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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日 程 
 
 
 

10 月 20 日 

 

9：00—10：40  开幕式     

主持人：汪信砚    

 

第一阶段：9：00—9：20 致欢迎词：每人 6 分钟 

致词人： 

1．卢茨•勃勒：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2. 陶德麟：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3. 朱志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第二阶段：9：20—10：40   主调发言：列宁与 21 世纪世界前景  

报告人：每人 25 分钟 

1．顾海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理论的当代意义 

2．哈帕•布拉尔：英国共产党主席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题及其在今天的有效性 

3. 保尔•莱•布朗克：美国拉洛基学院教授 

    列宁学术研究的新趋势：对革命民主作用的寻求 

评论：阿列克谢•古谢夫教授   5 分钟 

 

10：40—10：55   照相  茶歇 

 

10：55—12：25   

第一场大会：列宁与俄国革命问题 

主持人：伊藤成彦  （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主席，日本） 

报告人： 每人 15 分钟 

1．阿列克谢·古谢夫：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 

列宁与 19 世纪 20 年代俄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会话中的列宁主义 

2．俞良早：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关于列宁发动十月革命的战略意图——纠正学界不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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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弗里茨·韦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 

奥托·鲍威尔的社会主义、民主和俄国革命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之间区别的一个例证 

4．阎孟伟：中国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列宁和考茨基关于“民主”和“专政”的论辩 

5．罗兰·博尔：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 

奇迹可能发生：列宁与革命   

评论：奥图卡·鲁本  5 分钟 

提问：10 分钟 

 

12：25—13：30  午餐（自助餐） 

 

13：30—15：15   

第二场大会：列宁与民族问题 

主持人：张秀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报告人：  每人 15 分钟 

1．汪信砚：中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列宁的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2．若昂·阿塞尼奥文诺：葡萄牙高级工商管理学院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20 世纪 20-30 年代葡萄牙人对列宁思想的接受（从卡洛斯·莱特斯到苯

多·贡萨尔维斯） 

3．杰弗洛伊·拉夫尔卡德：美国威斯利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什么是列宁的左翼？乌戈·查韦斯和埃沃·莫拉莱斯的拉丁美洲国际主义，

后殖民主义和革命的主体 

4．胡安·伊格纳西奥·卡斯汀·麦思陀：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社会心

理学系教授 

列宁与民族问题：在本质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 

5．拉妲·杜泽：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法学高级讲师 

    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回到核心 

6．顾玉兰：南京审计学院教授 

论析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几个重要观点 

评论：伊藤成彦  5 分钟 

提问：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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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30   茶歇 

 

15：30—17：15  第三场大会  列宁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主持人：何树林 

报告人：  每人 15 分钟 

1．吴 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 

列宁的不平衡思想发展及其当代价值 

2．田世锭：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吗？——基于列宁相关文本的分析 

3．俞 敏：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苏俄非常时期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初探 

4．李  志：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论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层级性——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分歧 

5．吴昕炜：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列宁视野中的文化领导权 

6．李德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上的差异及其当代意义 

评论：王 东  5 分钟 

提问：10 分钟 

 

17：15—18：20   报告会   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重新解读 

主持人：奥图卡·鲁本 

报告人：每人 25 分钟 

1．诺曼·莱文：美国国际政策学院教授 

   论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非合法化 

2. 何 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近 30 年来中国人眼中的《国家与革命》 

评论：保尔•莱•布朗克  5 分钟 

提问： 10 分钟 

 

18：20—19：00    晚餐（自助餐） 

19：00  乘车返回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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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 

 

9：00—10：40  第四场大会：列宁思想在中国 

主持人：安启念 

主调发言：杨金海：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25 分钟 

列宁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报告人：  每人 15 分钟 

1．王 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的列宁学研究 

2．丁俊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列宁的反腐倡廉建设思想 

3. 杨 谦：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列宁执政党思想研究 

4. 左亚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改良思想解读 

评论：朱传棨  5 分钟 

提问：  10 分钟 

 

10：40—10：55   茶歇 

      

10：55—12：40   第五场大会   列宁思想在西方 

主持人：哈帕•布拉尔 

报告人：  每人 15 分钟 

1．张秀琴：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  

列宁与第二国际的思想关系——以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为例 

2．奥图卡·鲁本：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秘书长，德国柏林  

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合作与交锋 

3. 伊藤成彦：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主席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列宁与卢森堡  

4.  霍尔格·波利特：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德国柏林 

罗莎·卢森堡与列宁 

5．本杰明·奥普托克：奥地利科学院、维也纳大学 
    重读葛兰西的“列宁主义”——列宁、葛兰西与“真正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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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托马斯·卡迈克尔：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信息及传媒研究学院院长 

阿尔都塞和列宁——偶然的唯物主义和阿尔都塞的列宁 

评论：保尔•莱•布朗克  5 分钟 

提问： 10 分钟 

 

12：40—13：30    午餐（自助餐） 

 

13：30—15：30   第六场大会  列宁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 

主持人：阎孟伟 

报告人：   每人 15 分钟 

1．朱传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列宁与马克思——《资本论》是列宁毕生活动的宝典 

2．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列宁与马克思 

3．帕雷什·查托帕迪亚雅：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 

列宁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阅读 

4．艾拉·鲁尔：英国共产党副主席 

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 

5．西蒙·博客斯莱：英国温彻斯特大学教育学专业高级讲师 

列宁论教育的阶级性：左翼的教训 

6．陈树林：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列宁的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 

7．梁小燕：湖南女子学院 

    列宁的女性解放思想对当代中国女性运动的启示 

评论：诺曼·莱文  5 分钟 

提问： 10 分钟 

 

15：30—15：45   茶歇 

 

15：45—17：00  分会讨论 

第一分会：列宁与罗莎·卢森堡 

地点：同传室（三楼） 

主持人：弗里茨·韦伯 

报告人：保尔•莱•布朗克，美国拉洛基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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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自不同的视角看列宁与卢森堡    20 分钟 

自由发言和讨论： 55 分钟 

        

第二分会：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反思 

地点：报告厅 

主持人：张秀琴 

报告人：袁银传：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路径及其历史教训    20 分钟 

自由发言和讨论： 55 分钟 

 

17：00—18：20   闭幕式 

主持人：何  萍 

第一阶段：总结性发言： 列宁思想在今天 

发言人：每人 5 分钟 

顾海良   （中国） 

阿列克谢·古谢夫 （俄罗斯） 

丁俊萍  （中国） 

保罗·莱·布朗克  （美国） 

俞良早  （中国） 

哈帕•布拉尔  （英国） 

王  东  （中国） 

伊藤成彦    （日本） 

       

第二阶段：主办方致谢 

霍尔格·波利特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德国柏林） 

何  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