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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和本届大会的主席，我很荣幸能够邀请诸位前来参加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这届会议将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20 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举办。

这里曾经是皇家花园，幽雅的湖边小径环绕着未名湖。

我非常高兴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能由中国承办。在中国，哲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对智

慧的教化有着令人震撼的悠久历史。这个国度已经为世界贡献了历久弥坚的遗产。我们立刻就

能想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朱熹和王阳明。孔子（约公元前 551– 约公元前 479 年）

与早期希腊的智者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5–公元前475年）大致是同时代的人。

但大量孔子的教诲被保存在《论语》这部于孔子身后被编定的书中，其数量要远多于我们目前

可获得的相当有限的赫拉克利特残篇。事实上，由于孔子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

人们通常把他和年代上更晚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相类比。

中国哲学代表着一个悠久且连续的传统。这一传统吸收了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文化中的诸

多元素。至少从定居并安葬在北京的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开始，

致  辞

德莫特·莫兰

（Dermot Moran）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

中国就已经和欧洲的科学传统有所接触。国际上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兴趣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增

长着。这种兴趣早在莱布尼兹那里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例如，《道德经》目前拥有超过

150 种英文翻译。对于在中国的哲学，我们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北京大学创建于 1898 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传统太学在现代的接替。这所大学有着丰

富的哲学遗产和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系。事实上，这里是伟大的中国学者冯友兰先生的家。他的

《中国哲学简史》(1948）对于想要了解中国思想的人们仍然是一个可靠的指南。作家和哲学

家胡适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曾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学生。他一度担任过北

京大学校长，也撰写过一部重要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多年以来，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920 年）、约翰·杜威、让 - 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1955 年）这些西方哲学家们都曾造访过中国。据说，罗素在北京大学的

第一场讲座甚至有 1500 名听众。让我们列举几位曾在北大演讲过的西方学者：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在 1999 年访问北大；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 2001 年

4 月访问北大；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2001 年 9 月访问北大；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在 2004 年访问北大；以及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在 2012 年访

问北大。我热切希望此次大会能激发国际上对中国哲学新的兴趣，也希望东西方的哲学家们去

思考那些被新的视角和进路所丰富的世界问题。

无论在哪里被践行，哲学都和当地语言、文化以及传统密不可分。然而，在探寻恒久的、

普遍的真理过程中，哲学也始终力图以大胆的且具有创造性的方式追问自身的条件并超越局域

限制。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世界哲学大会已经为哲学实践添加了一个重要的新维度。第一届世

界哲学大会 1900 年在巴黎举行。伯特兰·罗素说那次大会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他遇见了意

大利逻辑学家朱塞佩·皮亚诺（Giuseppe Peano）。很多当时最伟大的学者们来到了巴黎，

其中包括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亨利·彭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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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 Poincaré)、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等。

之后的大会也同样具有突破性。1908 年的会议在海德堡举行，由埃米尔·布特鲁（émile Boutroux）

担任会议主席；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

和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全体大会上发言。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尽管未能出席 1934 年布拉格的大会，但他为这届大会撰写了一篇演讲词。后来的哲学大会在

世界上各个伟大的城市被举办，包括阿姆斯特丹（1948）、布鲁塞尔（1953）、威尼斯（1958）、

墨西哥（1963）、维也纳（1968）、蒙特利尔（1983）、布赖顿（1988）、莫斯科（1993）、

波士顿（1998）、伊斯坦布尔（2003）、首尔（2008）、雅典（2013）以及这次的北京。

让我们略举几位 2013 年雅典大会中全体大会的发言者 : 苏珊·哈克（Susan Haack）、约翰·麦克道

(John McDowell)、野家啟一 (Keiichi Noe)、苏莱曼·贝希尔·迪亚涅 (Souleymane Bachir Diagne)

以及阿卜杜萨拉姆·侯赛因诺夫（Abdussalam Guseinov）。我们承诺，2018 年第二十四

届世界哲学大会将会更加国际化。

北京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提供了世界哲学大会史上迄今为止最大、最丰富和最多样

的哲学议程。该议程体现了一种超越以传统的（大部分是希腊的）范畴为核心的狭隘的西方式

哲学进路的真正尝试。大会议程经过精心设计，包含着对东方和西方、北方与南方的承认。所

有形式的哲学都被囊括其中：不仅仅是那些传统意义上在希腊的、印度的、犹太的、基督教的、

伊斯兰教的和中国的伟大思想体系中的哲学，还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环境哲学、原住文化

哲学、世界大同哲学以及在边缘处的哲学。其中有一场专题会议将不仅仅讨论“爱”（caritas），

还会讨论“仁”，“心”（the ‘heart’）和“团契” (Ubuntu)。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已经有

如此多的杰出的国际学者和哲学家们同意参与 5 场全体大会、10 场专题会议、8 场捐赠讲座、

特邀会议、成员协会会议、圆桌会议、基于个人投稿的 99 个分组会议、以及同样重要的学生

会议专场。这届大会将批判性地反思哲学在与如下重大事项的关联中所扮演的角色：世界文化、

全球化以及作为世界公民的我们在努力实现我们共同的人性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生存

和环境的挑战。学以成人！

这届大会也将庆祝一些重要的纪念日。其中包括有卡尔·马克思（1818-1883）诞辰两

百周年。为此，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前任主席威廉·麦克布赖德（William McBride）将带来

一场关于马克思的特别纪念讲座。北京大学将迎来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纪念。此外，2018 年也

是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成立 75 周年。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的名誉主席阿伽奇 (Evandro Agazzi)

为此准备了精彩的展览。这届大会还将首设两场捐赠讲座——王阳明讲座和西蒙娜·德·波伏

娃讲座。

我们应当怀着感激之情记住：在北京举办大会的大胆倡议——事实上还有此次大会的主题

“学以成人”——最初来自于著名的中国儒家学者、北京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他也是国际哲学

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的委员。2013 年，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代表大会在雅典欣然接受了这

份邀请。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和他所有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事们。另外，

我想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授、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时任副校

长李岩松教授对实现此次大会所做出的奉献。我还想衷心地感谢对大会鼎力相助的中国哲学界

以及所有参与会议组织工作的人。

这届世界哲学大会向着跨文化的理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家

们来说，这是一次漫步、交谈和彼此倾听的机会。我邀请大家来这所著名大学的校园里走

走，聆听讲座，参与讨论，享受文化活动并和他人分享你的体验。这才是真正的哲学交响

曲（symphilosophein）。欢迎来北京！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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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平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
中国组委会主席

林建华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
中国组委会主席

北京大学创办于 1898 年，北大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作为第 24 届世

界哲学大会中国主办方——北京大学的负责人，我们谨代表中国组委会，诚挚欢迎全世界所有

哲学家和热爱哲学的人们，于 2018 年 8 月来到北京大学，参加这个追求和热爱智慧者的盛会。

1912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哲学系。在最初的规划中，我们的前辈们确定，要

广泛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这种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是开放、

包容的，同时，又是立足于中国文明传统根基的。现代中国的哲学家们致力于通过文明交流互鉴，

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探索建立起一个当代文明，这也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与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哲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老子、孔子等哲学家们思考关于世

