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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荣誉】
曹文轩教授获 2016 年国际安徒生奖
2016 年 4 月 4 日，在第 53 届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话书展上，2016 年“国际安
徒生奖”正式揭晓，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该奖项，这也是
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国际安徒生奖于 1956 年设立，由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
世赞助，以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名字命名，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小诺贝儿文学奖”。
曹文轩教授曾创作了《草房子》
《青铜葵花》
《火印》等作品。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
席帕奇·亚当娜称曹文轩“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一些生活中真实而哀伤的瞬间”。
（采自北大新闻网）

李零教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美国东部时间 2016 年 4 月 20 日，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公布了第 236 届 213 位新当
选院士名单，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零教授名列其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又译
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文理科学院，英语：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简称 American Academy 或 AAAS ）创立于 1780 年，其宗旨为“弘扬学
术，以增进自由、独立、良善之公民德行”，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院士机构及地位最
为崇高的荣誉团体之一。目前共有约 4000 位院士及外籍院士，包括超过 250 位诺贝
尔奖得主及超过 60 位普利策奖得主。此前，胡适、钱学森、李政道、丁肇中、李远
哲、丘成桐、谢希德、巫鸿、崔琦、田刚、施一公等著名华人学者都曾当选该院院士。
（采自北大新闻网）

余淼杰教授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
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教授 2015 年独立发表在《经济学期刊》第 125 期第 585
卷上的论文“关税削减、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实证”
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评为 2015 年度最佳论文。余淼杰教授从而成为第一位独立获得
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的华人经济学家，也是中国大陆首位获得该奖的经济学家。自
1990 年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决定从发表在其旗舰期刊《经济学期刊》中的论文中
选出最佳论文，并给作者颁发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在过去 25 年中，一批杰出的美
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奖得主、诺贝尔奖得主等教授曾先后获得该奖。该奖也被公认为
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的欧洲最重要经济学奖项。
（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 10 名人文社科学者受聘教育部 2015 年度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青年学者
教育部于近期公布了 2015 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青年学者名单。此次经学校
推荐、通讯评审、会议答辩、人选公示、评审委员会审定、聘任合同签订等程序，共

确定 412 人为 2015 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青年学者，其中特聘教授 152
人、讲座教授 49 人、青年学者 211 名。北京大学入选 26 人，与清华大学总入选人数
相同，并列全国第一，其中人文社科学者 10 人（特聘教授 5 人、青年学者 5 人）。
分别是中文系袁毓林、贺桂梅（青年），历史系辛德勇，光华管理学院周黎安、吴联
生，国发院姚洋、余淼杰（青年），法学院常鹏翱（青年）、车浩（青年），社会学
系渠敬东（青年）。（采自北大新闻网）

【科研成果】
《商学教育变革：全球视角》出版
2016 年 3 月，作为“北大汇丰书系”的首本图书，
《商学教育变革：全球视角》
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探讨了全球商学教育正面临的变革与挑战，揭
示了经济全球化下的商学教育未来走向。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
长海闻教授担任本书主编。《商学教育变革：全球视角》根据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主
办的“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实录整理编辑，全书 13 万余字，共分为“趋势与挑战”
“变革与实践”“争议与应对”三部分。内容汇集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四十多家知名
商学院院长、企业家的集体智慧，展现了他们对于全球新格局下商学教育变革与挑战
的前瞻性分析与思考，提供了新时代下的反思、融合、创意、多元、突破等全球化视
角，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采自汇丰商学院）

“包容性结构转型指数”首次发布
2016 年 3 月 21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CNSE）在北大国家发展研
究院朗润园举办了第一期“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论坛”，论坛首次发布了《“包容
性结构转型指数（Inclusiv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dex, ISTI）”报告》，
来自政府、高校和国际组织的嘉宾和评论人先后从不同视角对指数和报告作了解读。
论坛由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徐佳君主持。《“包容性结构转型指数”
报告》的三位作者分别致辞，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创始人林
毅夫简要介绍了中心的使命和发布这一指标的缘起和目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执行干事 Celestin Monga、比利时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经济系
高级研究员 Samuel Standaert 先后登台对报告的内容作了细致的讲解。
（采自北大新
闻网）

国内首个全国性 PE 指数发布
2016 年 3 月 29 日，由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北京方富资本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编制的“北大-方富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指数”（简称“中

国 PE 指数”）在北大经济学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参事、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
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李庆云出席发布会并发表讲话。中国股权投资基金
协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华融资产等单位的领导、专
家学者以及数十家投资机构与媒体的代表出席了发布会。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何小锋教授对中国 PE 指数进行了解析。本次中国 PE 指数的发布填补了国
内 PE 行业研究的一项空白，具有重要的开创性和现实意义。（采自北大新闻网）

首个“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发布
2016 年 4 月 9 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构建的“中国资
源型城市转型指数”正式发布，会议同期发布新书《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各
地级市转型评价》。这是首部关注全国性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研究成果，也是首次以转
型评价为切入点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的理论探索。这一研究将建立起研究资源型
城市的新方法、新思路，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特点、难点以及制约
和促进转型的主要因素，为未来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科学指导，促进学术研究与实践
发展的互动，更好地发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作为“智库”服务
政府、社会和产业发展的综合功能。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祖等国家部委相关部门研究机构、高校的专
家学者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采自北大新闻网）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发布
受公益组织北京歌路营的委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联合中国社会
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组成联合课题组，于 2015 年在四川、河北两省 4 个
县的 137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进行了调研，
回收有效学生问卷 17676 份，家长问卷 14384
份。课题组近日发布了题为《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的课题研究报告，从大
范围调查和指标测量教育数据展示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孩子的身心健康状况。研究表明，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在睡眠和身体健康情况、心理和校园霸凌情况以及阅读和学业成
绩情况三大领域均存在较严重的问题，迫切需要政策干预。本报告受到了《中国青年
报》
、
《财新网》和《中国教育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逾 130 家媒体转载了相关报道。
（采自教育财政所）

《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
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出版
近日，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兴教授与复旦大学章奇博士合著的新
书《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经济学文库”出版。在对浙
江民营经济发展历程考察的基础上，本书尝试回答了“为什么在中国高度集权的体制
下可以出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出现如此大的地方差异”这一问题。本书的学术价值首

