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济南·西方音乐学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通知 

（第四号·修订） 

 

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山东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西方音乐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按原计划将于 10 月 23-24 日以网络会议形式召

开，现将会议日程和参会须知作如下通知。本通知为根据各方反映所作的会议最后通知的修订。 

正式代表每人发言时间为 15 分钟，每场最后作 30 分钟左右讨论交流。 

有任何因故无法参会等情况，及对会议安排的疑问、意见和建议，都请及时联系、反映到会议筹备组。 

联系方式： 

1、承办方联系人：安宁（手机：13505415766，微信：同手机号） 

2、会务组联系人：张擎（手机：13854161375，微信：同手机号） 

3、筹备组和学会秘书处：王  晡（13857181951，微信：aapuking，E-Mail：aapuking@hotmail.com） 

“2020·济南·西方音乐学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筹备组、学会秘书处 

2020/10/17 



 

日  程  表 

日期 单  元 时  间 主持人 发言人 题  目 作者单位 

10 月

23 日 

 8:00-8:30 安  宁 开幕式 

第一单元：

史学方法 

和理论 

第一场 

8:35-10:05 
余志刚 

1：杨燕迪 论音乐史研究与写作中的当前立场与批评意识 哈尔滨音乐学院 

2：张阔 
5W 加 1H 研究模式的思考——基于一般历史与西方音乐史的理论方

法比较 
东北师范大学 

3：周全 以表演为中心的音乐历史 西南大学 

4：王晡 创始、创新和创举——汉语文本西方音乐史书写的若干基理问题 自由学者 

第一场讨论 

10:05-10:15 休息 

第二场 

10:15-11:45 
周小静 

1：杨阳 关于西方音乐史书写的理论及相关问题探讨 华南师范大学 

2：冯欣欣 论现代西方音乐史著作的撰写方法 武汉音乐学院 

3：余志刚 我怎样修订《西方音乐简史》 中央音乐学院 

4：李秀军 两个版本《西方音乐史教程》的写作经历问题与思考 中国音乐学院 

第二场讨论 

第二单元： 第三场 孙国忠 1：袁利军 从王晡老师新著《西方音乐史》看当前音乐史写作的几点趋向 武汉音乐学院 



史著研究 

和评述 

14:00-15:30 2：姚亚平 现代性的视角 中央音乐学院 

3：肖晗 释义学美学视野下的音乐史观——从《西方音乐》一书说开去 中央音乐学院 

4：张彦 钟子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的理论方法研究 山东艺术学院 

第三场讨论 

15:30-15:40 休息 

第四场 

15:40-17:10 
汪申申 

1：贾了佳 王晡《西方音乐史》书评述要 四川音乐学院 

2：陈歌 
当下中国西方音乐史著的创新与思考——以王晡《西方音乐史（上下

册）》为例 
山东大学 

3：李栋全 评阿巴特和帕克的《歌剧史》兼谈歌剧史书写 上海音乐学院 

4：高佳欣 钱亦平与王丹丹《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山东艺术学院 

第四场讨论 

19:00-20:30 杨燕迪 常务理事会 

10 月

24 日 

第三单元：

个案研究的

史学意义 

第五场 

8:30-10:00 
王  晡 

1：邹彦 历史语境中的贝多芬《f 小调第 1 钢琴奏鸣曲》 上海音乐学院 

2：刘小龙 贝多芬草稿手稿研究的历史、方法与前瞻 中央音乐学院 

3：谢金宸 
女性主义视角在西方音乐史中研究的意义——以 16 世纪意大利费拉

拉女性合唱团为例 
中央音乐学院 

4：甘芳萌 
音乐分析在音乐史书写中的意义——以莫扎特《第 39 交响曲》调性

内涵为例 
上海音乐学院 



第五场讨论 

10:00-10:10 休息 

第六场 

10:10-11:40 
邓希路 

1：张蔚然 早期音乐研究中的“本真”理念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意义及启示 中央音乐学院 

2：李格格 历史的遗漏与批评：音乐史书写中的巴托克接受研究 上海音乐学院 

3：李赢君 早期音乐理念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意义 天津音乐学院 

4：孙嘉敏 以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视域融合审视西方音乐史书写中的“中国视野” 苏州大学 

