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院 2020 年夏季（第一批）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线上答辩公告 

（持续更新） 

 

一、 答辩注意事项 

1. 答辩人应提前 5 天将论文电子版发送给答辩委员。 

2. 在答辩前 2 天我院将进行设备测试，请答辩人下载软件做好测试准备。 

3. 答辩前，答辩人需填写一下表格中的个人信息，将电子版附件发送给答

辩秘书，以便答辩当天使用。 

附件 22《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答辩记录》 

4. 答辩前，答辩人须填写好附件 19（含导师评语和评阅意见），发给答

辩秘书。其中导师签字要齐全，疫情期间可使用电子签名。 

附件 19《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位）答辩资格审核表》 

 另：附件 19 与表 2 中都有导师评语与签字，答辩人可将两个表格

一并联系导师。表 2 在答辩之后提交。 

5. 请答辩秘书在答辩前到学院 305 办公室领取表决票。 

6. 答辩流程： 

（1）宣读答辩程序与规则。按照申请时间，答辩秘书提前召集答辩委员与

答辩人进入平台，将答辩委员会主席设为联席主持人，调试并确认录像设备存储

空间充足、音质画质清晰稳定，上传共享文档。相关准备工作应在答辩正式开始

前 10 分钟安排就绪。答辩开始后，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答辩会议，宣读答辩委

员会组成、答辩程序、答辩规则与答辩纪律，并要求答辩秘书做好记录工作。 

（2）介绍答辩人基本情况。由导师（导师未参加答辩的可由答辩秘书）介

绍答辩人基本情况，包括学习经历、论文题目、课程学习与考试成绩、科学研究、

学术活动及撰写论文等。 



（3）答辩陈述与问答。答辩人应在单独空间全程独立进行答辩，答辩开始

后向答辩委员展示答辩环境；答辩人报告毕业（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可采用

PPT 形式），并回答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在此期间，答辩人与答辩委员会委员

应全程在线，且处于摄像头开启状态。答辩全程保证网络畅通，图像清晰，声音

连贯。 

（4）组织讨论与答辩投票。答辩陈述及问答结束后，答辩委员与答辩秘书

留在答辩会场，答辩人与技术人员先行离开，答辩委员会组织内部会议。答辩委

员会对毕业（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答辩情况进行评议和充分讨论，采用无记

名投票方式对是否通过答辩及是否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同意票数达全体委员

的三分之二为通过。硕士研究生还应对论文进行评分。 

（5）宣布表决结果与决议。答辩秘书通知答辩人和技术人员回到会场，由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宣读答辩委员会决议。 

（6）答辩过程全程记录。答辩秘书应如实记录答辩过程，表决票及委员签

字由答辩秘书在获得委员授权后代签。应指定专人对答辩全程（答辩委员内部讨

论时除外）进行录音录像，对关键环节的画面进行截图（3 至 5 张），其中 1 张

应包括所有答辩委员会成员及答辩人、1 张应展示无记名投票评审结果。除使用

软件录制外，还应在答辩现场选择合适角度全程录音录像进行备份。 

5. 答辩材料整理 

答辩秘书应于答辩后 5 日内将答辩材料整理完整。 

附件 22《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答辩记录》、表决票、答辩

全程录音录像（含软件录制及现场录制）、重要环节画面截图（3 至 5 张）交学

院研究生教务老师审核。 

 

 

 

 



二、 各专业答辩安排 

 

1. 马克思主义哲学 

答辩人 指导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马光耀 邢元敏、王新生 

丰子义（主席 北京大学） 

臧峰宇（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 

王新生（委员 南开大学） 

李淑梅（委员 南开大学） 

谢永康（委员 海南大学） 

莫  雷 

马克思复合正义观研究 

5月 27日 

09:00 
飞书 

彭晓涛 谢永康 财产、劳动与自由——论马克思的主体性哲学 

宋凯旋 谢永康 “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研究 

袁  航 王新生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公共理性问题 

张欣然 王新生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批判思想研究 

 

2. 外国哲学 

答辩人 指导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马芳芳 李国山 
钱  捷（主席 中山大学） 

王成兵（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 

王建军（委员 南开大学） 

李国山（委员 南开大学） 

贾江鸿（委员 南开大学） 

郑辟瑞 

现象意识与物理世界 ——意识问题的现象概念

策略研究 
5月 24日 

14:30 
飞书 

崔昕昕 贾江鸿 萨特的伦理学思想研究——以《道德笔记》为例 

 

 



 

3. 逻辑学 

答辩人 指导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时间 
答辩 

平台 

乔  敏 翟锦程 

王克喜（主席 南京大学） 

王建芳（委员 中国政法大学） 

李  娜（委员 南开大学） 

张晓芒（委员 南开大学） 

田立刚（委员 南开大学） 

李继东 

中国近代逻辑学教育研究 
5月 27日 

9-10点 

飞书 李亚乔 田立刚 

王克喜（主席 南京大学） 

王建芳（委员 中国政法大学） 

翟锦程（委员 南开大学） 

张晓芒（委员 南开大学） 

田立刚（委员 南开大学） 

先秦“三物”逻辑思想研究 10-11点 

何  佳 李  娜 

王克喜（主席 南京大学） 

王建芳（委员 中国政法大学） 

翟锦程（委员 南开大学） 

张晓芒（委员 南开大学） 

李  娜（委员 南开大学） 

模态集合论研究 11-12点 

 

 

 

 



答辩人 指导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时间 

 

答辩 

平台 

梁贤华 任晓明 

王建芳（主席 中国政法大学） 

王克喜（委员 南京大学） 

翟锦程（委员 南开大学） 

任晓明（委员 南开大学） 

王左立（委员 南开大学） 

李继东 

纯粹归纳逻辑研究 
5月 27日 

14-15点 

飞书 
李  帅 任晓明 王建芳（主席 中国政法大学） 

王克喜（委员 南京大学） 

翟锦程（委员 南开大学） 

李  娜（委员 南开大学） 

王左立（委员 南开大学） 

实质归纳理论研究 15-16点 

袁旭亮 李  娜 直觉主义视角下的集合论研究 16-17点 

 

4. 美学 

答辩人 指导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刘弋枫 薛富兴 

韩德民（主席 北京语言大学） 

李国山（委员 南开大学） 

潘道正（委员 天津外国语大学） 

尹沧海（委员 南开大学） 

薛富兴（委员 南开大学） 

陶  锋 禅宗视野下的宋代古琴艺术研究 
5月 30日 

9:30 
飞书 

 

 



 

5. 科学技术哲学 

答辩人 指导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时间 

5月 27日 

答辩 

平台 

杨  琼 

贾向桐 

孟建伟（主席 中国科学院大学） 

董春雨（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 

韩永进（委员 天津大学） 

赵万里（委员 南开大学） 

任晓明（委员 南开大学） 

王左立（委员 南开大学） 

贾向桐（委员 南开大学） 
于  涛 

玛丽·赫西的科学网络模型研究 09:00 

飞书 

刘宇轩 

董春雨（主席 北京师范大学） 

孟建伟（委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 

韩永进（委员 天津大学） 

赵万里（委员 南开大学） 

任晓明（委员 南开大学） 

王左立（委员 南开大学） 

贾向桐（委员 南开大学） 

实践哲学的科学性探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实

践哲学思想出发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