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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学术荣誉】
※北京大学参与的三项考古发掘项目荣获“201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教育学院获“第四届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称号
※北京大学新增 7 位人文社科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林毅夫、李玲、周其仁教授当选“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吴小红教授入选 2014 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科研成果】+more
※郭志刚教授发表论文“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魏正中（Vignato Giuseppe）教授译著《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出版
※黄宗良教授专著《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出版
※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系列学术研究培育成果发布
※刘明兴教授职业教育研究成果受到央视关注和报道

【科研项目】+more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收入公平分配的财税法促进与保障研究》获得免鉴定结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收藏的古埃及文物》结项
※“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标准研究”课题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交流合作】+more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到访北大 入选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
※芝加哥大学校长访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荷兰媒体产业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海闻教授应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会议讲座】+more
※“性别知识的传播与实践：中国-墨西哥-德国”研讨会召开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彼得·曼德勒教授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第四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
※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第 11 届（2015）中国信用 4.16 高峰论坛举办
※中美大学图书馆馆长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专题报道】
※百年北大 而立光华 ——光华管理学院 30 年院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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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荣誉】
考古文博学院参与的三项考古发掘项目荣获“2014 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5 年 4 月 9 日，“201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揭晓，北大考古文博
学院参与的三个项目“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河南郑州东赵
遗址、“北京市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
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举办的评选重大考古发现的活动，其
评选标准苛刻，要求严格，入选项目均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自 1990
年该评选启动以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共有 23 个项目获此殊荣，位居国内高校之首。
（采自考古文博学院）

教育学院获“第四届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称号
2015 年 4 月 18 日，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
意见》（教高会厅[2004]1 号）颁布 10 周年之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开展第四届全
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评选活动。经单位自荐、省级高等教育学会推荐、学会秘书
处初评和专家委员会评审，在参评的近 120 个单位中共评选 56 个单位为第四届全国
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北大教育学院荣获“第四届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称
号。（采自教育学院）

北京大学新增 7 位人文社科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教育部日前公布了 2014 年新增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由北京大学
推荐的中国语言文学系陈跃红、历史学系刘浦江、哲学系韩林合、国际关系学院唐士
其、经济学院章政、光华管理学院龚六堂、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小寒等 7 为人文社科专
家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国家对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一种奖励
制度，每两年评选一次，用于表彰为国家自然科学研究、技术研究开发、教育教学、
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业绩成果得到本地区、本系统同行专家认可的专
业技术人员，由国务院发放津贴和证书。（采自北大新闻网）

林毅夫、李玲、周其仁教授当选“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
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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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名
单。52 位专家委员来自政府部门、权威智库和高校，其中不乏央企老总和知名企业
家。中央财办原主任、发改委原副主任王春正为委员会主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共
有三位教授当选委员，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担任该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李玲教授、周
其仁教授担任专家委员。专家委员大多数是知名经济学家，如樊纲、陈东琪、迟福林
等。分领域来看，金融专家有余永定、巴曙松，农业专家韩俊，财税专家贾康，航空
航天专家栾恩杰，法学家马怀德，环保专家孟伟等。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中粮集
团董事长宁高宁、以及比亚迪公司董事长王传福、珠海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等企业
家也在专家委员名单之中。
（采自国家发展研究院）

吴小红教授入选 2014 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公布了 2014 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
人员名单，并授予工程入选者“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吴小红等 4 位教授获此殊荣。截至目前，北京大学共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
选者 62 人。自 1995 年起，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了培养造就年轻学术技术带头人的
专项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该工程选拔对象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回国
工作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和国家级工程项目的主持人或主要参与者，年龄要求在 50 周岁以下。（采自北大新
闻网）

【科研成果】
郭志刚教授发表论文“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近日，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在《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发表专题文章“清醒认识中
国低生育率风险”。《国际经济评论》（双月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主办，创刊于 1996 年，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际问题学术刊物。该论文是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低生育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章
回应了当前人口发展的热点问题，利用大量人口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当前人口形势
和生育政策调整的有关问题，将低生育率问题放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以探讨，指
出应将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过快以及少子化作为人口新常态，正确认识低生育率风
险，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加快“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开放的生育政策调整步
伐，实现人口正常化和均衡化发展。（采自社会学系）

魏正中(Vignato Giuseppe)教授译著《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
汇编》出版
近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Vignato Giuseppe)和学生王姝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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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翻译多米尼克·法切那、安娜·菲利真齐编著的《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以意
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斯瓦特考古项目所出资料为基础）》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本书是意大利考古队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自 1956 年至今的考古工作的结晶。
译文在忠于原文的同时，尽可能使用中国国内学者普遍接受的术语词汇。文本仿照原
版插图、意语术语、英语术语三栏式布局；将意语译成中文，同时保留示意图和英语
术语，以便读者对外文资料的查引和研究。与原著的主要不同在于，书末附加斯瓦特
地区部分浮雕照片以清楚展示文中涉及的不同元素所在的整体语境。此次的中文译本，
为国内犍陀罗考古与艺术的研究增添一项资料工具，亦可为中国佛教考古和艺术领域
编纂此类工具书提供一个范本。
（采自考古文博学院）

黄宗良教授专著《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出版
近日，黄宗良教授所著《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一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是扬弃苏联模式，走正中国道路，纠“左”防“右”，摆脱苏联
僵化封闭的老路，又不转向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邪路，必能在新中国建国 100 周年时全
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模式，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发展。2015 年 3 月 15
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当代俄罗斯研究中
心召开了“信念、学风、文品——《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学术座谈会。来自中
央党校、中 央编译局、中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和北京大学师生 7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采自国际关系学院）

魏建国专著《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财政维度》出版
2015 年 3 月，受国家社科基金和北京大学上山出版基金的资助，北京大学中国
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魏建国副研究员的专著《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财政维
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青年学者文库。该书从财政维
度思考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问题。在理论探讨、国际比较和总结现状的基础
上，从视角转换、路径选择、模式选择和制度构建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应从当前的
行政主导过渡到法治化的初步解决思路。在对美、加、德和日等国相关做法进行细致
描述、分析和概括的基础上，提炼出制度模式这一重要范畴，并归纳总结了对称型和
非对称型两种制度模式，从多个方面论证了我国应该选择非对称型制度模式的理由所
在。
（采自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雎岚教授专著《中国信用衍生工具研究》出版
2015 年 3 月，雎岚教授的学术著作《中国信用衍生工具研究》在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
《中国信用衍生工具研究》基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国内信用衍生
工具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运用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对若干影响当前中国信用衍
生工具市场发展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本书包括两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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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一部分是对国际、国内信用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概括和描述，并分析提出了中
国信用衍生工具市场存在的主要不足；第二部分针对信用衍生工具市场的一些核心问
题，进行了重点研究。
（采自汇丰商学院）

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系列学术研究培育成果发布
2015 年 4 月 15 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展示了中心培育的新一批系列成果和成就。本次发布
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由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
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发
布仪式展示的国家治理协同创新研究成果包括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主编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丛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四校一
所”联合主任联合主编的《国家治理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俞可平主编的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分析报告（2013-2014）》（北京大学出版社）；国家行政
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战略》报告（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院长张明军教授主编的《中国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中央编译出版社）。（采自北大新闻网）

