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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 年底发出第十五期学会通讯以后，由于学会活动不多，我们又在考虑是否要以其

他方式取代学会通讯，因此迟迟未编发新的通讯。目前看来最好的记录学会历史的形式，只

能仍然是学会通讯。本期通讯将反映 2017 年至 2019 年之前的情况，紧接着将编发第十六

期学会通讯“2019 年第六届年会专辑”。西方音乐学会是我国西方音乐学科发展的主要承

载者，我们仍然把学会通讯作为记录学会活动状况的主要文字文本，以此作为回顾、记录和

反思学科历史的方式。 

本期通讯发布武汉·第三届青年学者论坛的情况，和 2018 年年底学会领导参加学会的

领导机关中国音协召开的“中国音协专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暨专业学会组织建设培训班”的

相关情况，学会将根据中国音协的要求做好相关的整顿工作。本期通讯还按照惯例发布最近

通过的三批新会员名单和第 9 次更新版的会员总名单，所刊载的会员申请表也是最新的

2018 版。欢迎一切对西方音乐有兴趣者申请入会。 

2018-2019 年第六届年会筹备期间我们组成了年会微信群，由于人数超过 500，后来又

把群扩展为两个。年会群使第六届年会的筹备过程通过网络全方位地呈现在会员和学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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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面前，使年会的筹备过程充满了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亲切交流，促进了年会召开的质量，也

使学会和会员、学科成员拉近了关系。由于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参与者亲身了解了学会工

作的繁复、细致和效率，使大家增强了对学会的了解，和作为个人如何通过具体工作为学科

发展作出贡献的责任心，这对于学会和学科的发展无疑是最佳动力。我们设立了学会公众号，

第六届年会结束后，又把两个年会微信群改造为五个学会群：“1-SWMC 学科”群，由一

切关心学科发展（包括尚未成为学会会员的）人士组成；“2-SWMC 会员”群，由会员组

成；“3-SWMC 理事”群；“4-SWMC 常务理事”群和“4-SWMC 秘书处”群，以这样的

组织方式把学会和所有学科中人最大限度地联系在一起，使学会的工作通过网络广泛地伸

展到学科中，以使学会的工作能够空前地提高效率。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还会不断更新学

会的组织形式，以利于学科的发展。 

通讯也继续欢迎会员报告本人学术近况，如发表和出版论文、译文、专著、译著，和主

编、校订相关出版物；参与和进行学术活动（包括较为重要的学术讲座、参加国内外学会会

议的情况）；指导研究生的情况（反映研究生论文开题、答辩或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尤其

是提供有关学科发展的前沿信息和自己的观察，秘书处将有选择地在通讯中刊载。 

希望新老会员积极反馈信息，对学会、秘书处和学会通讯工作提出建议，以使我们不断

改 进 工 作 。 学 会 通 讯 的 电 子 文 本 会 在 学 会 公 众 号 、 各 学 会 群 和 学 会 网 址 

[musicology.cn/institutes/academy/western/]上发布，希望保留的可以自行下载。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秘书处 

20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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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示西乐研究前沿  洞察音乐学术脉搏 

——“2018·武汉·西方音乐学会第三届青年学者论坛”综述 

袁利军 

 

摘  要：在“2018·武汉·西方音乐学会第三届青年学者论坛”上，来自国内 15 所院校

的 16 位青年学者就自己的研究论题进行了发言。他们的发言内容大致涉及西方音乐研究

的 6 个范畴，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和前沿化的倾向。同时，该论坛上讨

论的诸多学术问题，能够展现出当前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几个关键视点，如批判性阐释、

跨文化与跨学科以及更趋开放和多维的视角等。 

关键词：西方音乐学会第三届青年学者论坛；音乐学术前沿；史学研究新视角 

作者简介：袁利军，男，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

导师：姚亚平教授（武汉 430060）。 

 

2018 年 9 月 21 日至 22 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与武汉音乐学院共同主办，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科建设与规划办公室承办的“2018·武汉·西方音乐学会第三届

青年学者论坛”在武汉音乐学院滨江校区举行。本次论坛上，来自国内 15 所院校的 16 位青

年学者就自己的最新研究论题进行了发言，并由西方音乐学会的常务理事和特邀教授组成

的 11 位知名专家进行了评议。每位青年学者的发言内容由 2 位专家进行重点评议，其他专

家附议。22 日下午，在论坛的“自由研讨”环节中，学者们就本次论坛涉及的相关话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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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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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的青年学者们和评议专家合影 

 “青年学者论坛”是西方音乐学会自 2010 年起推出的一项学术活动，旨在推动国内

西方音乐学科前沿建设，展示学科的青年后备学术力量。在每届论坛上，学会会遴选出十几

位青年学者，展示他们的最新学术成果。而这些成果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内西方音

乐研究的前沿动向。正如杨燕迪会长在本次论坛开幕式上所言：“‘青年学者论坛’已经成

为西方音乐学会的一个品牌，此前参加过青年学者论坛的学者们也大多已成为国内学界的

骨干力量。”武汉音乐学院胡志平院长则说道：“举办这样的学术盛会，对于武汉音乐学院

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乃至全国的音乐学术繁荣都能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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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音乐学院胡志平院长在开幕式上讲话 

 

杨燕迪会长在开幕式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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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周耘教授主持开幕式 

当然，相比于前两届，本次青年学者论坛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参与的青年学者

人数更多、论坛的规模更大、涉及的论题更广，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论坛的发言人中

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青年学者，论坛现场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会代表约 100 余人。

这些都体现出了该项学术活动在业内所产生的日益广泛的影响力。 

就本次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来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 6 个范畴：1.对巴洛克时期之前早期

音乐历史现象的研究；2.对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作品、音乐思潮及音乐美学的探讨；3.对

19-20 世纪之交作曲家及音乐现象的剖析；4.对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作曲家及作品的分析；5.

对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中重要人物及论著的评介；6.对异文化之间交流与碰撞话题的关注。 

一、对西方早期音乐历史现象的研究 

本次论坛上，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宋戚老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宣读的论文《智性

的建构——论等节奏技术的形成》是唯一一篇涉及中世纪时期音乐研究的文章。他说道，等

节奏技术虽普遍被认为是 14 世纪“新艺术”时期的主要创作手段，但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其

早在 12 世纪末对节奏模式的固定反复形态中已有预示。而 14 世纪这一技术结构范式的最

终确定，也体现出中世纪作曲家音乐创作中的智性建构思维，以及欧洲艺术音乐创作中的逻

辑结构思维。余志刚教授在评议该论文时认为，早期音乐的研究在当下实属前沿性课题，值

得关注，并针对该文中几个术语的翻译问题以及个别语句的表述问题提出了建议。另一位评

议专家孙国忠教授则提到，对中世纪音乐进行考察时不应忽视歌词的重要意义，并且也可以

从修辞学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经文歌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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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吕常乐博士宣读的论文《论巴赫早期康塔塔风格的演进》也是本次论坛上

唯一一篇涉及巴洛克时期音乐研究的文章。他列举了翔实的文献资料，将巴赫早期康塔塔的

创作进行分期，并指出其供职环境对其创作的影响，还对巴赫在这一过程中所创作的康塔塔

在歌词及音乐结构上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多位教授对该研究在文献搜集和实证性研究方

面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但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察角度。比如周小静教授提出，应关注巴赫

的艺术追求和信仰对其创作的影响；邓希路教授提出，巴赫器乐作品中的复调思维是否会对

康塔塔的织体设计有所影响；杨燕迪教授则建议应多关注体裁本身的历史演化进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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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2 篇论文代表着本次论坛上有关早期音乐研究的成果。实际上，正如余志刚教授所

言，在当前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早期音乐研究仍是一个比较前沿性的课题，对古乐的研究、

解读与复兴，已成为当前西方音乐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支流。近几年以来陆续举办的西方早

期音乐节、巴洛克艺术节、古乐演出季等活动也体现出国内音乐界对西方早期音乐研究日渐

高涨的兴趣。虽然本次论坛上有关早期音乐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但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持续性关注。 

二、对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作品、音乐思潮及音乐美学的探讨 

相对于早期音乐历史，国内以往对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的关注度较高，因此对这一时期

的音乐现象再进行研究的话，似乎较难出新。而本次论坛上，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共有

4 篇，均展现出十分独特和巧妙的切入角度，甚至试图以此为未来的音乐史学研究提供某种

新视角的可行性参照。 

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孙胜华老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的论文题目是《“纯音乐”与“标

