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坚 男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31.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值 哲学

佛教、中国哲学与儒

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

兼及中西宗教比教

cibud@sdu.edu.cn
http://www.sps.sdu.edu.cn/sps80/conte

nt.php?id=3412

2 高鉴国 男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42.多学科交叉视角内中国老

龄化社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管理学

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 

老年福利服务 

社区发展 

非营利组织管理

gaoj@sdu.edu.cn
http://www.sps.sdu.edu.cn/sps80/conte

nt.php?id=3435

3 李尚信 男 易学研究中心
37.《周易》与中国哲学思维

研究
哲学 易学与中国哲学 sdsxli2005@126.com

http://zhouyi.sdu.edu.cn/v3/jidijianjie/l

ishangxin/index.asp

4 宁继鸣 男 国际教育学院

1.孔子学院与其它语言文化

传播机构的比较研究、3.孔

子学院国别可持续发展战略

研究、4.孔子学院的目标和

目标实施方法

文学

语言与文化传播、语

言经济理论、语言国

际推广

jmning@sdu.edu.cn
http://www.cie.sdu.edu.cn/info/ShowA

rticle.asp?ArticleID=1107

5 杜泽逊 男 儒学高等研究院
16.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和文

物研究
文学

古典文献学、古籍目

录版本学、四库学和

山东文献

zexundu@163.com
http://www.rxgdyjy.sdu.edu.cn/showar

ticle.php?articleid=2159

6 张士闪 男 儒学高等研究院31.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值 文学

以礼俗互动为视角，

从民间信仰、乡民艺

术个案研究中国文化

生态

zhshsh64@yahoo.com.cn
http://www.rxgdyjy.sdu.edu.cn/showar

ticle.php?articleid=2148

7 郑杰文 男 儒学高等研究院

其他（中国占星术起源以及

占星术对个人生活和国家政

治的影响）

文学

上古文化史研究，尤

长于原始宗教、方术

、谶纬等方向

zhengjiewen999@163.com
http://www.rxgdyjy.sdu.edu.cn/showar

ticle.php?articleid=2161

8 王育济 男 历史文化学院
62.文化消费与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91“中国形象”在海外
历史学

从中西角度看文化产

业，文化经济，文化

消费以及中国历史

wyi@sdu.edu.cn
http://www.history.sdu.edu.cn/new/jx/

sz/2009-03-23/4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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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学玉 男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8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

界：相互认知的变迁
法学 国际关系理论与学科发展，地区国际政治比较，公共政策（外交政策）研究，中国外交政策xueyuw@163.com

http://www.pspa.sdu.edu.cn/teainfo/js

xx/2009-09-01/10.html

10 张志庆 男 文学院 100.中美文化比较研究 文学

中西文化比较，宗教

与文化，比较文学与

欧美文学，当代文化

与媒介，文化与传播

sdzzq@163.com
http://www.lit.sdu.edu.cn/Article/Sho

wArticle.asp?ArticleID=1583

11 刘大钧 男 易学研究中心
37.《周易》与中国哲学思维

研究
哲学 易学与中国哲学 zhouyi@sdu.edu.cn

http://zhouyi.sdu.edu.cn/v3/liudajun/in

dex.asp

12 曹现强 男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48.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管理学

行政理论、政府改革

、城市发展与公共政

策

caoxq@sdu.edu.cn
http://www.pspa.sdu.edu.cn/teainfo/js

xx/2009-09-02/31.html

13 林忠军 男 易学研究中心
37.《周易》与中国哲学思维

研究
哲学

易学史、易学哲学、

易学出土文献研究
lzj@sdu.edu.cn

http://zhouyi.sdu.edu.cn/v3/jidijianjie/l

inzhongjun/index.asp

14 傅永军 男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90.欧洲文化与汉学传统 哲学
诠释学与中国解释学

；批判理论与中西文

化比较

fuyj@sdu.edu.cn
http://www.sps.sdu.edu.cn/sps80/conte

nt.php?id=3394

15 林聚任 男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47.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

