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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简介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Chines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由科技史工作者自愿组织起来的依法

登记的全国性、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团体会

员，成立于 1980 年 10 月。学会会员主要来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的研究者以及在读的研究生等，目前下设 29 个专业委员会或工作委

员会。学会编辑出版《中国科技史杂志》和《自然科学史研究》两

种学术刊物。学会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以推进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

国的发展与普及。

自 2017 年开始，学会常务理事会决定启动学术年会制度。前三

届学术年会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召开。本次学术年会于 2020 年 11 月 13 至 16 日在北京西郊宾馆举

行，诚邀本会海内外同仁光临，交流学术，谋划发展，共同推进我

国科学技术史事业的进步。

本次会议就科学技术史相关的广泛议题展开研讨。会议分别组

织了大会报告和分会场报告，分会场报告主要以各专业委员会为主

进行组织，跨专业委员会的分会场由相关专业委员会协商组织。本

次会议共设立了数学史、天文学史、物理学史、生物学史、地学

史、农学史、医学史、气象科技史、科技人物研究、性别与科学研

究、科技与社会发展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综合科技史、技术

史、少数民族科技史、金属史、造纸史与纸质文物、传统工艺研

究、科技考古、工业考古与工业遗产 20个分会场。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与十届常务理事会

第三次会议于年会期间举行，具体时间详见会议日程。

会议主办方：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会议承办方：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会议须知

一、 请保管好参会证及其他材料，凭参会证进入会场，凭餐券进入餐厅。

二、 会议地点

11月 13日报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郊宾馆

11月 14 - 15日会场：北京市海淀区西郊宾馆

三、会议入住酒店

西郊宾馆：010-51299843

四、会议用餐

地点：主楼 5号楼二层赏园餐厅、5号楼一层东园餐厅和景园餐厅

时间：11月 13日晚餐 17:30-19:00
11月 14日午餐 11:50-13:30
11月 14日晚餐 18:00-19:00
11月 15日午餐 12:00-13:30
11月 15日晚餐 18:00-19:00

注意事项：由于参会代表人数较多，请错峰就餐。

五、开幕式注意事项

因参会代表人数众多，开幕式以主副会场同时进行的方式召开，金缘厅和

荟缘厅为副会场，请参会学生前往收看现场直播；银杏大厅为主会场，请

其他参会人员前往现场参会。

六、会务联系方式

宋元明（参会总联络人） 185 1171 3013

池明宙（分会场联络人） 182 1098 6178

赵维利（会务、嘉宾接待总联络人） 186 1262 6868

贺 翔（住宿联络人） 187 6714 2431

关 典（报到联络人） 186 1032 8569

荀福茹（财务联络人） 185 1950 7281

李伟霞（财务联络人） 134 0109 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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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总体日程
11月 13日 （周五）

12:00-22:00 与会代表报到（酒店大堂）

17:30-19:00 晚餐（自助餐）

19:00-21:00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十届常务理事第三次会议（荟缘厅）

11月 14日 （周六）

08:00-09:00 代表报到（酒店大堂）

09:00-10:00 开幕式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银杏大厅为

主会场、金缘厅和荟缘厅为副会场）

主持人：潜 伟（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致 辞：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武贵龙致开幕辞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吕昭平致辞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北京大学韩启德院士致辞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原理事长、国际科技史学会原主席刘钝教授致辞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原秘书长、中国科学技术馆原馆长王渝生研究员

致辞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原常务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姜振寰教授致辞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孙

小淳教授讲话

10:00-10:30 茶歇

10:30-11:50 大会报告，每位 20分钟（银杏大厅为主会场、金缘厅和荟缘厅为副

会场）

主持人：关增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报告人：王扬宗（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主任）

曲安京（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

冯立昇（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石云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执行院长）

11:50-13:30 午餐（自助餐）

13:30-18:00 分会场报告

18:00-19:00 晚餐（自助餐）

19:00-21:00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金缘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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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5日 （周日）

08:00-12:00 分会场报告

12:00-13:30 午餐（自助餐）

13:30-15:10 大会报告，每位 20分钟（银杏大厅）

主持人：张 藜（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教授）

报告人：高 策（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

郭世荣（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教授）

李延祥（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

万辅彬（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教授）

15:10-15:40 茶歇

15:40-16:10 闭幕式（银杏大厅）

主持人：罗兴波（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11月 16日 （周一）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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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信息
专委会 地点 时间

医学史 A，B，E，F 金缘厅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医学史 C，D 荟缘厅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物理学史 荟缘厅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天文学史 第一会议室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科技考古 第二会议室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15日：08:30-10:00

工业考古与工业遗产 第二会议室 15日：10:30-12:00

技术史 第三会议室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传统工艺研究 第三会议室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数学史 第六会议室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科技与社会发展史 第六会议室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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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科技史 第七会议室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农学史 第八会议室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性别与科学研究 第十一会议室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地学史 第十一会议室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科技人物研究 第十二会议室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生物学史 第十二会议室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气象科技史 第十五会议室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少数民族科技史 第十五会议室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造纸史与纸质文物 西园大厅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金属史 西园大厅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 阳光厅

14日：13:30-15:30
14日：16:00-18:00
15日：08:30-10:00
15日：10: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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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金缘厅

主持人：张大庆

13:30-13:40 金东英 伍连德与东北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以《远东报》《滨

