誉，旨在通过表彰激励全省社科

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引领，努力创作生产更多精品力作、传世之作，

不断把社科强省推向新高度。“江苏社科名家”

每三年评选一次，目前全省共26人获得“江苏

社科名家”荣誉称号。。

（省社科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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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由南京大学主

办、学衡研究院承办的“2018海峡两岸暨香港

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在南大仙林国际会议中心召

开。本届论坛以“融合与蜕变：中国传统文化的

现代转型”为主题，来自海内外40余位专家学

者与会交流。

“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最早

由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

三家发起，2014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的加盟，论坛已建立

起由北京、上海、南京、香港、台湾等5地7家

单位轮流承办的长效机制，至今已坚持举办11
届，为海峡两岸和香港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展

开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学术合作提供了新平台、新

契机，对于传承中华人文、凝聚文明心智、加深

文化沟通、引领社会风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孙江教授主持主题演讲

环节。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教

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张伯伟教授应邀分别发表题

为“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内在张力”“重临文学

批评的起点”的主题演讲。

分论坛环节，与会学者围绕“文教中华——

学衡派与传统中国的文化转型”“知识革命——

新思想、新概念的接受与再生产”“重述历史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圣俗之间——转变

中的中国社会与宗教”“与时俱化——近40年中

国学术之检视”等5个主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按照论坛的运行机制，2019年海峡两岸暨

香港人文社科论坛将由台湾“中央大学”承办，

主题为“再现、传承与超越：五四运动一百年”。

（南京大学社科处）

2018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在南京大学举办

2018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世界近代

史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师范

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主

办，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

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7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杂志社、出版社的150多名代表参加本

次学术会议。

复旦大学向荣教授，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

沈汉教授，辽宁大学韩毅教授和江苏师范大学赵

辉兵教授就自己研究领域和方向分别做了大会主

旨报告。在分会场小组讨论中，与会学者围绕

“民族国家与现代化进程”“一带一路与近代东西

方文明交流”“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以及“世界

近代史教学”等问题进行探讨，展现了国内学界

对相关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江苏师范大学社科处）

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
在江苏师范大学举办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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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思想与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
在南师大举行

2018年10月19日至20日，中国列宁思想

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列宁思想与世界社会主

义”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

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30余

所高等院校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

加会议。

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王东

教授以“理论源头与时代潮头——改革开放四

十年与中国列宁学”为题作学术报告。报告指

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

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迎来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重现蓬勃生机的重大转变。促

发这一重大转变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即是列宁

晚年在最后论著中所反映出的社会主义改革

观。在此意义上列宁晚年的思想对中国的改革

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王东教授进一步

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列宁学”的研究已

经历“三大发展阶段”，培育出“五大理论创新

生长点”，产生出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与论

文，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已远超“西方列宁

学”。不断深入研究列宁思想，特别是从其社会

主义观中开掘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源头，

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新

的理论支撑，为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艰巨性、长期性与复杂性提供理论依据，是

“中国列宁学”研究者的重大责任。

南京师范大学王进芬教授围绕“列宁党内

政治生活的理论与实践”作主题发言，认为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无产阶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

的重要内容。列宁在思考如何加强俄共 （布）

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就认识到了它的必要性与重

要性，并在实践中主张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

出发，来处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面对的

“权力与权利”“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之

间的关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工作，突出强

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意义，这就需要借

鉴和发展列宁的相关思想，把我们党建设的更

加坚强有力，从而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

的贡献”“苏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列宁思想与当代中国”“列宁思想与世界

社会主义发展”四大议题进行探讨与交流。他

们表示，将坚持致力于列宁思想的研究工作，

并为深化该领域研究作出积极贡献。本次会议

召开将推动列宁思想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学术研

究，亦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和文化自信提供有力支撑。

（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