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孔子新汉学计划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名录
性别 所在院系

招生专业

授予博士 基本
学位类型 学制

学科专长及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课题

1 许二斌

男

人文学院历史系

世界史

历史学

4年

近代早期欧洲史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欧洲 22. 中西早期交流史（十七、十八
xuerbin@qq.com
的社会变革
世纪）

2 刘永华

男

人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史

历史学

4年

明清社会文化史；明清社 明清乡村社会；明清乡村经 22.中西早期交流史；28.中外关系
liuyh2211@163.com
会经济史
济；宗教仪式；识字问题 史研究

序号

导师姓
名

3 林枫

女

人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史

历史学

4年

4 钞晓鸿

男

人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史

历史学

4年

5 王日根

男

人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史

历史学

4年

6 曾玲

女

人文学院历史系

世界史

历史学

4年

7 邓晓华

男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法
人文学院人类学系/中文系
、民族学、人类学、
4年
学
/历史系
考古学

8 董建辉

男

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
民族学、人类学
系

法学

4年

9 张先清

男

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
人类学
系

法学

4年

10 张亚辉

男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民族学

民族学

4年

4年

4年

11 曹剑波

男

人文学院哲学系

外国哲学、科学技术
哲学
哲学、伦理学

12 周昌乐

男

人文学院哲学系

国学

哲学

可指导新汉学课题

个人邮件地址

25. 清末赴欧中国人眼中的西方—
中国古代财政金融史；明 中国古代财政金融史；明清
—文化、风俗习惯、政治社会制
清社会经济史；闽台区域 社会经济史；闽台区域文化
fenglin@xmu.edu.cn
度等；91. “中国形象”在海外；
文化史
史
92. “西方形象”在中国
明清史社会经济史、明清以 16. 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和文物研
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水
来中国水利社会史、明清以 究 31. 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值 cxh@xmu.edu.cn
利史；中国环境史
来环境史
21.欧美传教士在中国、 28. 中外
中国海洋史，中国古代史， 关系史研究（中国对日本国）中 rgwang@xmu.edu.cn
中国社会经济史（明清
中国教育史，中国社会史 国对韩国，中国对东南亚各国、
91. “中国形象”在海外
殖民地时代东南亚华人社会
学科专长：东南亚华人研 的建构、二战以后东南亚华
究。主要研究方向：东南 人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华
亚华侨华人社会历史、东 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承与发展 84.东亚文化结构与东亚国际关系
zenglin@xmu.edu.cn
南亚华人社会文化、东南 、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东 88.跨文化对话的中外资源
亚华人民间宗教、东南亚 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中国与 100.中外（某国）文化比较研究
华人社会文献、东南亚华 东南亚华人社会、东南亚华
人与中国关系、华南侨乡 人社会与马来、印度等族群
的互动、地缘政治变迁与当
11.中外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16.
中国的语言及方言；文化 汉藏语比较；汉语东南方
xhdeng@xmu.edu.cn
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和文物研
遗产
言；南岛语研究；文化遗产
究；40.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和
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少数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汉人 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少数民 40.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保
jhdong@xmu.edu.cn
社区研究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南 护；100.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方古村落保护与开发
21. 欧美传教士在中国；22. 中西
早期交流史；24. 来华传教士文献
跨文化对话、海洋人类学 基督教、海洋族群的社会与
中的汉语与中国；40. 中国少数民 xqz@xmu.edu.cn
、博物馆与文化遗产
文化、博物馆与文化遗产
族文化的融合与保护；90. 欧洲文
化与汉学传统
中国民族研究，历史人类 藏区民族志，水利社会研
学，宗教人类学
究，人类学理论

1.中国边疆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研
究
zyh76@126.com
2.中国佛教社会的民族志研究

31. 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值 39.
知识论、实验哲学、女性
知识论、宗教对话、女性哲 中外（某国）哲学对比研究 89.
主义哲学、宗教哲学；中
jbcao@xmu.edu.cn
学、中外哲学对比
跨宗教对话的当代实践 99. 中外
外哲学对比；生态哲学
（某国）宗教对比研究
1、中庸心法有效性的实证
中华心法研究；中庸心法 研究，2、周易心法思想及 37.《周易》与中国哲学思维研究
dozero@xmu.edu.cn
、易道心法、禅宗心法
其哲学思维方式研究，3、 89.跨宗教对话的当代实践
禅宗心法实践的科学实证分

学院官网导师简介链
接
http://yjsy.xmu.edu.cn/x
wbmis/yjsdsglxt/ds_dsf
c.asp?ds_id=%D0%ED
%B6%FE%B1%F3
http://rwxy.xmu.edu.cn/
teacher/ShowArticle.asp
?ArticleID=1291

备注

学生必须能够熟悉阅
读汉文文献，并掌握
阅读古文的入门知识
擅长英语

http://rwxy.xmu.edu.cn/
teacher/ShowArticle.asp 擅长英语
?ArticleID=1179
http://rwxy.xmu.edu.cn/
teacher/ShowArticle.asp 擅长日语
?ArticleID=1291

http://rwxy.xmu.edu.cn/
teacher/ShowArticle.asp
?ArticleID=1768

可在人类学系、中文
http://rwxy.xmu.edu.cn 系、历史系招收相应
专业方向博士生

http://anthro.xmu.edu.c
n/shizililiang/zhuanrenji 擅长英语、西班牙语
aoshi/82.html
http://anthro.xmu.e
du.cn/shizililiang/
zhuanrenjiaoshi/402
.html
http://phi.xmu.edu.cn/