江时报》《盛京时报》为中心

13:40-13:50 张艳荣 1940年新京农安鼠疫：基于解密档案的解读

13:50-14:00 林克文 卫生警察考述——以 1917-1918年绥远鼠疫流行为例

14:00-14:10 曾 毅 海外医学史类杂志现状调研

14:10-14:20 闵凡祥 疫病社会心态史刍议

14:20-14:30 王亚萍 中世纪西欧精神疾病的知识传统、治疗实践与社会机

制

14:30-14:40 戴碧云 观察与文本：论维萨留斯如何认识人体

14:40-14:50 郭树衍 海尔斯实验的诞生——从脉搏节奏到血压测量

14:50-15:00 李骅野 20世纪 30年代末期至 40年代初期电子显微镜下的病

毒

15:00-15:10 王 璟 放射免疫分析发展史

15:10-15:20 苏静静 世界卫生组织初级卫生保健战略式微的全球史探究

15:20-15:30 吴焱斌 美国基因治疗风险规制的史学研究

15:30-15:40 讨论

15:4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00-18:00 会场：金缘厅

主持人：牛亚华

16:00-16:10 高迪思 程之范与《中华医史杂志》

16:10-16:20 单艳华 近代口腔医学建制化历程之口腔医学教育

16:20-16:30 袁紫玉 中国近代第一位牙医学传教士林则入华时间正误

16:30-16:40 吴 苗 江南制造局的产科译著《产科》探析

16:40-16:50 孟 阳 口服避孕药的开发史

16:50-17:00 陈甜甜 人类体外受精技术发展简史

17:00-17:10 管 同 中央防疫处天坛时期的青霉素生产

17:10-17:20 雷二庆 沈克非与中国输血事业

17:20-17:30 谷晓阳 知识与人才的跨国流动：诸福棠的留美之旅（1931-
1933）

17:30-17:40 赵思琦 医学名词统一工作下的西医眼科学译著《傅氏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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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

17:40-17:50 刘万阳 从针拨术到人工晶体——白内障手术技术历史溯源及

发展历程

17:50-18:00 曾文露 新中国以来针刺麻醉研究进展综述

18:00-18:10 讨论

C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荟缘厅

主持人：陈丽云

13:30-13:40 刘 振 神灵主义医学何以可能？

13:40-13:50 关静潇 中国佛教医学及研究新思路

13:50-14:00 徐英娜 周朝医事制度再探

14:00-14:10 孟 玺 《梦溪笔谈》对后世本草用药影响刍议

14:10-14:20 刘 琳 何首乌本草考证

14:20-14:30 李玉清 元明礼部所定三皇庙从祀名医与壬寅宫变

14:30-14:40 汪 翔 明代新安医家讲学初探——以《论医汇粹》为中心的

考察

14:40-14:50 荀朋星 传统医学话语中的“梦与鬼交”研究

14:50-15:00 曾 点 “房中术”与明代政治：医学知识的社会面向

15:00-15:10 张树剑 清代医学的朴学转向及其对科学革命的回响

15:10-15:20 文 庠 时逸人与孤岛时期的中医教育

15:20-15:30 史宏蕾 山西明清水陆壁画中“折疡”图像

15:30-15:40 讨论

15:40-16:00 茶歇

D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00-18:00 会场：荟缘厅

主持人：甄 橙

16:00-16:10 周云逸 中医防治疫病的古代经验与当代运用

16:10-16:20 张 晗 明清北京疫情流行研究——以北京地方志为中心

16:20-16:30 李昕妍 民国时期避瘟散与仁丹之争

16:30-16:40 陈帅锋 “毒品”溯源问题的多维度解析

16:40-16:50 宋卓君 脑卒中在 ICD-9—11中疾病编码的演变与启示

16:50-17:00 步 凯 艾滋病“日常接触传播”论引发的舆论争议考察

17:00-17:10 陈雪扬 医学职业化思想的源起与争论

17:10-17:20 朱素颖 博济医院博济楼建筑之缘起、背景及特点研究

17:20-17:30 郭秀芝 兴山时期的中国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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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17:40 柯育萍 同济医学院抗战西迁及办学

17:40-17:50 肖克难 百年老校在抗疫战斗中的支撑作用

17:50-18:00 讨论

E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金缘厅

主持人：程 伟

08:30-08:40 刘英华 从敦煌本藏文兽医文书看中古时期藏医医疗技术

08:40-08:50 达尔文·尼夏 藏医《四部医典》系列医用唐卡画家再考

08:50-09:00 孙灵芝 中日蒙求医学古籍研究初探

09:00-09:10 崔云逸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格体全录》批改研究

09:10-09:20 王银泉 卜弥格中医译介西传欧洲考证

09:20-09:30 苏 红 欧明中医药文化翻译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09:30-09:40 财吉拉胡 中医药学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09:40-09:50 李 珂 古代丝绸之路与中国回族医学史

09:50-10:00 王 磊 黑龙江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卫生文化的“图像”解读

10:00-10:10 讨论

10:10-10:30 茶歇

F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金缘厅

主持人：高 晞

10:30-10:40 牛亚华 中华医学会与民国时期中国的医学史事业

10:40-10:50 夏媛媛 民国《卫生教育周刊》研究

10:50-11:00 孟星宇 卫生规训：近代中国的身体建构（1895—1937）
11:00-11:10 王瑶华 民国时期中国的身体检查与健康身份认同

11:10-11:20 庞境怡 新药、旧知与广告：以性药 606探究多重交织下的近

代中国医疗行为

11:20-11:30 姜 姗 疫的护符——从鵸鵌到アマビエ

11:30-11:40 陈 琦 呼吸与卫生：近代中国的口罩之争

11:40-11:50 杨 威、李志平 医学界的微生物学奠基者：科赫

11:50-12:00 张大庆 讨论及会议总结



8

物理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荟缘厅

主持人：丁兆君、汪志荣

08:30-08:40 丁兆君 中国科大量子信息学科的发展

08:40-08:50 汪志荣 黄昆与中国半导体物理研究基地的创建

08:50-09:00 陈崇斌 国防“要害技术”——应用光学的引进与突破

09:00-09:10 虞同星 燕京大学物理学系学生毕业论文分析

09:10-09:20 杨 阳 宋金元神庙戏台声学考

09:20-09:30 冯珊珊 晚清来华传教士对热本性的认识

09:30-09:40 付 孟 1960年的中学物理教科书大跃进——以北师大版中

学《物理学》教科书为例

09:40-10:00 讨论

10:00-10:30 茶歇

B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荟缘厅

主持人：苏湛、肖重发

10:30-10:40 苏 湛 突现论的三种立场

10:40-10:50 肖重发 单摆在科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10:50-11:00 尹 沛 罗尔夫•兰道尔的量子信息物理本质思想及其影响

