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数学会普及与传播工作委员会学术研讨会暨 

第十一届全国数学文化论坛 

学术会议通知 

（第二轮） 

全国数学文化论坛主要围绕数学思维、数学方法、数学史、数学美学等研究方

向，研讨交流国内外数学文化研究进展，以推进我国数学文化研究，繁荣数学文化，

更好地引领数学发展。第十一届全国数学文化论坛学术会议定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8 月 1 日在河南开封召开（视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决定是否延期）。本次文

化论坛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天元基金委员会的资助。 

一、主办单位：中国数学会 

承办单位：河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河南应用数学中心（河南大学），

河南省科学院 

二、学术委员会 

顾  问：田  刚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严加安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主  任：周爱辉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副主任：汤  涛  中科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校

长 

巩馥洲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艾明要  北京大学教授 

刘建亚  山东大学教授，副校长 

吉国兴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闫桂英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海梁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罗懋康  四川大学教授 

陈兵龙  中山大学教授 

周焕松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郭金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蔡天新  浙江大学教授 

 



三、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卢克平 河南大学教授，党委书记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序） 

冯淑霞  河南大学教授，副校长  

巩馥洲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韩小森  河南大学教授，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  

委  员： 

邹庭荣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 

张文俊  深圳大学教授 

张   红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梁   进  同济大学教授 

靖   新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  

史富强  河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书记 

杨一平  河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唐恒才  河南大学教授，数学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崔  涛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灵光  同济大学副教授  

陈亦飞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  雷  中国数学会 

李丽芳  中国数学会 

孟雨晴  中国数学会 

谢洪云  中国数学会 

四、大会报告 
1. 大会 45 分钟报告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王  杰  北京大学教授 

田  刚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孙智伟  南京大学教授 

宋春伟  北京大学教授 

张之正  洛阳师范学院教授 

袁亚湘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曹则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蔡天新  浙江大学教授 

2. 大会 30 分钟报告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 

刘  攀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李  方  浙江大学教授 

李红玲  宿迁学院副教授 

沈婧芳  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教授 

张志平  河南大学教授 

张玉环  河南大学副教授 

杨  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 

彭爱辉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员 

 

五、会议相关事宜 

1. 时间安排：2022 年 7 月 29 日报到，7 月 30-31 日开会，8 月 1 日自由

交流或离会。 

2. 报到地点：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郑开大道东 1

号）；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站，请自行前往报到地点。 

3. 会务费： 会员会务费 1000 元，非会员 1200，学生 600 元（学生如果

不在会议用餐，可免交会务费）。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完成会务费的缴

纳，缴费前请仔细阅读《中国数学会缴费平台操作说明》。因疫情影

响，建议大家现场扫码缴费。 

 

  
 

4. 会务委托：本次会议委托开封市梦芝华会务服务有限公司承接有关会 

   议业务。 



5. 住宿地点：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会场所在地），住宿费标准：大床

房 420 元/间天（含 1 位早餐）、双床房 330 元/间天（含 2 位早餐）。 

6. 疫情防控：参会人员需遵循会议举办时开封当地防疫政策要求，具体

情况另行通知。 

7. 请拟参会老师填写回执并于 7 月 15 日前发送到邮箱 

hedashuxueyuan126@126.com 

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 1：曹妮，河南大学数学统计学院  

联系电话：13193755302，邮箱：hedashuxueyuan126@126.com 

联系人 2：龚意豪（研究生），河南大学数学统计学院  

联系电话：18336334071，邮箱：gongyihao@henu.edu.cn  

联系人 3：唐恒才 河南大学大学数学统计学院 

联系电话：15037868993，邮箱：tanghengcai@126.com 

 

 

 
 
                                              河南大学数学统计学院 

                                                         2022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第十一届全国数学文化论坛学术会议通知 

回执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学术头衔  

工作单位  

电子信箱  手机  

身份证号  是否作报告  

住宿安排 

酒店名称 

入住 
日期/
时间 

退房 
日期/
时间 

房型及房间数目需求 

标准大床房

数目 

标准双床房

数目 

□开封开元名都大

酒店 
    

□自行安排     

是否合住：□是  □否；合住说明： 

报告题目  

报告摘要 

 

 

 

 

 

 

其它说明  
 
 
       注：一．请所有参会代表自行安排好往返车票和机票，会务组不提供订票服务； 

二．本次会议不接站，请各位代表按照以下路线前往宾馆报到： 
1. 新郑国际机场—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相距 70 公里，打车费约 200 元以内。

也可选择在机场换乘城铁轻轨到开封宋城路站，再打车到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打

车费约 10 元。 
2. 开封北站（高铁站）—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相距 8 公里，打车费约 15 元，

约 15 分钟。 
3. 开封宋城路站—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相距 5 公里，打车费约 10 元，约 10

分钟；  
4. 开封火车站—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相距 8 公里，打车费约 20 元，约 2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