跨文化研究

擅长英语

13 朱人求

男

人文学院哲学系

中国哲学

哲学

4年

14 谢晓东

男

人文学院哲学系

中国哲学

哲学

4年

15 陈玲

女

人文学院哲学系

科学技术哲学

哲学

4年

16 刘泽亮

男

人文学院哲学系

中国哲学、宗教学

哲学

4年

17 黄永锋

男

人文学院哲学系

宗教学

哲学

4年

18 徐朝旭

男

人文学院哲学系

伦理学

哲学

4年

19 苏新春

男

人文学院中文系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4年

20 林丹娅

女

人文学院中文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

4年

4年

21 李无未

男

人文学院中文系

汉语言文字学、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中
文学
国古典文献学、中国
史

22 钱建状

男

人文学院中文系

中国古代文学

文学

4年

23 王宇

女

人文学院中文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

4年

32. 作为社会体系的中国古典哲学
朱子哲学研究；道学话语研 33. 前儒学时期的儒学思想：创造
renqiu5@163.com
究；东亚朱子学研究；
与并举 35. 中国、日本、朝鲜、
越南、琉球的儒学研究
32.作为社会体系的中国古典哲学
35.中国、朝鲜的儒学研究
儒家哲学（先秦、宋明以
儒学与自由主义之思想关 38.儒家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研究
及现代），东亚儒学（朱
xxdong@xmu.edu.cn
系，人心道心问题，社会儒 39.中外（某国）哲学对比研究
子学），政治哲学，中西
学
88.跨文化对话的中外资源
比较哲学。
90.欧洲文化与汉学传统
儒家哲学

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中
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 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道教 29.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和思想理
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研
科技研究；博物学研究；台 念与西方的互动
22. 中西早
究；道教科技研究
湾科技思想研究；朱子学科 期交流史（十七、十八世纪）
技思想研究；科学文化研究
15. 佛教艺术与中国历史 31. 中
中国佛学，禅学，易学， 永明延寿思想研究、佛学经 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值 32. 作
儒佛会通
典研究、儒佛会通
为社会体系的中国古典哲学 37.
《周易》与中国哲学思维研究
7.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和
《道枢》及其百种引书研究
影响 16.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和文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物研究 28.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
道家文化；道教文化；道 目），百年道学精华集成及
对某国）89. 跨宗教对话的当代实
家道教与当代社会；道家 研究工程（国家社科重大项
践
道教文化与海外传播
目子课题），《宗教史》
99. 中外（某国）宗教对比研究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00. 中外（某国）文化比较研究
子课题）
31.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值
33.前儒学时期的儒学思想：创造
与并举 34.孔子的礼仪思想与中世
纪欧洲礼仪思想 38.儒学的人文精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应用 儒家集体主义及其现代转型
伦理学
、中西生态伦理思想比较 神与普世价值研究 52.当代中国发
展的动力之一：传统因素和价值
观念研究 54.东亚近代转型的思想
文化探索比较
词汇理论、应用词汇学、
文化语言学、辞书语言、
教材语言的计量研究、语
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教学
与研究、台湾语言文字等

http://phi.xmu.edu.cn/te
acher/ShowArticle.asp?
ArticleID=456

http://210.34.0.30/_s32 既可指导三中的中国
2/e7/cf/c10700a190415/ 哲学，也可以指导八
page.psp
中的跨文化研究

tianlai0203@163.com

http://yjsy2.xmu.edu.cn/
xwbmis/share/index.asp

lzlzen@xmu.edu.cn

http://phi.xmu.edu.cn/te
acher/ShowArticle.asp?
ArticleID=51

http://rwxy.xmu.edu.cn/
xueyeweilu@163.com teacher/ShowArticle.asp 擅长英语
?ArticleID=1318

zhaoxux@xmu.edu.cn

词汇理论、应用词汇学、中
外词汇比较研究、文化语言 11.中外（某国）现代语言学比较
suxch@xmu.edu.cn
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教 研究 20.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材语言的计量研究等

http://www.xmu.edu.cn
--学部院系--人文学院

http://chinese.xmu.edu.
cn/xsh/ShowArticle.asp
?ArticleID=1854

8.中国神话起源 17.中国传统文化
http://chinese.xmu.edu.
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文学
与现代文学、美术、音乐、戏剧 lindanya@xmu.edu.cn cn/xsh/ShowArticle.asp
学、性别与文学文化
现象、作家作品研究
?ArticleID=2509
19.中国流行文化：影视、文学
11.中外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16.
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和文物研
中国的语言及方言；文化 中国的语言及方言；文化遗 究；23.欧洲早期汉语教学史；24.
遗产；中外汉语与学史； 产；中外汉语与学史；世界 来华传教士文献中的汉语和中
<liwuweil@163.com>, http://rwxy.xmu.edu.cn
世界汉语教育史；
汉语教育史；
国；74.欧洲国家历史上汉语教学
的政策、目的和方法的演变；35.
中国日本越南朝鲜琉球的儒学研
宋代文学 词学 制度与文 宋代科举与文学 词学 文学 7.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与
qianjz@163.com
影响 16.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与文
学
文献整理
http://chinese.xmu.edu.
中国当代文学，性别与中国 17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美
中国现当代文学
ndwangyu@126.com cn/xsh/ShowArticle.asp
现当代文学关联研究
术、音乐、戏剧
?ArticleID=1762