11:00-11:10 张钦徽 胡克对万有引力定律的重要贡献

11:10-11:20 王梓钦 瑞典物理科学家 Oskar·klein的科学贡献

11:20-11:30 王志佳 对应原理与薛定谔方程关系的内史相关性研究

11:30-11:40 苏都毕利格 玻尔兹曼对熵概念的贡献

11:40-11:50 乔 宇 谁发现了热力学定律？——从对 Carnot与 Joule两难

困境的协调看

11:50-12:00 祁天杰 理查德·托尔曼与美国相对论的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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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石云里

13:30-13:45 钮卫星 《大衍历·日蚀议》考释

13:45-14:00
鲁大龙

藏传时宪历“太阳损益表”和“太阴损益表”研

究

14:00-14:15 杨 帆 《灵台仪象志》星表初探

14:15-14:30 杨 柳 《豳风·七月》与彝族历法之比较研究

14:30-14:45 辛佳岱 《皇极历》外行星算法及精度分析

14:45-15:00 肖 尧 试论太初历中的历元确定与“藉半日法”问题

15:00-15:15 靳志佳 俄藏黑城文书 5722中的行星位置探析

15:15-15:30
朱昌玮

《历算记录》中托勒密条目翻译“错漏”初探

——以“测金星最高”为例

15:3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00-18:00 会场：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马伟华

16:00-16:15 宁晓玉 授时工作与天文学十二年规划

16:15-16:30 董煜宇 康熙十五年日食测验中的中西之争

16:30-16:45 黎 耕 1054超新星究竟是什么时候爆发的？

16:45-17:00
王吉辰

逍遥法外的传统

——民间视角下的宋明天文观测仪器制造史

17:00-17:15 任 平 太阳色球望远镜的研制与新中国太阳物理研究的起步

17:15-17:30 梁 轩 陕西靖边渠树壕东汉墓天文图中的“星”与“象”

17:30-17:45 周丽晓 发现脉冲星的两只眼睛：科学传统与技术创新

C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邓可卉

08:30-08:45 肖 军 盖天说与天人关系的建构

08:45-09:00 张怡哲 从《淮南子》中的宇宙论看浑天说的形成

09:00-09:15
马伟华

“绝地天通”的动因与进程

——以满人堂子祭天典礼的形成为例

09:15-09:30 李淑浩 由《史记•天官书》看司马迁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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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09:45 宋爱军 中国天地观与紫禁城建制

09:45-10:00 刘宗迪 寿星考：商周时期的老人星观测

10:00-10:30 茶歇

D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钮卫星

10:30-10:45 邓可卉 中国古代与古希腊天文观测与测量的比较

10:45-11:00
张 瑞

古希腊天文学中“现象”涵义解读

——以希腊化时期“现象”命名的天文学著作为中心

11:00-11:15 胡树铎 朝鲜学者崔锡鼎对宇宙无限的论证

11:15-11:30 吕 鹏 有关印度老人星：Agastya（阿伽陀仙）

11:30-11:45 张嘉懿 赫歇尔与凝缩的宇宙

11:45-12:00 韩东阳 明译《天文书》译介情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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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魏国峰、夏琦兴

13:30-13:45 胡耀武 科技考古研究范式之思考

13:45-14:00 李大伟 牙釉质碳氧稳定同位素揭示广西布兵盆地更新世不

同时期古人类演化与古环境关系

14:00-14:15 张国文 基于大同金茂园墓群人和动物骨骼元素分析的北魏

平城农业化进程研究

14:15-14:30 董利军 阿拉善右旗古绿松石矿的考察研究

14:30-14:45 胡 飞 湖北荆州张大冢战国楚墓出土铜器的科技分析

14:45-15:00 訾 威 科学技术在中国音乐考古学中的应用

15:00-15:15 饶慧芸 中国 ZooMS数据库建设进展：以鲤科动物为例

15:15-15:30 姜晓晨阳 再论早期进口钴料性质

15:3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00-18:00 会场：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吴 妍、尤 悦

16:00-16:15 王婷婷 营盘男子的故事——生物考古视角下的个体生活史

16:15-16:30 王 宁 早期中国（1250-1046BC）中原地区农业制度研究:

来自考古稳定同位素的新证据

16:30-16:45 侯亮亮 鄂尔多斯高原秦汉时期的生业经济

16:45-17:00 沈 慧 黄土高原史前植被重建—基于木炭化石证据

17:00-17:15 常经宇 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杂草的利用和反思

17:15-17:30 赵美莹 8-9世纪西藏先民在丝路沿线的农业活动——新疆

米兰戍堡出土的谷物遗存及其同位素研究

17:30-17:45 李敬朴 中东地区熔块胎 Fritware的起源与发展

17:45-18:00 付迎春 战国时期楚国髹漆材料的科技认知

C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尚 雪、安 婷

08:30-08:45 张尚欣 秦始皇帝陵园建筑基址壁画材质及制作工艺研究

08:45-09:00 韩 宾 东周化妆品工业的兴起：来自芮国刘家洼遗址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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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15 连蕙茹 良渚钟家港河道的土壤微形态研究

09:15-09:30 王艳杰 安徽庐枞地区与商周时期“金道锡行”关系试析

09:30-09:45 李 颖 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出土黑色石料材质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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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考古与工业遗产分会场报告日程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姜振寰

10:30-10:40 刘向东 技术史视野下的中东铁路工业遗产

10:40-10:50 姜 波 探索·发现——胶济铁路遗产的调查研究与思考

10:50-11:00 潜 伟 工业遗产的技术价值评估

11:00-11:10 冯书静 工业考古与工业遗产的起源与发展

11:10-11:20 王冬冬、Juan Manuel Cano Sanchiz 黄石工业遗产技术价值

研究

11:20-11:30 杜垒垒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马尾船政工业遗产申遗探究

11:30-11:40 彭 月 工业遗产视角下的江南制造局

11:40-11:50 吕清琦 西北实业公司工业遗产研究

11:50-12: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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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戴吾三