刘明兴教授职业教育研究成果受到央视关注和报道
2015 年 4 月 20 日，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邀请，北京
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明兴教授、博士后田志磊出席了“2015
年中国教育发展蓝皮书新闻发布会”
，分享了研究所关于职业教育研究的相关成果，
受到与会嘉宾及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4 月 20 日播出的“新闻直播间”
对此进行了报道，特别关注了教育财政所报告中提出的中职教育发展面临深层次问题
等观点。报道还引用了研究所对发展中职教育的若干政策建议，包括：形成企业对职
业教育的投入机制是改革的重点，逐步建立起依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动态调整的职
业教育拨款机制，避免盲目扩张，以及要把质量建设作为我国中职教育长远发展的重
点等。
（采自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科研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收入公平分配的财税法促进与保障研究”
获得免鉴定结项
近日，法学院张守文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收入公平分配的财税法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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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障研究》获得免鉴定结项。本项目结合我国收入分配的问题，重点研究财税法的
分配功能，回应现代法律分配功能不断强化的趋势，在梳理分配理论之历史变迁的基
础上，提炼财税法的分配范畴，探讨财税法的分配正义理论，构建系统的财税法分配
理论。此外，还运用社会科学视角，将财税法与宪法、社会法等部门法，以及经济学、
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些均有助于拓展财税法的研究视野，深化财
税法的理论研究，推动财税法的理论创新。项目成果总字数计 36 万余字，其中“财
政法治与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获 2014 年两岸四地法治发展青年论坛征文一等奖，
“大分流——西班牙衰落与英国兴起的法治逻辑”获第九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征文一等
奖。
（采自社科部项目办）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收藏的古埃及文物》结项
近日，历史学系颜海英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收藏的古埃及文物》
结项。本项目的研究对象是首次在中国发现的古埃及文物，是中国埃及学研究者以一
手考古资料进行研究的新尝试，此项发现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国际埃及学界的
注意和肯定。课题负责人先后于 2006、2008 年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相关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项发现及研究被法兰西科学院评为最特别的考古发现，
并于 2006
年邀请课题负责人做了专题报告。该项目从考古发现、一手资料释读、综合研究三个
方面看，该课题都有非常重要的突破，并在相关问题的解析上获得了可靠的历史结论，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项目成果《中国收藏的古埃及文物》总计 15 万字，计划今年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采自社科部项目办）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研究》结项
近日，艺术学院翁剑青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
艺术研究》结项。本项目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对于国内改革开放以来该领域的现象、
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整体性记叙和梳理；是对当代中国城市景观文化和公共艺术
实践中所呈现的基本形态、社会成因、文化内涵及其内在的矛盾性的分析；是通过对
于其间呈现的空间和视觉现象以及相应的观念形态的审视和解读。项目研究成果《中
国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研究》一书，从艺术和设计文化在当代城市公共空间及舆
论空间的实践状态，到富有差异的观念形态的记叙和分析，以众多具有典型性的事例
和观念学说的梳理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
纪初 10 余年来该领域情形的全面性、整体性和客观性事实的反映，以及相关理论观
念的归结。
（采自社科部项目办）

“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标准研究”课题组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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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8 日，
“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标准研究”项目课题组在北京大学图
书馆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7 家单位共 30 人出席了会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课题组负责人朱强首先致欢迎辞，之后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肖珑介绍课题任务分
工、年度计划安排及经费预算管理。随后，分别由六个子课题相关人员汇报各子课题
的当前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最后，参会人员就对课题任务待明确及细化的问
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该项目是针对当前文物数字化保护在元数据体系和规范方面的
需要，建设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框架体系、核心标准、描述标准、管理保存标准及
应用技术规范等，以支持和推动文物保护的研究、展示、应用与发展。
（采自图书馆）

“义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革”课题组在滇、鄂、冀、陕
四省份开展研究
2015 年 3 月至 4 月，为促进“义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革”课题实施，北京大
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赴云南省建水县、湖北省恩施市、河北省辛集市及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参加课题启动暨培训会并开展相关培训工作。来自各省教育厅、
试点区县教育局/教体局、财政局的负责人，以及各试点区县承担试点工作任务的公
办普通高中、初中、小学阶段的校长及财务人员总计近 500 人参加了培训会。教育财
政所自 2010 年起与浙江省财政厅等单位合作开展了义务教育支出功能分类改革，试
图通过对教育支出进行功能分类来解决义务教育生均成本测算的科学性问题。该研究
最初在浙江省 5 个区县展开试点，至今试点区域已扩大到上述四个省份。（采自教育
财政科学研究所）

【交流合作】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到访北大，入选北京大学“大学堂”
顶尖学者讲学计划
2015 年 4 月 21 至 22 日，联合国前任秘书长、2001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科
菲·安南基金会主席科菲·安南（Kofi Annan）一行到访北京大学，展开对北京大学
的访问和交流活动。安南先生高级顾问拉明·西塞（LaminSise），联合国秘书长办
公室高级官员温佐（Zaw Win）陪同到访。安南此次到访，是应“北京大学‘大学堂’
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和“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的邀请，与师生座谈并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旨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各领域学术大师来
校举办讲座、开设课程、合作研究等，增强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综合竞争力。
同时，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围绕 “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总主题，近年来已

8

成功举办包括乔姆斯基、霍米·巴巴、迈克尔・桑德尔、傅高义等知名学者在内的演
讲会。（采自北大新闻网）

马德里自治大学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5 年 3 月 10 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校长何塞•M•桑斯教授、副校长阿玛
雅•蒙狄科尔切•佩罗约教授以及文哲学院院长安东尼奥•卡斯孔•多拉多教授一行三
人来到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李淑静副院长及西葡语系卜珊主任会见了来宾。双方
分别介绍了各自院系的发展情况，并就未来进一步的交流交换了意见。会面结束后，
安东尼奥•卡斯孔•多拉多教授为西葡语系师生 100 余人带来了一场题为“当代西班
牙语中的罗马元素的讲座”。卡斯孔•多拉多教授自 1980 年起任教于马德里自治大学
古典语言文学系，常年为学生开设古罗马思想及哲学、拉丁语文学等课程。2005 至
2009 年任系主任，2009 年起担任文哲学院院长，兼任大学教育委员会成员。出版《寻
找凯撒》、《西班牙语中的拉丁语》等专著 20 余部。（采自外国语学院）

芝加哥大学校长访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5 年 3 月 23 日，
芝加哥大学校长 Robert Zimmer 在 Ian Solomon 副校长、
Michael
Kulm 协理副校长、
芝加哥大学北京办公室主任杨大利教授等的陪同下访问北京大学，
校领导在临湖轩接待了来宾并就两校深入合作事宜进行洽谈，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
授参加了会见。随后，Zimmer 校长一行来到经济学院，与孙祁祥院长和学院教师就
学生交换、博士联合培养、暑期学校等事宜进行详谈。孙祁祥院长向客人们简要介绍
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师资、科研、学生与校友等方面的概况，对双方更进一步的深
入合作表示支持和欢迎，鼓励在已有的研究生交换的基础上，推进本科生层面的交换，
继续推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芝加哥大学的暑期学校合作并开拓短期学生交换渠道。
孙祁祥院长同时强调，应努力促成教师的科研交流、互访。双方就深化合作达成了广
泛的共识。（采自经济学院）

荷兰媒体产业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2015 年 3 月 24 日，
荷兰媒体产业代表团一行 24 人到访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与研究院老师就中国媒体产业新动向等问题展开交流座谈。该代表团主要由荷兰及比
利时媒体版权商、制作商、广播等各部门高管及董事会成员组成，代表了荷兰最大的
电视、电信及印刷出版集团。此次座谈主要围绕青少年的在线教育和娱乐、OTT 产品
和智能电视的影响、数字领域广告产业如何转型、社会化媒体对产业的影响、如何让
“品牌”通过不同的平台吸引到观众、电子商务网上消费内容如何整合以及投资者对
媒体产业的关注焦点等主题展开。王洪波老师、王秀丽老师和田丽老师分别就以上主
题向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媒体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双方针对新一代年轻人的媒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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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行业技术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约定在今后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采
自北大新闻网）

海闻教授应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 3 月 26 日，为期四天的 “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在海南开幕。北
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应邀出席本届年会，并
与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Stephen P. Groff，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 Gene Block 等政商学界代表畅论
了“城镇化背景下的农业、农村与农民”、“出口企业：转移，还是转型”和“大学
校长对话：教育的未来”。3 月 27 日下午，海闻教授主持了分论坛“城镇化背景下
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讨论。参与讨论的嘉宾包括：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嘉吉
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Paul Conway，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Stephen P. Groff，国家发改
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等。（采自汇丰商学院）