先在于提供了一个理解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并指出了地方政府行为差异巨大的
原因；此外，本书在正式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强调了非正式制度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给分析和理解中国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采自教育财政所）

【科研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知识融合的体系架构、
实现模式及实证研究”举行开题论证会
2016 年 3 月 8 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广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大数据时代知识融合的体系架构、实现模式及实证研究”开题论证会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社科规划办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规划评审组组
长黄长著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志耘研究员，中国国防科技信
息中心主任刘林山研究员，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柯平教授等专家出席。北京大学
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王博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项目首席专家李广建教授从课
题研究内容的设计、研究的改进和实施方案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汇报，专家对课题研究
中的重点、难点、关键问题，以及可能产生的重要突破点等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
价值的具体建议，使得课题组成员进一步拓宽了研究思路，明确了研究任务。（采自
信息管理系）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究”
如期完成并出版重要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究”顺利完成。该项目于 2011
年度正式获得立项，在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刘玉才教授的主持下，课题组成
员团结协作，潜心钻研，历时四年，完成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文献整理，发表
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十余篇，项目附属成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整理本 11 册新近
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项目画上圆满句号。该项目成果既遵循古典文献学的整
理研究方法，立足于文本细读分析，同时又将研究对象置诸学术史开阔视野的观照之
下，在经典文本校订和清儒经学成就研究方面都做出较大突破，对经学研究尤其是清
代经学研究有着重要价值。项目成果客观揭示阮元《校勘记》的功过得失，不仅为学
界提供了扎实的文献资料，而且提供了整理研究方法的借鉴，相信这对于正在开展的
传统经典整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采自中文系）

“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战略与策略研究”成果报告
入选文化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选编》

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承接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文化艺术‘走
出国门’战略与策略研究”课题自 2014 年 10 月项目启动以来，按计划、分阶段完成
了课题相关研究内容，由项目首席专家林一教授撰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报告总结了项
目启动一年以来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的新思路。研
究报告建议：
“文化艺术产品作为复杂精神产品必须遵循其独特的市场传播规律，中
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战略必须要建立复杂系统的新观念，从过去注重大事件、大
影响、大规模的‘热闹文化战略’向注重文化内涵、注重艺术价值、注重美学引导的
‘深入心灵’的系统化文化战略转移。”该文已入选文化部《2013-2015 年国家社科
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选编》，对国家文化建设相关工作起到一定的决策参
考作用。
（采自艺术学院）

图书馆科研项目获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
“资源深度利用”课题一等奖
2016 年 4 月，在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支持的“资源深度利用”
相关研究课题中，北京大学图书馆科研项目《基础、交叉和前沿学科战略热点研究》
获得一等奖的第一名。DRAA 秘书处共计收到来自 15 家理事馆及 5 家非理事馆，共计
33 份课题申请书，并从“数字资源深度聚合与揭示的聚焦”、“数字资源服务模式与
实践的创新”
、
“数字资源助力学科发展的研究”、
“数字资源深度利用案例的解读”四
个主题中评审出 20 个课题开展研究。由 DRAA 理事单位、
《大学图书馆学报》及 DRAA
秘书处的 8 位老师组成的课题评审组，从“文献综述”、
“研究方法”、
“学术成果”及
“其他加分”四方面对报告进行综合打分和评比。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二次获得
DRAA 项目的一等奖。
（采自图书馆）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标准体系研究”
第五次工作组全体会议在西安召开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标准体
系研究”第五次工作组全体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23 日在西安召开，课题组 7 家单
位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歌华集团共 39 人出席了会议。各子课题召集单位分别介绍
了各自研究任务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讨论环节气氛热烈，全体参会人员目前的研究
成果及存在问题、开放实验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并对现有研究成果中不成熟
以及待明确与完善的地方提出了修改建议。4 月 21 日课题组还在西安召开了“中国
文物分类主题词表”构建方法学及知识组织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了美国肯特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院、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的专家参
会。
（采自图书馆）

【科研机构】

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举办话剧《嘿，是我》学术研讨会
2016 年 3 月 26 日，在北京鼓楼西剧场，话剧《嘿，是我》二轮热演后，召开
了专家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和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教授、副院长兼副书记唐金楠老师共同主持。宋宝珍、施旭
升、陶庆梅、顾春芳、周映辰、杨志弘、邵泽辉、林蔚然等十余位专家，本剧编剧导
演祖纪妍，本剧男主演阴珉，及多家媒体记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嘿，是我》由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祖纪妍编剧和导演，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
研究中心制作，是祖纪妍在执导获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北大原创话剧《早安，妈妈》
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在本次研讨会上，专家们对《嘿，是我》高度评价，进行了热烈
深入的研讨，并期待“戏剧新力量”的崛起。
（采自艺术学院）

教育财政所举办“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财政策略”研讨会
2016 年 4 月 7 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教育创新“20+”论
坛共同在北京大学组织举办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财政策略”研讨会。与会者就未来
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教育面临的改革与挑战、2030 年教育蓝图和教育供给、教
育经费投入水平与体制构架、教育经费分配使用管理目标与路径等四个主要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财政部教科文司、教育部财务司等相关部委司局的负责人，北京大学教
育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以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研究者，
国务院扶贫办、国务院参事室及腾讯研究院、微软、未来工场和创客总部等企事业单
位的代表 40 余人出席了会议并参与分享讨论。
（采自教育财政所）

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举办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第 98 期
2016 年 4 月 7 日，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第 98 期活动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阿
里巴巴报告厅举行，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张红力作了主题为“金融与国家安全”的讲座。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
中心主任曹凤岐教授主持活动。张红力就“金融既是国器，更是国策”展开论述，提
出中国金融具有全球治理理念返璞归真的价值观，全球规则共同重塑的时代观，共同
建立多边共治体系的变革观，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公正透明的实践观和全球发展成果公
平分享的公平观。曹凤岐教授随后对张红力的演讲进行了总结和点评。（采自北大新
闻网）

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在美举办英文研究报告发布会
2016 年 4 月 19 日，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美国著名智库“全美亚洲
研究所”（NBR）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行《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 US-China