13:30-13:40 吴致远 技术传播中的本土化问题研究

13:40-13:50 杨 敏 两种宋代铁系釉茶盏的传统工艺恢复

13:50-14:00 林俊杰 浅析陶瓷技术史在博物馆中的应用及其拓展

14:00-14:10 郝喜文 康熙民窑青花瓷器的科技鉴定与传统鉴定

14:10-14:20 王宪旅 龙泉粉青和梅子青釉名考证及辨析

14:20-14:30 讨论

14:30-14:40 朱思红 再论灵渠大小天平的科学价值

14:40-14:50 严 欢 论明清小冰期对京杭大运河的影响与对策

14:50-15:00 郝宝平 明代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水源管控的工程技术创新

15:00-15:10 陈梦玲 苏东坡对杭州西湖的治理——基于江南运河水柜的

视角

15:10-15:20 吕天择 对中世纪农业革命论题的考察与评价

15:20-15:30 讨论

15:3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00-18:00 会场：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吴致远

16:00-16:10 戴吾三 科技史与“新文科”建设

16:10-16:20 韩晓兴 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木刻楞建筑技艺探析

16:20-16:30 袁祯清 六安篮茶的历史源流与现代传承

16:30-16:40 焦存超 “一轮明月之上”：独轮车与传统时期的中国城市

16:40-16:50 讨论

16:50-17:00 丁守一 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17:00-17:10 霍知节 走向稀土大国的创新之路——包钢稀土一厂鼎盛期

的全面自主创新（上）

17:10-17:20 杨泽嵩 清末度量衡制度之争

17:20-17:30 毛良伟 近代西方翻砂铸造技术的传入

17:30-17:40 张文洋 作为文本的电报——晚清电报的认识、编纂与再发

现

17:40-18: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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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研究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王晨

08:30-08:45 邓 环 振兴传统工艺与精准扶贫的协同互动研究

08:45-09:00 陈 倩 苏州院校的传统工艺振兴路径研究

09:00-09:15 陈 菁 人文主义技术哲学视角下非遗文化的价值体现

09:15-09:30 郑露露 传统非遗的现代流行转化机制研究——以抖音短视

频为例

09:30-09:45 吴军明 景德镇唐至元瓷釉技术演变

09:45-10:00 陈凤梅 铜编鼓制作技艺考察

10:00-10:15 闭晓静 广西资源县河灯歌节研究

10:15-10:30 茶歇

B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吴军明

10:30-10:45 王 晨 议明代时期的宋锦织染艺术

10:45-11:00 范 磊 中医膏方制剂工艺发展简史

11:00-11:15 何广西 古琴丝弦制作工艺研究

11:15-11:30 任思博 清代弓箭制作技艺考

11:30-11:45 王天祥 川扇新考

11:45-12:00 战丽芳 三合土及三合土棺：源流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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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第六会议室

主持人：徐泽林

13:30-13:40 王贤华 三星堆之中的一些数学文化

13:40-13:50 衷鑫恣 朱子的数学

13:50-14:00 刘英华 敦煌本藏文大九九乘法口诀研究

14:00-14:10 贾洪岩 “西学中源”下的“西算中化”

14:10-14:20 郭世荣 筹算、珠算与中国传统算法

主持人：郭世荣

14:20-14:30
萨日娜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及其数学研究——以冯祖荀、

苏步青、陈建功为例

14:30-14:40
郭金海 突破与获奖：1949—1955年华罗庚的多复变函数

论研究

14:40-14:50
邓 亮 泛函分析学科在中国的发展（1950s-1980s）——

以田方增资料为基础

14:50-15:00 陈克胜 基于学术谱系的中国微分几何学传统及其思考

15:00-15:30 讨论

15:3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00-18:00 会场：第六会议室

主持人：王淑红

16:00-16:10
代钦、张晓 “复原”古典，建立“平衡”——基于对约

翰·基尔《几何原本》的研究

16:10-16:20 应成霞 英国学者罗伯特·雷科德的学术成就

16:20-16:30 杨 帆 基于学术史的民国时期数学学习心理学研究

16:30-16:40 徐泽林 日本江户时代数学思想的汉文化认同与重构

16:40-16:50 刘献军 抽象调和分析若干问题研究

主持人： 高红成

16:50-17:00 李 慧 笛卡尔与费马解析几何思想路径之比较研究

17:00-17:10 陈惠勇 绝对微分学的建立与黎曼几何学

17:10-17:20
杨六省 数学史关于第一次数学危机的表述应改写——毕

达哥拉斯学派关于√2不是有理数的证明是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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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7:20-17:30 王瑞芳 德摩根眼中的数学学习及其困难

17:30-17:40 刘兴华 “形中之数”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深度开发

17:40-18: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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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社会发展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第六会议室

主持人：牛亚华

08:30-08:45 赵博翀 中国近代科技期刊中的科学教育功能解析——以

《纺织之友》为中心

08:45-09:00 张瑞胜 培育中国的红色农业工程师——国民政府农林部

与美国万国农机公司的合作（1945-1948）
09:00-09:15 张明国 科学技术史研究的 STS向度——基于《世界技术

编年史（化工卷）》的编写体会

09:15-09:30 姚 靓 二战后世卫组织的“全球根除疟疾运动”及其启

示，1955-1969
09:30-09:45 房小捷 基于主要农产品产量的 1933年中国人营养水平推

测

09:45-10:00 宋 微 戏剧、科学与政治--阿里斯托芬的《鸟》与美国疫

情大流行期间特朗普对科学与民主的僭越现象的

比较研究

10:00-10:30 茶歇

B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第六会议室

主持人：张明国

10:30-10:45 吕 青 美国常春藤盟校智库调查

10:45-11:00 黄鹰航 先秦时期社会礼制变迁对青铜焊接技术产生、应

用发展的影响

11:00-11:15 高 洁 雅俗之间：唐宋造纸业品牌研究

11:15-11:30 尹海洁 中国史前社会的技术发展与社会分化

11:30-11:45 温 菲 科技与规划的张力：基于《海水利用专项规划》

的考察

11:45-12:00 王 瑞 FAST工程建设与运行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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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科技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第七会议室