界、社会和人生等的根本问题，成为影响和塑造人类文明的重要力量。在传统中国，哲学家以

其知识、德性和智慧，而享有圣贤之名。哲学教育也因其“志于道”的特点，成为教育的一般

基础。中国哲学在历史上曾经影响过东亚世界，并且被欧洲的知识界所了解。现在，随着中国

和世界联系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熟悉老子、孔子、孟子、庄子、朱熹和王阳明等中国哲人的

名字和思想。对于中国而言，历史上佛教的传入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宗教和社会文化的发

展。近代以来西学的持续输入和传播，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形态和价值。

过去几十年里，伴随着快速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不断进步，中国和世界更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解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哲学。同时，我们生活的人

类共同体也在经历着复杂的变化，同样需要一个理解和沟通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面向未来的

全球性的哲学。

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我们相信，

围绕这个主题，全世界的哲学家们可以展开多种维度的关于人的思考。当代世界，伴随着科学

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在享受各种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文明之间的冲

突、国家之间的冲突、人和社会之间的紧张、人和人之间的紧张、以及个体生命内部的紧张，

需要哲学家的智慧来加以化解。没有谁能够提供一个简单而现成的答案，但是理性的思考和对

话可以让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成就一个更适合这个时代的生命。

我们感谢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FISP）的信任，选择在中国、在北京大学举办世界哲学大

会。我们特别感谢大会主席莫兰先生（Dermot Moran）、秘书长斯卡兰提诺先生（Luca M. 

Scarantino），项目委员会主席波佐先生（Riccardo Pozzo）和所有成员们，现在努力工作

的执行委员会的同事们，以及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们。在过去的几年中，

他们和北京大学一起筹备这个令人期待的会议。感谢中国哲学界的同事们，办好这次大会是我

们共同的事业。

再次欢迎您于 2018 年夏天来到美丽的北大校园，在礼堂、报告厅、未名湖畔或博雅塔前，

进行关于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和传统的各种对话。这次大会必将增进中国和世界之间在精

神层面的互相理解，在差异和多元中寻找共识，在对话和讨论中寻求进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哲学家的智慧之光。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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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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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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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mot Moran（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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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怡 教授（北京）

Heisook Kim 教授（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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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gobe Ramose 教授（豪登）

Marietta Stepanyants 教授 ( 莫斯科 )

孙向晨 教授（上海）

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       席 :

委       员 :

中国组委会
（学术部分）

主       席：

执行主席 :

荣誉委员会

成       员 :

Luca M. Scarantino 教授 ( 米兰 )

Dermot Moran 教授（都柏林）

Riccardo Pozzo 教授（罗马）

谢地坤 教授（北京）

王   博 教授（北京）

郝   平	 北京大学

林建华	 北京大学

王   博	 北京大学

陈村富	 浙江大学

陈鼓应	 北京大学

陈启伟	 北京大学

陈先达	 中国人民大学

陈晏清	 南开大学

陈志尚	 北京大学	

方克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

韩树英	 中共中央党校

何兆武	 清华大学

洪汉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李锦全	 中山大学

李泽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

梁志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放桐	 复旦大学

刘纲纪	 武汉大学

楼宇烈	 北京大学

蒙培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

牟钟鉴	 中央民族大学

邱仁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

宋文坚	 北京大学

孙晓礼	 北京大学

唐凯麟	 湖南师范大学

唐   逸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陶德麟	 武汉大学

王树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吴云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夏基松	 浙江大学

邢贲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

许抗生	 北京大学

薛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阎国忠	 北京大学

杨春贵	 中共中央党校

杨   辛	 北京大学

姚介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叶   朗	 北京大学

余敦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袁贵仁	 全国政协

张奎良	 黑龙江大学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

张世英	 北京大学

赵光武	 北京大学

赵家祥	 北京大学

朱德生	 北京大学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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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ünter Abel (柏林 )

Joseph C.A. Agbakoba ( 恩苏卡 )

Anat Biletzki ( 纽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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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ül Çotuksöken ( 伊斯坦布尔 ) 

Marcelo Dascal ( 特拉维夫 )

Didier Deleule ( 巴黎 ) 

Sulaymane B. Diagne ( 纽约 ) 

Enrique Dussel ( 墨西哥 ) 

Thalia Fung Riveron ( 哈瓦那 ) 

Noriko Hashimoto ( 东京 ) 

Ivan Kaltchev ( 索菲亚 )

Wolfgang Kaltenbacher ( 那不勒斯 )

Vassilis Karasmanis ( 雅典 )

Mislav Kuko ( 斯普利特 )

Ernest Lepore ( 新布伦瑞克 )

李文潮 ( 汉诺威 ) 

César Lorenzano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Pham Van Duc ( 河内 )

Riccardo Pozzo ( 罗马 ) 

Mogobe B. Ramose ( 比勒陀利亚 ) 

Jacob Dahl Rendtorff ( 罗斯基勒 )

Suwanna Satha-Anand ( 曼谷 ) 

David Schrader ( 纽瓦克 ) 

Marietta Stepaniants ( 莫斯科 ) 

William Sweet ( 弗雷德里克顿 )

Sigridur Thorgeirsdottir ( 雷克雅未克 ) 

杜维明 ( 北京 ) 

Gabriel Vargas Lozano ( 墨西哥 )

Stelios Virvidakis ( 雅典 )

谢地坤 ( 北京 )

Evandro Agazzi ( 热那亚 )

Francisco Miró Quesada ( 利马 )

Ioanna Kuçuradi ( 伊斯坦布尔 )

Peter Kemp ( 哥本哈根 )

杜维明 教授（北京）

Stelios Virvidakis 教授（雅典）

王   博 教授（北京）

谢地坤 教授（北京）

Dermot Moran 教授（都柏林）当然委员

Luca M. Scarantino 教授（米兰）当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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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主       席：

成       员：
杜维明

安乐哲	 北京大学

蔡方鹿	 四川师范大学

陈   凡	 东北大学

陈   来	 清华大学

陈立胜	 中山大学

陈少明	 中山大学

陈小文	 商务印书馆

成中英 夏威夷大学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

丁立群	 黑龙江大学

樊和平	 东南大学

冯达文	 中山大学

冯			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丰子义	 北京大学

傅有德	 山东大学

盖建民	 四川大学

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关子尹	 香港中文大学

郭贵春	 山西大学

郭齐勇	 武汉大学

郭   湛	 中国人民大学

韩庆祥	 中共中央党校

韩秋红	 东北师范大学

韩水法	 北京大学

韩			震	 北京外国语大学

何怀宏	 北京大学

何怀远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何向东	 西南大学

侯   才	 中共中央党校

侯惠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华新	 浙江大学

黄敏浩	 香港科技大学

黄   勇	 香港中文大学

江   畅	 湖北大学

江   怡	 北京师范大学

景海峰	 深圳大学

鞠实儿	 中山大学

赖永海	 南京大学

李晨阳	 南洋理工大学

李存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

李建华	 浙江师范大学

李景林	 北京师范大学

李景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明辉 “中研院”