题音乐”的历史论争》。他从历史的维度看待“纯音乐”和“标题音乐”这一对美学概念，认为正

是浪漫主义交响曲的发展进程促使了二者的诞生、繁荣与衰退，也正是交响曲发展中出现的

分歧导致二者之间出现论争。这一论争还在这一时期随着交响曲创作的深入进一步尖锐化。

但也正是这样的论争最终促进了两者的共同繁荣。叶松荣教授对此提出建议，认为可以对“纯

音乐”和“标题音乐”论争的三个阶段背后所隐含的启示以及价值观的转向进行反思。邓希路

教授也认为应进一步挖掘现象背后的内涵，使这一研究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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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宋佳老师（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宣读的论文《马勒<大地之歌>中

艺术意象的嬗变研究——以史料考证为中心》基于意象论的范畴和理论，对马勒的经典之作

《大地之歌》进行音乐学研究。她以史料考证为中心将《大地之歌》内的艺术意象分为三类：

文学意象、文学-音乐混合型意象和音乐意象。这一研究旨在为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

独具潜力的视角。李秀军教授和王晡教授对这一视角的提出予以了肯定，但也提出了一些担

忧，即这样的研究一旦离开传统的音乐学分析，只依赖一些主题词的勾勒方式势必会显得不

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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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院李晶博士的论文《从<漂泊的荷兰人>看瓦格纳歌剧中“女性救赎”主题》从

“救赎”这一根植于西方艺术创作中的传统理念入手，以瓦格纳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为研

究对象，旨在解决音乐文本形态和表现寓意之间如何发生关联的问题。周小静教授和刘经树

教授从该论文的观察层面、歌剧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一些概念的运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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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音乐学院刘彦玲老师（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提交的论文题目是《“音乐效果”

与“音乐建筑”：19 世纪“丰碑性”美学的源起》（由蔡永凯老师代读）。文章对 19 世纪“丰碑性”

（monumentality）美学的历史渊源进行追溯，论证了“音乐效果”（Musical Effects）与“音乐

建筑”（Musical Architecture）这两种能体现出“丰碑性”美学的典范，并认为二者在某些方面

互为对立又相互交集。杨燕迪教授认为该文在对历史进行梳理的同时，应适时提出自己的观

点；余志刚教授则提出，文章的陈述应更清晰地突出时间的脉络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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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 19-20 世纪之交作曲家及音乐现象的剖析 

19-20 世纪之交是西方现代音乐的发端时期，动荡不安、备受瞩目，因此对于这一历史

过渡时期的研究便显得格外重要。本次论坛上涉及该领域的文章共有 2 篇，分别关注勋伯格

和布索尼两位大师的音乐创作思维与观念。这两位作曲家在面对那一时代环境下音乐作品

中出现的新现象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创作道路。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有利于对整个西方现

代音乐诞生之初的音乐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 

武汉音乐学院袁利军老师（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宣读的论文《“世纪末”维也纳时代

氛围下勋伯格的音乐创作思维转向》关注勋伯格音乐创作思维转向的历史原因，立足于“世

纪末”时期维也纳艺术思潮的变迁对勋伯格所造成的独特影响，进而对其创作中的“音程思维”

以及促成无调性音乐的集合动机思维方式进行讨论。李秀军教授和余志刚教授对该文的创

新之处予以肯定，但也认为文章在某些概念的运用上应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并应多参看除

音乐历史之外的其他艺术史书籍等。杨燕迪教授认为，该文在面对复杂的历史现象时，如何

找到一个确定的观察视角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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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徐璐凡提交的论文《历史的命令：布索尼的“年轻的古典

性”与歌剧<浮士德博士>的历史意识》关注布索尼在“一战”前后音乐观念的变迁：从早先的

鼓励创新，到走向折衷主义的“年轻的古典性”，以及在其歌剧作品中又是如何体现出他的这

一历史意识的。孙国忠教授、姚亚平教授和王晡教授对该文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希望该文对

具体作品的分析部分能够更加清晰，对于布索尼在现代音乐中的地位应有一定的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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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作曲家及作品的分析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音乐创作呈现出更加多元、复杂的状态。本次论坛上有 2 篇

文章关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两位美国作曲家的创作，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国内对这一

时期音乐作品与众不同的创作观念的关注。 

上海音乐学院金毅妮老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的论文《艺术作为生活的延伸——从乔

治·罗奇伯格的<和谐弦乐四重奏>研读他的<生存美学>》围绕美国作曲家乔治·罗奇伯格的

“新保守派后现代主义”音乐风格，通过对其文字著述《生存美学》中的矛盾-平衡理论观念及

其在作品《和谐弦乐四重奏》中的印证解读，展现出后现代主义环境下西方作曲家创作中多

重矛盾体并存的多元化景观。周小静教授和孙国忠教授对该文进行肯定，并也提出建议，比

如是否考虑该乐曲在听觉体验上与作曲家的人生经验之间存在某种违和感，对罗奇伯格的

著述《生存美学》的探讨还可进一步深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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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何弦老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宣读的论文《“被赋权”的中国女性——歌

剧<尼克松在中国>第二幕第二场的中国女性角色分析》关注由美国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创作

的这一中国题材的歌剧作品。他以剧中的清华和江青 2 个女性角色为例，认为这一歌剧中的

中国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男权建制，女性的权力需要由男性来赋予。诸位教授首

先肯定了该文的独特选题，随后对该文中涉及的话题进行了讨论。王晡教授认为作者对历史

情境的观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杨燕迪教授认为这部歌剧的内蕴十分丰富且复杂，该文

的观察视角也许还可进一步深化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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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中重要人物及论著的评介 

除了以上对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中的音乐现象进行研究之外，本次论坛上还有 3 篇文章

是对西方音乐理论家及其理论体系的研究，而这也是当前西方音乐研究的一个热点。 

上海音乐学院甘芳萌老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宣读的论文《作为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

中“枢纽”的胡戈·里曼》，对胡戈·里曼这一重要理论家在功能和声、二元转换、乐音心理学、

节奏理论、曲式与句法理论以及音乐史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其放置在音乐理论

史诸多理论家当中进行观照，从而对他所起到的“枢纽”作用进行较客观的评断。王晡教授认

为该文对音乐理论的历史性观察十分有意义，并可以进一步对修辞学如何被技术理论所取

代的问题做些探讨。汪申申教授认为该文中对里曼的“枢纽”作用还需从更宏观的角度进行深

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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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师范大学蔡永凯老师（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宣读的论文题目是《达尔豪斯<十九世

纪音乐>里的乐类书写》，他的发言按照时间次序对德国音乐理论家卡尔·达尔豪斯的理论著

作《十九世纪音乐》中各章节中有关“乐类”（也即“体裁”）的叙述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乐

类”在达尔豪斯此部音乐史学著作编纂中的核心组织效力。刘经树教授围绕达尔豪斯的“音乐

结构史”概念与蔡永凯老师进行了讨论。杨燕迪教授则建议该文能进一步涉及到前人的观点

以示比照，也最好能在文中明确自己的学术立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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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杨婧老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后）的论文《阿多诺及其晚期贝多芬诊断学

——<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探讨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晚期著

作中的深刻洞见，从成说背景、写作手法、术语界定、理论目标、调性史批判等方面进行了

梳理，认为阿多诺的理论思想有着无穷的丰富意义，其中多个方面的阐述都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了之后的许多音乐理论家及音乐思潮的诞生。姚亚平教授认为，文章对于阿多诺理论中有

关“调性”的阐述还应更加明确，这关乎到对阿多诺整个音乐理论体系的正确认知。汪申申教

授认为如何将阿多诺的理论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出来，是当前应该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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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异文化之间交流与碰撞话题的关注 

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交流和碰撞？在音乐史学

科的研究中，如何应对异文化之间的对话问题？本次论坛上有 3 篇文章分别触及了音乐接

受史、不同区域文化气质之间的对比以及对当前“中国话语”话题的讨论。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田彬华老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的论文《不同文化历史

语境中的聆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中国》，从接受史的角度关注贝多芬经典作品在中国

的接受历程。他认为不同的历史语境能够影响西方音乐作品在中国的接受状态，而作品本身

产生的历史语境与在异文化环境下接受时的历史语境之间能够产生碰撞和融合，从而使经

典作品获得更加多元化的理解和新的阐释。邓希路教授认为这一研究还应从民间个人感受

的维度进行考量。叶松荣教授则指出“文化历史语境”一词的歧义内涵，建议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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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陈新坤老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的论文题目是《音乐诠释研究

的地域文化审思》。该文关注“音乐诠释研究”这一方法论，通过对欧洲大陆、英美国家和中国

3 个较活跃地域的音乐诠释研究状况进行比较，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文化差异进行反思。