主持人：杨 舰

13:30-13:40 文 恒 近代中国科学制度化小议

13:40-13:50 闫欣芳 Moving knowledge and transforming language: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in the flows of western science
in China

13:50-14:00 王晶金 唯物史观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普观的发展历程

14:00-14:10 高旭东 科学主体的扩大： 爱因斯坦的大众传媒形象与

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变迁

14:10-14:30 讨论

主持人：王晶金

14:30-14:40 金俊开 第二次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中的苏联代表团

14:40-14:50 刘红晋 周先庚在二战中的军事心理实践：融合德、美模

式

14:50-15:00 李 兵 清华大学与华北敌后根据地抗日

15:00-15:10 王公、杨舰 抗战中的军医学校营养研究所

15:10-15:30 讨论

15:3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00-18:00 会场：第七会议室

主持人：李英杰

16:00-16:10 王荣耕 燕麦故事-中国粉末涂料发展进程

16:10-16:20 王佳楠 渔船、渔具与海洋文化—近现代海南岛渔民的耕

海技术

16:20-16:30 容志毅 公元 1世纪：最早的火药配方及其背后的炼丹学

说

16:30-16:40 乔成全 《天工开物》油灰制法的译注争议及分析研究

16:40-17:00 讨论

主持人：王佳楠

17:00-17:10 秦 晋 从“民权”轮工程看全面抗战前重庆发展造船工

业的尝试

17:10-17:20 李英杰 我国第一台光盘伺服槽及预制格式刻划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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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30 黄筑赟 我国放射化学高等教育的开启——以兰州大学放

射化学专业（1955-1966）为例

17:30-17:40 胡 甦 日常生活与科学:藏区村庄的气候灾害与地质灾

害

17:40-17:50 万兆元 科学与宗教：学科、教材与教法

17:50-18:15 讨论

C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第七会议室

主持人：陈 玲

08:30-8:40 李芳薇 哈佛大学科学史研究生项目博士论文内容计量分

析

08:40-8:50 任安波 论丹皮尔的科学中心及其转移思想

08:50-9:00 黄河清 “蒸馏”“馏”考

09:00-9:15 讨论

主持人：任安波

09:15-09:25 陈 玲 道教思想、佛教思想与科学思想积极互动机理探

索——以对李淳风、僧一行的研究为例

09:25-09:35 范贤娟 初探普林尼《自然志》与法国 18世纪《大百科

全书》的比较

09:35-09:45 董 琪 对霍伊卡-培根论题的两个反驳

09:45-10:00 讨论

10:00-10:30 茶歇

D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第七会议室

主持人：张晓宁

10:30-10:40 李树雪 科学史哲学的中国构建及其意义

10:40-10:50 李正伟 中国科普史研究中的思考

10:50-11:00 余庆纯 HPM 研究内容与方法

11:00-11:10 张志敏 全球史的编史学综述

11:10-11:30 讨论

主持人：李正伟

11:30-11:40 王 霞 科技传播与文明史书写：试论 20世纪中国通史

撰述中对科技史的建构

11:40-11:50 张晓宁 关于科学技术方法论课程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开展

情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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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12:00 连 冕 明中后期工部所涉物料“会有”、衙署与定价整

理——暨《工部厂库须知》数据表格制作基础说

明

12:00-12:2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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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第八会议室

主持人：卢 勇

14:00-14:10 赵艳萍 20世纪国际治蝗协同合作的历程

14:10-14:20 王福昌 微观之物的大历史 ——化橘红成为著名“广药”

的“人为”因素研究

14:20-14:30 朱 绯 历史视域下的兽疫全球流行史——以牛瘟、非洲

猪瘟为例

14:30-14:40 唐志强 丝绸之路上的肉食文化交流

14:40-14:50 李昕升 《中国南瓜史 修订版》相关

14:50-15:00 王其科 从家庭走向政治：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初期山东

农村妇女的宣传动员

15:00-15:10 刘国成 从改良到革命：农业现代化的机械主义

15:10-15:20 李 建 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农业政策及科技思想研究

15:20-15:30 徐茂宇 日本对近代中国东北的农业技术移植述论——以

日本殖民当局水稻推广为中心

15:30-15:40 讨论

15:4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00-18:00 会场：第八会议室

主持人：赵艳萍

16:00-16:10 司家民 《齐民要术》中的养马技术探源——以秦汉简帛为

中心的考察

16:10-16:20 伊 宝 从壁画中的“耕犁图”看唐宋犁型之变 兼论山西

X型山地犁成因

16:20-16:30 柴国生 论宋代盛世的燃料动因

16:30-16:40 谢智飞 宋代东南丘陵的绿肥与火粪及其后世演变

16:40-16:50 郭云奇 唐宋元明时期江苏地区土贡研究 ——兼谈土贡与

地理标志产品关系

16:50-17:00 张凤岐 文化、市场与技术：10-13世纪柑橘在中国的扩张

17:00-17:10 谢升凤 明清广州府珍稀兽类野生动物史研究

17:10-17:20 张志翔 清代苏州府农田水利建设研究

17:20-17:30 朱艳梅 明清时期安庆地区水旱灾害探

17:30-18: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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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第八会议室

主持人：王福昌

08:30-08:40 罗振江 中国籼稻起源新论

08:40-08:50 杨 鹏 美洲粮食作物在土家族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

08:50-09:00 庞婧雅 基于历史视角的鄂伦春族生计变迁研究

09:00-09:10 秦 闯 清明节气考

09:10-09:20 刘启振 西瓜的起源以及在全球的传播

09:20-09:30 张雨晴 丝瓜在中国的引种和传播

09:30-09:40 蔡圆圆 一带一路上的茶文化传播

09:40-09:50 讨论

09:50-10:30 茶歇

D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第八会议室

主持人：李昕升

10:30-10:40 冯竹清 明代大运河江苏段漕运粮仓：变化与影响研究

10:40-10:50 王羽坚 政策与对策：明代大运河“随船土宜”政策实施

的博弈及动因分析

10:50-11:00 段 彦 中国原产柑橘在美国的的引种、育种及推广研

究——以施永高（Walter T. Single）的柑橘研究活

动为例

11:00-11:10 陈雪音 东莞莞草栽培、编织技术考探

11:10-11:20 吴 迪 岭南地区木棉研究述评

11:20-11:30 屈桂波 中国古代植物胶名目与制作工艺略考

11:30-12: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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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科学研究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第十一会议室