李四龙	 北京大学

李文堂	 中共中央党校

李贤中	 台湾大学

李晓兵	 中共中央党校

李佑新	 湘潭大学

廖申白	 北京师范大学

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

刘大钧	 山东大学

刘纪璐	 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	

刘笑敢	 北京师范大学

陆杰荣	 辽宁大学

吕世荣 河南大学

米建国	 东吴大学

倪梁康	 中山大学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

庞元正	 中共中央党校

乔清举	 中共中央党校

任			平	 苏州大学

尚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尚新建 北京大学

沈清松 多伦多大学

史伟民	 东海大学

释明海	 中国佛教协会

孙正聿	 吉林大学

孙周兴	 同济大学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

万俊人	 清华大学

汪信砚	 武汉大学

王   路	 清华大学

王南湜	 南开大学

王庆节	 香港中文大学

王蓉蓉	 加州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

王   巍	 清华大学

王中江	 北京大学

魏道儒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吴国盛	 清华大学

吴晓明	 复旦大学

谢地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

谢维和	 清华大学

徐向东	 浙江大学

徐小跃	 南京大学

杨			耕	 北京师范大学

杨			河	 北京大学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杨儒宾	 新竹清华大学

尤煌杰	 辅仁大学

游			斌	 中央民族大学

郁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

苑举正	 台湾大学

曾繁仁	 山东大学

张风雷	 中国人民大学

张怀承	 湖南师范大学

张庆熊	 复旦大学

张汝伦	 复旦大学

张祥龙	 山东大学

张		 	雄	 上海财经大学

张学智	 北京大学

张异宾	 南京大学

张志刚	 北京大学

张志林	 复旦大学

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

赵敦华	 北京大学

赵剑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周北海	 北京大学

周   程	 北京大学

朱汉民	 湖南大学

朱建民	 华梵大学

朱立元	 复旦大学

朱良志	 北京大学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邹崇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组织委员会 

主       席：

委       员：
王			博

陈春文	 兰州大学

陈代湘	 湘潭大学

陈   佳	 东北大学

陈嘉明	 上海交通大学

陈建洪	 中山大学

陈立新	 华东师范大学

陈   鹏	 首都师范大学

陈   忠	 上海财经大学

崔唯航	 中国社会科学院

戴茂堂	 湖北大学

戴兆国	 安徽师范大学

董尚文	 华中科技大学

冯鹏志	 中共中央党校

郝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

洪晓楠	 大连理工大学

胡泽洪	 华南师范大学

黄凯峰	 上海社会科学院

黄裕生	 清华大学

荆			雨	 东北师范大学

柯小刚	 同济大学

李   兵	 云南大学

李朝东	 西北师范大学

李国山	 南开大学

李清良	 湖南大学

李文亮	 文化部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刘成有	 中央民族大学

罗跃军	 黑龙江大学

宁莉娜	 上海大学

庞立生	 东北师范大学

任			军	 宁夏大学

孙向晨	 复旦大学

孙熙国	 北京大学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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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岩	 山西大学

唐正东	 南京大学

陶   林	 西南大学

王国坛	 辽宁大学

王   珏	 东南大学

王小锡	 南京师范大学

王新生	 南开大学

文   兵	 中国政法大学

吴根友	 武汉大学

吴   松	 西南林业大学

吴向东	 北京师范大学

习细平	 南昌大学

向玉乔	 湖南师范大学

邢冬梅	 苏州大学

许斗斗	 华侨大学

严   耕	 北京林业大学

仰海峰	 北京大学

杨翰卿	 西南民族大学

杨柱才	 南昌大学

姚大志	 吉林大学

姚新中	 中国人民大学

易显飞	 长沙理工大学

殷   筱 华中师范大学

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

曾   怡	 四川大学

张宝明	 河南大学

张能为	 安徽大学

张吉维	 内蒙古大学

张   伟	 中山大学

张再林	 西安交通大学

章雪富	 浙江大学

赵东海	 内蒙古师范大学

郑宗义	 香港中文大学

朱   菁	 厦门大学

左高山	 中南大学

秘书处

程乐松 北京大学

李			林 北京大学

李   猛 北京大学

孟庆楠 北京大学

王彦晶 北京大学

吴天岳 北京大学

仰海峰 北京大学

胡新龙 北京大学

刘   哲（执行） 北京大学

时间 / 日期
8 月 12 日

周日

8 月 13 日

周一

8 月 14 日

周二

8 月 15 日

周三

8 月 16 日

周四

8 月 17 日

周五

8 月 18 日

周六

8 月 19 日

周日

8 月 20 日

周一

09:00-10:50

注册

正式开幕式

全体大会	2	 全体大会 3	

FISP 全体

代表大会

学生会议 1 全体大会	4	 全体大会	5 专题会议 6 专题会议 8

11:10-13:00 专题会议	2 专题会议	3 学生会议 2 专题会议 4 专题会议 5 专题会议 7 专题会议 9

13:00-14:0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4:00-15:50 全体大会	1 平行会场 平行会场

FISP 全体

代表大会

学生会议 3 平行会场 平行会场 平行会场 专题会议 10

16:10-18:00 专题会议	1	 平行会场 平行会场 学生会议 4 平行会场 平行会场 平行会场 捐赠讲座 8

18:00-20:00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 闭幕式

20:00-22:00 捐赠讲座 1 捐赠讲座 2 捐赠讲座 3 捐赠讲座 4 捐赠讲座 5 捐赠讲座 6 捐赠讲座 7

组织机构 大会一览

谢博怡 北京大学

林   杉 北京大学

李卓擎 北京大学

秘 书 长:

副 秘 书 长 :

助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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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

主席

Vladislav Lektorski （俄罗斯）    

发言者

Galen Strawson （美国）     

Sara Heinämaa （芬兰） 

倪梁康 ( 中国 )    

Theophilis Okere （尼日利亚） 

2. 社群

主席

Abdoulaye Elimane Kane （塞内加尔）

发言者

Roger T. Ames （美国） 

Obi Oguejiofor （尼日利亚） 

Herta Nagl （澳大利亚）    

Kunitake Ito （日本）

1. 仁、团契、爱、心 

主席

Pia Søltoft （丹麦） 

发言者

Graham Parkes（奥地利）

张祥龙（中国）

Eleonore Stump（美国） 

 

2. 心灵、大脑、身体、意识、情感

主席

Amita Chatterjee （印度）    

发言者

Shaun Gallagher （美国）   

Jonardon Ganeri （英国）    

张世英（中国）

全体大会 专题会议

3. 自然 

主席

Demetra Sfendoni-Mentzou（希腊）

发言者

Guillermo Hurtado（墨西哥）

Sebastian Rödl （德国） 

Osman Bakar （马来西亚）

杨国荣（中国）     

4. 精神

主席

韩   震（中国）    

发言者

Bénézet Bujo （刚果民主共和国 / 瑞士）

Hans-Julius Schneider （德国）     

Richard Kearney （美国）    

5. 传统

主席

Karan Singh （印度）

发言者

Anne Cheng （法国）    

Paulin J. Hountondji （贝宁）   

赵敦华（中国）

Mercedes de la Garza（墨西哥）

3. 在边缘处的哲学：控制、自由、团结

主席

吴晓明（中国）

发言者

Charles-Romain Mbelé （喀麦隆）

Sally J. Scholz （美国） 

4. 权利、责任、正义 

主席

Bhuvan Chandel （印度）    

发言者

Julian Nida-Ruemelin （德国）     

Chaiwat Satha-Anand （泰国） 

姚新中（中国）    

Sally Haslanger （美国）
    

5. 人类、非人类、后人类

主席

丰子义（中国）

发言者

Sangkyu Shin（韩国）      

Lars Fredrik Svendsen（挪威）   

Karen Barad （美国）

6. 科学、技术、环境

主席

Ilkka Niiniluoto （芬兰）    

发言者

Vyacheslav Stiopin （俄罗斯）

J.Baird Callicott （美国） 

Helen Longino （美国） 

Peter Kemp （丹麦）    

7. 创造、符号、美感

主席

高建平 （中国）    

发言者

Karsten Harries （美国）

Bashshar Haydar （黎巴嫩）

Jean-Godefroy Bidima （喀麦隆）

Lydia Goehr （美国） 

8. 理性、智慧、善的生活

主席

Nam-In Lee （韩国）    

发言者

Arindam Chakrabarti （印度）     

Maurizio Ferraris （意大利）

Pavlos Kalligàs （希腊）

9. 表达性、对话、可译性

主席

Barbara Cassin （法国） 

发言者

Paul Healy （澳大利亚）

Anat Matar （以色列）   

Michael Beaney （英国）     

10. 差异性，多样性和共同性

主席

沈清松 （加拿大）    

发言者

Ram Adhar Mall （印度）    

Tan, Sor-Hoon （新加坡）

王中江（中国）

大会内容 大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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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督教哲学