Relations in Strategic Domains）英文研究报告发布会。该报告为中美人文交流研
究基地和全美亚洲研究所共同合作的成果。报告由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

行副主任、课题中方主任王栋和十万强基金会资深副总裁、课题美方主任谭俊辉
（Travis Tanner）共同主编，分为六章，分别涵盖中美关系中的核、太空、网络、
海洋、两军关系和人文交流等六大战略领域问题。该报告对六大战略领域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究，提出了系统的分析框架，并针对每一个战略领域问题提出了扩大合作、管
控分歧的政策建议，代表了迄今中美两国主流学界、政策界对这些重大战略层面问题
最全面和前沿的思考。（采自北大新闻网）

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举办“越从海上来——新编越剧
《甄嬛》
《双飞翼》创作谈”讲座
2016 年 4 月 22 日，北京大学博雅艺术讲坛第 79 讲、北京大学“戏曲与中国传
统文化”沙龙第 2 期“越从海上来——新编越剧《甄嬛》
《双飞翼》创作谈”在理科
楼 207 室举行。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上海
戏曲艺术中心主办，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钱惠丽、王志萍、黄慧主讲，新浪演出频道
主编闫平、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讲师江棘点评。钱惠丽介绍了越剧的渊源及发
展历史，并以“
‘揉碎’了‘重塑’”为题，与王志萍、黄慧一起重点讲解了新编越剧
《甄嬛》
《双飞翼》的创作意图与设计，及主要人物的表演风格与体会。《甄嬛》《双
飞翼》为上海越剧院近年来的新编剧目，贴近社会与时代，很受欢迎。（采自艺术学
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举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活水”学术研讨会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 60 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举办了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活水”的学术
研讨会。许全兴、沙建孙、梁柱、郭建宁、王东、黄宗良、赵家祥、陈志尚、李世坤、
丰子义、白雪秋、徐春等校内外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由中心主任杨河教授主
持。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背景、整理过程、历史价值和现
实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
《论十大关系》是在中国历史重要转折关头，
回答了历史提出的一个时代性课题。它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同时对于指导今天
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采自北大新闻网）

国家治理研究院举办“解读澳大利亚政治”讲座
2016 年 4 月 28 日，
应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邀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大卫•洛弗尔（David W.
Lovell）教授为北大师生作了题为“解读澳大利亚政治”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王丽萍教授主持，她从中澳两国日益密切的联系入手，

阐述了深入了解澳大利亚政治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吴丕教授、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张剑教授以及来自校内外的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讲座中，洛弗尔
教授从多维角度对澳大利亚政治进行了剖析，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了澳大利亚政治的
特点。最后，洛弗尔教授就师生提出的“强制性选举”“社交媒体在澳大利亚政治中
的作用”
“民意测验的执行”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采自北大新闻网）

【交流合作】
李水城教授应邀前往牛津大学讲学
2016 年 3 月 4 日，应英国牛津大学前副校长、墨顿学院前院长杰西卡•罗森教授
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前往牛津大学讲学。李水城为牛津大学亚洲
考古、艺术和文化中心作题为“前丝绸之路的诞生：史前时期欧亚草原东部与中国西
北地区的族群迁徙与文化交互”的学术报告。杰西卡•罗森、牛津大学亚洲考古系主
任 Helena Hamerow 教授及师生等近百余人聆听了报告。报告结束后，李水城与听众
进行了互动交流。（采自考古文博学院）

芝加哥大学格莱姆学院院长访问经济学院
2016 年 3 月 7 日，芝加哥大学格莱姆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ham School of Continuing Liberal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院长
Mark R. Nemec 博士及副院长 Mary Daniels 博士来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
祥教授、院长助理秦雪征副教授接见来宾。孙祁祥院长向来宾介绍了北京大学经济学
院发展历史、学生规模、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等概况，Nemec 院长介绍了
芝加哥大学格莱姆学院的悠久历史、目前开设的学位课程、国际学生来源等情况。双
方就开展“北大-芝大双学位”硕士项目的合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达成基本的合
作共识，更多细节将进一步沟通落实。
（采自经济学院）

日本 21 世纪论坛中日研修团访问国际关系学院
2016 年 3 月 21 日，日本 21 世纪论坛（梅下村塾）第 29 期中日研修团访问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学院专家学者交流。中日研修团包括 9 名来自日本企业界、新
闻媒体及日本政府的成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主持交流活动，国际关系
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学院梁云祥教授、王栋副教授出席活动并发言。双方就中日关
系、中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海洋政策、中日政治与社会问题等展开对话。贾庆国
教授对研修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发表了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梁云祥教授就中国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发表了看法；王勇教授介绍了中国对外关系新理念与

新变化；王栋副教授就中日关系的未来、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及美日关系的影响与研
修团进行了交流。
（采自北大新闻网）

孙祁祥教授出席 2016“天下女人国际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2016 年 4 月 3 日，“天下女人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本届论坛的议题为
“包容的社会，真正的伙伴” (Inclusive Society True Partnership)，众多行业
内颇有建树的嘉宾及全国各地数百位优秀女性共襄盛举，探讨在日趋包容的社会下，
重新认知伙伴关系，为实现女性与男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知识与方法。北京大学经济
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孙祁祥在题为“女性成长中的‘她’
与‘他’”的主旨演讲中讲述了她对女性价值的理解，并从劳动分工与性别角色相关
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孙祁祥用“ABC”即 Appreciation, Binding,
Collaboration 高度概括了两性伙伴关系。她指出：“在这个社会上，男人和女人只
有相互欣赏、相互依靠、相互合作，才能共襄大计、共度难关，才能共同进步、共同
成长。
”孙祁祥的演讲赢得了在场嘉宾和观众的热烈反响及高度赞许。
（采自经济学院）

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馆长 Nicola Wright 访问图书馆并演讲
2016 年 4 月 5 日，
伦敦政经学院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图书馆馆长 Nicola Wright 女士到图书馆访问，并就英国高校图书馆发展
以及伦敦政经图书馆的最新服务进行了介绍。她从新数字环境下印本资源和电子资源
的管理、开放获取、教学科研支持、学生参与图书馆管理、学习空间建设以及馆员技
能培养与管理改进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图书馆特藏资源中心还选取了有伦
敦政经学院留学背景的十一位北大名师，如陶孟和、费孝通、王铁崖等，举办了专题
展览，介绍了这些名师的生平、著作和交往，该展览受到 Nicola Wright 馆长的高度
赞赏。
（采自图书馆）