主持人：刘 兵、董美珍

13:30-13:40 董美珍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三重优势

13:40-13:50 谭 笑 科学领域中的认知不公正

13:50-14:00 秦佩恒 学术成果商业化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14:00-14:10 宋 琳 从中国电子显微学的学科发展看性别差异

14:10-14:20 王 颖 海蒂·拉玛：从性感影星到发明家

14:20-14:30 姜 虹 帝国博物学与物化的女性身体

14:30-14:40 岳丽媛 STS理论视野下的流行“减肥”观念及其问题研究

14:40-14:50 张馨予 社会性别视角下民国报刊生育健康传播内容研究

14:50-15:00 章梅芳 女性主义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实践与反思

15:00-15:30 讨论

15:3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00-18:00 会场：第十一会议室

主持人：任玉凤、章梅芳

16:00-16:10 张朵朵 能力方法视角下的数字技术与女性手工艺：以花瑶挑

花为例

16:10-16:20 滕晓铂 百花帐与万民伞：拼布刺绣技术中的性别结构与权力

想象

16:20-16:30 袁 园 俄罗斯传统拼布艺术与女性审美

16:30-16:40 图力古日 奶食制作与蒙古女性——对一项传统食品制作技术

的性别研究

16:40-16:50 李京玲 缝纫机与晚清民国女性身份的建构

17:00-17:10 陈笑钰 从放足到体操——清末民初女性身体的科学话语分析

17:10-17:20 娜迪热·伊力哈木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克拉玛依“铁姑娘”运

动

17:10-17:20 朱 琳 儿童陪伴机器人的驯化实验与性别工程

17:20-17:30 胡云天 助产士角色转变——从独立行医者到从属护士

17:30-18: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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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第十一会议室

主持人：唐晓峰

08:30-08:40 马保春 由汉语古文字看中国早期的地理认知与观念

08:40-08:50 汪前进 中国城市古旧地图的分类系统初探

08:50-09:00 黄义军 中国古代的历史地图

09:00-09:10 朱国兵 试论中国古代地图中的符号和图例

09:10-09:20 孙靖国 明代江海交汇地带的地图表现——明代江防图研究

09:20-09:30 张九辰 《斯文赫定中亚地图集》：跨越半个世纪的测绘与

出版

09:30-10:00 讨论

B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第十一会议室

主持人：汪前进

10:30-10:40 阙维民 论据的科学性与科技人物史研究——以李四光学籍

档案为例

10:40-10:50 邢 云 传统与近代地理学研究的差异——以王士性与葛德

石为例

10:50-11:00 杨丹丹 民国时期政治地理学的传入

11:00-11:10 魏 毅 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所纂藏文地理学教科书的初步研

究

11:10-11:20 马 玺 尼亚加拉瀑布：一个地质奇观的形成史

11:20-11:30 张志会 赵九章与新中国空间物理研究的起步

11:30-11:40 张井飞 “留有余地”：中美地震预报科技交流（1971-1976
年）

11:40-12: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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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物研究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第十二会议室

主持人：张 剑

13:30-13:40 尹晓冬 “英国科学家中一只明亮的火炬”——燕京大学

英籍数学教授赖朴吾

13:40-13:50 秦家琛 物理化学家恩斯特与中国

13:50-14:00 陈功东 美国化学家鲍林 1973年访华的研究

14:00-14:10 陈 璐 1986年周培源率团访问波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

的历史考察

14:10-14:20 梁铭心 跨文化视角下语境还原自洽性科技史的实现方法

——从艾尔曼与薛凤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谈起

14:20-14:30 赵晓莹 李希霍芬对景德镇考察的回溯

14:30-14:40 汪常明 晚清科技翻译家舒高第

14:40-14:50 赵栓林 王元启生平、交游及其历算工作

14:50-15:00 朱 晶 科学合作中的桥梁人物与认识论信任

15:00-15:10 张立生 谢家荣与海原地震科学考察——纪念海原大地震

100周年

15:10-15:30 讨论

15:3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30-18:00 会场：第十二会议室

主持人：胡宗刚

16:00-16:10 张 剑 中研院首届聘任评议员选举补正——兼探张其昀

当选气象学科评议员

16:10-16:20 王晓萱 吴学周与抗战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内迁

16:20-16:30 董佩茹 设计人生 与光同行

16:30-16:40 姜文洲 崇敬与怀念

16:40-16:50 朱素颖 我国著名生理学家林树模

16:50-17:00 谭光万 戴松恩院士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研究

17:00-17:10 宋铭恩 巾帼英豪：著名分子病毒学及病毒药理学家——

陈鸿珊教授

17:10-17:20 刘 婷 科学家口述访谈中的叙事

17:20-17:30 金逸伦 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农学家群体结构研究

17:30-18: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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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第十二会议室

主持人：王 钊

08:30-08:40 赵梦钰 老普林尼《博物志》中的象：动物学、道德楷模与

自然奇迹

08:40-08:50 杨舒娅 古希腊农业经验中的植物学理论——以《植物

志》第 7、8卷为例

08:50-09:00 蒋 澈 亚里士多德主义植物学体系论析——以伪亚里士

多德《论植物》为中心的考察

09:00-09:10 李 曈 变与不变：基因概念的演化

09:10-09:20 张彤阳 中国近代微生物学教育研究（1891-1928）
09:20-09:30 杨 莎 自然课运动在中国的影响

09:30-09:40 陆伊骊 二十世纪生物史上的另一位华裔百岁老人：凌宁

09:40-09:50 徐丁丁 人类基因组研究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与 1%计划的实