主席

Oliver Davies （英国）

何光沪 （中国）

William Sweet （加拿大）

卓新平 （中国）

11. 比较哲学

主席

Heisook Kim （韩国）

Nicholas Bunnin （英国）

Takahiro Nakajima （日本）

孟庆楠 （中国）

4. 古希腊哲学

I. 前苏格拉底哲学

主席

Tomás Calvo Martínez （西班牙）

Andrei Lebedev （俄罗斯）

程   炜 （中国）

II. 古典希腊哲学

主席

Vassilis Karasmanis （希腊）

聂敏里 （中国）

Noburu Notomi （日本）

Mauro Tulli （意大利）

III. 希腊化哲学    

主席

林丽娟	（中国）

IV. 新柏拉图哲学

主席

John Dillon （爱尔兰） 

章雪富 （中国）

5. 生物伦理学

主席

Jacob Dahl Rendtorff （丹麦）    

Lourdes Velázquez （墨西哥）

Boris Yudin （俄罗斯）   

雷瑞鹏 （中国）

孙慕义 （中国）

Stavroula Tsinorema （希腊）

    

6. 佛教哲学

主席

Suwanna Satha-Anand （泰国）

Eberhard Guhe （德国 / 中国）

惟   善 （中国）   

    

7. 商业伦理学

主席

陈少峰 （中国）

王   珏 （中国）

8. 拜占庭哲学

主席

Katerina Ierodiakonu （希腊）

张百春 （中国）

9. 中国哲学

I. 先秦哲学

主席

李存山 （中国）

王   博 （中国）

II. 汉代 - 清代哲学 

主席  

成中英  （中国 / 美国）

III. 现代中国哲学

主席

Carine Defoort （比利时）

干春松 （中国）

IV. 当代中国哲学

主席

John Makeham （澳大利亚）

黄   勇 （中国香港）

胡   军 （中国）

12. 概念史

主席

李   猛（中国）

13. 儒家哲学

主席

陈少明 （中国）

郑宗义 （中国香港）

Alfredo Co （菲律宾）   

姚新中 （中国）

14. 当代哲学

主席

Luca M. Scarantino （意大利）

谢地坤 （中国）

15. 中国当代哲学

主席

贺   来 （中国）

黄裕生 （中国）

吴根友 （中国）

16. 世界大同

主席

Noriko Hashimoto （日本）

Peter Kemp （丹麦）

丛日云 （中国）

17. 道家哲学

主席

陈   霞 （中国）  

Vladimir Maliavine （俄罗斯 / 中国台湾）

Hans-Georg Möller （德国）

郑   开 （中国）

18. 东亚和东南亚哲学

主席

Ken-ichi Sasaki（日本）

Pham Van Duc（越南）

Rainier Ibana（菲律宾）

李甦平 （中国）

张学智 （中国）

19. 环境哲学    

主席

杨通进 （中国）

20. 伦理学

主席

Ruben Apresyan （俄罗斯）

樊和平 （中国）

Takeshi Oba （日本）

Harun Tepe （土耳其）

徐向东 （中国）

21. 研究伦理学

主席

Riccardo Pozzo （意大利）

张留华 （中国）

99 个分组会议议题

1. 美和艺术哲学

主席

Gerhard Seel （瑞士）

Curtis Carter （美国）

Riccardo Dottori （意大利）

Min Joosik （韩国）

宁晓萌（中国）

朱良志（中国）

2. 非洲哲学

主席

Joseph Agbakoba （尼日利亚）

Augustin Dibi （科特迪瓦）

王   俊 （中国）

3. 非裔哲学

主席

Leonard Harris （美国）

22. 存在哲学

主席

张汝伦 （中国）

23. 实验哲学

主席

朱   菁 （中国）

梅剑华 （中国）

大会内容 大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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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关于种族的哲学论题    

主席

刘成有 （中国）

47. 哲学和电影

主席

Ludwig Nagl （澳大利亚）

Giovanni Scaraf ile （意大利）

郁喆隽 （中国）

38. 形而上学

主席

Bartholomew Abanuka （尼日利亚）

韩林合 （中国）

39. 哲学中的神秘主义传统

主席

Dermot Moran （爱尔兰）

Gholamreza Aavani （伊朗）

Semih Ceyhan （土耳其）

24. 分析哲学史

主席

Michael Beaney （英国）    

Robert Howell （美国）

江   怡 （中国）

李国山 （中国）  

Diana Pérez （阿根廷）

25. 哲学史

主席

Jean Ferrari （法国）

Gianni Paganini （意大利）

Julia Siniokaya （俄罗斯）

吴增定 （中国）

26. 人本主义和后人本主义

主席

Sigridur Thorgeirsdóttir （冰岛）

Maurizio Ferraris （意大利）

尚新建 （中国）

Sangkyu Shin （韩国）

27. 人的权利

主席

Anat Biletzki （以色列）

Ioanna Kuçuradi （土耳其）

甘绍平 （中国）

28. 印度哲学

主席

Vrinda Dalmiya （印度）

Viktoria Lysenko （俄罗斯）

张风雷 （中国）

29. 跨文化哲学

主席

Riccardo Pozzo （意大利）

Marietta Stepanyants （俄罗斯）

William Sweet （加拿大）

Edward Demenchonok （美国）

Kwang Sun Joo （韩国）

杨慧林 （中国）

30. 伊斯兰哲学

主席

Gholamreza Aavani （伊朗）

Tamara Albertini （瑞士）

Andrey Smirnov （俄罗斯）

杨桂萍 （中国）

31. 犹太哲学    

主席

傅有德 （中国）

Mauro Zonta （意大利）

32. 拉丁美洲哲学

主席

Lourdes Velázquez （墨西哥）

黄   翔 （中国）

33. 逻辑学

主席

Oswaldo Chauteaubriand （巴西）

王彦晶 ( 中国 )