刘能教授赴法国里昂进行学术交流
2015 年 3 月 2 日，社会学系刘能教授前往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此次学术交流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作为主要合作方参与的“中法社会学 LIA（国际社
会科学实验室）合作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其他主要参与方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大学社会学学院和南京大学社会学学院。在法期间，刘能教
授参加了 LIA 框架内的三次学术会议，分别发表了题为 Chinese Sociology in
Retrospection: Brief History, Theoretical Focal Concerns and Methodological
Debates, 1979-2015; The Urban Questions: Mapp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Root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1979-2015; 和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Political” Domain: Context, Change, and Collective Action 的学术讲演。
学术研讨之余，刘能教授还和法国社会学家一起，在大里昂地区的五个代表性城市和
社区进行社会学田野调查，主要涉及城市贫困、族群融合、青年反文化和都市更新等
重要社会科学议题，并与法国同行一起，举行专题研讨会。（采自社会学系）

魏建国赴日本参加学生资助国际研讨会
2015 年 3 月 9 日，受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和东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与发展中心的邀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建国副研究员赴日本
参加了主题为“学生资助政策的视角：日本高等教育的教训”的国际研讨会。魏建国
副研究员作为研讨会安排的四名大会发言人之一，在研讨会上就中国的学生资助体系
做了半小时发言，并就中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特有制度安排、“绿色通道”在中国学
生资助体系中的地位、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经济步入“新常态”后中国学生资助体系
面临的挑战、中国现行学生资助体系在应对继续教育方面的不足等问题和与会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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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交流。来自英国、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国的研究者、实践者和媒体记者 100 多人参
加了本次研讨会。（采自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大数据产业创新创业（上海浦东）基地共建签约
仪式举行
2015 年 3 月 27 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大数据产业创新创业（上海浦东）基地
共建签约仪式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507 会议室举行。信息管理系系主任李广建、党
委书记王继民、南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万益等出席了签约仪式。创新创业基地由上
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人民政府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共同组织建立。本次签约协议以
促进学术交流、教学研究发展为目标，基于平等互惠的共创双赢原则，制定了研究人
员互访、研究内容互通、研究资料共享等协议内容。此次协议的签署，拓展了信息管
理系学术交流的范围，为进一步发展两岸大学学术交流打下了基础。（采自信息管理
系）

“201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讲演·北大站”举行
2015 年 4 月 9 日，
“201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讲演·北大站”在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文物报社和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
办，考古文博学院资料中心和考古文博学院团委承办。活动由徐天进教授主持，邀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
必素两位项目主持人分别介绍了“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和“贵州遵义新蒲播州
杨氏土司墓地”的发掘情况、成果及学术价值，并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
授、齐东方教授、秦大树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作为点评嘉宾。该活动将重
要考古发现展示给公众，扩大了考古发现的宣传力度，推动了公众考古学的发展。
（采
自考古文博学院）

【会议讲座】
“性别知识的传播与实践：中国-墨西哥-德国”研讨会召开
2015 年 3 月 2 日至 8 日，由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外妇
女问题研究中心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性别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在墨西
哥城的墨西哥学院（ElColegiodeMexico）顺利召开。来自德国、中国、美国、韩国、
墨西哥等国家的近 50 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臧健教授、董经胜教授
和教育学院的岳昌君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代表全程参加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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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此次墨西哥会议，是继 2012 年柏林自由大学会议（“Current Trends in Gender
Studies in Germany and China”）、2013 年北京大学会议（“跨学科的妇女/性别研
究：中国和德国的经验”）之后的系列会议。墨西哥学院跨学科性别研究项目主任
KarineTinat 主持了开幕式，墨西哥学院的副院长 Jean Francois 和柏林自由大学副
校长 BrigittaSchutt 在开幕式上致辞。（采自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

李强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 91 讲：关于平等问题的政治哲学思考
2015 年 3 月 5 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做客才斋讲堂第九十一讲，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就平等问题与学生们进行了交流。李强教授在对平等理论的历史梳
理基础上，与在场学生就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平等的实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学
生们纷纷从时政热点与理论源流等角度踊跃提问。他指出，当代社会的平等问题虽然
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于机会不平等，如户籍、区域及社会关系等因素，然而我们也应注
意到权力寻租、地域差异等当代中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现实。因此，平等问题同
样也应寻求中国特色的解决，直接套用西方公共政策很可能只是缘木求鱼。他鼓励学
生们关注国情、立足当下，充分发挥各自学科的优势，为建设国家与社会更好的明天
而不断求索。（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五届列宁学论坛暨《系统改革论——列宁遗嘱•苏联模式•中国道路》
出版座谈会举行
2015 年 3 月 14 日，第五届列宁学论坛暨《系统改革论——列宁遗嘱•苏联模式•
中国道路》出版座谈会举办。此书作者系全国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王东。会议围绕“列宁思想的生长点和争论焦点”“《系统改革论》的学术探讨”
和“列宁思想研究会发展探讨”三大议题展开讨论。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
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机构的 20 余位国内专家学者参会。
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的最新成果，《系统改革论》一书昭示了“列宁遗嘱——苏联模式——中国道路”三
大有机层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历史文献和新解密的历史档案，最后落脚到中国道路，
直面马克思列宁主义遇到的新挑战，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探寻理论源头、对象和发展
思路。（采自北大新闻网）

古代中世纪哲学系列讲座举办
2015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19 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和北京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古代中世纪哲学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了国际古代哲学学界著名学者、美国圣母大学 George N. Shuster 哲学
教授克里斯多夫·希尔兹（Christopher Shields），他为大家带来三场精彩的讲座。

12

讲座主题分别集中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思想和中世纪哲学家苏瓦雷兹
（Suarez）的伦理学思想上。克里斯多夫·希尔兹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亚里士
多德哲学和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尤其在有关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面做出突出的学术
贡献，其著作主要有： Order in Multiplicity: Homonymy in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Oxford Aristotle Studies)、Aristotle (The Routledge Philosophers)、
Ancient
Philosophy: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RoutledgeCompemporaryIntroductions to Philosophy) 、 主 编 了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ristotle (Oxford Handbooks)。（采自哲学系）

邓小南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 93 讲：走向“活”的制度史
2015 年 3 月 19 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讲才斋讲堂第九十三讲。邓
小南教授首先向现场百余名来自不同院系、专业的学生介绍了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要素
——材料和问题，并从材料拓展、文本细读、研究单位、再认识的可能四个层面出发
介绍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整场讲座气氛活跃，在主题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现场
学生热烈提问。邓小南教授耐心回答了同学们关于计量史学研究方法、如何看待王安
石变法、如何建立学术思想体系、如何选定自己的研究对象等问题。（采自北大新闻
网）

北京大学主办亚太国际教育协会 2015 年年会
2015 年 3 月 24 日，由北京大学主办、中国高教学会引智分会协办的亚太国际教
育协会（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简称 APAIE）
2015 年年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高等学府、教育及咨询机构
的专家学者和行政管理者参加了会议。亚太国际教育协会主席内田胜一（Katsuichi
Uchida），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副校长李岩松，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郑
登文等出席开幕式。亚太国际教育协会于 2006 年由韩国高丽大学发起，旨在推动亚
太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本次年会以“全球化背景下亚太高校交流与合作的新图景：
挑战、机遇、对策”为主题，与会者通过主题论坛、展览、工作坊、圆桌会议等形式
多样的活动开展密切交流，发表真知灼见，共襄盛会。（采自北大新闻网）

光华管理学院召开 2015 年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
2015 年 3 月 24 日，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五层
阳光大厅召开。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统计科学中
心联席主任陈松蹊，研究生院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姜国华，光华管理学院副院
长、EMBA 中心主任刘俏等出席会议。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副教授主
持会议。蔡洪滨教授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的报告；刘俏教授作了“透
过两会看中国新金融”的报告；姜国华教授的演讲主题为“资本市场改革与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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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宇教授发表了题为“扭转经济增长质量降低的势头”的演讲；陈松蹊教授介绍了
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关于北京城区 2010～2014 年 PM2.5 污染状况的研究；光华管
理学院 EMBA 学员——福元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立文发布了中贯福元民间借贷
指数体系。
（采自北大新闻网）