谢新洲教授出席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言
2016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中央政
治政治局常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出席会议。座
谈会上，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谢新洲就发挥新媒体在凝聚共识中的作用向中央
领导层谈了意见和建议，系统地阐述了结合网络传播规律，如何更好地发挥新媒体在
凝聚共识中的主渠道作用。（采自北大新闻网）

贾庆国教授应邀在联合国总部演讲

2016 年 4 月 20 日，应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
庆国赴联合国参加“讲述中国故事（四）——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十三五’规划和
在世界上的作用”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上午面对公众的会上，贾庆国就中国对外政
策发表演讲。他指出，“十三五”规划为中国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和宏伟的目
标，要实现上述目标，中国需要集中精力从事国内发展和改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外
交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内改革和发展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做到以下几点：
（1）
充分认识到转型时期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2）兼顾两个方面的利益、
谨慎处理对外关系和相关热点问题，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和南海问题；
（3）更好发挥
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统筹协调作用；
（4）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
（5）加强国际合作。
（采自北大新闻网）

刘德寰教授出席 UBDC 全域大数据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2016 年 4 月 20 日，UBDC 全域大数据峰会Ÿ2016 在北京举办。会议以“无数据不
智能”为主题，在主论坛之外，还分别设立了“数据化运营”、
“数据营销”、
“IOT 和
O2O 数据应用”
、
“数据开放与发展纵横谈”四个平行分论坛。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教授刘德寰在“无数据不智能”的主论坛上，围绕“有效大数据运算的两个路径假说
及意义”进行演讲。他提出了有效大数据运算的两个路径假说：第一个路径，未来数
据分析就是分析人，完善人的纬度；第二个路径，对物的纬度探测，基于人的认知习
惯。他进一步介绍这两个假设：每个非人的事物都由一个确定的 N 维空间，而且 N 可
以从人的认识能力角度定义。他特别以 tesco 作为案例，这家企业不仅针对每一个商
品都会进行 20 纬度的打分，同时也会根据进店顾客进行全面的分析。
（采自新媒体研
究院）

北京大学高端智库代表团参加中日韩三边对话
2016 年 4 月 22 日-24 日，由韩国东北亚财团（NEAR）倡议发起的中日韩三边对
话（“首尔进程”）机制第一次会议在韩国举行。中日韩三边对话机制的创立旨在促
进三国的高端智库和知名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和解、和平、
发展与繁荣贡献智慧和政策方案。三国智库代表团负责人分别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
长贾庆国、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明石康、韩国前驻日大使申珏秀。贾庆国表示，此次会
议是在东北亚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召开的，是中日韩三国有识之士在合适的时间和
地点所做的一件正确的事情。开幕式后，三国学者围绕历史、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
展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和辩论，并在此基础上达成若干共识。（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与河南大学共建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签约仪式举行
2016 年 4 月 26 日，北京大学与河南大学共建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签约仪式在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举行。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会
科学部部长王博，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河南省副省长张广智，河南大学党

委书记关爱和，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以及其他协同单位的领导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出席了会议。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由河南大学牵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 18 家单位协同共建。其宗旨为：按照“国家
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总体要求，大力推动黄河文明传承与转型
领域科研、人才、学科“三位一体”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该领域国际著名的学
术中心，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采自社科部）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举行揭牌仪式
2016 年 4 月 29 日，在建校 118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
院（简称“南南学院”）揭牌成立仪式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举行。南南
学院的成立，为北大院系建设及南南合作与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揭牌成立仪式由北
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主持，商务部副部长张向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联合国
驻华系统协调员兼开发计划署驻华总代表诺德厚（Alain Noudehou），非洲国家驻华
使团长、马达加斯加共和国驻华大使维克托·希科尼纳（Victor Sikonina），财政
部与教育部代表，以及多位驻华使节代表和北大师生代表出席了此次仪式。南南学院
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联合创始人与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会上作了发言。
（采自北大新闻网）

【会议讲座】
陈跃红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 111 讲：
学术研究的现代性与跨文化比较方法论
2016 年 3 月 3 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人文特聘教授、比较诗学方向博士生导
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系主任陈跃红教授做客才斋讲堂，从比较的价值支撑和逻辑
结构入手，详细探讨了跨文化比较方法论的历史和空间建构。陈跃红认为，同与异的
对立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价值关系，发现同异关系更不是学术的新大陆，甚至论证背后
的文化关系也还不是重要的发明，真正最重要的更可能是去清理出同异之间的历史转
化和共生状态。整场讲座，陈跃红引用大量文化和文学比较的例子，深入浅出地建构
起关于比较方法论的逻辑结构，引发同学们深思。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发言，围绕
比较方法论的核心观点与陈跃红展开交流和讨论。（采自北大新闻网）

张静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 112 讲：
科学理性——思维逻辑进展及其论争

2016 年 3 月 10 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做客北大研究生院才斋讲堂，
主讲“科学理性——思维逻辑进展及其论争”。张静教授以“人们为何确信”为起始
问题，以三本书及一部电影为线索，回顾了焦点争议，反思了“探索知识”的相关问
题。张静教授从“证明、逻辑、方法、目标、效用”几个方面，概括了近代科学理性
的重要原则。她强调：信念深刻影响着科学探索行为和效果。整场讲座充满哲思，引
人深省。提问环节，同学们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围绕是否需要科普知识、理性与感性
的关系等问题，与张静教授展开了讨论与交流。（采自北大新闻网）

从域外史料看近世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
——北大历史学系举办王汎森教授讲座
2016 年 3 月 12 日下午，台湾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教授的讲座在北大历史学系举
办，本次讲座题为“从域外史料看近世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讲座由历史学系
罗志田教授主持，系主任张帆教授等老师也参加了讲座，讲座还吸引了校内外 200 多
名学生及史学爱好者前来聆听。在近两个小时里，王汎森教授与大家热情交流了自己
的研究心得。王汎森教授列举了如《燕行录》《北使录》等域外史料并强调了其重要
性，认为域外史料是对中国正史的补充，其中对当时社会结构、政治关系等的刻画并
不受中国传统官方规则的约束，因而有很强的客观性，对于今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有
很高的参考价值。
（采自北大新闻网）