刘经树教授就音乐诠释的地域划分依据与陈新坤老师进行了探讨。汪申申教授则举例说明

中国的音乐诠释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建议文章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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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音乐学院江松洁老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宣读的论文《人文姊妹学科启示下

的中国音乐“话语”问题探析——从三次音乐学术会议谈起》，从近几年参与的三次学术会议

入手，结合人文姊妹学科中有关“中国话语”的话题事件，对中国在全球音乐大学科中何以发

声以及如何发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当代作曲家刻意为“话语”而话语并非解决之

道，而应用音乐语言切中当下生存体验、言说生命处境，才能化解难题。叶松荣教授提出文

章在考察话语构建的主观因素时也不能忽略其中存在的客观因素。姚亚平教授则就此话题

谈及他对当代音乐创作者处境的理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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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 6 个板块可看出，本次论坛中既有对音乐文献进行的实证性考察，也有试图将

音乐与文化进行贯联性思索的研究；既有探索史学研究新视角的文章，也有从传统音乐学研

究视角进行的分析；既有对历史中经典作品的研究，也有对当下音乐社会生活的关注；既有

站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对西方音乐文化进行的研究，也有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探讨的文章；既

有对西方音乐理论发展进程中重要理论家及理论著述的解读，也有对相关方法论在不同文

化语境下呈现出的不同状态进行的比照。可以看出，当前的西方音乐研究所涵盖的“领地”正

在逐步扩张。同时，通过本次论坛所呈现出的景象，也可窥见国内西方音乐研究领域在研究

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的多元化景观。 

另外，本次论坛上发言和讨论的内容，实际上能够展现出当前西方音乐研究领域，甚至

整个音乐史学研究领域呈现出的几个关键视点（这在 22 日下午的“自由研讨”环节中也有提

及）：一是，对音乐或历史文本进行主观化批判性阐释的史学研究新思路。近几十年以来，

西方音乐学术的发展主流倾向已明确昭示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主观诠释和批判性解读必

将成为未来音乐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未来的史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对历史事实的考证

与在当下所做出的阐释与解读同等并存的二元状态。二是，异文化之间如何跨越和融合的问

题。现今的历史音乐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都越来越将音乐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来看待，

那么，音乐史学研究如何实现音乐作品文本和文化文本之间的跨越和融合问题，也将会成为

未来音乐学者们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过去 30 年英美“新音乐学”领域的诸多音乐学者提出

的音乐性别与性征研究、文化批判理论等便是基于此问题之上的既有探索。三是，在音乐史

学研究中采用越来越开放的、跨学科及多维视角的大趋势。不管是在本次论坛上，还是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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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的音乐学界，对于音乐的学术研究已经呈现出十分多元化、多视角的研究模式，并有持

续下去的势头。可见，本次论坛上展现出来的诸多学术问题，似乎也会成为未来国内音乐史

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些话题。 

 

杨燕迪会长主持自由讨论环节 

 
自由讨论环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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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合影 

 

二、武汉·西方音乐学会第十次（扩大）常务理事会纪要 

2018 年 9 月 21 日晚，西方音乐学会第十次常务理事会于第三届学会青年学者论坛期

间在武汉音乐学院举行，会议由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晡主持，出席会议的有 12 人，包括邓希

路、孙国忠、汪申申、王晡、杨燕迪、叶松荣（因故提前离会）、余志刚、周小静（李秀军、

姚亚平、彭永启未到会）等八位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理事伍维曦和理事刘经树、杨健，论

坛筹备组袁利军等列席会议。 

常务理事会讨论了有关 2019 年第六届学会年会（年会通知另发）和年会前后学会中小

型学术活动（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史研讨会、第四届学会青年学者论坛等）事宜、审议通过

了 33 名新会员（名单另发），并决定建立学会常务理事会群和学会公众号、修改会员申请

表，还就《学会通讯》事宜作了讨论。会议从 1930 开始，到 2050 结束。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  秘书处 

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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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西方音乐学会第十一次常务理事会纪要 

学会第十一次常务理事会 2019 年 9 月 7 日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常

务理事 10 人：邓希路、李秀军、彭永启、孙国忠、王晡、汪申申、杨燕迪、姚亚平、余志

刚、周小静（叶松荣病假），伍维曦、康啸参加了会务工作。 

会议对年会筹备组收到的 195 篇（后增加为 202 篇、204 人）参会论文述要逐篇进行了

认真的审阅和讨论，经过严格的学术审查，选出了 159（后增加为 193 篇、195 人）篇被接

受为参会论文，与作者以正式代表资格，其中有 119 篇（后增加为 124 篇、125 人）被确定

为发言论文，40 篇（后增加为 69 篇、70 人）作为展板（于展板上展示，响应较多的安排专

题小组发言）论文。根据论题是否符合年会主题和论文学术质量标准，经过反复讨论，最终

审核有 9 篇未被接受为参会论文（作者可旁听会议）。会议后将据整理公布正式代表名单（三

天年会会议将有 125 人左右作正式发言）。相关未结事务由秘书长在学会常务理事群中通讯

讨论处理。代表名单公布时将同时发布有关论文述要格式规范化的通知，10 月 15 日收取论

文述要定稿截止，同时参会回执提交也截止。（通过为年会正式代表的名单及定稿的技术格

式规范要求已另发） 

李秀军转达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对学会常务理事的欢迎，认为年会在这里举办，

为学院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因此极为重视，并将出版年会论文精选集，邀

请国外专家作配合年会的讲座，和举办以“中国乐派”为讨论主题的1-2次论坛和音乐会演出，

在各方面对年会提供有力支持。 

常务理事会通过了提名康啸为年会筹备的副秘书长，通过了殷瑕为学会理事，在筹备年

会工作中编审会议册等事务，工作职务由筹备组安排。 

常务理事会听取了王晡有关 2018 年 12 月 27 日他和余志刚代表学会参加“中国音协专

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暨专业学会组织建设培训班”的情况，并作了相关的交流和讨论，对于

本届年会换届工作，将进一步根据中国音协的指示作安排。 

常务理事会审批了新会员申请 33 人（第 14 批，实为 32 人，新会员名单附录如后，并

附录第 13 批新会员名单） 

常务理事会对东道主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康啸老师的精心、周到的会议接待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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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衷心感谢。 

会后秘书长已再次联系学会资深学者和骨干成员，通知年会筹备工作，安排他们的参会

事宜。 

学会秘书处（王晡执笔）  

2019/09/013  

 
 

四、西方音乐学会北京理事会纪要 

2019 年 11 月 10 日晚上，西方音乐学会理事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教学楼 208 室举行，

参会的包括参加年会的各位理事。 

理事会安排了最后一天的发言和下午闭幕式的项目，在会长和出版社代表宣布论文评

奖结果、颁发奖项之后，秘书长将对本次评奖的组织工作和学术规范问题发表感想。理事

会对年会后的主要学会活动进行了讨论，确定 2020 年将在山东大学音乐学院召开中小型

专题研讨会，主题为“汉语语境西方音乐史的书写”，2021 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第四届学会青

年学者论坛，2022 年在浙江音乐学院召开学会第七届年会。 

理事会还审核通过了年会期间提出申请的新会员，并增补康啸和刘小龙为秘书处副秘

书长。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秘书处  

2019/11/12  

 

五、参加“中国音协专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暨专业学会组织

建设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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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协 2018 年 12 月 27 日在北京召开专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暨专业学会组织建设培

训班，学会由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晡和副会长余志刚赴会。会前根据要求，由秘书长起草经会

长副会长确定后提交的学会成立的批复文件、章程等七个文件和工作总结等报告，现将音协

会议通知、本会五年工作总结和参会情况附录于下。 

1、音协会议通知文件 

 

中音字〔2018〕54 号 

关于召开中国音协专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

暨专业学会组织建设培训班的通知 

中国音协所属各专业学会: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规范各专业学

会组织建设和发展，共同探讨专业学会组织的新目标、新路径，充分发挥其在

服务和促进新时代音乐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研究，定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28 日在北京召开中国音协专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暨专业学会组织建设

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举办会议和培训的背景 

中国音协各专业学会作为中国音协延伸工作手臂、拓展工作职能的重要载体，

在团结音乐家和广大音乐工作者、促进音乐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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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一个时期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和音乐事业的快速发展，部分专业学会在

自身定位、自身建设及其功能发挥中，出现了诸如工作滞后、功能发挥不够、

活动失 范、违规评奖办节等一系列问题，有的非常严重甚至触犯法律引发诉

讼，给我会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已引起音乐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根