施

09:50-10:00 讨论

10:00-10:30 茶歇

B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第十二会议室

主持人：杨 莎

10:30-10:40 杜青阳 20世纪以来中国海洋动植物史研究述评

10:40-10:50 曹志红 中国虎种群的历史衰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0:50-11:00 刘贵玺 阿拉善植物区系研究简史

11:00-11:10 丁曼旎 清代京津冀地区动物分布格局研究

11:10-11:20 官栋訢 人形罴、麋形罴与熊形罴：《兽谱》中的文图张

力

11:20-11:30 王 钊 乾隆帝《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诗注中的博物学

考证

11:30-12: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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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科技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第十五会议室

主持人：王志强

13:30-13:35 分会开幕致辞

13:35-13:50 武海平 国立清华大学初期的气象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13:50-14:05 董宛麟 中国农业气象教育发展历程

14:05-14:20 杨 萍 气候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若干启示

14:20-14:35 何海鹰 章淹的历史资料研究

14:35-14:50 万金红 保护传承利用气象遗产

14:50-15:05 李 攀 中国古人对风的认识及发展历程

15:05-15:20 陈 辉 黄河流域气象文化传承发展的思考

15:20-15:25 陈正洪 气象科学的哲学思维

15:25-15:35 交流讨论

15:35-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00-18:00 会场：第十五会议室

主持人：许小峰

16:00-16:15 费 杰 1523年华北地区沙尘暴灾害研究

16:15-16:30 叶梦姝 中国气象学术和事业主权收回历程简述

16:30-16:45 李晓岑 北大西洋与心脏地带——全球两大地缘力量的自然

基础与历史命运

16:45-17:00 邓京勉 19世纪气候学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关系研究

17:00-17:15 张改珍 中国近现代气象中心的转移

17:15-17:30 周京平 中外四个古观象台遗址时空的比较与分析

17:30-17:40 王思琛 风暴瓶的历史及传播

17:40-17:50 刘玉青 民国时期江淮地区气象观测站的时空演变与资源配

置

17:50-18:00 许文心 中国近代海关的早期气象工作实践（1869-1882）



29

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第十五会议室

主持人：咏 梅

08:30-8:48 宗喀·漾正冈布 希腊-罗马医学传入吐蕃再考——以尿诊术为

中心

08:48-09:06 周 炜 藏族传统科技文献的主要类别

09:06-09:24 万辅彬 少数民族科技史编史学刍议

09:24-09:42 石 可 辽代陈国公主墓中黄金首饰制作技术与工艺研究

09:42-10:00 丁子星 中国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研究述评——以中国知网文

献为例

10:00-10:30 茶歇

B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第十五会议室

主持人：宗喀·漾正冈布

10:30-10:45 咏 梅 俄国人在蒙古地区科学考察研究综述

10:45-11:00 莫 力 云南德宏傣族渔具研究探析

11:00-11:15 王小璇 广西传统工艺创新发展经验及启示——以三江簸箕

画为例

11:15-11:30 张学渝 从引火到纺织：“火草”的观念史

11:30-11:45 齐 雪 民间舞蹈骆山大龙的价值转向研究

11:45-12:00 曹祎媚 吉祥文化视域下南京雨花石民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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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史与纸质文物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西园大厅

主持人：刘 畅

13:30-14:30 王菊华学术成就座谈会

14:30-14:40 会场整理

主持人：李晓岑

14:40-14:50 张溪文 纸酸化溯源及其体脱酸机制探讨

14:50-15:00 白 玉 古代折扇修复的实践

15:00-15:10 钟博超 新型脆弱古代纸质文物加固材料

15:10-15:20 陈 涛 唐宋时期造纸技术的传承与革新

15:20-15:30 何秋菊 书画修复用胶矾水作用机理及中性铝盐施胶沉淀剂

的研发

15:30-15:40 马 越 清代宫廷蜡笺纸工艺研究及故宫纸质文物纤维分析

近况

15:4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30-18:00 会场：西园大厅

主持人：马 越

16:00-16:10 段继刚 我们的蔡伦观

16:10-16:20 李宁勇 由甘肃博物馆展出的纸品引起的话题

16:20-16:30 华 玫 蔡伦发明造纸功垂万世

16:30-16:40 曹珍仪 西汉“灞桥纸”是无纺织絮布、废麻絮布还是纸，

如何还原真实面貌？

16:40-16:50 沈歆岩 瓷青纸源流考

16:50-17:00 田江南 宣纸润墨性评价方法探讨

17:00-17:10 郑烁在 三种现代洒金纸金色颜料成分分析及工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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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西园大厅

主持人：陈坤龙

08:30-08:45 刘 煜 再谈商周时期的焊接技术

08:45-09:00

罗武干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Highly Radiogenic
Lead in Unalloyed Copper Artifacts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Starting from the Huili Copper
Spearheads

09:00-09:15 钟水钒 基于铜同位素分析的商代冶炼模式研究

09:15-09:30
黄 凰 安徽江淮地区周代青铜技术探微——以大雁墩出

土西周青铜器为例

09:30-09:45 王志雄 浙江衢州庙山尖土墩墓出土铜器科学分析研究

09:45-10:00 讨论

B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西园大厅

主持人：刘 煜

10:30-10:45 黄全胜 岭南地区明末清初生铁炒钢技术遗存初步调查

10:45-11:00 陆秋燕 广西巨型铜鼓铅同位素分析

11:00-11:15 邹桂森 广西秦城遗址出土铁器分析

11:15-11:30
严弼宸 试验与冶炼之辨——论南图藏《坤舆格致》抄本

第二卷内容与卷次

11:30-12: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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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A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5:30 会场：阳光厅

主持人：王扬宗

13:30-13:45 中国现代科技史专委会筹备会

13:45-14:00 王大洲 当科学家遭遇工程：王淦昌与核武器试验

14:00-14:15 刘 洋 毛泽东的科技赶超思想研究

14:15-14:30 张嘉懿 从“一边倒”到独立自主：以中国时间服务的现代

化为例

14:30-14:45 王江山 “使科学转向人民”——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

会的建立

14:45-15:00 奉湘宁 战后核科学家再聚首——首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