可在中文系、历史系
招收相应专业方向博
士生

擅长英语

24 胡旭

男

人文学院中文系

中国古代文学

文学

4年

汉唐文学研究

25 郑泽芝

女

人文学院中文系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4年

语言教育、汉语第二语
言学习词典注释研究、文
本主题识别、文本计算

26 代迅

男

人文学院中文系

文艺学、美学

文学

4年

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艺
术理论，及中西比较研究

27 李晓红

女

人文学院中文系

戏剧与影视学

艺术学

4年

电影电视史研究；港台电
影研究；文学与传媒关系
研究

28 王烨

男

中文系

现当代文学

文学

4年

29 于飞

女

法学院

国际法学

法学

4年

30 陈辉萍

女

法学院

国际法学

法学

4年

国际公法 国际投资法

31 韩秀丽

女

法学院

国际法学

法学

4年

国际投资法、世界贸易组
织法；非洲研究

32 刘连泰

男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法学

4年

比较宪法；财产法；人权
法；征收法

33 刘志云

男

法学院

经济法学

法学

4年

34 周东平

男

法学院

法律史

法学

4年

35 郭春镇

男

法学院

法学理论

法学

4年

36 陈晓明

男

法学院

刑法学

法学

4年

37 周赟

男

法学院

法理学

法学

4年

38 陈振明

男

公共事务学院公关管理系 行政管理、公共政策 管理学、
4年
、公共政策研究院
、政治学理论
法学

20世纪革命文学；现当代
文学
国际私法理论问题；中国
国际私法理论与立法；中
国区际冲突法

6.中国古代典籍外文译本研究
汉唐文学流派，汉唐文学文
7. 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和
献
影响8. 中国神话起源
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词典、语
言教育、学科教材语言研究 11. 中美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
、语料库及语言资源建设、 20.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中美语言比较
19.中国流行文化：电影、视觉艺
术；文学与当代文化；90. 欧洲
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艺术 文化与汉学传统；91. “中国形
理论，及中西比较研究
象”在海外；92. “西方形象”
在中国93. 美国的中国研究；97.
东亚大众文化交流与合作研究
朝鲜战争音像文献与口述史 19.中国流行文化：电影、视觉艺
研究；金门战役音像文献与 术、文学与文化；81.全球化视野
口述史研究；一带一路国家 的中国形象塑造；91.中国形象在
音像文献典藏、修复与研究 海外92西方形象在中国
1920年代革命文学运动史料 17、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
整理及研究
美术、音乐、戏剧
中国国际私法理论与立法； 55.中外（某国）法律对比研究；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区际司 56.冲突与融合：中外（某国）法
法协助
律文化研究
55. 中外（某国）法律对比研究
跨境追赃的国际法问题 国
56. 冲突与融合：中外（某国）
际投资条约改革
法律文化研究
55.中外（某国）法律对比研究81.
大国理念下中国在非投资的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塑造
社会责任问题研究；国际法
82. 中国的国际角色 83. 改革开放
治理念下中国在非投资的风
险和保护、非洲区域经济组 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相互认知的
变迁 91. “中国形象”在海外 93.
织研究
非洲的中国研究
55. 中外（美国）法律对比研究
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比较
57.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研究 58. 中
宪法
国的性别平等与法律

金融法与投资法、国际关 金融法、自贸区法律问题、
55.中外法律对比研究
系与国际法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
27. 汉唐盛世的制度建设及其现代
中国法律史、比较法律制度
启示研究56. 冲突与融合：中外
、犯罪学
（某国）法律文化研究
55. 中外（某国）法律对比研究
人权理论 法律与社会、 互联网背景下的表达权、比 56. 冲突与融合：中外（某国）法
较法律文化
比较法
律文化研究 59. 中国社会弱势群
体的法律保护
55. 中外（某国）法律对比研究
刑事司法制度、量刑、环境 56. 冲突与融合：中外（某国）法
刑法、刑事政策
犯罪、新类型犯罪
律文化研究
57.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研究
30. 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
法哲学、法律思想史与法 法律解释学、法律思想史与 50.中国现代转型与中国传统文
律解释学
司法体制改革
化；51.中国发展道路研究；57.中
国司法制度改革研究
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政策
48.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49.
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和政
分析、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
治学理论等领域
中国30年减贫政策研究 51.中国发
质量改进研究、人才政策和
展道路研究
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法律史学

huxu852@126.com

zhengzz@xmu.edu.cn

http://www.xmu.edu.cn/ 擅长英语（芝加哥大
about/yuanximore#renw 学语言学系访问学
en
者）

http://chinese.xm
u.edu.cn/27/c4/c1
daixun@xmu.edu.cn
1665a206788/page.
htm
lixioahong666666@
163.com

英语

wylchh@xmu.edu.cn

擅长英语

xdfeiyu@163.com
指导专业为全英文授
课

daichen@xmu.edu.cn

hanxiu777@xmu.edu.c http://law.xmu.edu.cn/e
擅长英语
n/teacher/304
n

liuliantai@163.com

http://law.xmu.edu.cn

liuzy420@163.com

http://yjsy2.xmu.edu.cn/
xwbmis/yjsdsglxt/ds_ds
fc.asp?ds_id=%C1%F5
%D6%BE%D4%C6&u
sage=browse

擅长英语

擅长日语

zdp123@hotmail.com

guochunzhen@xmu.ed
u.cn

cxiaoming@xmu.edu.c
http://law.xmu.edu.cn
n

擅长英语

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http://121.192.179.166/
台湾地区“国立”云林
zhoubinbei@sina.com shequ/frame.asp?tid=t2
科技大学科技法律研
39
究所客座教授
zmchen@xmu.edu.cn

http://spa.xmu.edu.cn/p
eople/chen-zhen-ming

39 黄新华

男

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
行政管理、公共政策 管理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

4年

40 王德文

女

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
管理学
管理

4年

41 高和荣

男

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 社会保障

管理学

4年

42 胡荣

男

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

法学

4年

43 李明欢

女

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
社会学、人类学、历
法学
（仅指导联合培养博士项
史学
目）