据中央巡视组向我会反馈的巡视整改意见，结合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精神，按照

《中国音协深化改革方案》，我会现已将中国音协所属专业学会的清理整顿工

作，作为中国音协深化改革整体工作中的重要部分。为规范和加强对我会所属

专业 学会的管理，规范专业学会的管理机制，强化专业学会合法开展活动的意

识，推动专业学会工作的发展，充分发挥专业学会在新形势下的功能作用，经

中国音协分党组批准，特召开此次会议并举办专业学会组织建设专题培训。  

二、参会人员  

经由我会批准设立的各专业学会的会长或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每个

专业学会限 2 人参会)。  

三、会议安排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以后报到，27 日全天会

议，28 日 12:00 前离会。 

(二)会议地点:北京世纪金源香山商旅大酒店(地址:北 京市海淀区北正黄旗 59

号，联系电话:010-59898888) 

(三)食宿及交通: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由我会承担。会议不设接送安

排，请参会代表自行赴开会地点报到。 



 34 

(四)为便于会务安排，请务必于 12 月 15 日前将参会回执表(见附件 2)传真发

送至 010-59759639。 

四、会议内容 

(一)传达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二)传达学习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中国文联关于加强和改进各全国文艺

家协会专业委员会(艺委会)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并通报《中国文联深化改革

方案》和《中国音协深化改革方案》的相关重点内容和要求。 

(三)对《中国音乐家协会专业学会工作管理条例》(试行)进行说明。 

(四)围绕专业学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清理整顿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建设

的意见和建议、下一步工作开展的意见和建议等议题进行交流讨论。 

五、有关要求 

(一)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专业学会组织建设工 作在促进音乐事业发

展中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是中国音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举措，专业学会的清理整顿和组织建设工作具

有复杂性、集中性、全局性的特点，涉及面广，业内重视、社会关注，系中国

音协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关涉到音乐事业和音协工作发展

的全局，在音协系统深化改革大局和繁荣发展音乐事业中具有重要意义。希望

各专业学会高度重视，特别是要在学会领导班子中统一思想，切实为顺利召开

此次会议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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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摸排，汇总资料，认真组织做好会前准备工作。 

尤其是要做好参会资料汇总和整理工作。召开中国音协专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

是中国音协所属专业学会组织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音协深化改革整体

布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次会议，既是专业学会清理整顿的动员会，又是专

业组织建设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契机。根据安排，须准备一系列资料报送，

各专业学会要充分利用这次会议和专题培训，展开广泛摸排工作，系统汇总和

梳理关于学会设立、发展和建设的资料文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学会自身建

设的资料库。本通知规定材料，需在规定时限内上报，以便我会整体上掌握各

专业学会情况。 

(三)做好调研，融汇共识，做好会议内容和精神的传达工作。要通过中国音协

首次举办专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和组织建设培训班的契机，广泛征求关涉本专

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汇集业内共识，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进一步促进各学

会建设，进而推动专业学会工作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会议结束后，要把中国

音协将开展专业学会清理整顿、促进专业学会组织建设的具体要求，在各专业

学会内详细传达。 

六、提交材料及注意事项 

各专业学会需在会前报送、提交以下材料: 

(一)中国音协同意成立本学会的批复文件(复印件); 

(二)本学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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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音协关于本学会历次换届的批复文件(复印件); 

(四)本学会历届领导机构名单、理事名单; 

(五)填写《中国音乐家协会所属专业学会基本情况汇总 表》(见附件 1); 

(六)本学会近五年的工作总结; 

(七)填写参会回执表(见附件 2)。请各专业学会切实落实本通知，认真填写本通

知所要求提交的材料及表格，并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前，将上述材料的电子

文件发送到邮箱:zhuanyexuehui@163.com，同时将文本原件加盖公章后，快

递至中国文联音乐艺术中心学会工作处(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 号院

32 号楼 B 座 1503 室，中国音乐家协会赵梓希收，邮编:100083，电话:010-

59759639)。 

咨询电话:010-59759657、59759639(传真)联系人:郭娟、赵梓希 

附件: 

1.《中国音乐家协会专业学会基本情况汇总表》2.《参会回执表》 

(附件下载邮箱:xhgzc2018@163.com，登陆密码:11112222) 

中国音乐家协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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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音乐家协会所属专业学会基本情况汇总表 

学会名称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联络人 本会职务 联系电话 

本届主要负责人情况(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本会职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专业特长及职称 联系电话 

 

财务情况 

银行账户信息 开户行 账号 户名 财务管理负责人 本会职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经费情况(近五年) 

资金结余: 

收入 

年度 活动名称 政府拨款 社会赞助 其他收入 总计 

    合计:  

支出 

年度 活动名称 业务活动支出 办公设施支出 其他支出 总计 

    合计:  

 

人员情况(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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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人数   理事人数   聘用人员 人数   兼职人员人数   

印章样式  印章样式  印章样式 印章样式 

中国音乐家协会制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中国音协专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暨专业学会组织建设培训班参会回执 

序号 学会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本会职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1、参会人员应为本学会会长或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填写后将此表于 12 月

15 日前传真至 010-59759639;2、参会人员报到时间:2018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后;3、会议不设接送安排，请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自行前往北京世纪金源香山商旅

大酒店(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正黄旗 

59 号，联系电话:010-59898888) 

中国音乐家协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印发 

2、西方音乐学会五年总结 

西方音乐学会（全称：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英译 Society for Western Music 

in China，缩写：SWMC）2003 年 12 月 23 日在杭州成立，2004 年 1 月 17 日中国音协发

文（中音字 2004-2 号）批准后，开展了密集的学术活动，兹对近五年来的工作做以下总结

汇报。 

一、 情况 

1、 学术活动。学术活动是学会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每次重要的学术活动都成为会议所

在地的重大学术节日。 

1） 年会。学会从 2007 年第二届年会后，确定每三年举办一次年会。每次年会都有严

密的筹备和完备的组织工作，使每届年会都能够圆满召开，获得丰硕成果。各次年会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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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和都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和愿景精心设计，引领学科发展趋向，对西方音乐学科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2016 年 12 月 8-10 日“2016·福州·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主办），中心学术议

题：“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相关子课题为：1、西方音乐断代史的界定、特质和理论探讨；

2、国外西方音乐断代史著作研介；3、断代史和通史比较研究；4、西方艺术断代史中的音

乐；5、西方音乐断代史的教学研究；6、西方音乐断代史中的作曲家、作品、体裁等理论研

究；7、相关姊妹艺术断代史研究借鉴；8、中西音乐当代史比较研究。 

（第六届年会将在 2019 年 10-11 月在北京召开，中心主题：西方音乐的风格流派，相

关子议题：1、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成因、特点和影响；2、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经典作品研

究；3、西方音乐风格流派与“中国乐派”；4、西方音乐视野下的“中国乐派”；5、西方音乐风

格流派著译评介；6、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7、西方音乐风格史研究；

8、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历史回顾。 

2） 青年学者论坛。学术的发展需要前沿力量、学科的进步需要年轻血液，为了达到这

一目的，学会从 2011 年开始，举办了三次青年学者论坛，遴选优秀的青年学者（分别有 10

人、14 人和 16 人）参加，通过和资深学者（分别为 9 人、12 人、11 人）有准备和较深入

的点评、交流、讨论，对培养后备力量和学术课题的研讨起到了楷模性的作用。 

2015 年 11 月 6-8 日“杭州·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主办） 

2018 年 9 月 20-22 日“武汉·西方音乐学会第三届青年学者论坛”（主办）。 

3） 其他学术活动。在年会届次年份之外，学会开展了其他中小型的学术活动，主办、

协办、承办和联合主办的这些活动，对学会和会议所在地的联系和学术发展都起到了积极和

有益的促进。 

2014 年 5 月 18 日“2014·上海·音乐评论与中国当前演出业态发展前沿论坛”（共同承

办）； 

2014 年 9 月 19 日“2014·北京·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共同举办）； 

2014 年 9 月 20 日“西安·高士杰教授西方音乐研究高端论坛”（协办）； 

2015 年 12 月 18-19 日“上海·查尔斯·罗森《古典风格》中译本暨音乐西学引介学术研讨

会》”（共同主办）； 

2015 年 12 月 19 日“上海·追忆缅怀于润洋教授学术研讨会”（共同主办）； 

2016 年 10 月 13-14 日“广州·中国首届国际音乐文献翻译研讨会”（协办）； 

2016 年 11 月 14 日“上海·汉语语境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与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协