光华管理学院召开 2016 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
2016 年 3 月 21 日，2016 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副院长刘俏教授、会计系姜国华教授、
应用经济学系陈玉宇教授，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经济学院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就供给侧改革、资本市场稳定、技术创新、金融体
制改革、“一带一路”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解读两会热点，分析经济形势。会议由
光华管理学院颜色教授主持，新华社、凤凰网等多家媒体代表参加。主题演讲结束后，
与会人员与专家学者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下行走势、中国证券市场改革、
房地产走向、银行业债转股、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可能性等经济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
（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举办第二十期国际汉语讲坛
2016 年 3 月 21 日，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第二十期国际汉语讲坛在学院大
楼 B101 报告厅举行。国际知名应用语言学家、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院学位委员
会主席和管理委员会委员袁博平教授以“汉语二语习得中的界面研究”为题进行学术
报告。袁博平教授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句法—语义”
界面、
“句法—语篇”界面和“句法—语用”界面进行检验，发现实验结果并不完全

支持“界面假说”以及修正后的“界面假说”。他认为，界面本身可能并不是造成二
语习得困难的根本原因，界面所需的信息处理量才是关键因素。这个结论极具学科前
瞻性，为界面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采自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信息管理系召开情报科学展望研讨会
2016 年 3 月 23 日，情报科学展望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召开，这也是情
报科学读书沙龙的第 28 次活动。本次沙龙试图从科技与社会奇点的发现和认识出发
探讨情报业务和情报科学的发展问题，特邀请国际信息学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信息管
理系的闫学杉老师分享对《信息科学：概念、体系与展望》这部穷其 20 年心力所成
百万字巨著的著述心得。活动由信息管理系王延飞教授主持。闫学杉以“信息科学的
系统观：从机械主义走向有机主义”为题进行报告。情报科学读书沙龙是由信息管理
系、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情报领域专家学者发起组织的读
书研讨活动，已经坚持进行近了 5 年，影响范围涵盖在京的科技情报研究和学术机构。
北京大学社科部为沙龙活动提供了支持。（采自北大新闻网）

段晴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 114 讲：沙碛之下的多元文明
2016 年 3 月 24 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教授段晴开始了才斋讲堂第 114
讲。首先，段晴对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进行了简要介绍，师从季羡林先生的她主要从事
新疆于阗文明的研究。随后，段晴分享了破译出土于新疆洛浦县的几块毛毯的艰难而
丰富多彩的过程：2007 年，寻找玉石的人在新疆洛浦县山普拉乡的古河道中无意中
挖到几块毛毯，挂毯的颜色无比鲜亮，以至于刚出土时，很多人怀疑其来自于现代。
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三块方形毯织有婆罗谜字母的于阗语文字，段晴据此判断，这些
毛毯应织成于 6 世纪后期到 7 世纪初期。经过进一步更为严谨的寻觅求证，段晴终于
认定，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挂毯所叙述的，是一部求助型史诗。这一史诗将公元前 1500
年巴比伦版本第 12 块泥板的《冥间》
，与公元前 2000 年苏美尔语版本的《柽柳》整
合到一处，缀合起两节看似缺少逻辑关系的故事。这意味着，虽然时空相隔那么遥远，
苏美尔时代、巴比伦时代的史诗竟然以连环画的形式出现在公元 5-7 世纪新疆山普拉
的毛毯上，将打开古代文明之门的钥匙，投放到了新疆山普拉的戈壁滩。最后，段晴
回答了最开始提出的问题 “我一个外院的，去沙漠干什么”：“我们去沙漠探寻、
揭示文明的宝藏!” （采自北大新闻网）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朴京爱
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座谈
2016 年 3 月 25 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简
称 UBC，又名“卑诗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朴京爱（Park Kyung Ae）教授就当
前朝鲜半岛局势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座谈。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主持座谈

会。副教授于铁军、陈长伟等出席活动。朴京爱教授重点介绍了当前朝鲜半岛南北方
关系与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半岛政策及背后战略与政治考虑。
她认为，韩国总统朴槿惠上任后推行的所谓“信任外交”，与前任总统李明博对朝政
策有较明显的不同，向朝鲜释放了希望改善关系的信号，但未能得到朝鲜方面的积极
回应。朴京爱教授同与会师生坦诚交流，问题涉及中朝关系、朝鲜对待当前国际社会
压力的反应、朝鲜经济状况、韩国对朝鲜政策、美韩关系等。（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三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举办
2016 年 3 月 26 日，第三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东旭
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经济科学》杂志社协办。来
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 10 余位劳动经济学
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在论坛中报告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自国内高校、新闻媒体、
企业界的 60 余位嘉宾参会。在论坛的开幕式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
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经济科学》杂志主编黄桂田教授分别代表主办方与协办方致
开幕辞。与会学者就人力资本投资、卫生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创新、工资差
异、家庭金融与消费等问题分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采自北大新闻网）

历史学系举办第十二届史学论坛
2016 年 3 月 25 至 27 日，
第十二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召开。
本届史学论坛秉承砥砺学术、促进交流的理念，为全国历史学专业的青年学者提供了
一个展示科研成果、交流学术经验的平台。本届论坛收到数百篇来自全国各大院校和
研究机构的投稿论文，经过严格审稿筛选，共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日本等地 26
所大学及相关研究机构的 61 名代表的优秀作品选入本届论坛。本届论坛与往届相比，
在形式上有所调整，设八个分论坛，实行分论坛召集人负责制，分论坛各自设置主题，
以期对焦学术前沿，增强论坛的学术性、专业性与思辨性，提高对话的质量与效果。
会后，部分优秀论文将在《燕园史学》结集出版。
（采自北大新闻网）