4年

44 易林

男

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

社会学

法学

4年

45 徐延辉

女

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

社会学、社会保障

法学、管
4年
理学

46 李丹

女

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

政治学理论

法学

4年

47 吴育辉

男

管理学院财务系

财务学

管理学

4年

48 沈艺峰

男

管理学院财务学系

财务学

管理学

4年

49 刘震宇

男

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

管理科学与工程/技
术经济及管理

管理学

4年

社会学

48.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60.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公
http://spa.xmu.edu.cn/p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服
共经济与政治学理论（新
中国经济运行中政府、市场与企 xhhuang@xmu.edu.cn
eople/huang-xin-hua
务供给与合约治理
政治经济学）
业
42.多学科交叉视角内中国老龄化
长期从事社会医学、卫生
http://spa.xmu.edu.cn/p
事业管理等方面的教学与
社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46. 中国
dewen88@xmu.edu.cn
老年学、卫生事业管理
eople/wang-de-wen
科研工作，尤其近几年主
农村的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问
要从事老年人口健康问题
题
46. 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教育和
社会问题
社会福利；社会保护；贫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评估与
48. 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49. hrgao@126.com
困救助
完善
中国30年减贫政策研究 51. 中国
发展道路研究
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中的社区
建设研究(国家社科重大项 46.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教育和
http://spa.xmu.edu.cn/p
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目）、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 社会问题 47.中国“三农”问题：农 hurong@xmu.edu.cn
eople/hu-rong
的社会学研究（国家社科基 业、农村、农民
金重点项目）
25. 清末赴欧中国人眼中的西方；
国际移民、中欧（中法、 国际移民、华侨华人、中外 45. 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多元文化模
mhlhere@xmu.edu.cn
中荷、中英）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
式考察；91. “中国形象”在海外；
82. 中国的国际角色
40.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保
护；45. 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多元文
http://spa.xmu.edu.cn/p
伦理自我与公民性，教育场
基本关注点是文化与政治的
化模式考察；50. 中国现代转型与 yilin911@gmail.com
eople/yi-lin
域中的边缘化群体
中国传统文化；94. 青少年文化实
践的比较研究
42.多学科交叉视角内中国老龄化
社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46.中国农
村的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问题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社会
47.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 xuyanhui1965@163.co
经济社会学；社会政策；
政策与社会发展；农民工市
社会保障
、农民 48.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 m
民化；教育与社会流动
设 49.中国30年减贫政策研究 61.
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别比较
研究 67.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研究领域：国际政治。著 目前主持的省级以上重点课
2.先进孔子学院特色分析、数据
有《反全球化运动研究》 题有：
与《建设和谐世界：全球 2011年福建省重点项目《中 库建设、经营模式研究
化与中国的良性互动》专 国的国际责任观研究》； 51.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著及50多篇论文。研究方 2015年福建省重点项目《孔 58.中国的性别平等与法律
http://spa.xmu.edu.cn/p
lead@xmu.edu.cn
向：1.全球化与中国；2. 子学院的公共外交价值与作 82.中国的国际角色
eople/li-dan
国际政治（欧盟）与国际 为研究》；
8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发展援助；3. 女性参政、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相互认知的变迁
女性发展；4. NGO
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孔 86.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子学院的本土化路径研究》
公司投融资行为研究、公司
http://sm.xmu.edu.cn/ke
公司财务、公司治理与资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wuyuhui@xmu.edu.cn yan/TeacherWeb/Teach
治理问题研究、信用债券市
本市场
与企业 65.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er_Details.aspx?User_I
场研究、信用评级研究
http://sm.xmu.edu.cn/ke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公司治理、资本市场与公 公司治理、公司财务和资本
yan/TeacherWeb/Teach
与企业 65.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62. yfshen@xmu.edu.cn
er_Details.aspx?User_I
司财务
市场
文化消费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D=417#
电子商务网站的成长研究、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http://sm.xmu.edu.cn/ke
信息系统、电子商务、运
企业之间的协调、企业网络 与企业
zhenyliu@xmu.edu.cn yan/TeacherWeb/Teach
作管理
er_Details.aspx?User_I
分析
65.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擅长英语

擅长英语

曾在英国卡迪夫孔子
学院担任中方院长2
年。

擅长英语

擅长英语

擅长英语、德语

50 计国君

男

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

管理科学

管理学

4年

51 魏敏

男

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

旅游管理

管理学

4年

52 叶军

男

管理学院市场学系

市场营销学

管理学

4年

53 林伯强

男

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
技术经济及管理
究院

管理学

4年

54 陈亚盛

男

管理学院会计系

55 罗进辉

男

56 王艳艳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4年

管理学院会计系/财务管理
会计学/财务学
与会计研究院

管理学

4年

管理学院财务系/财务管理
会计学
与会计研究院

管理学

4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大
数据的全渠道供应链服务创
供应链管理；运作管理； 新机制研究；基于战略顾客 70.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评估
客户行为；高等教育
行为的跨渠道设计研究）、 95.消费文化模式的中外比较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

jiking@xmu.edu.cn

http://sm.xmu.edu
.cn/keyan/Teacher
Web/Teacher_Detai 擅长英语
ls.aspx?User_ID=4
00

http://sm.xmu.edu.c
旅游经济政策、区域旅游产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xiada2000@xmu.edu n/keyan/TeacherWeb/
业集聚绩效发展、区域经济 与企业
擅长英语
Teacher_Details.asp
.cn
合作
62.文化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
x?User ID=500
2. 先进孔子学院特色分析，数据
http://sm.xmu.edu.cn/ke
中国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 五行在团队有效性中扮演的 库建设，经营模式分析， 36.《孙
yan/TeacherWeb/Teach
及市场营销中的应用；服 角色；mindful
擅长英语
子兵法》与中国战略文化研究； junye@xmu.edu.cn
er_Details.aspx?User_I
务市场营销，市场战略
consumption；
95.消费文化模式的中外比较研
D=513
究； 99. 中美佛教对比研究；100.
http://sm.xmu.edu.cn/ke
yan/TeacherWeb/Teach
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
能源经济学、中国能源政策 67.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bqlin@xmu.edu.cn
er_Details.aspx?User_I
旅游产业经济；区域经
济；城市与城区规划