办）； 

2017 年 6 月 9-11 日“上海·塔鲁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及史学观念研讨会”

（共同主办）； 

2018 年 11 月 24 日“上海·特莱特勒音乐文集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共同主办） 

2019-2021 年间计划召开的学术会议除了第六届年会外，还包括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

史研讨会和第四届学会青年学者论坛。 

2、 组织建设 

1） 会员发展。通过年会和较大型的学术活动，使参会的师生和社会人士对学会加深了

解，从而吸引了他们参加学会。到 2018 年 9 月 21 日至，学会会员总数为 648 人。 

2） 换届。学会在双数年会期间进行换届，至此已经有三届新的学会领导和理事会。会

长副会长、常务理事会在秘书处的协调下，工作处于有机、密切的状态，通过建立学会公众

号、常务理事群和年会工作群，使学会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 

3） 培养青年力量。学会重视学术梯队和青年学术力量的发现、培养和助推，通过引入

理事会、定期召开青年学者论坛和邀请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等，切实地实现学术力量接班，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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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轻人在学会的活动中得到展现学术成果的机会，成为学科的中坚、教学单位的学术核心。 

3、 其他工作 

1） 学会宗旨。学会不失时机地厘清自己的性质和地位，不断明确自己在学科中的努力

目标，曾经提出“事业家园”的口号，并且在 2016 年福州第三届年会前提出以“凝聚我们力量

的事业基地、展示我们智慧的学术家园、交流我们思想的圆桌沙龙、寄托我们理想的艺术天

堂”给学会定位，明确和鼓励了会员和学会的学术意识，推动了学科发展。 

2） 学会通讯。学会通讯是记录和反映学会活动的主要媒介，除了固定的学会章程、组

织机构组成和会员名单更新、入会申请表外，刊登各次学会活动的通知和综述、会员学术活

动汇集等，除了在“中国音乐学网”上刊登外，还分发到各会员的邮信中。2014 年以来已经编

发学会通讯 12、13、14、15 共四期。 

3） 论文比赛。为了促进学科学术发展，学会不定期地在 2005 年首届年会、2016 年

第五届年会和即将来到的 2019 年第六届年会期间举办论文比赛，每次比赛经过周密的筹备

和严格的审阅、排名，取得了很好的促进学术成果产出的效果，第三次比赛除了在学学生外

还增加了社会人士类，以增加促进学会和社会更密切的联系。 

4） 网络建设。学会依托中国音乐学网中的学会专页保持和全体会员、爱乐者的联系，

并已增设学会公众号、常务理事群和年会群，以充分利用网络工具促进学术发展。 

5） 日常工作。学会的日常工作由秘书处负责，保持与会员、社会人士、学会组织的联

系，处理日常事务，并和会长、副会长保持密切联络。 

6） 学会经费。学会经费完全来自会员会费，自学会成立以来共收到 81550 元，其中

有一万元存于上海音乐学院副秘书长处，作为活动费基金，其他支出极为节俭，至今仅有年

会劳务支出 1100 元，2 位教师、一位媒体参会旅费 3757 元，及其他（会员服务邮寄费、

转存手续费、税费）等。学会的大型学术活动费用主要与举办地单位协商承担。 

二、 思考 

1、 激活。学会现有 600 多名会员，每次大型年会都有 200 以上会员积极撰写论文和

参会，并且一致反映参加这样的学术活动收获颇丰，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有很大的促进，

但是仍有部分会员处于蛰伏状态，与部分地区（如东北、西北、西南）缺乏有密度的广泛联

络。学会正在采取更有效的具体措施（如会员登记注册等），激活会员，激活尚未得到联络

的地区。 

2、 交流。西方音乐具有涉外特征，学会目前只有少数机会通过参加境外学术会议、吸

收海外华裔学者参会、邀请国外专家学者参与学术活动来达到交流目的，数量不多、面也不

广，需要我们勉力弥补，保持和扩展已有的形式，采取各种措施和西方的学术组织取得联系，

参与活动，争取成为国际性学术团体成员，以使我们的学会更广泛地得到世界性的关注，同

时在国际学术发展中更及时地得到信息，走上学术前沿。 

3、 普及。西方音乐是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部分，是受中国人民热爱、对促进中国

音乐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一翼，学会活动将在形式、目标和效果上更加重视音乐普及工作，

重视学术活动和音乐教育、音乐社会活动间的联系，作出切实有效的努力来推展西方音乐。 

三、 建议 

1、 交流和整合 

中国目前的音乐学术界状况，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缺乏互相交流的状态，在理论界，

西方音乐学会、中国音乐史学会、美学学会、传统音乐学会、评论学会、少数民族音乐学会

等等，平行运作，虽有个别人的跨界参与，而学科间的交流微乎其微，与音乐表演、音乐教

育界则几乎隔绝，这对中国音乐学术界的交流和整体建设极为不利。建立音乐学术界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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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组织早已有多位学者多次提出建议，希望中国音协能够担负起这一责任，积极促进“中

国音乐学学会”的建立，和学术活动的展开。 

2、 常设协调和行政管理机制 

中国音协所属学术机构良多，希望能够按照学科分类的科学理念加以整顿、调整，并在

中国音协的网络和其他平台提供交流的场所，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各学会间双边、多边的接

触，设专门机构（如学会联络部）和专人负责与各学会的联络、指导。 

3、 中国音协应发扬传统，与各学会保持密切联络，除了听取汇报外，对学会的汇报有

及时反馈，对学会工作提出要求、建议。在所属理论刊物《音乐研究》和《人民音乐》中应

该更积极地反映各学会的工作和学术进展。 

 

音乐事业是在当代社会文化中有极为广泛的涉及范围的事业，中国音协在其中肩负着

核心性质的责任，而各下属学会又是音乐理论各学科主要力量的聚集地，音协从成立以来第

一次召开学会会长会议，有重要意义。西方音乐学会将努力配合，发挥作用。 

 

西方音乐学会会长和学会秘书处（王晡执笔） 

2018/12/18  

附录： 

美国音乐研究会（全称：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美国音乐研究会，英译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American Music，缩写：SRAM）是 1986 年 5 月 30 日在天津音乐学院成

立、并得到音协 1986 年 9 月 22 日批准的理论委员会下属学术组织，成立后举办过 1990 年

5 月（济南）、2003 年 12 月（杭州）两次年会，和几次中小型学术活动，到 1990 年 10 月

共编发过 9 期学会通讯，联系有全国 200 多会员。在西方音乐学会成立后，考虑到学科整

合，经过口头商议和通讯联系征求理事意见，实际上已经不再独立运作，所余经费 3000 元

暂存西方音乐学会秘书处。 

3、参加“中国音协专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暨专业学会组织建设

培训班”情况汇报 

此次会议有 74 位音协所属专业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参会。本学会参加中国音协的学会会

长工作会议，经过了积极的准备，在按照音协要求报送了各项材料后，2018 年 12 月 26 日

准时到会，在会议讨论交流阶段，王晡代表学会作了时间较长的发言。首先从美国音乐研究

会开始到西方音乐学会的成立活动，汇报了西方音乐学科和学会的近年的情况，反映了学科

的传统，学会合规尊法所作的各种学术活动，及对学科发展的贡献；也反映了学会目前换届、

涉外、财务、网页等方面的问题；对于音协下属学术组织的现状提出了看法，认为学会设置

应该依据学科分类的科学原则、当下国内的学科实际和学科发展的愿景来作调整，希望音协

能够更好地掌控、关心、支持和指导下属学会的工作，发言最后简单地汇报了第六届年会的

筹备情况，希望音协能够来参加年会。发言中所谈的一些问题引起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韩新安的共鸣，曾经几次插话作响应。在各学会负责人前后相继发言中，西方音乐学会

发言所反映的学会和学科情况、对学会建设的看法和建议，显示了学会的水平和理论水平，

得到了各方的很好评价。 



 42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对音协下属专业学会作整顿，包括现有学会的组织整顿、规章和

管理健全等，有关学会机构的惩处、撤销、合并等尚未有具体的布置，本学会作为国家音乐

事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音乐学科在学术理论研究、教育、普及和社会音乐生活中

的中坚力量，由于工作的规范、成果和贡献，必定能在这次整顿中获得符合实际的好评，继

续开展工作，使学会得到更好的巩固和发展，在学科进步中同时壮大自己。 

根据音协的要求，2019 年 9 月 6 日，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召开的第十二次学会常务理

事会上，由学会副会长传达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和安排了相关的工作。 

 