社会学系与哲学系举办“叶启政教授系列讲座”
2016 年 4 月 5 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哲学系联合举办的“叶启政教授系列讲
座”活动拉开帷幕。此次活动以“美国社会经验实证研究的历史与哲学基础——回顾
与评析”为主题。美国密苏里大学社会学博士、台湾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台湾世新
大学社会心理学讲座教授叶启政发表主题演讲——“经验实证取向主导下的美国社会
学：1880 至 2000 年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周飞舟教授与社会学和哲学领
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大学校友和在校师生 300 余人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系
列讲座活动持续一周，叶启政教授还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回顾美国社会研究发展的历
史条件，剖析其特有的哲学理论基础，破除社会学知识中既有的“范式迷思”，并就

相关问题与大陆的专家学者进行讨论交流。（采自北大新闻网）

黄枬森哲学思想研讨会暨
“北大《哲学创新论》六书”出版座谈会举行
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
的近 60 位专家学者齐聚北大燕园，举行了黄枬森哲学思想研讨会暨“北大《哲学创
新论》六书”出版座谈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杨河教授主持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向大家介
绍了黄枬森先生晚年的心路历程与最后拼搏，“北大《哲学创新论》六书”的创作缘
起、理论内容及重要意义。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丰子义教授作了会议主
题发言。在会上，与会者还就“北大《哲学创新论》六书”提出的学术问题、哲学问
题展开了不同意见的学术争鸣，对于今后深入研究富有启迪意义。
（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五届考古文化月开幕式暨“觅古之海昏侯篇
——王侯威仪与悲悯人生”讲座举办
2016 年 4 月 6 日，以“觅古有斯人”为主题的第五届考古文化月开幕式暨“觅
古之海昏侯篇——王侯威仪与悲悯人生”讲座在二教 107 举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院长杭侃，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胡东波、副教授杨哲峰，考古文博学院团委书记陈方
俊出席了开幕式。杭侃致开幕辞。杨哲峰首先在讲座中为大家介绍了海昏侯刘贺的身
世背景和墓葬出土文物的基本概况。胡东波为大家讲解了海昏侯墓发掘现场的文物保
护工作。最后的提问环节中，在场同学纷纷举手提问，两位主讲老师认真解答了提问
同学的问题，同时，主办方也为每一位提问同学赠送了考古文化月主题书签。（采自
北大新闻网）

第五届新时代中国青年经济论坛举办
2016 年 4 月 8 日-10 日，“经纬五载 济源铸新”第五届新时代中国青年经济论
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本届论坛包括圆桌论坛、主题报告、五场主题论坛等内
容，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海内外 30 余所高校经济学院、经管学院
的学术代表参加了论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
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平新乔教授等出席开
幕式。李礼辉以“未来的银行猜想”为题作主报告，“统筹与协调：持续发展的绿色
引擎”
“深化与升级：激励相容的财税改革”
“创新与突破：多层共进的金融新政”
“探
索与开放：亲诚惠容的合作之路”“完善与优化：惠民纾困的社保体制”五场主题论
坛同时举行。
（采自北大新闻网）

“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诞辰 125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2016 年 4 月 14 日，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印度驻华大使馆、北京大学印度研
究中心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承办的“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诞
辰 125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功召开。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印度研
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教授、新任印度驻华大使
顾凯杰（Vijay Gokhale)先后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邱永辉研究员作“向安贝德卡尔
致敬——安贝德卡尔与当代社会”主题讲座，全面介绍了安贝德卡尔的思想及其对当
今印度与中国的借鉴意义。大会还组织放映了印度拍摄的安贝德卡尔生平事迹的纪录
片。印度驻华使馆公使 B.BalaBharskar 先生、文化参赞 VanajaK.Thekkat 女士、二
秘 KarthikG.Iyer 先生等官员和来自北大、北外、中国传媒大学的近百名师生们出席
了此次活动。
（采自外国语学院）

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高研院
帕特里克•格里教授举办讲座
2016 年 4 月 4 日至 17 日，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著
名中世纪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
在北京大学讲学。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大历史学系、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联
合承办此次讲学活动，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格里教授首讲“中古早期欧洲史的
新进展”在二体 B101 报告厅举行，北大历史学系彭小瑜教授担任主持。格里教授的
第二场演讲“从 DNA 看蛮族入侵”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 B101 报告厅举行，北大中国
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教授担任主持。4 月 10 日，格里教授应邀与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历史学系中世纪欧洲史以及古典学相关专业同学召开了一场座谈
会。
（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埃克塞特大学学术论坛举行
2016 年 4 月 15-16 日，以“文学与历史——民族身份问题探讨”为主题的北京
大学-埃克塞特大学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科学和国际研究学院的 30 余位学者参与了本次
论坛，论坛涵盖了英、法、德、俄、阿拉伯五大现代语言。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外国
语学院与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合作举办。董强教授与科琳娜·瓦格纳教授发表了主
旨演讲。董强教授以“目光交汇中的文化身份”为题，指出了当今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发展，强调了捍卫文化身份、聆听多方声音的重要性。瓦格纳教授就“新兴环境：时
疫、城市和美学”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城市、环境和艺术的关系，从一个全新的角
度对文学和艺术作出了阐释。
（采自北大新闻网）

2016 年“第 12 届中国信用 4.16 高峰论坛”举行
2016 年 4 月 16 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和全国信
用教育联盟（55 所高校）及 20 多家全国性社会团体等共同举办的“第 12 届中国信
用 4.16 高峰论坛”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厅开幕。中共中央委员、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局长张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
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领导，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代表，全国 20 多个省市信用行业的领导，全国信用教育联盟理事单位的专家学
者，以及各行业的精英共计 400 多人参加了会议。本届论坛的主旨是“全面深化改革、
创新实践进程中的信用建设”
。
（采自经济学院）

北大赛瑟论坛·2016（第十三届）举行
2016 年 4 月 20 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
心主办的“北大赛瑟（CCISSR）论坛·2016（第十三届）”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迈进‘十三五’——新发展理念与全面小康”。论坛由北大中
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秘书长郑伟教授主持。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以“全面
落实发展新理念，推进保险助推脱贫攻坚工作”为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以“创
造性破坏和社会政策的托底”为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以“中国经
济的触底期”为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以“谈谈‘十三五’社保创新”为
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副总裁王和以“认知革命与保险”为题，孙祁祥以“新形
势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发展”为题，分别发表了精彩的大会主旨演讲。（采自北大
新闻网）