http://sm.xmu.edu 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
.cn/keyan/Teacher 学毅伟商学院获得管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管理会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yshchen@xmu.edu.c
管理会计，管理控制系统
计中的运用，管理控制系统 与企业 65.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Web/Teacher_Detai 理学博士，并曾在加
设计
n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62.文化消费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ls.aspx?User_ID=5 拿大大学任教10年，
能说流利英语
57
1）公司高管海外经历的经
http://sm.xmu.edu 擅长英语；曾在
济后果；2）CEOs-CFOs间
.cn/keyan/Teacher University of
资本市场财务会计与公司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jinhuiluo@xmu.edu
的交互行为研究；3）独立
Alberta金融系和
治理（特别是民营家族企
与企业
Web/Teacher_Detai
董事的地理区位特征及其经
University of
.cn
业治理与传承）
65.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ls.aspx?User_ID=5 Melbourne会计系访
济影响；4）中国企业的社
28
会责任行为及其动机
问学习。
http://sm.xmu.edu.c
yanyanwang@xmu.ed n/keyan/TeacherWeb/
会计学：信息披露、审计 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审计 65.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擅长英语
Teacher_Details.asp
u.cn
x?User ID=534
http://sm.xmu.edu

57 于李胜

男

管理学院会计系/财务管理
会计
与会计研究院

管理学

4年

资本市场会计研究

.cn/keyan/Teacher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yulisheng@xmu.edu
会计信息在宏微观经济中作
与企业
Web/Teacher_Detai 英语
用
.cn
65.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ls.aspx?User_ID=5
10

管理学

4年

金融企业会计与财务；国
际会计；企业研究开发战
略决策及会计

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 国际关系

法学

4年

亚太国际关系、中国外交
、东南亚及华侨华人研究

男

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 世界史

历史学

4年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
东南亚华侨华人史

61 王勤

男

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 世界经济

经济学

4年

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
亚太经济、东南亚经济、
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

62 施雪琴

女

南洋研究院

历史学

58 肖虹

女

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

59 李一平

男

60 聂德宁

会计学/财务学

历史学

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文
4 化与社会；中国-东南亚
人文交流史

金融企业风险管控与公允价
值会计运用；企业研究开发
决策及其会计问题；综合收
益报告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的中
国与东南亚、冷战时期中国
的亚洲外交
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研究
、东南亚华人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研究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
与东盟经济关系

http://sm.xmu.edu.c
60中国金融企业风险管控与公允
xiaohong@xmu.edu. n/keyan/TeacherWeb/
价值会计运用；65中国企业财务
Teacher_Details.asp
cn
报告准则问题研究
x?User ID=468
http://ny.xmu.edu.cn/Ar
28. 中国对东南亚关系史研究
ticle/ShowClass.asp?Cl
82. 中国的国际角色
84. ypli@xmu.edu.cn
assID=13
东亚文化结构与东亚国际关系
22.中西早期交流史（十七、十八
http://ny.xmu.edu.cn/
世纪） 28.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 dnnie@xmu.edu.cn
与东南亚）
61. 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别比
较研究；64.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 wangqin@xmu.edu.cn http://ny.xmu.edu.cn
市场
http://nanyang.xmu.
中国-东南亚人文交流；东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史、华文教 xqshi68@xmu.edu.c edu.cn/Article/Show
申请者须中文流利
南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育史，中国-东南亚人文交流
Article.asp?Article
n
ID=2775

63 史秋衡

男

教育研究院

高等教育学/教育经
济与管理/比较教育
学

64 张亚群

男

教育研究院

高等教育学

65 郑若玲

66 方颖

女

教育研究院

高等教育学

男

经济学院统计系/邹至庄经
统计学
济研究中心

教育学

4年

教育学

4年

教育学

经济学

4年

4年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高等
学校分类体系与设置标准研
究》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大
学生学习情况调查研究》首
席专家，马工程重大项目暨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研究》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
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考 学一般课题：“中国近代大
试理论、通识教育及教师 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专业发展；大学文化及华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文教育研究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
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研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大学
生学情调查与教学研究；
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研
究；高等学校规划设计与
分类设置研究

数量经济学

67 魏志华

男

经济学院财政系

财政学

经济学

4年

68 纪益成

男

经济学院财政系

资产评估

经济学

4年

税基评估、公司估值、中
外评估准则、知识产权评

男

经济学院财政系

70 林季红

男

71 陈雯

女

72 戴淑庚

男

经济学

4年

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世界经济
系

经济学

4年

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学
系

经济学

4年

经济学院金融系

财政学

金融学

经济学

4年

64.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65.
金融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yifst1@xmu.edu.cn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研究：动机、经济后果与治
理机制”(71572165）;2.福建
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中国上市公司财政补贴的资
源配置与治理机制研究”
（2016J01339）;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半强制分红政策、公司
财产税与税基评估；中外评
估准则研究；上市公司估值

http://ihe.xmu.edu.cn/It
em/Show.asp?m=113&
d=17

http://ihe.xmu.edu.cn/It
3．孔子学院国别可持续发展战略
研究 71.中国大学招生制度 73.中 zhangyaq@xmu.edu.cn em/Show.asp?m=113& 擅长英语
d=21
国教育传统和现状