刘新文（中国）

34.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主席

马俊峰 （中国）

Tom Rockmore （中国 / 美国）

吴向东 （中国）

王新生 （中国） 

魏小萍 （中国）

仰海峰 （中国）

35. 医学伦理学

主席

Michael Yechiel Barilan （以色列）

Godfrey Tangwa （喀麦隆）

丛亚丽 （中国）

36. 中世纪哲学    

主席

Riccardo Fedriga （意大利）

刘素民 （中国）

吴天岳 （中国）

37. 元哲学

主席

Stelios Virvidakis （希腊）

韩东晖 （中国）

40. 道德心理学

主席

袁   程 （中国）

Rossanna Conte （意大利）

Anthony Hatzimoysis （希腊）

41. 本体论

主席

宋继杰 （中国）

Peter Simons （爱尔兰）

42. 现象学

主席

Julia Jansen （比利时）

刘   哲 （中国）

Vladimir Mironov （俄罗斯）

Junichi Murata（日本）

游淙祺 （中国台湾） 

43. 哲学人类学

主席

Giuseppe D'Anna （意大利）

Wolfgang Kaltenbacher （奥地利）

张   伟 （中国）

44. 哲学咨询和治疗

主席

Peter Harteloh （荷兰）

刘孝廷 （中国）

45. 哲学解释学

主席

Jeff Malpas （澳大利亚）

Igor Anatolyevich Mikhaylov （俄罗斯）

Andrei Wiercinski （波兰）

孙周兴 （中国）

48. 哲学和语言学

主席

Robert May （美国）

林允清（中国）

49. 哲学和文学

主席

Tanella Boni （科特迪瓦）

Leonard Harris （美国）

Sergey Nickolsky （俄罗斯）

张浩军 （中国）

大会内容 大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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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哲学和大众文化

主席

Maija Kule （拉脱维亚）

刘悦笛（中国）

Carlin Romano （美国）

51. 哲学和口述传统 

主席

曾   怡 （中国）

64. 经济哲学    

主席

张   雄 （中国） 

65. 教育哲学

主席

Betül Çotuksöken （土耳其）

陆杰荣（中国）

54. 儿童哲学

主席

Philip Cam （澳大利亚） 

Larisa Retyunskikh （俄罗斯）

潘小慧（中国台湾）

55. 行动哲学

主席

Helen Lauer （坦桑尼亚 / 美国）

Francisco Naishtat （阿根廷）

唐热风 （中国）

郁振华 （中国）

56. 建筑哲学

主席

Hansmichael Hohenegger （意大利）

郑   炘 （中国）

57. 关于论证的哲学

主席

赵汀阳 （中国）

Maria Baghramian （爱尔兰）  

58. 人工智能哲学

主席

Jeffrey White （韩国）

徐英瑾 （中国） 

59. 认知神经科学哲学    

主席

Shaun Gallagher （美国）  

李恒威 （中国）

60. 交往对话哲学

主席

曹卫东 （中国）

Luciano Floridi （英国）

61. 文化哲学

主席

Paul-Christian Kiti （贝宁）

莫伟民 （中国）

欧阳康 （中国） 

62. 死亡哲学

主席

Mogobe B. Ramose （南非）

Masaki Ichinose （日本）

方向红（中国）

63. 发展哲学

主席

Valentina Fedotova （俄罗斯） 

丰子义（中国）

苑举正（中国台湾）

52. 哲学和精神分析学

主席

Pavel Gurevich （俄罗斯）

居   飞 （中国）

53. 在边缘处的哲学

主席

Francesco Coniglione （意大利）    

夏   莹 （中国）

66. 家庭哲学

主席

朱   刚 （中国）

67. 食物哲学

主席

Hansmichael Hohenegger （意大利）

田   松 （中国）

68. 性别哲学

主席

Tetsuya Kono （日本）    

Sachiko Murata （日本）

Tuija Pulkkinen （芬兰）

Hülya Simga （土耳其）

欧阳谦 （中国）

69. 全球化哲学

主席

Mislav Kukoc （克罗地亚共和国）

Alexander Chumakov （俄罗斯）

Valerio Rocco Lozano （西班牙）

赵敦华 （中国）

70. 历史哲学

主席

Herta Nagl-Docekal （澳大利亚）

Lino Veljak （克罗地亚共和国）

程广云 （中国）

71. 原住文化哲学

主席

Pascah Mungwini （津巴布韦共和国）

米建国 （中国台湾）

72. 信息和数字文化哲学

主席

George Leaman （美国） 

刘   钢 （中国）

73. 语言哲学

主席

李麒麟 （中国）

74. 法哲学

主席

文			兵	（中国）

Didier Mineur （法国）

Gülriz Uygur （土耳其）

75. 解放哲学 

主席

顾   肃 （中国）

Lutz Alexander Keferstein Caballero（墨

76. 逻辑哲学    

主席

邢滔滔 （中国）

77. 数学哲学

主席

Peter Clark （英国）

郝兆宽 （中国）

叶   峰 （中国） 

   

78. 心灵哲学    

主席

刘晓莉（中国）

Zdravko Radman （克罗地亚）

Suzanna Schellenberg （美国）

79. 音乐哲学

主席

杨燕迪（中国）

大会内容 大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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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讲座

80. 自然哲学

主席

Suzanne Lettow （德国）

Demetra Sfendoni-Mentzou （希腊） 

吴国盛 （中国）

81. 物理学哲学

主席

Michel Bitbol （法国）

桂起权 （中国）

刘   闯	（中国 / 美国）

万小龙 （中国）

82. 宗教哲学

主席

David Schrader （美国）

Ivan Kaltchev （保加利亚）

张志刚 （中国）

郝长墀（中国） 

83. 科学哲学

主席

Evandro Agazzi （意大利） 

Vasso Kindi （希腊） 

殷   杰 （中国）

黄华新 （中国）

84. 性与爱的哲学    

主席

Supakwadee Amatayakul （泰国）

汤明洁 （中国）

85. 运动哲学

主席

TBA

86. 技术哲学

主席

陈   凡 （中国）

段伟文 （中国）

夏保华 （中国）

87. 轴心时代哲学

主席

Tomoko Iwasawa （日本）

Franco Montanari （意大利）

Helmut Wautischer （美国）   

靳希平 （中国）

88. 身体哲学

主席

张再林 （中国）

Sigridur Thorgeirsdóttir （冰岛）

89. 人文和社会科学哲学

主席

张庆熊 （中国）

 90. 生命科学哲学

主席

John Symons （爱尔兰）

田海平 （中国）

Boris Yudin （俄罗斯） 

91. 价值哲学

主席

John Abbarno （美国） 

王成兵 （中国） 

92. 政治哲学

主席

Gabriel Vargas Lozano （墨西哥）

Pavo Barišic （克罗地亚）

Jon Mandle （美国）

陈建洪 （中国）

93. 后现代主义

主席

Didier Deleule （法国）

王   恒 （中国）

1. 阿维罗伊讲座

土耳其哲学协会   

发言人：Hans	Lenk	（德国）			

 

2. 祁克果讲座                                                           

发言人：Vincent	Delecroix	（法国）

 

94. 文艺复兴和早期近代哲学

主席

李文潮 （德国）

Marta Fattori （意大利）

Emilio Mazza （意大利）

Kiyoshi Sakai （日本）

周晓亮 （中国）

95. 俄罗斯哲学

主席

Evert van der Zweerde （荷兰）

Boris Pruzinin （俄罗斯）

徐凤林 （中国）

96. 社会哲学 

主席

William L. McBride （美国）

朱红文 （中国）

97. 哲学社会学

主席

何锡蓉 （中国）

98. 哲学教学

主席

Werner Busch （德国）

Juha Savolainen  （芬兰）

Joseph A. Murphy （美国） 

李忠伟 （中国）

99. 知识的诸理论和知识论

主席

Günter Abel （德国）

陈嘉明 （中国）    

Stella Villarmea （西班牙）

3. 迈蒙尼德讲座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   

发言人：Ernest	Sosa	（美国）		 	

 

