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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2018 年年会通知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人类学

民族学 2018 年年会将于 2018 年 11 月 16-18 日在西安召开。诚挚邀

请和热烈欢迎全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专家学者届时齐聚西安，总结改革

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建设经验，大力推动人类学民族学

一流学科建设，共绘新时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蓝图。  

主办单位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 

承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大会主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使命

与担当 

一、 参会代表注意事项 

（一）注册 

大会开通网络注册系统，所有代表均需在网络注册系统中注

册、注明相关个人信息（含食宿和提交论文），以便提高会务服

务效率。网络注册系统开通时间为 11 月 4 日至 9 日 18:00 点。  

1. 新注册二维码为：（还未注册报名的代表填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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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地址：

http://zhhw.net.cn:8090/hw/activityfront/buyticket/58/2

0180055 

 

2. 报名信息更新二维码：（所有已注册报名的代表需再次

更新完善信息） 

 

网站地址：

http://zhhw.net.cn:8090/hw/modules/activity/index.html 

修改信息步骤： 

1.扫描二维码进入页面 

2.点击右上角登录会务系统 

3.用户名为注册报名手机号；密码默认为手机号的后六位。 

（二）报到与离会时间 

11 月 16日参会代表报到入住，18日下午 14:00参会代表离

会。 

会议代表住宿分别安排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学术交流

中心、启夏苑；校外曲江银座酒店（雁塔区翠华南路 9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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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学校约 1.5公里；校内标准间（大床房）分别为 280元、260

元、220元；曲江银座酒店标准间（大床房）为 380 元。 

（三）缴费   

与会者需缴纳会议费及注册费（含参会许可、会议材料、场

地租用和会间用餐等）。正式与会代表缴纳会务费 600元/人，注

册 100 元/人；在校学生会务费和注册费减半。由承办单位开具

发票。缴费不收现金，用 P0S 机刷卡，请代表注意。 

 

二、报到 

（一）第一组专题会议报到地点与乘车路线：西安市长安南

路 199 号  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启夏苑 

第一组专题：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法治建设 

2. 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对城市复兴、乡村振兴的影响 

3. 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回顾与前瞻 

4. 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乌江流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5. 兴边富民战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 

7. 北方世居民族记忆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9. 流动与融合：教育人类学的探索 

10.全球化时代的流动迁徙与网络 

11.互惠、交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与实践 

12.精准扶贫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3.走廊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乘车路线： 

机场：机场巴士曲江线坐至电视塔莱安中心再步行到达 

西安火车站：乘坐 603 路至吴家坟下车步行到达 



 

4 

 

高铁西安北站：乘坐地铁二号线至会展中心下车步行到达 

从机场乘坐出租车抵达报到地点，费用约为 110 元。 

从高铁西安北站乘坐出租车抵达报到地点，费用约为 90元。 

从西安火车站乘坐出租车抵达报到地点，费用约为 60 元。 

（二）第二组专题会议报到地点与乘车路线：西安市雁塔区翠华

南路 982 号  曲江银座酒店 

第二组专题： 

1.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2.和谐民族关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与实践 

4.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舞蹈艺术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6. 中华民族视野下的傈僳族传统文化研究 

7.“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民族理论研究与文化扶贫 

8.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的民族心理与教育 

9. 中华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乘车路线： 

机场：机场巴士曲江线坐至会展中心华美达酒店再步行到达 

西安火车站：地铁 1 号线换 2 号线会展中心站 C口出再步行到达 

高铁西安北站：地铁 2 号线会展中心站 C 口出再步行到达 

从机场乘坐出租车抵达报到地点，费用约为 110 元。 

从高铁西安北站乘坐出租车抵达报到地点，费用约为 90元。 

从西安火车站乘坐出租车抵达报到地点，费用约为 60 元。 

 

三、会议日程 

11 月 17日全天会议 

上午开幕式暨主旨报告 9:00-12:00 （雁塔校区积学堂） 

下午专题会议：14:00-18:00（雁塔校区八号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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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专题会议：19:00—22:00（雁塔校区八号教学楼） 

11 月 18 日上午专题会议代表发言与闭幕式：8:30—12:00

（雁塔校区积学堂） 

四、会务组联系人 

会务注册、报到：冯建新 13389230614  黄达远 18291944208 

会议手册与展板制作：徐百永 13891977437 

会场服务：辛省平 13891977869（主会场），马维斌

13891838650、金欣 13426307501（分会场） 

后勤服务：冯建新 13389230614，刘选平 18629515888 

专题会议服务：徐百永 13891977437，金欣 13426307501 

五、温馨提示：天气预报与地图 

11 月 16-18号会议期间的天气预报：小雨，低温在 4 摄氏度，

高温在 10 摄氏度左右，室外天气较为寒凉。室内有暖气供应，

建议代表外出时带够衣物。 

 

第一组专题会议报到地点：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启夏苑 

 

 

 

 

 



 

6 

 

第二组专题会议报到地点：曲江银座酒店 

 

 

主会场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积学堂 

 

 

专题会议会场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教学八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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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会议名称与主席 

 

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法治建设   

主席：吴大华   

承办：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2．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主席：方清云 黄元姗   

承办：散杂居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丽水学院民族学学院 

3．和谐民族关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席：金炳镐      

承办：民族关系专业委员会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与实践   

主席：刘荣  田敏 

承办：民族政策专业委员会、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

南民族大学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创建研究中心、云南民族大学国家民委

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 

5．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席：邱洪斌  

承办：人口较少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   

6．舞蹈艺术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主席：金秋  

承办：艺术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7．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对城市复兴、乡村振兴的影响  

主席：张继焦  

承办：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8．中华民族视野下的傈僳族传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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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鲁建彪  

承办：傈僳学专业委员会、云南民族大学傈僳学研究中心   

 9．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回顾与前瞻  

主席：赵利生 周传斌  

承办：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10．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乌江流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主席：余继平    

承办：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民族研究院  

11．兴边富民战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席：余梓东   

承办：北京市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  

1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  

主席：汤夺先 马伟华 陈纪   

承办：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3．北方世居民族记忆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席：富育光 谭东广  

承办：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吉

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长春师范大学萨满文化研究所、长春大

学萨满文化研究中心 

14．“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参会代表 20人 

主席：何明 高志英   

承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边疆学专业委员会、云南大学西南边

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15.“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民族理论研究与文化扶贫   

主席：张晓   

承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华南师范大学

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 

1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的民族心理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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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静 陈·巴特尔   

承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心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南开大学民

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心 

17. 流动与融合：教育人类学的探索    

主席：刘谦 巴战龙   

承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

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18.中华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主席：罗康隆   

承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生态环境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吉首大

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19．全球化时代的流动、迁徙与网络  

主席：周大鸣 

承办：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 

20. 互惠、交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与实践  

主席：赵旭东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21. 精准扶贫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席：杨昌儒  

承办：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2. 走廊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席：黄达远  杨志强 尹伟先 王希辉   

承办：陕西师范大学西北跨境民族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贵州大

学西南民族文化走廊研究中心、西北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长江师范学院国家民委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