69.中国高等教育改革；71.中国大
学招生制度 72. 中外教育政策比
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考 世界一流大学多样化招生政
较，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 rlzheng@xmu.edu.cn
试制度、教育公平
策
73.中国教育传统和现状 76. 中国
教育体制改革与中国现代大学发

公司财务、资本市场与财
税问题（财政补贴、公司
税收）

69 蔡伟贤

69.中国高等教育改革；70.中国高
等教育机构的评估系统；75.中国
大众教育和精英培养；76.中国教 qhshi@xmu.edu.cn
育体制改革与中国现代大学发展
研究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finjoy@126.com
与企业 65.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64.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65.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jyc@xmu.edu.cn

http://www.wise.xmu.e
du.cn/people/faculty/94
擅长英语
656316_8cb0_4d02_a8
22_4d06c12dddbe.html

侧重于利用上市公司
http://economics.xmu.e
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du.cn/faculty/jxyjry/264
最好具备财务、会计
6b494-5f96-41c7-b9f0基础，掌握计量软件
affdd945fd02.html
。

http://economics.xmu.e
du.cn/

侧重于利用居民家庭
、工业企业、税收调
查、上市公司数据进
行实证研究，熟练使
用stata软件，擅长英
语。
擅长英语；可指导经
http://economic.xmu.ed 济学院、管理学院技
u.cn/faculty/jxyjry
术经济、国际商务专
业博士生
http://se.xmu.edu.cn/fac
ulty/jxyjry/839a219c6037-47e3-96f842cea2aea9ec.html
擅长英语；可指导经
http://economic.xmu.ed 济学院、管理学院、
daishugeng@xmu.edu. u.cn/faculty/jxyjry/f2bf1 公共事务学院/金融学
c2b-732c-4b91-8a37- 、财务管理、区域经
cn
5c56df2a2243.html
济学、人口学专业/学
位类型博士生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与企业
公共经济；空间经济；新 居民消费与福利；税收与企
61. 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别比
经济地理；消费经济；应 业微观行为；经济主体的空
wxcai@foxmail.com
较研究
用微观
间相关关系；
62. 文化消费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67.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跨国并购、国际投资与贸易
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欧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中美经贸关系、金融发展
洲经济与金融、国际商务
与企业 64.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 linjh66@163.com
、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与
管理
场
中国经济发展
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国
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国际
际贸易与产业发展、新新
贸易与产业发展、新新贸易 64.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wendych@xmu.edu.cn
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与投
理论、国际贸易与投资
资
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及其风
国际金融和宏观金融管
险管理研究；中国金融改 64.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理；资本市场；中国金融 革；自贸区、一带一路与中 65.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改革
国经济发展；中国多层次资 66.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研究
本市场建设

http://ihe.xmu.edu.cn/It
em/Show.asp?m=113& 擅长英语
d=24

http://soe.xmu.edu.cn/fa
culty/faculty/a7bdc3c30a67-40ae-9eddcc671308c65b.html

73 张传国

男

经济学院经济系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经济学
学

4年

74 林金忠

男

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4年

75 何晓萍

女

经济学院能源中心

能源经济学

经济学

4年

76 孙传旺

男

经济学院能源中心

能源经济学

经济学

4年

77 牛霖琳

女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邹至庄 西方经济学、金融学
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经济研究中心

4年

78 龙小宁

女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

4年

79 陈国进

男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

经济学

4年

80 方颖

男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统计学

经济学

4年

81 宋建丽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

4年

82 冯霞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
政治学
共产主义运动

4年

83 张有奎

男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

4年

84 贺东航

男

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
法学
策教研部
共产主义运动

4年

国家社科基金：国际油价波
http://economic.xmu.ed
能源经济；资源经济；环 动对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溢出 67.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u.cn/faculty/jxyjry/c34c
境经济；区域经济；城市 效应研究；中央高校科研业 61. 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别比 cgzhang@xmu.edu.cn
擅长英语
5a13-3265-4451-b236与城区规划
务费：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 较研究
5d5e4e864b23.html
关系研究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
经济组织理论；区域经济发 与企业；65.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http://course.wisesoe.co
学；产业经济学；企业理
xmjzlin@163.com
擅长英语
展；金融不稳定性
m
67.中国常识化进程研究；43.中国
论与经济组织理论
企业发展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http://economic.xmu.ed
能源政策；能源市场和企 64.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能源市场、企业和政策；
u.cn/faculty/jxyjry/6558
业；能源、环境与经济可持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xphe@xmu.edu.cn
擅长英语
能源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a626-9329-49ae-8df5续增长
与企业
21e3791019ec.html
http://economic.xmu.ed
u.cn/faculty/faculty/b73
能源经济学，低碳金融，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环 64.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67.中
cw_sun@foxmail.com
3f7bd-2df5-4af6-bf0f能源规制，能源贸易
境政策
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33273abd7795.html
http://www.wise.xmu.e
du.cn/people/faculty/85
64.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65.
宏观金融的利率建模与债券
baa506_9087_4c89_97
宏观金融、国际经济学
擅长英语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66.人民币国际 llniu@xmu.edu.cn
9e_4a9fd19ff60b.html?i
市场研究、开放宏观
化过程研究
d=b620db1e-bcc94353-9e93http://economic.xmu.ed
研究中国外贸外资、企业发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cxlong.wise@gmail.co
法经济学、经济发展、制
u.cn/homepage/index.as 擅长英语
展、经济增长与制度安排之
度经济学等
与企业 67.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m
间相互影响等问题
px?uid=201111023
http://economic.xmu.ed
资产定价、金融计量经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资产定
gjchenxmu@gmail.co
u.cn/homepage/index.as 擅长英语
65.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学和金融风险管理
价
m
px?uid=0377
http://www.wise.xmu.e
du.cn/people/faculty/94
64.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65.
擅长英语
yifst1@xmu.edu.cn
数量经济学
金融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656316_8cb0_4d02_a8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22_4d06c12dddbe.html
http://marx.xmu.edu.cn/
7e/bc/c1831a32444/pag
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正义批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
e.htm；
58.中国的性别平等与法律 88.跨
songjl@xmu.edu.cn
判理论及当代价值、当代社
学、伦理学、性别理论
http://marx.xmu.edu.cn/
文化对话的中外资源
会思潮、性别正义
marx_en/ef/c0/c9735a1
92448/page.htm
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
http://marx.xmu.edu
48.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fengxia1130@126.c
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
.cn/7e/a9/c1832a324
51.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om
理论与实践
内在逻辑研究
25/page.htm
资本逻辑与虚无主义的内在 51.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http://marx.xmu.edu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当
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 52.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传 zyk@xmu.edu.cn
.cn/7e/cd/c1831a324 擅长英语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养成的影响因素和对策研究 统因素和价值观念研究
61/page.htm
31.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值
46.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教育和
社会问题
中国共产党绿色话语体系的
47.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
形成与构建；习近平关于传
与农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村
统文化的论述摘编研究；中
http://marx.xmu.e
48.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政治学、国家治理与国家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思
49. 中国30年减贫政策研究
转型、政党建设与国家构
dhhe@xmu.edu.cn
du.cn/ab/a4/c1336 擅长英语
想；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
50.中国现代转型与中国传统文化
建、地方治理与农村改革
1a175012/page.htm
中国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51.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等
研究；中国的中西部山区扶
52.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传
贫研究；社区治理研究
统因素和价值观念研究
8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相互认知的变迁