附录：中国音协有关此次会议的报道《中国音协专业学会会长工作会议暨专业学会组织建

设培训班在京举办》的网络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Njg0Mjc5NQ==&mid=2247484656&idx=1&sn=41

3db8343f6fcc7f5d646bece9ebf3c8&chksm=faf143b4cd86caa24cfa29e539f9d2b991efcdfc6e

f8140b1d24305e0abaec3b4eea6b801510&mpshare=1&scene=1&srcid=1229Nhx8nbp5XG

W6OEWteG07#rd 

 

六、第十三批新会员名单（33 人） 

（2018/09/21 第十次常务理事会审核通过） 

上海音乐学院 4：李格格、刘  莹、瑜  波、李栋全 

武汉音乐学院 7：王艺璇、解宇萌、左  萌、许  颖、尹妃妃、李哲铭、杨  帆 

中国音乐学院 2：刘梦媛、刘瑞雪 

西安音乐学院 2：王文雅、刘  金 

广西艺术学院 6：曾林艳、陈婉娟、李梁霞、颜家碧、赵雪吟、王思月 

南京师范大学 3：甄蓓蕾、龚  珏、刘  尹 

西北师范大学 2：李倩云、任肖宇 

西华师范大学 1：钱  鑫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Njg0Mjc5NQ==&mid=2247484656&idx=1&sn=413db8343f6fcc7f5d646bece9ebf3c8&chksm=faf143b4cd86caa24cfa29e539f9d2b991efcdfc6ef8140b1d24305e0abaec3b4eea6b801510&mpshare=1&scene=1&srcid=1229Nhx8nbp5XGW6OEWteG07#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Njg0Mjc5NQ==&mid=2247484656&idx=1&sn=413db8343f6fcc7f5d646bece9ebf3c8&chksm=faf143b4cd86caa24cfa29e539f9d2b991efcdfc6ef8140b1d24305e0abaec3b4eea6b801510&mpshare=1&scene=1&srcid=1229Nhx8nbp5XGW6OEWteG07#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Njg0Mjc5NQ==&mid=2247484656&idx=1&sn=413db8343f6fcc7f5d646bece9ebf3c8&chksm=faf143b4cd86caa24cfa29e539f9d2b991efcdfc6ef8140b1d24305e0abaec3b4eea6b801510&mpshare=1&scene=1&srcid=1229Nhx8nbp5XGW6OEWteG07#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Njg0Mjc5NQ==&mid=2247484656&idx=1&sn=413db8343f6fcc7f5d646bece9ebf3c8&chksm=faf143b4cd86caa24cfa29e539f9d2b991efcdfc6ef8140b1d24305e0abaec3b4eea6b801510&mpshare=1&scene=1&srcid=1229Nhx8nbp5XGW6OEWteG07#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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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 1：杨  名 

北京体育大学 1：韩江雪 

山东中医药大学 1：黄琼琼 

木一音乐工坊 1：杨  雪 

新芭网古典音乐门户 1：李庆辉 

[美]夏威夷大学 1：王  斯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  秘书处  

（2018/09/22） 

 

七、第十四批新会员名单（32 人） 

（2019/09/07 第十一次常务理事会审核通过） 

中央音乐学院 3：张  怡、黄绮玲、岳荣霞 

四川音乐学院 3：董一知、侯欣雨、李  帅 

上海音乐学院 1：杨婷婷 

沈阳音乐学院 1：张  晨 

西安音乐学院 1：王尚清 

台北艺术大学 1：沈雕龍 

天津师范大学 1：左云瑞 

华南师范大学 1：林海鹏 

福建师范大学 1：周  晨 

西北师范大学 1：吴  琼 

上海师范大学 1：陈佳怡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1：许淼琳 

济南大学 5：范洪涛、赵宇轩、王樱洁、李帅帅、夏凌云 

中央民族大学 2：成梓晴、苗镇鹏 

上海大学 1：洪  丁 

厦门大学 1：张晓清 

佳木斯大学 1：胡  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赖菁菁 

河西学院 1：党心怡 

广东省艺术研究所 1：郭君彦 

北京歌剧舞剧院 1：冯  静 

上海张泽学校 1：刘  臻 

[美]肯特州立大学 1：孙嘉琦 

（曲阜师范大学：侯锦晨，2016/12/09 第 12 批已通过）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  秘书处 

（2019/09/12） 

 

八、第 15 批新会员名单（79 人） 

（2019/11/11 理事会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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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院 18：赵  新、林雨晗、钟卓文、高长天、周津毅、安思薇、马逸凡、李  

昆、毕安琪、杨颖娜、邵铭君、王斐斐、崔  磊、芦  箫、苏秋如、王梦琦、张鹂

会、张紫薇 

上海音乐学院 13：徐璐凡、邓  戈、刘雨矽、李超楠、陈  绪、俞一帆、黄  玥、张瀛

戈、李学娟、彭  程、唐双文、李伟营、聂  莹 

天津音乐学院 9：王  延、王路谣、崔  聪、姚  岚、于德昉、张艺博、王艺锦、吴维

丽、刘威孜、李彩岩 

西安音乐学院 6：程妍惟、刘瑞雪、刘  芬、赵慈航、刘为叶、梁雯雯 

武汉音乐学院 4：马丽娟、张  裴、刘  畅、覃  磊 

中央音乐学院 3：刘超凡、赵林源、祁  雨 

四川音乐学院 3：徐姣娇、付  腾、何铭珊 

沈阳音乐学院 2：姚美彤、于大海 

浙江音乐学院 2：张  杰、刘筠静 

星海音乐学院 1：钟博羽 

云南艺术学院 1：邓欢琴 

上海师范大学 2：牛同艳、赵月卿 

北京师范大学 1：兰  健 

东北师范大学 1：赵文静 

浙江师范大学 1：孟  颖 

湖南师范大学 1：王昭君 

南京师范大学 1：潘安娜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1：张珊珊 

河南大学 4：孙济方、阎艺方、李  菁、马元元 

西北民族大学 2：陈  杰、李  慧 

中央民族大学 1：蒋雨婷 

西南大学 1：张  玢 

上海大学 1：孙  宁 

长江大学 1：孙鹏飞 

北京演艺专修学院 1：刘  曌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1：刘灵杰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未来科技城学校 1：武闻彤 

北京姜杰钢琴琴城音乐舞蹈学校 1：李  博 

橄榄古典音乐 1：张  楠 

山东区域文化产业研究院 1：刘薛甜 

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 1、：宫子惠 

韩国全北国立大学 1：陈  昊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  秘书处  

（2019/11/16） 

 
九、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会员总名单 

（更新版 9-2019/11/12） 

（按已知所在单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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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学院（82）：杨燕迪、钱仁康、谭冰若、廖乃雄、沈  旋、陶  辛、孙国忠、邹  彦、