第三届互联网金融全球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6 年 4 月 20-21 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金融创新与发展研究中
心主办的“第三届互联网金融全球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召开。本次论坛
的主题为“新理念、新动能、新金融”，来自各高校、行业主管部门、互联网金融企
业、传统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主流媒体等的近千人出席，共同探讨“十三五”时期
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共议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共享金融发展新思路。本次论坛持
续两天，共开设四场主论坛和三场分论坛，紧扣这些热点问题，就“规范发展互联网
金融”
“金融互联网与互联网金融”
“区块链技术与互联网金融”
“大数据与智慧金融”
“供应链金融和消费金融”
“互联网金融关键领域及投资”等重大议题做了深入的建
设性探讨。
（采自经济学院）

第五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举办

2016 年 4 月 28 日第五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由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起，来自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及专家学者、师
生代表 150 余人参加论坛。此次论坛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现状与前景
展望”。主旨报告环节，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
12 位学者分别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六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
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年度发展与未来展望作了报告。分组讨论中，学者们既就学科发
展、科学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发表观点，也畅谈了各地各院校加强马克思主
义学院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的特色经验。（采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卫视电视戏曲艺术专题研讨会召开
2016 年 4 月 29 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山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北
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山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承办的“山西卫视电视戏曲艺术专题研讨
会”
，以及晚间在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的《走进大戏台》
“如歌的行板——中国戏曲公
开课·北大行”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与中国古典戏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为戏曲艺术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时值五四青年节前夕，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走进北
大，围绕电视媒介与传统戏曲艺术的传承进行学术探讨，并为戏迷票友、尤其是青年
学子献上一席戏曲盛宴，播撒传统文化的种子，可谓知行互动、知行合一。（采自新
闻与传播学院）

【专题报道】
北京大学智库建设概览
百年的历史积淀，悠久的学术传承，造就了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厚重的思想根
基和浓郁的学术氛围。北京大学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为己任，本着强烈的使命感、
责任感，以智力资源参与到国家发展进程。北京大学智库建设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充分发挥北大高水平、多学科、综合性的优势，展开战略性、整体性、前瞻性的理论
与对策研究，回应国家重大现实需求，在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医疗改革、国际战略、
人口政策、社会治理、金融体制创新等诸多领域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有力支
持。
2016 年 4 月 15 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北京大学，
亲切看望广大师生员工，考察指导学校工作，并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考察期间，李克强总理先后走访了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院、法学院等人
文社科院系，参观了“智库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展”等展览。校长助理、社
会科学部部长王博向总理作了有关人文社科智库建设情况的介绍汇报，总理对北大智
库建设给予肯定，他还仔细询问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建设情况，并强
调，追踪调查很重要，不管调查对象走到哪里都一定要跟踪到，通过年报的方式，才
能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变化过程。

在制作“智库建设”展板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有关院系和机构的大力支持。为
便于广大师生更好的了解北京大学智库发展建设情况，以下我们选取本次院系和机构
提供的部分材料做一简要介绍。
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其前身是成
立于 1994 年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发院以国家发展为中心议题，立足于中国改革
发展与现代化的实践，前瞻性地提出重大的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持续
关注全球格局的演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北大国发院的教授们参与了国内几乎每一
场关于改革问题的重大争论，在新农村建设、国企改革、一带一路、土地制度改革、
电信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汇率政策、宏观调控、股市治理、生育政策调整等诸多领
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2015 年，国发院作为第一家高校单位，接受国务院委托，组
织进行了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并就评估结果在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做了汇报。
国际战略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于 2013 年 10 月正式成立，其前身
是成立于 2007 年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志担任名誉院
长。研究院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内设的、直接冠名“北京大学”的实体机构，聘
请校内外资深学者、专家组成理事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研究院致力
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相关学科的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
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从 2010 年起，研究院（中心）一直是
“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
目”（TTCSP）主导并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5》中，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排
名如下：亚洲高校智库排名第 1,全球高校智库排名第 11、全球智库总排名第 64。
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成立于 2006 年，是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的数据调查平台，也是北京大学开展中国社会问题实证研究的跨学
科平台。调查中心组建了一支由国内外相关领域顶尖专家组成的专家研究团队，采用

先进的调查技术和研究方法，建立了数据采集、数据管理和数据服务平台，为管理科
学等领域研究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心开展以数据分析和政策研究
为特色的跨学科智库研究，为中国政府决策科学化提供支撑。中心借鉴国际上的成熟
经验，根据中国国情设计并开展了三个具有国际水平、以采集社会经济基础数据为目
标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
查（CHARLS）”和“中国中小微企业追踪调查”。其中“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调查内容最丰富的跟踪调查项目，该项目通过跟踪收集个体、
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
光华管理学院： 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实现繁荣发展以及推进综合国力、全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进程中积极参
与政策研究，建言献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建议，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非公经济 36 条》；中国的脱贫和发展；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二元体制改革；低碳经济；经济危机的国际比较和微观
机制；医疗制度改革；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等。
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
济的构想。
经济学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充分借助自己的学科优势和雄厚的研究力量，参