85 傅崐成

男

南海研究院

海洋法学

法学

4年

86 张羽

女

台湾研究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

4年

87 李非

男

台湾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4年

88 朱双一

男

台湾研究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文学 4年

89 陈菁

女

外文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系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4年

90 吴光辉

男

外文学院日语语言文学系 日语语言文学

文学

4年

91 江桂英

女

外文学院外语教学部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文学
言学

4年

92 张龙海

男

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4年

93 杨信彰

男

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4年

94 辛志英

女

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4年

95 张跃军

男

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4年

96 龙小宁

女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

4年

97 陈国进

男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

经济学

4年

海洋权益国外智库交流合作
与维权人才培养、应对菲律
宾仲裁案的对外智库与专家
55. 中外（某国）法律对比研究
kuenchen_fu@163.co
国际法学、海洋法学、英 交流、南海有关法理和历史
56. 冲突与融合：中外（某国）法
m
美合同法
资料收集汇总、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 律文化研究
路的建设、岛屿大陆架划界
案案例研究、两岸渔业合作
17.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美
殖民地台湾与伪满洲文学研
日本殖民地文学圈 台湾
术、音乐、戏剧 19.中国流行文
究，海峡两岸历史文化中的
zhangyu@xmu.edu.cn
文学 海峡两岸文学
化：电影、视觉艺术、文学与当
相互表述、态度及影响研究
代文化 81.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
64.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13806059989@139.c
两岸经济合作
两岸经济合作
85.东北亚区域合作战略研究
om
70年来台湾社会思潮与人文
学术的发展，台湾文学与中
17.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戏 zhushuangyi@xmu.e
台湾文学，世界华文文学 华文化，台湾左翼文学，台
剧
du.cn
湾文学史，台湾文学思潮，
台湾作家创作
11. 中外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 88.
翻译理论与教学；英汉文 翻译理论与教学、英汉文化 跨文化对话中的中外资源 91.中国
jchen@xmu.edu.cn
化语言学
语言学
形象在海外 92. 西方形象在中国
100.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35. 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琉
球的儒学研究 39. 中外（某国）
日本的中国形象、日本人的 哲学对比研究 54. 东亚近代转
wugh1002@126.com
日本思想史、比较文化学
中国游记
型的思想文化探索比较 81. 全球
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塑造
91. “中国形象”在海外
认知语言学应用研究、非言
11. 中英/俄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
gyjiang118@126.com
认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语情绪交互与外语课堂教学
20.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有效性研究
12. 中外比较文学研究 25. 清末赴
欧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文化、
英美文学；美国华裔文学
英美文学、美国华裔文学和
风俗习惯、政治社会制度等 28.
和哈罗德•布鲁姆研究；
zhanglh@xmu.edu.cn
文化、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与
中外关系史研究 79. 英语中心主
印度政治经济和印度英语
国家认同研究
文学
义与汉语思想再发现 91. “中国形
象”在海外 92.“西方形象”在中国
功能语言学、语言教育、应 11.中外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20.
xzyang@xmu.edu.cn
语言学；语篇分析
用语言学、语篇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6.中国古代典籍外文译本研究11.
话语分析与社会认知研究、 中外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20.对外
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
xinzhiying@xmu.edu.c
话语分析的理论与应用、科 汉语教学研究26.中国人在明清时
语用学
n
技人员的英语能力研究
期的外语学习87.重建世界的中国
话语研究100.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6.中国古代典籍外文译本研究；7.
英美文学中的形象学；英美 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和影
yuejunzh@hotmail.co
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跨
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文学 响；12.中美/中英比较文学研究；
m
文化研究
的多元性考察
25.清末赴欧中国人眼中的西方；
91.“中国形象”在海外；92.“西方
研究中国外贸外资、企业发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 cxlong.wise@gmail.co
法经济学、经济发展、制
展、经济增长与制度安排之
度经济学等
与企业 67.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m
间相互影响等问题
资产定价、金融计量经济 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中国
65.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学和行为金融
经验和理论创新