墨西哥当代女作家内特尔举办专题讲座
2015 年 3 月 24 日，墨西哥当代著名女作家瓜达卢佩•桑切斯•内特尔（Guadalupe
Sánchez Nettel）女士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在外院新楼 501 会议室为西班牙
语系全体在校学生做了题为“影子下的文学——走近鲜为人知的墨西哥文学大家”
的专题讲座。
讲座开始前，北京大学西葡语系主任卜珊代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外院西班牙语专
业的全体师生向到场的瓜达卢佩•桑切斯•内特尔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她的
学术经历与创作历程。内特尔女士曾就学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的文哲系，
并在巴黎完成博士学业。她对胡里奥•科塔萨尔、奥克塔维奥•帕斯等拉丁美洲作家有
深入的研究，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与此同时，她在文学领域也颇有建树，已出版了
多部作品，其中小说《冬季之后》（Después del invierno）荣获 2014 年赫拉尔德
小说大奖。（采自外国语学院）

马尔卡索娃教授讲座：语言的回归——苏联时代的俄语词汇
2015 年 3 月 27 日，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外籍教师、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教
授叶莲娜•马尔卡索娃为俄语系师生做了一场题为《语言的回归——苏联时代的俄语
词汇》的讲座，这也是俄语系举办的《曹靖华俄罗斯学系列讲座》的第十四讲。马尔
卡索娃教授首先解释了与本次讲座相关的词汇学研究中的专业术语，随后，她通过列
举大量的语言实例，说明了时代变革对语言中词汇变化的极大影响，并谈到了苏联解
体前后，即社会变革时期俄语词汇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层面的问题。讲座结束后
师生们纷纷上前就讲座内容与马尔卡索娃教授进行了交流。俄语系语言教研室主任单
荣荣老师主持了这次讲座。在讲座结束后，她代表全系师生向马尔卡索娃教授表达了
感谢之情。（采自外国语学院）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彼得·曼德勒教授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2015 年 3 月 27 日，英国皇家历史学会（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会长、
剑桥大学教授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邀请，在人文学
苑五号楼 B113 会议室举行了一场主题为“英国大众社会的起源”的讲座。讲座由英
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主持。
来自历史学系、外国语学院等多个院系的四十多位师生聆听了讲座。讲座前，正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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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系调研的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讲座现场与曼德勒教授简短会面，代表学校对他
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曼德勒教授讲座的语言流畅生动，结合很多事例对复杂的理
论加以解释，并融入了大量最近的学术成果。讲座结束后，在场的老师和同学纷纷提
出了许多有关讲座本身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曼德勒教授一一进行了热情
地解答。（采自历史学系）

国子监大讲堂第 121 讲 ：《诗经》中的宴飨诗歌赏析
2015 年 3 月 28 日，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市东城区教委联合举办的
“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第 121 讲在东城区国子监中学开讲。北京大学中文系于迎
春教授作主题为“《诗经》中的宴飨诗歌赏析”的专题讲座。讲座开始，于迎春先介
绍了《诗经》的概况。接着重点讲授了《诗经》中以君臣、亲朋欢聚为主要内容的宴
飨诗。于迎春以《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伐木》《常棣》等作品为例，在详细
讲解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礼乐在周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功用，以及《诗经》与当
时礼乐文明的关系。于迎春的博学深深地吸引着前来听讲的学员。讲座结束后，部分
学员和她就《诗经》中的经典作品赏析进行了交流和探讨。（采自北大新闻网）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日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5 年 3 月 28 - 29 日，由中国考古学会和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日论坛在北
京大学举办。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国内多个高
校和研究院所，以及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等日本多家学术机构的近
200 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此次论坛的讨论内容涵盖了中国历代都邑性遗址的发现
与研究、以区域为中心的长时段的社会研究、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特别研究和跨学科
综合研究等学术热点，并公布了多项最新研究成果。
（采自考古文博学院）

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举办“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
2015 年 3 月 28 日至 29 日，来自中美两国著名智库、高校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出
席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
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教育部基地）和美国著名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协办。本次研讨会
是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全美亚洲研究所联合进行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研究项目的首次会议。参加此次研讨会的美方学者来自全美亚洲研究所、国际
与战略研究中心、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美国和平研究所、新美国安全中心、大
西洋理事会等美国顶尖智库和研究机构。中方学者来自北京大学、中美交流基金会、
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科学院、等国内著名
智库和学术科研机构。（采自北大新闻网）

15

北京大学召开《马藏》编纂工程启动会议
2015 年 3 月 29 日，北京大学《马藏》编纂工程启动工作咨询会议在北京大学博
雅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
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 50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马藏》编纂工程由北京大学牵头，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具体负责组织国内外相关单位和学者实施。北京大学将成立
《马藏》工作领导小组和《马藏》编纂中心，由顾海良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和编委会总
编纂，成立《马藏》出版发行工作小组，向教育部申请将《马藏》工程列入教育部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收培养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方面的专业博士生。
《马藏》工程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过程通过文献再现出来，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学
术理论研究，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采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厉以宁教授为 2015 年司局级干部选学作首场讲座
2015 年 3 月 30 日，
2015 年度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选学首个专题班——
“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常态经济”班在廖凯原楼 437 教室正式开班，著名经济学家厉以
宁教授作关于“新常态和经济发展理念转变”的首场讲座。课前，受学校委托，继续
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张虹就培训期间纪律要求作了说明。厉以宁首先从“经济运行存
在下行压力”着手，详细分析了下行的各种表现、下行存在的根源以及应对的措施。
他认为，当前经济转入下行是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必然阶段，属于新常态，不
必惊慌、要有信心。他阐述了“新常态”的内涵，所谓“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
办事。他还就“定向调控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民营企业转型”、“上
海自贸区”、“一带一路”等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四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5 年 3 月 30 日，第四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国
际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
新中心理事长朱善璐、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副司长徐艳国、教育部思想政
治教育司司长冯刚、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张雪等领导出席本次论坛并讲
话，全国高校 150 余位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参加了论坛的研讨。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
的意见》
，思考探讨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探讨研究如何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这是一次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的重要会议，
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将发挥重大作用。
（采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拉关系 2015：超越互补”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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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31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华盛顿美洲对话组织
（Inter-American Dialogue）共同主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
提供赞助的“中拉关系 2015：
超越互补”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外交部拉美司、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机构的中方代表，
以及来自华盛顿美洲对话组织、秘鲁驻华使馆、美洲开发银行（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拉美开发银行（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秘鲁国际银行（Interbank）、拉美贸易集团
（LatinTrade）、秘鲁《商报》（El Comercio）、巴西《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ão
Paulo）等机构的外方代表，共计 4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采自国际关系学院）

“绿色增长、绿色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态转型”研讨会召开
2015 年 4 月 1 日，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联合举办了“绿
色增长、绿色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态转型研讨会”。研讨会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
教授乌尔里希·布兰德博士（Ulrich Brand）作主题发言，巴西里约热内卢农业大学
卡米拉·莫瑞诺（Camila Moreno）博士、中央编译局刘仁胜博士、北京林业大学杨
志华博士作学术点评。会议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郇庆
治主持，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主任卢茨·勃勒博士和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孙代尧教授分别致辞。校内外学者近 40 人参加了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北京
大学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联合创办的“北大-罗莎·卢森堡论坛”2015 年度项
目的一部分。（采自北大新闻网）