余丹红、费元洪、钱亦平、梁  晴、韩锺恩、林  华、王丹丹、陈鸿铎、冯  磊、于  青、

张继红、金毅妮、王明华、颜  咏、伍维曦、杨  健、张  莎、戴  娱、周  伶、张  炜、

张瀛戈、刘嘉优、龚晨晨、葛敏敏、朱  云、张琳君、吕  丽、孙  浩、张  博、叶  雨、

韦  辉、乐  敏、李小诺、刘  娟、金晶洁、汪晓花、汪贝贝、曲  锐、张晔林、鲁  瑶、

姜宗钊、李  雪、单一舟、王梦琦、满月明、温  馨、薛毛毛、张文昭、汪雨腾、胡  昕、

武  宁、廖  希、秦瑞澜、杜  鹃、萧  潇、徐璐凡、陈  绪、邓  戈、刘雨矽、俞一帆、

李超楠、李学娟、彭  程、唐双文、黄  玥、聂  莹、李伟营、杨婷婷、李格格、刘  莹、

瑜  波、李栋全、盛  汉、高严夏子 

武汉音乐学院（46）：汪申申、田可文、刘  筱、杨汉丹、邹红云、徐  艺、杨峻峰、罗  娟、

董  辉、刘  昱、贺  莉、李丽斯、罗娅妮、钟汉音、高  琳、孙可人、梁大鹏、单金龙、

李  婵、张明娟、袁利军、王亚楠、蔡梦雅、汪  爽、胡阿丹、王宇翔、唐晓江、陈  海、

章  杨、梁  静、雷苗苗、李佳佳、张路瑶、梁  静、马丽娟、张  裴、刘  畅、覃  磊、

王艺璇、解宇萌、左  萌、许  颖、尹妃妃、李哲铭、杨  帆、邓  军 

中央音乐学院（43）：于润洋、钟子林、李应华、余志刚、姚亚平、周耀群、刘经树、徐  璐、

王新华、王  爽、张  娜、元  媛、罗小东、黄晓和、张洪模、陈宗群、张洪岛、毛宇宽、

刘  悦、朱  苹、吕常乐、潘  澜、刘小龙、班丽霞、张瑛琪、李晓冬、何宽钊、张乐心、

江欣城、王丽君、李文吟、贾抒冰、高拂晓、邹  迪、林  敏、毛  羽、祁  雨、刘超凡、

赵林源、张  怡、黄琦玲、岳荣霞、郭  昕 

西安音乐学院（36）：陈士森、高士杰、夏艳洲、闫  敏、张玉香、乔  云、崔  兵、祁宜婷、

侯旻霞、赵宏伟、乔永平、王丽娟、王  青、张  瑜、王  杨、华慧娟、柏峻霄、刘  莹、

安  晶、顾  萌、丁  静、王  瑜、姚益锋、徐  冰、曹  妍、冯存凌、王  斌、程妍惟、

刘瑞雪、刘  芬、赵慈航、王尚清、王文雅、刘  金、刘为叶、梁雯雯 

中国音乐学院（30）：高佳佳、赵冬梅、张筠青、王  鑫、康  啸、李秀军、陈铭道、殷  遐、

杜  超、李  媛、赵  新、林雨晗、钟卓文、刘梦媛、刘瑞雪、高长天、周津毅、安思薇、

马逸凡、李  昆、毕安琪、杨颖娜、邵铭君、王斐斐、崔  磊、芦  箫、苏秋如、王梦琦、

张鹂会、张紫薇 

浙江音乐学院（27）：贾梦梦、王佳语、李方颖、徐自力、瞿  枫、李鹏程、赵庆辉、吴海萍、

杜亚雄、杨九华、张  平、金  芳、杨  敏、石佳佳、朱  彤、邹建林、刘兰兰、朱凯璐、

朱宁宁、韩昕昕、陈  沛、许  乐、朱可心、詹颖睿、张  杰、罗筠静、王  晡  

星海音乐学院（26）：关伯基、邓希路、黄  虹、张  琳、黄  燕、黄  蕾、刘雅新、吕  侣、

胡  娉、郑伊洋、王少明、仇静文、黎  敏、廖成霞、王  瑞、杨正君、林松源、姚  畅、

李  花、谢泽慧、叶莉斯、刘思颖、彭莉佳、周凯模、钟博羽、刘禹君 

四川音乐学院（24）：邹向平、杨晓琴、李兴梧、俞  抒、宋  康、柳  良、王任飞、刘  英、

蒲娟娟、王梦婷、杨  跃、陈晓旭、陈文佳、李沐徽、甄志平、周俊宏、张婧雯、付  腾、

何铭珊、徐姣娇、董一知、侯欣雨、李  帅、何  弦 

天津音乐学院（23）：周小静、吴新伟、安甲红、丁  灵、林  萍、高燕生、李  林、刘  研、

王永锴、孔维锋、张  竞、梁  迪、张亚欧、王  延、王路谣、崔  聪、姚  岚、于德昉、

张艺博、王艺锦、吴维丽、刘威孜、李彩岩 

http://musicology.cn/?%C7%AE%C8%CA%BF%B5
http://musicology.cn/?%CE%E9%CE%AC%EA%D8
http://musicology.cn/?%CC%EF%BF%C9%CE%C4
http://musicology.cn/?%D3%DA%C8%F3%D1%F3
http://musicology.cn/?%D6%D3%D7%D3%C1%D6
http://musicology.cn/?gfx
http://musicology.cn/?%B8%DF%BC%D1%BC%D1
http://musicology.cn/?%B3%C2%C3%FA%B5%C0
http://musicology.cn/?%B6%C5%D1%C7%D0%DB
http://musicology.cn/?%D6%DC%BF%AD%C4%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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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音乐学院（21）：彭永启、梁雪菲、董  蓉、孙学武、谷  音、田  甜、王  博、闫  威、

崔孙佳、张莉佳、杨思斯、王  哲、王一品、王  冠、张丽娜、董  鑫、杨佳艺、段  乔、

于大海、姚美彤、张  晨 

广西艺术学院（21）：董平文、李  莉、王  涛、赵增芳、马莹莹、王广国、杨  阳、杨思敏、

杨柳成、邹星星、陈佳妮、孙  超、唐婧玲、刘菁菁、王若西、曾林艳、陈婉娟、李梁霞、

颜家碧、赵雪吟、王思月 

山东艺术学院（12）：朱德九、蒋晓苏、郑  中、肖安平、张运平、郭建勇、延  超、赵  芹、

毅  军、崔  哲、王  晶、郭  磊 

南京艺术学院（6）：潘  洁、屠  艳、周建明、贾程程、赵  越、袁  晖 

吉林艺术学院（5）：郑  艺、张  弼、石松柏、赵去非、李悦欣 

云南艺术学院（3）：赵仲羽、师向宁、邓欢琴 

新疆艺术学院（1）：王宝龙 

河南艺术学院（1）：魏  欢 

大连艺术学院（1）：曲立昂 

解放军艺术学院（1）：林国宏 

中国艺术研究院（3）：蔡良玉、万  昭、李  岩 

广东省艺术研究所（1）：郭君彦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1）：黄蓓蓓 

福建师范大学（22）：叶松荣、刘毅云、刘淳尹、刘亭汝、陈静文、倪  明、林  卿、杨  凡、

宋方方、吕久丰、杨智慧、邱桂香、伊  楠、陈  翔、李方郁、杨绿荫、黄宗权、林  琴、

宋  佳、叶佳亮、魏  炜、周  晨 

上海师范大学（21）：杨  婧、施  忠、冯季青、孙红杰、明  虹、魏  巍、张泽亮、吴言希、

米  然、刘  洪、杨  阳、张今馨、肖璐璐、霍艾吟、韦奕凡、肖  妍、王雨霏、秦  玉、

陈佳怡、牛同艳、赵月卿 

西北师范大学（13）：黄腾鹏、王文澜、张鹏远、张  敬、张  蕾、宋润婕、延  玫、丁  婧、

孟  燕、黄  健、吴  琼、李倩云、任肖宇 

华东师范大学（12）：姜  蕾、郑  艳、郑  侨、李  灿、李  圣、朱知俏、胡  悦、周  姝、

刘洋言、刘若男、程采晴、张丹妮 

东北师范大学（11）：张维娜、高志民、龚岳萍、陈晓艳、王  莹、刘  扬、米高慧、刘  昭、钱

雪莲、谢  宁、赵文静 

南京师范大学（9）：陈小兵、陈新坤、杜  琳、孙彤烨、段文君、潘安娜、甄蓓蕾、龚  珏、

刘  尹 

山东师范大学（7）：张  炫、吴  宁、宋莉莉、张梦榕、郑  熠、张丽莎、陈  希 

天津师范大学（6）：陈  琨、张巨斌、孔方铭、孙光军、葛灵姗、左云瑞 

江西师范大学（5）：杨子文、林  潇、蔡  麟、赵琳博、张鹏 

湖南师范大学（4）：向少华、孙胜华、周  营、王昭君 

浙江师范大学（4）：冯志平、赖朝师、孟  颖、李  晶 

西华师范大学（3）：聂沙沙、程佳音、钱  鑫 

哈尔滨师范大学（3）：林  媛、王丽莉、刘  莹 

江苏师范大学（3）：马淑伟、章馨方、张慧娟 

贵州师范大学（2）：龙德云、吴  海 

http://musicology.cn/?%B2%CC%C1%BC%D3%F1
http://musicology.cn/?%D2%B6%CB%C9%C8%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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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2）：麦  琼、林海鹏 

西北师范大学（1）：黄  蕊 

杭州师范大学（1）：王旭青 

沈阳师范大学（1）：崔  擎 

北京师范大学（1）：兰  健 

曲阜师范大学（1）：侯锦晨 

长春师范大学（1）：张晓霓 

陕西师范大学（1）：白君汉 

辽宁师范大学（1）：张  楠 

安徽师范大学（1）：余  鑫 

华中师范大学（1）：徐  玲 

浙江湖州师范学院（4）：张建国、汪  洋、闫  萍、鲁  立 

宁夏师范学院（1）：袁建军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1）：高志利 

江西上饶师范学院（1）：徐爱瑜 

吉林长春师范学院（1）：王丽燕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1）：余双慧  

江西赣南师范学院（1）：袁  瑾 

安徽淮南师范学院（1）：张良宝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1）：张珊珊 

广东潮州韩山师范学院（1）：陈  洁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1）：林  洁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1）：曹  颖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1）：武闻彤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3）：曾冠桃、周文坚、张杰英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2）：黄明智、胡  赟 