gjchenxmu@gmail.co
m

http://scsi.xmu.edu.cn/7
397/list.htm

擅长日语

http://cflc.xmu.edu.cn/e
n_teacher_info.asp?id=
14

http://cflc.xmu.edu.cn/t
擅长日语
eacher_info.asp?id=52

http://cflc.xmu.edu.cn/e
n_teacher_info.asp?id= 二外俄语
98

http://cflc.xmu.edu.cn/t
eacher_info.asp?id=127

http://cflc.xmu.edu.cn/t
eacher_info.asp?id=49
http://cflc.xmu.edu.cn/t
eacher_info.asp?id=21

http://cflc.xmu.edu.cn/t
兼职博导
eacher.asp?class
http://economic.xmu.ed
u.cn/homepage/index.as 擅长英语
px?uid=201111023
http://economic.xmu.ed
u.cn/homepage/index.as 擅长英语
px?uid=0377

64.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65.
yifst1@xmu.edu.cn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98 方颖

男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统计学

经济学

4年

数量经济学

金融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99 牛霖琳

女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

4年

宏观金融、国际经济学

64.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65.
宏观金融的利率建模与债券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66.人民币国际 llniu@xmu.edu.cn
市场研究、开放宏观
化过程研究

100 陈嬿如

女

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

传播学

文学

4年

当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与社
会发展（侧重于精神文
明；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体育、文学、学术
传播；中国形象与国家软
实力；大众传播与中华美
德的弘扬）

101 谢清果

男

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

传播学

文学

4年

中华文化传播研究；话语 中华文明传播；网络公共领
权研究；道家哲学
域；舆论学

102 林升栋

男

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学

文学

4年

103 阎立峰

男

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

新闻学

文学

4年

104 陈素白

女

新闻传播学院广告系

传播学

文学

4年

105 赵振祥

男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文学

４年

106 邹振东

男

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

新闻学

史学

4年

107 林秀芹

女

知识产权研究院

知识产权法学

法学

4年

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的传
播学理论创新研究；媒介素
养；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认
同；中国大学生的外国观与
外国大学生的中国观

东西方不同文化思维方式对
说服效果的影响；中国文化
中面子、人情、势、关系、
文化间传播
中庸等核心概念的研究；中
西传统绘画艺术的审美效果
比较
华语电影电视、新闻学、 华语电影电视、新闻学、台
湾传媒与文化。
台湾传媒与文化。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消费变
迁研究；转型期中国城市居
中国消费史变迁；转型期
民价值观、消费意识和广告
价值观变迁；消费社会学
观变迁研究；中国城市家庭
消费变迁研究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国家
媒体关系研究
形象传播、各类组织的宣传
与危机管理

5. 如何让孔子学院更好地为发展
中国家中小学生服务;19.中国流行
文化：电影、视觉艺术、文学与
当代文化；21.欧美传教士在中
国；52. 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
一：传统因素和价值观念研究；
81.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塑
造；82. 中国的国际角色；88.跨
文化对话的中外资源；91. “中国
形象”在海外；92. “西方形象”在
中国；100. 中外（某国）文化比
较研究
6. 中国古代典籍外文译本研究
7. 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和
影响29. 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和思
想理念与西方的互动87. 重返世界
的中国话语研究
8.中国神话起源
38.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研
究 88.跨文化对话的中外资源 91.
中国形象在海外 92.西方形象在中
国 100.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19.中国流行文化：电影、视觉艺
术、文学与当代文化

http://www.wise.xmu.e
du.cn/people/faculty/94
擅长英语
656316_8cb0_4d02_a8
22_4d06c12dddbe.html
http://www.wise.xmu.e
du.cn/people/faculty/85
baa506_9087_4c89_97
擅长英语
9e_4a9fd19ff60b.html?i
d=b620db1e-bcc94353-9e93-

aqchen@xmu.edu.cn

http://comm.xmu.edu.c
n/english/chenyanru.ht 可英语授课
ml

weirai2002@126.com

http://comm.xmu.edu.c
中国传播理论研究
n/faculty/qgxie.html

http://comm.xmu.e 中美富布莱特访问学
growingtree@xmu.edu.
者；伊利诺伊大学香
du.cn/ae/db/c1390
cn
槟分校佛雷曼访问学
4a241371/page.htm 者
flying@xmu.edu.cn

http://comm.xmu.edu.c
n/faculty/lfyang.html

62. 文化消费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http://comm.xmu.edu.c
81.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塑
subai_chen@xmu.edun/ae/f4/c13904a241396/
造95. 消费文化模式的中外比较研
page.htm
究

http://comm.xmu.edu
91.中国形象在海外；92.西方形
zzx1963@xmu.edu.cn.cn/ae/b0/c13903a24
象在中国
1328/page.htm
19.中国流行文化：电影、视觉艺
术、文学与当代文化；81. 全球
新闻学、舆论学、电影电 舆论形态研究、两岸共同舆 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塑造；
http://comm.xmu.edu
视研究、新媒体研究、台 论场研究、媒体融合研究、 82. 中国的国际角色；88.跨文化 zdzou@xmu.edu.cn
.cn/ae/ae/c13903a24
湾舆论研究
跨舆论场传播、
对话的中外资源；91. “中国形
1326/page.htm
象”在海外；92. “西方形象”
在中国；100. 中外（某国）文化
《中国产业发展视域下的
http://www.iprixmu.co
FRAND解释问题研究》、 55.中外（某国）法律对比研究
知识产权法；工业产权
m/page210?article_id=1
《版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影 56.冲突与融合：中外（某国）法 xqlin@xmu.edu.cn
法；著作权法；版权法
4
响研究》、《国有资产管理 律文化研究
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