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两岸公共治理与制度创新”交流会
2015 年 4 月 2 日，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两岸公共治理与制度
创新”学术交流会，中心联合主任王浦劬教授、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
任陈家刚、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原所长谢庆奎教授、中心联合副主任
兼秘书长燕继荣教授、中心副秘书长段德敏等大陆师生，台湾东华大学朱景鹏教授、
台湾大学彭锦鹏副教授、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张世贤教授等台湾师生出席了
交流会。王浦劬教授致开幕辞，代表中心对朱景鹏教授等台湾学者和学生参与交流会
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大陆公共管理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尤其介绍了大陆
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发展状况和要求，公共治理主要研究领域和课题。（采自北大新闻
网）

贾庆国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 95 讲: 中国外交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2015 年 4 月 2 日，北京大学才斋讲堂第九十五讲“中国外交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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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教 107 举办。主讲人贾庆国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会常务委员。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高岱主持。贾庆国
教授从“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形势”“主要问题和挑战”“外交与中国的未来”
三个方面展开讲述。贾庆国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和深化、世界格局变动和转
型的形势下，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增加。跨国创造、制造和消费使全球
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流动加快，世界各国需要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共同面对环境、移
民、反腐败、跨国犯罪、粮食、能源等问题。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
挑战着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些传统观念。（采自北大新闻网）

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主讲严复学术讲座第七讲：智者乐水——论庄
子观鱼之乐
2015 年 4 月 2 日，
在北京大学电教 112 室，来自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安乐哲
（Roger
Ames）教授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切入点，讲述了自己对中国儒、道文化和“关系”
这个概念的理解。本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
儒行社协办，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陈鼓应致辞。首
先，安乐哲从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切入正文的第一点——中国思想传入西方的
过程之难。接着，他讲解了“道”字，认为道家将一切都看作“人参与的过程”，这
点与西方文化中对道的理解明显不同，最后，安乐哲以“庄子观鱼”故事作总结，通
过“游/遊”字在文本中的运用统计，说明在庄子的观点中人和鱼的生命体验并无区
别，指出庄子对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性进行了深度的发掘。（采自北大新闻网）

“早期文明的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5 年 4 月 5-8 日，由中英文化遗产与中国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ICCHA）
、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联合主
办的“早期文明的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
召开。本次会议以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玛雅 5 个早期文明的起源
与早期发展为主题，邀请对此有深入研究的 30 余位中外顶级考古学家发表新近研究
成果。为中国学者了解世界学术动态和展示中国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提供了窗口。同时，
为配合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浙江省文物局，杭州市余杭区政府等
单位共同举办的“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
术博物馆开展。
（采自考古文博学院）

伦敦大学 Ken Gemes 教授演讲：Nietzsche and the Cri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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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ty
2015 年 4 月 6 日，来自伦敦大学的 Ken Gemes 教授在外哲所 227 会议室做了题
为 Nietzsche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的报告。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尼采
断定，真理意志与意义的意志之间的特殊矛盾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危机。真理意志使
我们无法建构神话般叙述，例如叙述神创论以及上帝命中注定的计划。而在此之前，
神话般的叙述是为了赋予存在以意义。因此，为存在寻求意义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因此，我们面临两种可能性：摆脱对存在意义的追寻，或者是创建新的叙述，这种叙
述能以某种方式规避，或是与真理意志的需求相一致。（采自哲学系）

“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召开“粉丝经济与综艺电影”研讨会
2015 年 4 月 9 日，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于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
举办了以《粉丝经济·青年文化·电影本体——关于综艺电影的深度思考》为题的第
十期学术研讨活动。活动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
旭光教授主持，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刘强博士主讲及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学者及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访问学者等共三十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就综艺电影的
艺术特征、本质属性、粉丝经济、市场营销、票房表现、跨媒体融合等系列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讨。“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在北京大学社科部的支持下，自 2014 年 9 月
重启以来已经举办了十期。研讨成果已陆续刊载于《中国作家》、《当代电影》、《电
影艺术》、《创作与评论》、《现代传播》等杂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采自
艺术学院）

国子监大讲堂第 122 讲：“长安水边多丽人—唐代绮罗人物画欣赏”
2015 年 4 月 11 日，由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与
北京市东城区教委承办的“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第 122 讲在东城区国子监中学开
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白巍副教授作主题为“长安水边多丽人——唐代绮罗人物画欣
赏”的专题讲座。白巍以唐代诗人杜甫的《丽人行》开篇，向学员们讲述了盛唐时期
的时代背景与那个时代的主要画派和著名画家，重点讲述了唐代绮罗人物画派的代表
人物、著名画作及其特点。她指出，绮罗人物画是仕女画的一种，是仕女画题材的扩
展，代表人物是唐代著名画家张萱和周昉，流传下来的代表画作是《捣练图》《虢国
夫人游春图》和《挥扇仕女图》。（采自北大新闻网）

孙庆升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召开
2015 年 4 月 11 日，“孙庆升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六号楼
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办。孙玉石、钱理群、方锡德、温儒
敏、高远东、孔庆东、吴晓东、王风、姜涛，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刘子凌等四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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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并参与研讨。孙庆升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师，是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专家，其为人为学，令人歆慕景仰。日前《孙
庆升文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文集分上、下两册，由《曹禺论集》《中国现代
戏剧思潮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纲》《丁西林及其他》四编组成，汇集了孙先生多年
来的主要学术成果。中文系借文集出版的良机，召开“孙庆升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
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卓如先生出席研讨会并发言。（采自北大新
闻网）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 2015 中国战略传播论坛举行
2015 年 4 月 11 日，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揭牌仪式暨 2015 中国战略传
播论坛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举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以及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防部、
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新闻办等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国际组织，新华社等媒体机构，
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数十名代表和专家学者出席了活动。研究院致力于现代国家信息和
传播治理问题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和咨询领域涉及国际传播和形象建设、公共外交、
地方政府的传播治理、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传播战略、互联网治理和传媒产业政策等。
揭牌仪式后，2015 中国战略传播论坛正式开始，专家学者们围绕现代国家传播治理
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了交流。（采自新闻与传播学院）

大卫·霍克尼“谈当代美感的建立”讲座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5 年 4 月 13 日，
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之一大卫·
霍克尼（David Hockney）
先生在光华管理学院阿里巴巴报告厅作了题为“谈当代美感的建立”的讲座。此次讲
座由朱青生教授主持，是继 2015 年已举办过的意大利阿尔贝托美术学院的克里斯蒂
娜·朱迪切（ChristinaGiudice）教授的“女性主义与当代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史
专家、佛罗伦萨德国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德罗·诺瓦（Alessandro Nova）教授的“瓦
萨里与肖像画”两场讲座后，历史学系举办的第三场“艺术与思想”系列讲座，也是
是历史系举办的北京大学近年来听众最多，影响最大的讲座之一！讲座当天很早就有
同学到达会场，开场前四小时会场已只剩一半空位，开场前一小时已然爆棚，转为此
次讲座开设的四个直播厅也坐满了人，总人数达到千人以上。
（采自历史学系）

首都八校社会学论坛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十一届文化节开幕
2015 年 4 月 15 日，“城与乡：新常态下社会学的回应”——首都八校社会学学
生论坛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十一届文化节开幕式在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举行。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书记冯仕政，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樊新民，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晓婷出席开幕式。活动
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 8 所高校的 180 余名师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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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会发起，是首都高校社会学院系共同搭建师生学术
交流平台的尝试。论坛主题“城与乡：新常态下社会学的回应”展现了在经济社会新
形势下社会学人的思考。论坛还将邀请渠敬东、周飞舟等学者举办讲座，通过学术讲
座、实践交流会、职业分享会等活动促进师生交流，全面展现社会学学科的学术风貌。
（采自北大新闻网）

“亚投行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圆桌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5 年 4 月 15 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亚投行与全球经济治
理改革”专题圆桌讨论会。应邀演讲嘉宾包括加拿大 UBC 政治学系副教授、亚洲研究
院院长、中国委员会主任肖逸夫（Yves Tiberghien）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全球治理中心主任庞中英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博士及副主任陈绍锋博士。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师生、外国驻华机
构代表 90 余人出席讨论会。研讨会由王勇主持。圆桌报告会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兴起、动因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影响展开。与会嘉
宾最新出版的有关全球治理研究的新作，包括庞中英的《重建世界秩序——关于全球
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肖逸夫的《亚洲与世界的未来》（中文版）以及王勇等主编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全球对话》。（采自北大新闻网）