4. 茶山讲座

韩国哲学协会  

发言人：Keel	Hee-sung	（韩国）		 	

 

5. 王阳明讲座

中国组委会

主席：陈来	（中国）		

发言人：杜维明（中国）		 	

 

6. 西蒙娜·德·波伏娃讲座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性别委员会  

发言人：Judith	Butler	（美国）		 	

 

7. 特设讲座

中国组委会

主席：Abdusalam	Guseinov	（俄罗斯）	

发言人：Jürgen	Habermas	（德国）		 	

 8.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讲座

主席：张异宾	（中国）

发言人：William	L.	McBride	（美国）

大会内容 大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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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所有愿意参加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人提交论文和摘要。论文摘要和论文正文应当递

交至 99 个分组议题中的一个，议题分组参见本通知手册第 18-25 页。

提交方式

• 三种方式提交论文

a在线提交

b电邮附件

c	邮政寄送

• 出于便捷和成本原因，我们强烈建议所有参会者使用在线方式提交摘要和论文。

摘要以及论文的准备

我们希望您能遵照如下要求准备论文：

• 所有论文以及摘要应当以 pdf 格式提交

• 所有论文应当包含议题（99 个议题中的一个），议题名称的文字格式最好为 15 号黑

体，加粗

• 论文题目文字格式最好为 15 号黑体，单倍行距，居中

• 作者姓名和国名文字格式最好为 12 号宋体

• 论文摘要应为 10-20 行（不包括关键词），字体格式为 12 号宋体

• 请在论文摘要结尾标注出关键词

• 论文篇幅应在 6 页以内（不超过 3000 字），A4 纸张尺寸（210×297mm），1.5cm

页边距，12 号宋体，1.5 倍行距

• 所有论文应包含标题（格式最好为 15 号黑体，加粗）、作者姓名、作者单位、邮箱、

论文主题（格式最好为 12 号宋体）、引用（格式最好为 12 号宋体）、尾注和参考文

献（“参考文献”四字为 15 号黑体，文献内容格式最好为 12 号宋体）

•  摘要和论文的说明以及模板可以在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官方网站上下载

（wcp2018.pku.edu.cn）

线上提交论文和摘要的步骤

• 访问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官方网站（wcp2018.pku.edu.cn）

• 在左侧主菜单栏目选择“论文及摘要提交”

• 仔细阅读提交指南

论文征集

社会和文化活动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开幕式将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

上午举行。所有注册参会者将受邀参加。

大会期间，我们将提供丰富多彩的社会和文化活动，

帮助大家相互认识并体验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

开幕式

重要提示：

• 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2 月 1 日。此日期之后至 2018 年 4 月 1 日

之前收到的论文，大会组委会将根据对应议题中论文已提交数目来决定是

否接受。

• 大会组委会将保留接受或拒绝论文以及通知相应作者的权利。

• 点击论文提交链接

• 完成“新用户注册”（为避免技术问题，请务必以拼音填写姓名）

• 用户名和密码完全属于注册者，不会提交给会议组织方；注册后请保管好自己的用户

名和密码

• 所有星号（“   ”）标出的栏目为必填栏目

• 点击“提交”完成

• 从 99 个分会场议题中选择最合适您论文的议题

• 上传 pdf 之前，请确保论文格式同要求一致

• 如果您要对论文发表演讲，请填写“单位”，并勾选相应选项。

• 如果您有任何留言和要求需要告知组委会，请在相应栏目内填写。

• 完成所有上述步骤之后，点击“提交”。

其他提交方式

如果您不想通过在线系统提交论文，也可以选择以下途径：

电邮提交

若您想将论文作为附件通过电邮提交，请您：

• 按照以上”摘要以及论文的准备”中的要求准备论文

• 请务必清楚地标注出论文所属的分会场议题和写作语言。

• 将论文和“论文修改表格”作为附件发送电邮至大会秘书处的邮箱： 

secretariat@wcp2018.pku.edu.cn.

邮政寄送

若您想将论文通过邮政寄送，请您：

• 按照以上”摘要以及论文的准备”中的要求准备论文

• 请务必清楚地标注论文所属的分会场议题和写作语言。

• 将论文和“论文修改表格”（两份文件）邮寄送至如下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号北京大学哲学系

世界哲学大会秘书处

中国组委会（收）

邮编 100871

• 纸质文稿需要同时附带电子版本（CD/ROM, USB），不接受磁盘。

• 请务必明确标出论文属于哪一个分组议题，以及写作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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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 特邀会议 / 协会会议 / 学生会议

圆桌会议 /特邀会议 /协会会议 /学生会议的提案必须通过邮件附件或邮寄方式提交

圆桌会议 /特邀会议 /协会会议 /学生会议的参加者需满足以下条件：

• 完成在线注册

• 完成	“圆桌会议提案申请表”	/	“特邀会议提案申请表”	/	“协会会议提案申请表”	/	“学生

会议提案申请表”, 表格均可以在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官方网站上下载（wcp2018.

pku.edu.cn）。请参考网站各会议介绍的相应板块。

• 完整填写好表格之后发送至：

会议提案
征集

我们强烈建议通过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官方网站 wcp2018.pku.edu.cn 进行在线注册。

请按照大会主菜单上“注册”板块中的说明进行注册。

参会者注册费包含：

• 参加开幕式

• 参加闭幕式

• 大会材料

以下人员需以“参会者”身份进行注册

•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的委员

• 99 个分组会议的发言人或主席

• 参加圆桌会议者（无论是否为发言人）

• 参加特邀会议者（无论是否为发言人）

• 参加协会会议者（无论是否为发言人）

• 参加海报会议者

• 未提交论文出席会议者

学生注册费包含：

• 参加开幕式

• 参加闭幕式

• 大会材料

以下人员需以“学生”身份进行注册

• 参加学生会议的本科生

• 参加学生会议的研究生

特邀发言人和主席享有与“参会者”相同的注册权益，即：

• 参加开幕式

• 参加闭幕式

• 大会材料

以下人员需以“特邀发言人”身份进行注册

• 全体大会、专题会议、捐赠讲座的主席

• 全体大会、专题会议、捐赠讲座的特邀发言人

陪同人员注册费包含：

• 参加开幕式

• 参加闭幕式

注  册

重要注意事项：

• 圆桌会议、协会会议和特邀会议提案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 2月 1日。

• 大会组织委员会保留接受或拒绝会议提案的权利。

参
会
者

学
生

特
邀
学
者

陪
同
人
员

(1) a. 圆桌会议：作为附件发送至 :  limengemail@126.com

      b. 特邀会议：作为附件发送至：limengemail@126.com

     c. 协会会议：作为附件发送至：dkxie88@hotmail.com

      d.	学生会议：提交至“学生会议”板块

(2) 如果采用邮寄方式，请寄送两份提案。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号北京大学哲学系