村与农民
哲学 社会发展、农村研究 linjr@sdu.edu.cn

http://www.sps.sdu.edu.cn/sps80/conte

nt.php?id=3419

16 宋全成 男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42.多学科交叉视角内中国老

龄化社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45.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多元

文化模式考察

哲学

社会学、人口学、移

民与社会融合、人口

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多元文化

qcsong@sdu.edu.cn
http://www.sps.sdu.edu.cn/sps80/conte

nt.php?id=3429

17 王新春 男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35.中国、日本、朝鲜、越南

、琉球的儒学研究、37.《周

易》与中国哲学思维研究

哲学

易学、宋明理学、 

儒学、中国哲学 nanhua@sdu.edu.cn
http://www.sps.sdu.edu.cn/sps80/conte

nt.php?id=3384

18 黄少安 男 经济研究院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市场与企业、63.俄中经济改

革对比研究（从计划经济到

市场经济的过渡）、俄中之

间的经济互补性

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和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产权理

论、农村经济

shaoanhuang@sdu.edu.cn
http://www.cer.sdu.edu.cn/articleshow

.php?id=739

19 盛洪 男 经济研究院
63.俄中经济改革对比研究（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

渡）

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研究；文

明的冲突、融合与整

合问题的研究；国际

shenghong54@vip.sina.com
http://www.cer.sdu.edu.cn/articleshow

.php?id=738

20 顾銮斋 男 历史文化学院
34.孔子的礼仪思想与中世纪

欧洲礼仪思想
历史学

欧洲中世纪史、西方

文化史、古希腊罗马

史、西方宪政史

glz@sdu.edu.cn
http://www.history.sdu.edu.cn/new/jx/

sz/2009-03-23/3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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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陈尚胜 男 历史文化学院28.中外关系史研究 历史学
1、儒家思想与中国传

统对外政策研究；

2、中韩关系史研究；

chensh@sdu.edu.cn
http://www.history.sdu.edu.cn/new/jx/

sz/2009-03-23/397.html

22 李剑锋 男 文学院
7.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

播和影响
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尤其

擅长魏晋南北朝文学

和陶渊明研究。

lijianfeng@sdu.edu.cn
http://www.lit.sdu.edu.cn/Article/Sho

wArticle.asp?ArticleID=1555

23 孙之梅 女 文学院 14.明清时代的文学与艺术 文学 明清文学、近代文学 sunzhimei@sina.com
http://www.lit.sdu.edu.cn/Article/Sho

wArticle.asp?ArticleID=1557

24 王汶成 男 文学院

19.中国流行文化：电影、视

觉艺术、文学与中国当代文

化

文学

文艺理论、美学理论

、文艺美学、中国当

代流行文化研究、文

wchw18@hotmail.com
http://www.lit.sdu.edu.cn/Article/Sho

wArticle.asp?ArticleID=1540

25 方辉 男 历史文化学院

13.甲骨文：形象到概念的发

展16.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和

文物研究、21.欧美传教士在

中国

历史学

考古学，兼及古文字

学（甲骨文、金文）

及学术史

fangh@sdu.edu.cn
http://www.history.sdu.edu.cn/new/jx/

sz/2009-03-23/383.html

26 傅有德 男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38.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

值研究
哲学

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

世价值研究, 

犹太哲学与宗教研究

，儒学与犹太教比较

ydfu@sdu.edu.cn
http://www.sps.sdu.edu.cn/sps80/conte

nt.php?id=3410

27 黄玉顺 男 儒学高等研究院

31.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值

、32.作为社会体系的中国古

典哲学、33.前儒学时期的儒

学思想：创造与并举、38儒

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研

究

哲学

中国哲学史、儒家哲

学、中西比较哲学、

中国伦理学与政治哲

学

huangyushun@263.net

http://www.confucianism.sdu.edu.cn/h

tml/xueshutuandui/2010/0423/3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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