孙祁祥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 97 讲：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风险探源
2015 年 4 月 16 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做客北京大学
“才斋讲堂”，
为现场老师同学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风险探源”。“新常态”在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后，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经济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提升、民生水平
提升、国际地位提高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什么？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之下
有着何种风险？针对这些问题，孙祁祥教授从她的学术经历、亲身观察出发，史论结
合，有理有据地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在讲座伊始，孙祁祥教授首先解释了风险管理
中的众多概念，包括风险的含义，风险管理发展的简史，风险分析的意义和风险管理
的步骤等，为在座的听众勾勒出一个风险管理的基本轮廓。（采自北大新闻网）

施舟人主讲严复学术讲座第八讲：追寻道的历程——欧洲汉学研究传
统的回顾与展望
2015 年 4 月 16 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
儒学社协办的“严复学术讲座”第八讲在一教 201 教室举行。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
高等研究院( EPHE )特级教授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院士受邀担任主讲。施
舟人教授作了题为“追寻道的历程－－－欧洲汉学研究传统的回顾与展望”的精彩演
讲。讲座由北大哲学系郑开教授主持,陈鼓应教授、张广保教授致辞。北京大学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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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外人士约 300 人参加了讲座。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
授陈鼓应先生在致辞中感谢施舟人教授不辞劳顿来北京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回忆了
和施舟人教授一起致力于道学研究的光辉岁月。陈先生提到施舟人教授赠予他的几本
荷兰文的国学经典书籍，为此感到惊讶和感动，并非常敬佩施舟人教授对汉学研究作
出的贡献。（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三届“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5 年 4 月 17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治理”
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境外基础设施投资的
政治风险管理”。论坛受到美国使馆，日本使馆，瑞典使馆，USAID，以色列使馆，
澳大利亚使馆，加拿大使馆和挪威使馆的关注。同时，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 以
及智库的 50 多位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国家发改委国际合
作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清华大学以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等。此外，新华社，环球网，南方周
末，新加坡海峡时报、日本朝日新闻等在内的 30 多家海内外媒体参加并报道本届论
坛。（采自国际关系学院）

“全球创新论坛 2015 年会”召开
2015 年 4 月 17-19 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全球创新论坛 2015
年会：创新驱动未来”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全球创新论坛 2015 年会”汇聚国内
外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管理大师及学者。本次论坛由北大后 E 促进会承办，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中关村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学习型中国促进会协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
主席陈章良出席并讲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代表主办方致辞，科技部
原部长、中科院院士徐冠华，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陈东升，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陈
春花，万科集团前高级副总裁毛大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等多位知
名学者和企业家围绕“创新驱动未来”作了精彩演讲。（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 11 届（2015）中国信用 4.16 高峰论坛举办
2015 年 4 月 18 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和 20 多
个全国性行业组织联合举办的“第 11 届（2015）中国信用 4.16 高峰论坛”在全国政
协常委会议厅、北京国谊宾馆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
员会主席张宝文，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
一副院长叶小文，中央纪委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
魏建国，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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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用教育联盟理事长王佐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
全等出席并讲话，300 余人参加论坛。本届论坛的主旨是“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
进程中的信用建设”
。
（采自经济学院）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艺术学理论学科编委会召开
2015 年 4 月 19 日，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编
委会委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组织召开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艺术学理论卷编
委会。该卷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叶朗教授，执
行主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副主编、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
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教授，副主编、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凌继尧教授，及各分支主
编、副主编参加了会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兼《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执
行副总主编龚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三版内容中心主任蒋丽君和编辑
董淑芳参加了会议。启动会由蒋丽君主持， 学科讨论阶段由王一川教授主持。（采
自艺术学院）

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第 95 期暨“中国经济与大国发展战略”
讲座举办
2015 年 4 月 22 日，北京大学光华新楼阿里巴巴报告厅气氛热烈，座无虚席，经
济与金融高级论坛第 95 期暨“中国经济与大国发展战略”讲座活动在此举行。本次
讲座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李稻葵主讲，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
中心主任曹凤岐教授主持。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主办，北京大学
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光华-富邦两岸金融研究中心协办。曹凤岐首先对李
稻葵的学术工作经历和研究领域进行了介绍，李稻葵是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
第三届“金融理论研究突出贡献奖”得主。李稻葵结合自身学术实践经验，就“大国
发展战略”这一选题进行说明。随后，曹凤岐和李稻葵回答了有关资本市场发展、
“一
带一路”政策、中美经济比较、香港经济与证券市场等问题。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
活动圆满结束。（采自北大新闻网）

中美大学图书馆馆长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5 年 4 月 23 至 24 日，
“大学图书馆的未来——中美大学图书馆馆长研讨会”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来自
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
大学、华盛顿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图书馆馆长参加了研讨会。哈佛大
学副校长、图书馆馆长 Sarah Thomas 女士发表题为“The Disrupted Dinosau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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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 Phoenix: the Future of Academic Libraries”的主题演讲。研讨会由哈佛
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图书馆联合发起，每年轮流主办，希望通过中国和北美两个地区
大学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共谋未来发展。北京大学图书馆希望借此研讨会，为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不遗余力地贡献力量。（采自图书馆）

“北大赛瑟论坛•2015（第十二届）”成功举办
2015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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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SSR）主办的“北大赛瑟（CCISSR）论坛•2015（第十二届）”在北京大学经
济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院长、CCISSR 主任孙祁祥教授致开幕致辞。北大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
研究中心顾问、常务理事、研究员和理事会员单位代表，保险、金融与社会保障及相
关领域的学界专家、政界高层人士和业界精英、北大师生以及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
中国保险报、和讯网、中国金融、经济参考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
200 余人参加了本届论坛。一年一度的“北大赛瑟（CCISSR）论坛”是国内保险与社
会保障领域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二届，为中国保险业发展和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采自经济学院）

Kokkoris 教授主讲 “法治与发展系列学术沙龙”第 19 期
2015 年 4 月 24 日，法学院举办第十九期“法治与发展系列学术沙龙”
。本期学
术沙龙的主题为“Shall We Break up Google?”
，由 Professor loannisKokkoris(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UK)主讲。Kokkoris 教授详细介绍了近两年来欧盟反垄
断委员会对 Google 公司一系列滥用市场地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所展开的调查，
并说明了欧盟对 Google 的分割与现金处罚措施，同时介绍了 Google 公司对调查的应
对、补救措施，以及美国对该公司的调查等。北大法学院学者与主讲人详细讨论了美
国反垄断机构的经济分析、欧盟反垄断委员会确定罚金数额的标准、对 Google 调查
展开背后的驱动因素以及欧美反垄断实践中是否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采自法
学院）

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5 年 4 月 24 日，2015 年汉字国际学术会议暨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
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本届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
中文系承办，邀请了东亚地区众多知名汉字研究者出席，旨在推动东亚研究型高校之
间在汉字及汉字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发展。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党委书记金永兵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由中国语言文学系副系
主任杨荣祥教授主持。会议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作大会主旨报告。在为
期两天的会议中，日本东京大学大西克也教授、大阪大学古川裕教授、复旦大学刘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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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以及北京大学胡敕瑞教授、董珊教授等来自国内外的 23 位顶尖学者就汉字的
起源、演化及传播进行了热烈的发言与讨论。（采自北大新闻网）