世界哲学大会秘书处

中国组委会（收）

邮编 100871

1 页篇幅（少于 600词），打印文稿，单倍行距，A4纸张尺寸（210×297mm），

1.5cm页边距，附带 CD或 U盘电子版本。我们不接受磁盘。

圆桌会议提案指导

• 所有圆桌会议提案必须明确列出参与者姓名及就职机构（大学、机构或研究所），并

打印在单张纸上。

• 圆桌会议提案需要由一个哲学协会或者哲学专家发起。

• 圆桌会议参加者人数不少于三位（含提案提交人），并且必须至少来自三个不同国家

的学者共同发起。

• 所有提案应当包含参加者名单（姓名，单位和国家），头衔（最好为 12 号宋体，单倍

行距，加粗）以及提案主题内容（不超过 600 词，最好为 12 号宋体）。

• 所有圆桌会议人员必须在大会注册。

协会会议提案指导

• 必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注册下的成员协会方可进行申请。

• 所有协会会议提案必须明确注明协会的名称和协会会议日程。

• 所有协会会议人员必须在大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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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

以下主要信用卡 Visa,	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和 Diners 均被接受使用。

银行转账

参会者也可以通过向如下银行账户转账来缴纳会议注册费：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收款人名称：北京大学

账号：02000-045090-891311-51

为了更好地保障参会者权益，电汇收据需要通过传真或者邮件发送给世界哲学大会秘书处：

①	传真：86-10-62766691		②	邮件：secretariat@wcp2018.pku.edu.cn

请在银行转账收据上注明参会者姓名和大会标题“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银行转账的支付方

式不能通过在线方式进行。所有转账产生的手续费用需要由参会者承担。

注册的支付和取消政策：

1.		为了确保注册成功，需要全款支付。

2.		如果要取消注册，请务必通过书面形式告知世界哲学大会秘书处。

3.		2018	年	5	月	31	日之前提出退款申请 , 对于一般参会人员将扣除	280	元人民币的手续费 ,

对于随行人员将扣除	210	元人民币的手续费 , 对于学生参会者将扣除	140	元人民币的收付

费。此外 , 银行手续费将从退款金额中扣除。

4.		2018	年	5	月	31	日之后提出退款申请 , 将不予退款。

5.		出于财务管理原因 , 所有退款只能在大会闭幕之后进行。

支付方式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与携程公司合作，为本届大会搭建了专门的酒店预订平台，提供酒店

预订服务。为了方便参会代表，大会已在会场周边或到达会场交通便利的酒店预留了房间，请

通过大会酒店预定平台（2017 年下半年开放）进行预订。

会期正值北京暑期旅游旺季，建议您尽早安排预定。

以下为预定平台上的部分酒店信息，仅供参考：

酒店 星级 价格 距离会场 靠近地铁站（是）

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 5 900~1500 2.8	km 是

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 5 550~1800 6.9	km

北京西苑饭店 5 528~960 7.3	km

北京友谊宾馆 4，5 570~780 3.6	km 是

文津国际酒店 4 960~1400 1.6	km

北京西郊宾馆 4 500~800 3.3	km

湖北大厦 4 540~700 5.6	km

锡华商务酒店 4 320~800 1.1 km

北京科技大学会议中心 4 300~480 4.6	km

裕龙国际酒店 4 500~860 9.4	km 是

裕龙大酒店 3 360~530 9.4	km 是

温馨提示：

• 房费及酒店所有相关费用由参会代表自理；

• 在大会酒店预定平台预订住宿，一般需要预先支付所有房费；如需取消，请在酒店规

定时限内办理。具体政策请参阅在线预定平台；

• 酒店及预定相关问题，请联系携程平台客服解决。

住  宿

北京大学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号

交通信息

地铁 :	4 号线北京大学东门站下，出D口，向南步行约 400 米到达北京大学东南门

公交 :	特 4，特 18，105，110，307，355，365，498，549，601，618，681，699，717

等线路中关园站下，步行即可到达

交  通

大会在线预约步骤：

请至大会网站“会务信息”导航栏中查看所有大会服务预约项目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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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信息

北京概况

北京，简称“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

代化国际城市。

北京市位于北纬39度56分，东经 116度 20分，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三面环山，东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北京平原的海拔高度在

20-60 米，山地一般海拔 1000-1500 米，与河北交界的东灵山海拔 2303 米，为北京市最高峰。

北京的气候为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短促。

北京市土地面积 16410.54平方公里 ,全市共辖 16个区。2016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

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807.5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37.2%。

北京是著名的 "北京猿人 "的故乡，有文字和文物可考的建城史已有3000多年，曾为辽、金、

元、明、清五朝帝都。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首都和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世界著名古都及现代化国际城市。北京的故宫、长城、

周口店猿人遗址和天坛、颐和园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外

开放的旅游景点达 200 多处，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祭天神庙天坛、皇家园林颐和园，

还有八达岭、慕田峪长城等名胜古迹。

游览线路

天安门广场 – 中国国家博物馆 – 故宫

【天安门广场】位于北京市中心，北起天安门，南至正阳门，东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至人民

大会堂，南北长 880米，东西宽 500米，面积达 44万平方米，可容纳 100万人举行盛大集会，

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于 2003 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

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基础上组建成立，是以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

共教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故宫】则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以北，

为北京中轴线的中心。作为中国明、清两代（公元 1368 ～ 1911 年）的皇宫，故宫依照中国古

代星象学说建立，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故宫又称紫禁城。

颐和园 – 天坛

【颐和园】前身为清漪园，坐落在北京西郊，距城区十五公里，占地约二百九十公顷。它是以

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

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领略了古典皇家园林

的旖旎风光后，您可来到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天地之神和祈祷五谷丰收的场所－【天坛】，感受

古时皇家祭祀的庄严肃穆。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乾隆、光绪时曾重修改建。

天坛是圜丘、祈谷两坛的总称，有坛墙两重，形成内外坛，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主

要建筑在内坛，圜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二坛同在一条南北轴线上，中间有墙相隔。

白云观 （道教）– 雍和宫（佛教）– 孔庙（儒教）

位于北京西城的【白云观】是唐玄宗奉祀老子之圣地，名天长观。金世宗时，更名十方大天长

观，金末重建为太极宫，元初更名为长春宫，是当时北方道教的中心。白云观内收藏着大量的

珍贵文物，最著名的有“三宝”：明版《正统道藏》、唐石雕老子坐像及元大书法家赵孟頫的《松

雪道德经》石刻和《阴符经》附刻。【雍和宫】北京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喇嘛教黄教寺院，

汉藏文化的瑰宝，占地面积为 66400 平方米，规模宏大，拥有殿宇上千座，建筑豪华。前身

是雍正的官邸 ,	乾隆皇帝在这里出生。【孔庙】位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为中国元、明、清

三朝祭祀孔子的场所，与南京夫子庙、吉林孔庙和曲阜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

居庸关长城 - 长陵 – 鸟巢、水立方

【居庸关长城】建在一条长达 15 公里的山谷间，两旁山峦重叠，树木葱郁，山花烂漫，景色

瑰丽，远在 800 年前的金代，就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称为“居庸叠翠”。居庸关是从北面进

入北京的门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而【明长陵】位于天寿山主峰南麓，是明朝

第三位皇帝成祖文皇帝朱棣（年号永乐）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在十三陵中建筑规模最大，

营建时间最早，地面建筑也保存得最为完好。喜欢运动的人一定要来到【鸟巢】和【水立方】

感受奥运精神。鸟巢（国家体育场）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南部，为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的主体育场；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则是北京为 2008 年夏季奥运会修建的主游泳馆，也

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北京城市游览

大会组委会将在会前、会间和会后安排多条线路的北京城市游览和京外主题游览活动。详细旅

游安排、价格及预定方式将于近期在大会官方网站公布。

温馨提示：

• 旅游费用由参会者自理；

• 报名人数少于 30 人的路线可能被取消或价格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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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线路