与了大量来自党和国家有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咨询课题，在智库建设方面取
得了重大的成果，得到北京大学和国家相关决策部门的高度肯定，为我国经济改革的
深入推进贡献了大量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和思想成果。据统计，经济学院每年受国家相
关部门委托提供几十份经济政策智库咨询意见，内容涉及国家经济运行、世界经济形
势、经济结构转型、社会保障体系、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收入分配、资本市场、经
济全球化、城镇化、区域一体化、一带一路、就业形势、土地改革、房地产调控、能
源环境发展、非公经济发展等。很多要报、快报等成果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和重要批示。仅 2013 年至 2015 年三年间，经济学院即完成中办、中财办、国务院研
究室、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教育部、商务部、北京市委等约稿 93 篇。
人口研究所：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是国内最先开展人口学研究与教学的单位之
一，也是首批获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的重点人口机构，是一个文、理、医等多学科
交叉研究人口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单位。其前身是成立于 1979 年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人口研究室，1984 年经教育部批准人口研究所正式成立。人口健康研究是研究所的
特色研究方向，围绕这一主题，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建立起相应的多学科平
台。研究所主办的《人口与发展》是人口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
人口研究所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实施国家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研制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建立社会化综合干预体系；引领亚太地区人口健康研究，
拓展国际合作与对话；建设成功老龄化创客实验室，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些研究
成果对我国人口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由北京大学牵头，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作为协同
单位，是集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新型智库和教
学机构。中心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为目标，以“探寻卓越国家治理之道”为发展宗旨，遵循“国家急需、世界一
流、制度先进、贡献突出”的发展原则，发挥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
政策等学科的优势，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首都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成立于 1999 年 3 月，是北京市委、
市政府与北京大学共建的服务于首都发展的研究开发机构，是北京市与北京大学全方
位合作的重要平台。成立 17 年来，积极服务首都、京津冀以及国家发展决策咨询，
先后完成了 200 余项研究咨询课题，发表相关研究论文数百篇，出版著作 20 余部，
成为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京津冀与首都发展研究智库，多项研究成果被北京市及国家研
究决策所采纳，对首都、京津冀区域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2015 年，以首发院为牵
头单位成立了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跨地区跨院校的协同创新平台——“京津冀协同发
展联合创新中心”。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开展《京津冀区域空间规划》等专项
研究，研制《京津冀区域发展报告》，相关研究成果得到各界高度认可。
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由财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共同设立，是我国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
研究的学术机构。财政所主要承担财政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委托的重大项目，组织
大量前沿性与严谨的实证研究，以服务于我国教育财政政策的制定，研究领域涉及宏
观体制机制及综合性问题、高等教育、中职教育、普通高中、义务教育、学前教育、
特殊教育等诸多方向，是中央政府部门与著名大学合作尝试科学研究体制机制创新的
有益探索。“十二五”规划时期，研究所关注高等教育新兴研究热点，承担了高职组
织转型和培养模式改革、重点大学农村生源下降、地方政府高校就业创业政策情况以
及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等重要研究课题。
海洋研究院：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研究院立足学校现有
院系，整合学科优势资源，发挥北京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智库作用，下设海洋战略研
究中心、海洋信息研究中心、三沙研究中心、“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南海大数据
研究院等机构。海洋战略研究中心编撰的《海洋动态快报》《海洋战略研究报告》等
内参已累计出版 15 期；《海内外研究热点》已累计发布 28 期。2015 年 12 月，海洋
研究院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等单位研制发布了《“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五通指数研究报告》，“五通指数”由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 5 个一级指标，15 个二级指标和 41 个三级指标构成。以“五通指数”
为核心内容，海洋研究院编撰出版了《中国经济年鉴“一带一路”卷》，并于 2015
年底入选成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
法治与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是国内
第一家融合法治与发展视野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研究院的定位：1.国家法治建设和政
策制定的智库；2.立足国家发展的中国法学前沿重镇；3.中国法治理论与世界交流的
重要平台。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先后参与了电子商务立法、消费品安全与质量促进立法
等重大立法项目的起草和修订，为国家重大制度与公共政策提供决策咨询。研究院现
已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外交部周边海洋问题咨询机构、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法治建设研究基地、国家质检总局质检法治研究基地。研究院积极
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国内最早建立了“电子商务法律发展研究基地”，是国内最
具影响力的互联网领域的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
文化产业研究院：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是以研究文

化产业理论和政策，提供文化产业高级经营管理培训，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推动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为宗旨的跨学科校级研究机构。作为全国较早开展文化产业研究与
教学的机构之一，2002 年 7 月成为北京大学与文化部共建的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
展研究基地。近年来，文化产业研究院着眼于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承担了“中国文化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战略与策略研究”等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攻关项目，并以政策研究服务区域发展。同时，研究院积极搭建国际专业化平
台，举办了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国际文化产业年会，主办了文化产业研究性学术
期刊《北大文化产业评论》，不断深化文化产业国际发展研究。
新媒体研究院: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成立于 2014 年 2 月，以北京大学的学术科
研积淀为依托，致力于推动新媒体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努力成为国际知
名、国内领先的思想库、人才库、成果库，积极适应我国网络强国战略和新型智库建
设的需要，致力于互联网领域面向问题、面向国情、面向决策的研究与创新。研究院
陆续建设形成了网络事件数据库、境外网络媒体数据库、香港网络媒体数据库、台湾
网络媒体数据库、互联网影响力调查数据、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使用分析数据库、互
联网产业趋势数据库（2009-2015）、居民阅读指数数据库（2012-2015）、都市新蓝
领（中基层）薪酬数据库（2013-2015）、中基层生活状况及群体数据库（2013-2015）
分析数据库等 10 个数据库，通过利用这些数据库资源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在政府层
面、社会层面和企业公司层面均产出了大量成果。
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成立于 2015 年 4 月，是
专门致力于现代国家信息和舆论治理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研究院采取大型企业和高
等院校共建的形式，既能够集纳各方资源，发挥各方优势，又能够做到信息共享、协
同创新，贡献出真正符合中国国家战略实际需要的智力资源。研究院的主要研究和咨
询领域涉及国家的对外传播和形象建设、国际政府间和民间的公共外交、国家互联网
治理和传媒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中国地方政府的媒体沟通和对外联络、中国大型企
业国际化发展中的传播战略等。
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是由文化部、
北京大学共建的关于国家对外文化交流顶层设计的智库，2014 年 12 月 23 日由文化
批准成立，2015 年 12 月 25 日签署文化部、北京大学共建协议。研究基地的特色在
于：第一，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加强对跨文化交流、跨文化艺术传播和文化艺
术国际市场的理论研究，用理论创新催生制度创新、战略创新、策略创新等，为“智
库”发挥“前瞻性”功能奠定基础；第二，强调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加强对中国文
化艺术“需求侧”的研究——对国际受众的研究、国际市场中的中国文化艺术消费者
的调研，为“智库”发挥“指导性”功能奠定基础；第三，强化实验研究和实践创作，
加强与国际学术同行的合作实验研究和创作研究,为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提高实效
寻找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以期找到可靠的现实途径，为“智库”发挥“实践性”功能
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