“文化自觉与遗产保护座谈会”暨《城市的自觉》首发式举行
2015 年 4 月 25 日，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文物保护的重要论述，北京大
学出版社于临湖轩举办了“‘文化自觉与遗产保护学术座谈会’暨《城市的自觉》首
发式”。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物局原顾问谢辰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新华社《瞭望》周刊副总编辑王军，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晁华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许振洲，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
究室副主任任羽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王南等出席座谈会，与该书作者、学者姚
远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传承等内容展开讨论。（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第 123 讲 ：《诗经》中的怨刺诗赏析
2015 年 4 月 25 日，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市东城区教委联合举办的
“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第 123 讲在东城区国子监中学开讲。北京大学中文系于迎
春教授作主题为“《诗经》中的怨刺诗赏析”的专题讲座。讲座伊始，于迎春先介绍
了《诗经》雅诗中以政治批评、讽谕为特色的怨刺诗。接着，于迎春重点讲授了《诗
经•小雅》中的《北山》《正月》。她讲到，怨刺诗带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我
们再现了西周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和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于迎春
的博学深深地吸引着前来听讲的学员。讲座结束后，部分学员和她就《诗经》中的经
典作品赏析进行了交流和探讨。（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2015 年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治研讨会”举办
2015 年 4 月 26 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
电子商务法律发展研究基地以及京东集团法律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5 年电子商
务与互联网法治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隆重举行。出席研讨会的各界代表有：北
京大学法学院、法治与发展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
学者，全国人大财经委、公安部、工信部、工商总局等部委的法规工作部门，北京市
高院、北京市知产法院、北京市一中院的法官代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等机构的代表，
京东集团等企业界人士等齐聚燕园，共话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治的未来。此次研讨会，
是贯彻落实全国人大指示精神，推进电子商务立法和互联网法律研究系列活动中的重
要一环，也是北大法学院携手政、产、学、研各界、协同创新汇聚真知的重要活动。
（采自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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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百年北大 而立光华
——光华管理学院 30 年院庆专题

北 京 大 学 光 华 管 理 学 院 （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Peking University）前身是成立于 1985 年的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1993 年经济管理系与管理科学中心
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994 年正式更名为光华管
理学院。30 年来，光华管理学院依托北京大学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文化积淀，作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体，以“创造
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不断完
善和发展。回顾学院发展历程，主要事件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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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北京大学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
1985 设立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点
1987 设立企业管理专业
1988 国民经济管理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1990 设立财务学专业
1992 设立会计学专业
1993 经济管理系和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工商管理学院
1994 与光华教育基金签订合作协议，更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994 首届 MBA 学生入学
1995 会计系成立，市场营销系成立，设立统计学硕士点
1996 设立企业管理博士点和产业经济学博士点，设立货币银行学专业
1997 学院一号楼投入使用
1998 获得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学科点授予权，设立产业经济学、会计学、金融
学硕士点、博士点
1998 北京大学与美国曼隆学院之间交流项目第一批短期留学生启程赴美
1998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合作项目正式启动
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颁布，厉以宁教授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
高程德教授为副组长，曹凤岐教授等为主要成员
1998 应用经济学系成立
1999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投资基金法》起草组正式成立，厉以宁为起草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曹凤岐教授、刘力教授分别担任副组长和组员
1999 货币银行专业改名金融学专业
2000 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成立
2001 分别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国 ESSEC 商学院合作开设双学位国际 MBA 项目
2002 金融硕士项目招生
2002 EMBA 中心成立，正式招收 EMBA 学员；EDP 中心成立
2002 成立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
2003 获得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学科点授予权，设立会计学博士点，设立统计学博
士点
2003 校友联络中心成立
2004 光华新大楼奠基
2005 会计专业硕士项目（MPAcc）招生
2007 企业管理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2008 学院二号楼投入使用
2008 加入 EFMD（欧洲管理协会）
2008 全面推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全面推行硕博连读培养机制
2009 成功加入 PIM (PartnershipofInternationalManagement)
2010 设立行为科学实验室
2010 EQUIS 认证评审委员会授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QUIS 认证
2011 设立创新创业中心
2012 应用经济学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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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金融硕士项目首次参评英国《金融时报》（FT）全球金融学硕士项目排名，
摘得全球第八
2012 MBA 项目首次参加英国《金融时报》
（FT）全球 MBA 百强排名，成为本年度
中国大陆高校中唯一上榜的商学院，位列第 54 名。2012

EDP 中心改名为

ExEd 中心
2012 设立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
2012 通过 AACSB 认证
2012MBA 全日制推 3+2 计划
2013 获得 EQUIS 最高标准的五年期再认证
2013 金融硕士专业启动“3+2 计划”择优培养
2013 MBA 项目被 CorporateKnights 列为唯一入选的中国绿色 MBA 项目
2013 MBA“3+2”计划升级为“X”计划
2014 中国首个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在光华管理学院正式启动
2014 北大光华 MBA 项目开设行业模块课程，推向 MBA+
2014 第十四届中国 MBA 发展论坛暨北大光华 MBA 项目二十周年庆典
30 年来，经过几代光华人的不懈努力和奋斗，光华管理学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
的成绩。在学科建设、师资建设、科研水平、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位居国内经
济管理学院前列，成为亚太地区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

一、学科建设
光华管理学院有着完整的学科结构，目前设有会计学系、应用经济学系、商务统
计与经济计量系、金融学系、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市场营销系、组织管理系、战
略管理系8个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管理科
学与工程；七个二级学科： 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企业管理(含
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管理三个方向)、会计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其中应用经济学是北京市重点学科，国民经济学、企业管理是国家级重点学科。
学院以国际一流的学科与团队为核心，重点发展工商管理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优
势学科，领先国内商学院，以国际一流为目标，扩大国际影响。
2012 年筹建的教育部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重点实验室，以光华管理学院和数学
学院为主, 整合北大的相关学科,组织一支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研究团队,积极参
与国家经济建设，开展针对经济、金融和保险的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方面的研究，致
力于提高我国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的国际学术地位，支持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更好
地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二、师资建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于 2000 年率先开始招收海外归国博士并引进终身教席制
度，形成了光华目前一支具有深厚理论功底，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又深谙中国实践的师
资队伍。截止 2015 年 4 月 30 日，学院有 110 名全职教研人员， 近 70%在海外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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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包括港澳台）
，毕业院校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及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世界著名大学。此外，
学院还从海外招聘了 30 位特聘教授和访问学者，参与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学院拥
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国内著名学者，以及一批有着国
际学术影响力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多位教师拥有丰富的海外任教经历。学院有 4 位国
家“千人计划”教授，3 位国际学会会士（fellow），5 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8 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3 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
者，3 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三、科研水平
学术研究是学院长期发展的根基和保障。光华管理学院重视学术研究，致力于创
造和传播最前沿的、高质量的经济管理知识。多元化的教育背景、浓厚的学术氛围、
优厚的科研鼓励政策，使光华教师不断激荡出智慧的火花，创造着位于国际前沿的管
理知识。学院的科研水平在国内商学院中名列前茅。学院国际顶级学术论文的人均发
表量已经达到并超过国际一流水平，并在国内商学院中常年保持领先位置。据统计，
2005-2014 年度，学院教员共发表 SSCI/SCI 英文论文 587 篇，其中院选国际 A 类 147
篇、院选国际 B 类 195 篇；中文 CSSCI 检索论文 721 篇，其中中文 A 类 200 篇。《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上发表的论文总数达 207 篇。
学院重视科研果评奖，制定了获奖成果的奖励政策，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2005
至 2014 年，教师科研成果共获得校外各类奖项 186 项，其中教育部奖项 37 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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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奖项 35 项。2012 年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中，北京大学共获奖
61 项，其中光华获奖 8 项，居各院系之首。

光华管理学院 2005-2014 年科研发表情况统计表
总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8

42

53

52

79

69

60

54

74

76

587

8

4

13

12

24

20

13

11

19

23

147

4

16

14

15

28

22

19

18

19

40

195

6

1

6

10

20

20

16

7

15

15

116

78

86

59

63

58

59

66

77

77

98

721

29

28

19

19

14

19

22

17

17

16

200

30

44

39

40

17

26

29

26

37

39

327

经济研究

15

7

7

4

7

4

12

10

7

8

81

管理世界

25

20

10

15

7

15

10

7

10

7

126

计

SCI/SSCI
国际检索
总数
院选英文
一类
院选英文
二类
FT45 种期
刊论文
CSSCI 检
索总数
院选中文
一类
院选中文
二类

光华历年论文发表数在北大人文社科论文总数的比重
北 大 历 年 奖 励
SCI\SSCI\A&HCI 检 索 的 2006
Article 类论文篇数
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人文社科各院系
总数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50
74
35（52%）44（47%）44（45%）51（47%）52（39%）52（40%）
（36%） (41%）
67