古都宗教历史体验游（北京 - 洛阳 - 西安 - 北京）

【洛阳】因为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及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作为国际旅游名城，洛阳有丰富的

人文景观，其中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在 2000 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

遗产；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西安】历史上有周、秦、汉、隋、唐等在内的 13 个朝代在此建都，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曾经作为中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 1100 多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华清池骊山

国家森林公园与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四大皇家园林；“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兵马俑是西安最杰出的地标；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

大清真寺作为穆斯林先民入居中国之后的世居之地，记载了年湮代远的回族历史。人们常说，

二十年中国看深圳，一百年中国看上海，一千年中国看北京，而五千年中国则看西安。想要了

解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西安一定是最佳选择。

当代中国都市深度游（北京 - 杭州 - 上海 - 北京 )

【杭州】自秦朝设县治以来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因风景秀丽，素有“人

间天堂”的美誉。得益于京杭运河和通商口岸的便利，以及自身发达的丝绸和粮食产业，杭州

在历史上曾是中国重要的商业集散中心。现在的杭州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

通和金融中心。杭州人文古迹众多，如西湖、飞来峰和灵隐寺，其独特的茶文化也是吸引诸多

游客前往的重要因素之一。【上海】国家中心城市，中国第一大城市，中国的经济、交通、科

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凭借极

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独特魅力，上海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这座城市的亮

点包括陆家嘴、外滩、城隍庙、豫园等等。

慕田峪长城 – 景泰蓝 – 798 艺术区

【慕田峪长城】于公元 1368 年由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在北齐长城遗址上督建而成，是明朝万

里长城的精华所在。此段长城东连古北口，西接居庸关，自古以来就是拱卫京畿的军事要冲，

有正关台、大角楼、鹰飞倒仰等著名景观，长城墙体保持完整，较好地体现了长城古韵。【景

泰蓝】中国著名特种金属工艺品之一，到明代景泰年间这种工艺技术制作达到了最巅峰，制作

出的工艺品以精美而著名，故后人称这种瓷器为“景泰蓝”。在景泰蓝工厂内，您可近距离观摩

这类传统工艺品的制作流程。而【798 艺术区】带来的则是不一样的现代艺术的冲击。如今的

798 艺术区不仅是北京城市的一张新名片，也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的标本。

中国山水画都美景游 ( 北京 - 桂林 - 阳朔 - 北京 )

【桂林】位于中国南部，像是镶嵌在绿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千百年来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

的美誉。那里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漓江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山多有洞，洞幽

景奇；洞中怪石，鬼斧神工，琳琅满目，于是形成了“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四绝”，

又有“洲绿、滩险、潭深、瀑飞”之胜。距桂林市 80公里，位于广西龙胜县东南部和平乡境内，

有	“世界梯田之冠”美称的龙脊梯田。南国山区处处有梯田，可是象龙脊梯田这样大规模的集中

实在是罕见。龙脊梯田集壮丽与秀美于一体，恢宏磅礴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阳朔】百里山

川，处处奇山秀水。您可乘船沿途欣赏冠岩幽境、杨堤飞瀑、浪石烟雨、九马画山、黄布倒影、

兴坪胜境等漓江美景。最不可错过的就是阳朔西街，又称洋人街，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是

阳朔最古老、最繁华的街道，也是阳朔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西街至今仍是小家碧玉型的南方

村镇建筑规模，但又同时显现着国际情调。

敦煌石窟考古沙漠游 ( 北京 - 敦煌 - 北京 )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

之路上。作为“咽喉锁钥”，敦煌据丝绸之路之要冲，是古时中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曾经

拥有繁荣的商贸活动，中原文化、佛教文化、西亚和中亚文化等中西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

碰撞、交融，使得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著

名景点有鸣沙山、月牙泉、雅丹地质国家公园、莫高窟、玉门关等。

佛教圣地祈福圆满游 ( 北京 - 五台山 - 云冈石窟 - 悬空寺 - 北京 )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五台县境内，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最高点北台叶门峰海拔 3058 米，

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位列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与尼泊尔蓝毗尼花园、印度鹿野苑、

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造像气势宏伟，内

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 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云冈石窟

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

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悬空寺】原来叫“玄空阁”，“玄”取自于中国传统宗教道教教理，“空”

则来源于佛教的教理，后来改名为“悬空寺”，是因为整座寺院就像悬挂在悬崖之上。素有“悬空

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的俚语，以如临深渊的险峻而著称。建成于 1400年前北魏后期，

是中国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

孔子故里寻根朔源游 ( 北京 - 曲阜 - 泰山 - 济南 - 北京 )

【曲阜】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故乡，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被誉为“东

方圣城”。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	“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

孔庙，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初建于公元前478年，是中国现存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

我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孔府，建于宋代，是孔子嫡系子孙居住之地；孔林，亦称“至圣林”，

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墓地。【泰山】曲阜之北的泰安

境内，雄峙着历史悠久、以壮丽风景著称的“五岳独尊”泰山。泰山被古人视为“直通帝座”的天堂，

成为百姓崇拜，帝王告祭的神山，有“泰山安，四海皆安”的说法。【济南】南依泰山，北跨黄

河，因境内泉水众多，被称为“泉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最著名景点为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并称为济南三大名胜。

京外主题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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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佛教融合遗址游 （北京 - 承德 - 木兰围场 - 乌兰布统古战场 - 北京）

【承德】有	“紫塞明珠”之称。位于承德的普宁寺，是始建于清朝乾隆时期的一座汉藏结合寺庙，

现在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普宁寺的主尊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世界上

最大木雕佛像，已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承德小布达拉宫是一座宫堡式建筑群，最初是吐蕃

王朝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而兴建。于 17 世纪重建后，成为历代达赖喇嘛

的冬宫居所，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最知名的人文景观当属避暑山庄，素有“一座山庄，

半部清史”之称，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

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成为中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若您喜欢在

辽阔的塞外草原上骑着骏马奔驰，或感受篝火晚会的悠闲时光，清代皇帝举行“木兰秋狝”的皇

家猎苑【木兰围场】将是个不错的选择。清朝木兰围场的一部分【乌兰布统古战场】，因康熙

皇帝指挥清军大战噶尔丹而著称于世，属丘陵与平原交错地带，兼具南秀北雄之美。

基本信息
时区
采用首都北京所在地东八区的时间为全国统一使用时间 (UTC+8)，没有夏令时。

天气
北京的气候为典型的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八月份平均气温为 21℃

到 30℃。建议外出着浅色透气衣服，并做好防晒。

货币兑换
外汇可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宾馆、饭店、商场一般均可刷卡消费。

电源
在中国，电压为 220V。

室内禁烟
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北京控烟条例规定所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区域及公共交通工具

禁止吸烟。

出租车
北京的出租车 3 公里以内收费 13 元，基本单价 2.3 元 / 公里，燃油附加费 1 元 / 次，夜间

23：00 至次日 5：00 运营时，基本单价加收 20%的费用。建议您下车时向司机索要发票。

紧急电话

交通事故

110 120
122 119 火警

报警 急救

附件 1：北京地铁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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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北京大学校园地图 

截止到本轮通知印刷时，通知所涉内容均为正确大会信息。任何后续变更和
修改，世界哲学大会秘书处将会在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网站上及时予以
公布。敬请随时关注大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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