中的若干共识

15:00-15:15 胡晓菁 从长春光机所李明哲案例管窥 20世纪五六十年中

科院的党员副所长情况

15:15-15:30 高 珺 “朝圣之旅”：1973年“科学为人民”代表团访华

始末

15:30-16:00 茶歇

B 组 11 月 14 日下午 16:30-18:00 会场：阳光厅

主持人：黄荣光

16:00-16:15 熊卫民 反思“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道路”——从“鸡

血疗法”的医学研究谈起

16:15-16:30 于 童 中国潜科学发展简述——以《潜科学》杂志为例

16:30-16:45 张 程 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因素

16:45-17:00 于乐乐 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科技工作恢复秩序的转折点——

1977年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

17:00-17:15 郭晓雯 逐渐坍塌的政治壁垒——20世纪 70、80年代中英

科技交流的恢复与发展

17:15-17:30 侯康佳 从技术史视角看 CRISPR/Cas9技术的发明与人类应

用的分歧

17:30-17:45 曹 钰 蒸汽汽船和中国第一座灯塔建设

17:45-18: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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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8:30-10:00 会场：阳光厅

主持人：熊卫民

08:30-08:45 史 斌 近代中国铁路轨距变迁及其地缘政治影响

08:45-09:00 朱 昊 全面抗战前嘉陵江三峡地区现代科学的传播——以

《嘉陵江日报》为线索

09:00-09:15 刘 晓 战时中英科技合作的开创及意义

09:15-09:30 付邦红、尤宇 王鹤亭与灰土代水泥——抗战时期中印交流的

一个特殊案例

09:30-09:45 曾雪琪 1955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日始末

09:45-10:00 陈印政 刘仙洲工程教育思想研究

10:00-10:30 茶歇

D 组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会场：阳光厅

主持人：刘 晓

10:30-10:45 黄荣光 中国第一件卫生瓷的诞生

10:45-11:00 范贤娟 从科学论述中文言到白话的过渡探讨文言用字的功

用

11:00-11:15 刘银伟 从“名物”到“格致” ——清末童蒙博物教育的

现代转型

11:15-11:30 丰子一 中国现代第一批本土地质学人才的培养与成才

11:30-11:45 彭 华 西方地震知识传播与中国现代地震学的兴起：以中

央地质调查所为中心（1916-1945）
11:45-12:00 曹 琪 1927年中国博德罗百周年纪念活动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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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信息

西郊宾馆

联系方式：010-51299843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8 号西郊宾馆

交通指南：

 距首都机场 30公里，打车约 100元；可搭乘机场班车中关村线或首都机场

快轨至市区，再换乘市内公交至五道口站，步行 10分钟即可到达。

 距大兴机场 54公里，打车约 220元；可搭乘机场班车中关村线或大兴机场

快线至市区，再换乘市内公交至五道口站，步行 10分钟即可到达。

 距北京站 21公里，打车约 60元；可搭乘地铁至五道口站，步行 10分钟即

可到达。

 距北京西站 16公里，打车约 50元；可搭乘地铁至五道口站，步行 10分钟

即可到达。

 距北京南站 20公里，打车约 60元；可搭乘地铁至五道口站，步行 10分钟

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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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信息

西郊宾馆总平面示意图（部分分会场）

主楼大堂平面示意图（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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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宾馆 1号楼三层平面示意图（开闭幕式）

西郊宾馆 1号楼二层平面示意图（部分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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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1. 会议期间应全程佩戴医用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2. 用过的口罩集中弃置指定的垃圾桶，不可随意丢弃。

3. 会议期间用餐，采用分餐制，错峰用餐。

4. 参会人员尽量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应全程佩戴医用口罩，做好个人防

护。

5. 听从会议方的防控安排。

6. 建议记录下自己的行程，以备查询。

7. 请参会人员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8. 若出现疑似新冠症状，应第一时间自觉隔离，并立刻通知会议主办方。

会议疫情防控小组联系人：赵维利，186 1262 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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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备案

A.常规防控
1.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请现场参会人员赴京前进行健康通行码互认，持绿码

通行。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参会人员请谨慎安排差旅计划，若出席则应自

带有效核酸检测证明。

2. 参会人员需遵守会议纪律，做好个人防护，会议期间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遵守当地和会场防疫要求。

3.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等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因素，或由于国家政策、地方政策

法规等因素的控制与变更，会议会及时调整。

4. 会议组织方在门口配备体温检测仪，进入会场前对参会人员、会务人员进

行测量体温。体温异常者禁止进入会场，应自觉隔离。

5. 会议组织方配备免洗洗手液、消毒剂等物品。洗手液配置于洗手间、每个

分会场会议室以及会场大厅。

6. 会议期间，每小时通风一次。会议内容不涉密的情况下，会议期间打开会

议室门窗。

7. 会场座位保持 1米以上间隔。根据参会人数合理分配相应容量的会场。

8. 定期对会议室、洗手间和餐厅进行清洁、消毒。原则上会议场所不得使用

新风系统及中央空调。若使用中央空调，应关闭回风系统。若空调配有空

气净化消毒装置且能保证有效运行的，其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可以继续运

行；运行时需加大新风量和室内外换气次数。

9. 维护正常供餐秩序，参会人员分批进入餐饮区，餐饮区座位相互隔离。

10. 为了便于防控，每次进入任何会议室分会场的参会人员都应登记名字。

B.意外情况应急备案
1. 若会议期间出现新的疫情爆发风险区，来自该高风险区的参会人员应停止

会议活动，第一时间自觉隔离，同时告知会议主办方。会议立刻终止，疏

散参会人员至通风良好的房间，隔离参会人员。同时协助该风险区域的参

会人员完成核酸检测等医学观察。

2. 若参会人员出现疑似新冠症状（咳嗽、发热、咽痛、胸闷等），应第一时

间自觉隔离，并立刻告知会议主办方。会议立刻中止，疏散参会人员至通

风良好的房间，隔离参会人员。主办方协助疑似新冠症状的参会人完成核

酸检测等相应医学检测。

3. 若发现参会人员、服务人员中有 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会议立即中止。

疏散参会人员，并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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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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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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