北京演艺专修学院（1）：刘  曌 

北京舞蹈学院（2）：宋  欣、刘彤杉 

中国戏曲学院（1）：郭金玲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1）：张景易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1）：孙家钰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1）：许淼琳 

浙江传媒学院（5）：潘  洁、陈  诺、吴晚屏、朱  琴、李  燕 

浙江教育学院（1）：周炜娟 

乌鲁木齐职业学院（1）：蔡  亮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1）：徐恩平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1）：苏谢敏 

平凉市职业技术学院（1）：王  艳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1）：王薪舒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1）：石  磊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1）：刘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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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区域文化产业研究院（1）：刘薛甜 

河南大学（26）：朱敬修、郑晓辉、王  新、苏  淼、翟  静、郑  好、纪明明、李  洁、谢  

靖、董  莹、李  婷、何  鑫、关春玲、孙  洁、闫  霏、田  果、戚卫民、吴亚娟、王  

婧、于  佳、赵怀超、秦会朵、孙济方、阎艺方、李  菁、马元元 

厦门大学（6）：王  珉、左丽红、卢广瑞、郭小苹、罗智源、张晓清 

华南理工大学（6）：何  平、连凯凯、王  欣、曲海洋、梁文珊、周  静 

济南大学（6）：范洪涛、赵宇轩、王樱洁、李帅帅、夏凌云、周文娇 

中央民族大学（5）：张  纯、王婷婷、成梓晴、苗镇鹏、蒋雨婷 

北京大学（4）：严宝瑜、毕明辉、李荣锋、丁  一 

长江大学（4）：薛睿韬、李  娜、何  曦、孙鹏飞 

上海大学（4）：李  芸、洪  丁、孙  宁、赵文慧 

佳木斯大学（3）：胡  静、陈楠楠、蔡华明 

西北民族大学（3）：黄  炜、陈  杰、李  慧 

南昌航空大学（3）：夏  郁、车新春、刘  俊 

贵州大学（2）：姜  筑、崔文玉 

大连大学（2）：李晓颖、孙  伟  

苏州大学（2）：吴翊丞、刘彦玲 

广州大学（2）：刘  瑾、何艳珊 

温州大学（2）：邓深海、江松洁 

安徽大学（2）：沈曼竹、杨  名 

山东大学（1）：周筱宏、安  宁 

吉林大学（2）：安  盈、吕净植 

四川大学（2）：叶资含、汪  涛 

西南大学（1）：张  玢 

福州大学（1）：林  苗 

郑州大学（1）：王东亮 

兰州大学（1）：杨  欣 

聊城大学（1）：牟艳丽 

宁波大学（1）：王  蕾 

南通大学（1）：柯  莉 

长春大学（1）：陈歌莹 

烟台大学（1）：张景晖 

中州大学（1）：林  冬 

吉首大学（1）：曹  漪 

集美大学（1）：李建武 

深圳大学（1）：朱依依 

海南大学（1）：李  平 

江南大学（1）：孙丝丝 

华侨大学（1）：赵  荣 

中国人民大学（1）：康毓春 

中国海洋大学（1）：康芮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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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至诚学院（1）：刘华芳 

云南民族大学（1）：施  梦 

山东农业大学（1）：贾  鹏 

华南农业大学（1）：栾志弘 

苏州科技大学（1）：苏春敏 

青岛科技大学（1）：孙  熠 

东华理工大学（1）：朱厚鹏 

西南科技大学（1）：田彬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1）：谌  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赖菁菁 

北京外国语大学（1）：腾继萌 

北京体育大学（1）：韩江雪 

山东中医药大学（1）：黄琼琼 

山东泰山学院（3）：林  琳、郝亚莉、王吉利 

浙江台州学院（2）：金灵秋、姚  靖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1）：杨  倩 

湖南文理学院（1）：何啸鸿 

四川文理学院（1）：王  瑞 

广东肇庆学院（1）：何舒曼 

山东枣庄学院（1）：张  敏 

山东滨州学院（1）：姚  颖 

山东济宁学院（1）：扈少煜 

山东潍坊学院（1）：赵玉卿 

南京晓庄学院（1）：王  秀 

浙江丽水学院（1）：吴  涤 

广东惠州学院（1）：温潇潇 

常州工学院（1）：杨  番 

河西学院（1）：党心怡 

三明学院（1）：胡丽玲 

运城学院（1）：刘公凯 

琼州学院（1）：唐  宁 

山东滨州市鲁中学院（1）：颜婷婷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1）：周佳竹 

陕西艺术师范学校（1）：黎  阳 

杭州市萧山第三高级中学（1）：韩  燕 

上海莘松中学（1）：尚雩麒 

上海张泽学校（1）：刘  臻 

上海方泰小学（1）：李璐阳 

烟台蓬莱市酷咔艺术教育学校（1）：李泉乐 

北京姜杰钢琴琴城音乐舞蹈学校（1）：李  博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1）：焦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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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2）：杨静茂、孙  恒 

中国歌舞剧院（2）：刘诗嵘、卜大伟 

上海歌剧院（1）：周  焰 

北京歌剧舞剧院（1）：冯  静 

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1）：陳  泱 

广州古琴学会（1）：陈  磊 

人民音乐出版社（4）：苏澜深、徐  德、杜晓十、武  跃 

上海音乐出版社（2）：姚方正、王秦雁 

广西师大出版社（1）：徐  妍 

广州《读城》杂志社（1）：王诗元 

《音乐周报》编辑部（1）：傅显舟 

橄榄古典音乐（1）：张  楠 

木一音乐工坊（1）：杨  雪 

新芭网古典音乐门户（1）：李庆辉 

吉林省委党校（1）：倪超英 

香港演艺学院（1）：王东路 

香港中文大学（1）：张惠玲 

香港浸会学院（1）：杨翰伦 

台北艺术大学（1）：沈雕龍 

台湾省花莲市台湾大学（1）：王育雯 

美国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1）：卓仁祥（Gene J. Cho )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1）：梁永生 

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1）：江浦奇 

美国肯塔基大学音乐学院（1）：韩应潮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1）：孙嘉琦 

美国夏威夷大学（1）：王  斯 

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1）：宫子惠 

德国柏林艺术大学（1）：王  刊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1）：王  渊 

韩国全北国立大学（1）：陈  昊 

说明： 

一、为了便于检索，单位以教学（如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师范大学和学院、综合大学和学

院等）和其他单位、大陆和港澳台海外、国内和国外等排序；同类以会员多寡排序，人名排序也不

分先后。 

二、因会员工作单位变更，所属单位可能多有错讹，敬请本人或知情者更正。 

三、如有遗漏、错登也请知情者更正。 

四、部分会员已离世，但本名单尚未做相应处理。 

五、学会名誉和荣誉职务成员为永久会员，部分未记入内。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 秘书处 

2019/11/15 

http://musicology.cn/?s=%A1%B6%D2%F4%C0%D6%D6%DC%B1%A8%A1%B7
http://musicology.cn/?s=%A1%B6%D2%F4%C0%D6%D6%DC%B1%A8%A1%B7
http://musicology.cn/?%B8%B5%CF%D4%D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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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会员申请表（2018 版） 

《西 方 音 乐 学 会》会 员 申 请 表    （贴照片处） 

编号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有关人士可以下载此表，依照学会章程履行手续参加学会。 

（2013/09/23通过的《学会章程》修订版：“第三条  学会由从事西方音乐的教学、研究、传播和普及工作

者组成。自愿申请者履行入会手续、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后成为学会会员，会员吸收程序主要包括：

填写并递交会员申请表、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经申请学会可发放会员证明。） 

姓名  性别  出生日 年  月  日 民族  籍贯  

单位  部门  身份  

专业  E-Mail  微信  QQ  

邮编  通讯地址  电话  

中 

学 

起 

学 

历 

、 

经 

历 

起止时间 校   名   或   单   位   名   称 专业 身份 导师 

     

     

     

     

     

     

     

参加 

学术 

团体、 

活 动 情

情况 

时  间  团     体    名    称 身  份 参 加 活 动 情 况 

    

    

    

    

主 

 

要 

 

论、 

 

译 

 

著 

题                        目 著或译 字数 发表和出版处和时间  

    

    

    

    

    

    

    

审批 

          年   月   日 

会费缴 

纳记录 

时间  时间  时间  时间  

数额  数额  数额  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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