第六场讨论 

第四单元：

其他 

第七场 

13:00-14:30 
彭永启 

1：叶松荣 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理论构建的未来趋势 福建师大 

2：胡晓楠 寻找莫扎特——莫扎特键盘协奏曲的历史性表演对音乐史研究的启发 中央音乐学院 

3：林海鹏 早期东方主题歌剧中的音乐异域性问题 华南师范大学 

4：盛汉 论音乐话题理论中的史学—美学维度 上海音乐学院 

第七场讨论 

14:30-14:35 休息 

第八场 

14:35-16:05 
李秀军 

1：王彧 
对“恶名昭彰”的审美自律性的再反思：从“精致的野蛮主义”到历史事

实 
苏州大学 

2：麻莉 全球视野下的欧洲艺术音乐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 

3：孙胜华 历史音乐学的后现代倾向 江西师范大学 

4：郭雯瑾 论特莱特勒的“历史语境” 中央音乐学院 

第八场讨论 



16:05-16:10 休息 

第九场 

16:10-17:40 
姚亚平 

1：宋宝玥 
观念认同·编纂内涵·客位-主位——西方音乐史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管

窥 
首都师范大学 

2：刘莹 断代史中的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音乐历史编纂 哈尔滨师大 

3：张晔林 
在多重思维中结构西方当代音乐创作的历史图景——读《西方当代音

乐创作研究——结构思维与当代走向》 

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 

4：杨依诺 
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从“作品概念”出发构建西方音乐史主叙事的必要

性 
南京艺术学院 

第九场讨论 

 17:40-18:10 王  晡 闭幕式 

 

参  会  须  知 

 

一、参会方式 

（一）会议形式 

本次会议采用网络视频方式召开，全部参会者需预先在电脑和手机端下载并安装“腾讯会议”软件，会



议将视不同情况分别安排参会方式，保证会议顺畅进行。相关链接或二维码将提前发至各群。凡无主持和发

言任务的参会者，和任务结束后的主持、发言人，一律使用“腾讯会议”直播功能旁听会议。 

（二）正式代表 

1.全部参会正式代表（名单见会议第三号通知）可以“真实姓名+单位+身份”于 18 日开始先进入

“2020·济南·正式代表”微信群。并分别以一、主持、发言，和二、旁听方式参会； 

2.请预先在电脑、手机端下载并安装“腾讯会议”软件。 

（三）主持和发言人 

1.会议的各场主持人和 36 位发言人，请于 20 日以“真实姓名+单位+身份”加入“2020·济南·主持和

发言人”微信群，根据会议安排准时入场参会，主持、发言和交流； 

2.各场次主持人、发言人，请提前于本场次预定时间二十分钟前击点链接或二维码入会进行设备调试； 

3.主持人和发言人等在主持会议、发言时须使用电脑终端，并保持手机畅通； 

4.发言时，发言人须同步使用 PPT（请在会前做好发言述要 PPT），以屏幕共享的方式进行发言，每人

发言时间为 15 分钟； 



5.每场发言结束后以约 30 分钟时间作讨论交流； 

6.本场次结束后，退出会场，击点直播链接或二维码进入旁听。 

附：共享屏幕操作方法： 

【开启共享】 

    （1）打开需要共享的文件，如 PPT 等。 

（2）单击腾讯会议界面下方工具栏“共享屏幕”启动屏幕共享。 

 

（3）共享发起者选择需要共享的桌面， 

A.勾选“同时共享电脑声音”（选填，勾选后即可在共享屏幕内容的同时，共享电脑的声音，当前仅支持

Windows）； 

B.勾选“视频流畅度优先”（选填，勾选后，软件将减少其他性能的消耗，优先保障共享视频流畅度）。 

（4）并单击“确认共享”，即可与会人员观看。 



 

【停止共享】 

若需停止共享，将鼠标悬浮在屏幕中上部，待工具栏显示后，单击“结束共享”即可。 

 



（四）非主持、发言人的学会各微信群成员 

1.范围包括未在会议中安排主持或发言、已加入学会“4-SWMC 常理会”“3-SWMC 理事会”“2-SWMC

会员”“1-SWMC 学科”等群的人员； 

2.请在电脑或手机等终端下载并安装“腾讯会议”软件； 

3.会议开始前击点微信群所分享的直播链接或二维码旁听会议。 

（五）其他与会人员 

1.其他与会人员，请以“真实姓名+单位+身份”加入“2020·济南·旁听”微信群，并遵守群公告要求； 

2.请在电脑或手机等终端下载并安装“腾讯会议”软件； 

3.会议开始前点击微信群内所分享的直播链接或二维码旁听会议。 

二、提问方式 

会议期间，各群成员可在微信群中讨论、提问，群内管理员将负责汇总问题，并转主持人安排发言人作

答和讨论。 

三、其他 



会议的其他相关信息及具体事项通知也将在本学会公众号（西方音乐学会）、中国音乐学网本学会专页

（http://musicology.cn/academy/ShowClass.asp?ClassID=93）、学会群（1-SWMC 学科、2-SWMC 会

员、3-SWMC 理事会、4-SWMC 常理会、5-SWMC 秘书处、6-SWMC 会长）中发布，请随时登录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