94

97

30

109

133

129

140

181

光华管理学院 2010-2014 年科研成果获奖情况（省部级奖）
姓名

编号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Product Innovation in Emerging
Market-based International Joint
周长辉

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

Ventures: An Organizational Ecology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Perspective,Journal of

201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39
龚六堂

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政府政策改变的福利分析方法与应
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 月出

2012

版
Exporting Behavior of Foreign

路江涌

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Affiliate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2012

Economics(Volume81,Issue3)，2010 年
7月

厉以宁
曹凤岐

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希腊古代经济史

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

金融市场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改革

2014
2014

New York City Cab Drivers’ Labor
Supply Revisited:
孟涓涓

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

Reference-Dependent Preferences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with Rational-

2014

Expectations Targets for Hours and
Income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厉以宁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张建君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周黎安

蔡洪滨、
陈玉宇

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
究，商务印书馆，2010 年 8 月
Marketization and Democracy in
China，Routledge，2008 年 2 月

2012

2012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2012

二等奖

11 月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三等奖

Observational Learning: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 年 06 月

31

2012

光华管理
学院集体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林权制度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改革课题

三等奖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研报告，国务
院、国家林业局，2008 年 11 月

2012

组
姜国华、
岳衡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三等奖

Tunneling through Intercorporate
Loans: The China Experie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 年 10

2012

月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雷晓燕、
林莞娟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in Rural China： Does More Coverage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Mean More Service and Better

三等奖

Health？Health Economics，2009 年 7

2012

月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王汉生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三等奖

徐菁

Forward Regression for Ultra-High
Dimensional Variable Scree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2012

Association，2009 年 12 月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Do We Really Need a Reason to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Indulge? ，Journal of Marketing

三等奖

Research，2009 年 2 月

32

2012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情况比较（经济管理学科）
相关学科
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全国高校获奖总数）
管理学一等奖（5 项）

0

0

0

0

2

管理学二等奖（24 项）

1

2

1

0

1

管理学三等奖（45 项）

1

2

2

0

1

经济学一等奖（5 项）

1

2

0

0

0

经济学二等奖（40 项）

1

4

1

1

5

经济学三等奖（91 项）

3

4

1

6

8

统计学一等奖（0 项）

0

0

0

0

0

统计学二等奖（2 项）

0

0

0

0

1

统计学三等奖（3 项）

1

1

0

0

0

各学科合计

8

15

5

7

18

光华管理学院的科研和学术成果为北京大学争得了荣誉 ，为北大国际学术声誉做出了
贡献。
光华学科排名与亚太地区部分商学院的对比（2015 年度）

学科(英文)

学科(中文)

北大

清华

东大

新国立

港大

港中文

51-100

27

14

11

22

51-100

Statisticsand
operational
research

统计与运营研究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经济学与计量经济

33

51-100

35

21

36

49

accounting and
finance

会计学与金融学

38

51-100

44

13

23

35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tudies

商业与管理研究

43

51-100 51-100

11

24

28

多年来，学院始终重视科研成果与实践相结合，积极承担国家基金和机构提供的科研课
题，策划企业的联系实际的研究项目，在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
成果，并在经济与管理理论的实际应用中贡献于国家，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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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积极研究重大学术创新和产业政策问题，主持国家重点、重大科
研项目如下：
–

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与国际并购战略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

–

经济全球化和网状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发展与应用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

–

行为金融前沿问题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

–

中国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特征、成长模式及对企业的影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
点项目）

–

会计信息与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

–

高维数据统计建模与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

–

基于全网数据的消费者行为与偏好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

–

生态价值补偿标准与环境会计方法研究——基于发展水平与功能区划的梯度差
异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

–

以福利增进为导向的消费者决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

此外，学院还陆续与国家发改委、中组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审计署、国
家林业局、国家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等政府机构合作研究课题，从低碳发展、林权改革、
财政政策、医疗环境建设、税收体系、金融审计等多个维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智囊服务。
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光华人，积极参与政策研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重要
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涉及非公经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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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方面。以《低碳发展研究项目》和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预防性干预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研究项目为例介绍如下：
1、低碳发展研究项目
在低碳发展领域，光华管理学
院目前承担着“中国低碳发展宏观
战略研究”项目。此项目是经国务
院领导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财
政部于 2012 年 5 月组织开展。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承担了其中
六项课题，分别是低碳发展宏观经
济理论框架研究（课题负责人：厉
以宁教授、朱善利教授）、低碳发
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课题负责人：雷明教授）、低碳发展对我国物价水平影响研究
（课题负责人：黄涛教授）、低碳发展对我国就业影响研究（课题负责人：张一弛教授）、
低碳发展对我国国际收支影响研究（课题负责人：周黎安教授）、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态势研究（课题负责人：龚六堂教授）。研究已历时两年，报告将于近期提交。在 2013
年举行的项目开题汇报会上，厉以宁教授曾强调：“低碳应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增长、
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之外的第五个目标，而且是一定要达到的目标。”
2014 年，在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教学领域，光华管理学院开启新征程，携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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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大学商学院，以实现优势整合，建设集教学、研究、交流交换、人才培养等于一体的国
际一流合作平台。11 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爱丁堡大学商学院的签约仪式上，著名
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莅临现场表示祝贺；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与爱丁堡大学商学院院长
Ian Clarke 签署协议书；爱丁堡大学商学院院长 Ian Clarke 教授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雷明教授担任联合管理人。已联合举办“第一届低碳发展与可持续领导力研究论坛-低碳发
展、碳市场、碳金融”，环保部、英国大使馆等有关机构和企业均出席该论坛。

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预防性干预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研究项目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预防性干预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项目是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
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合作科研项目，该项目中期报告会议由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
所长、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陈玉宇教授主持。
项目通过对照干预试验的方法，对疫苗干预在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医疗成本，
减轻患者家庭及社会负担等方面的有效性进行论证，为申请将接种疫苗预防慢阻肺纳入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内容提供实证依据。自 2013 年 8 月份立项以来，在项目组的努力以及中央和
重庆宁波两地基层疾控中心的大力配合下，目前项目一切进展顺利。截至 2014 年 6 月，已
经完成了样本的基线调查、疫苗注射、以及头两轮随访调查。对项目的下一阶段执行以及数
据的整理分析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该项目已经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召开结题报告会，完成项
目结题。
四、人才培养
近年来，学院不断对教育项目的培养目标和定位进行梳理，建立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目前设有 7 个学位项目：本科生、学术研究生、金融硕士、MBA、EMBA、MPAcc，MSEM
（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
，1 个非学位项目：ExEd（高层管理教育）
。
1、本科项目打通项目的各个环节，全环节整合，全环节控制。
光华管理学院的本科教育遵循北京大学本科生教育理念，以培养“厚基础 、宽口径、
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坚持“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分流培养、因材施教”的教育
方针，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施专业教育。打通本科项目各个环节，全环节整合，
全环节控制。同时，项目注重个性化培养与多元化选择相结合， 通过全覆盖的国际交换、
奖助学金制度，通过沃土计划、公益案例大赛等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此外我们还通
过学生参与、自主经营学生活动中心，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自 2012 年开展本科自主招生以来，我院不断深化“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强调
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责任感，入学机会城乡统筹。自主招生制度更加全面立体地考察学生
的学习能力与基本素质，有利于发掘学生的特质，选拨出更适合经管类专业的学生，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2014 年，学院推出了“光华未来学术之星”培养计划（Guanghua Young Scholar
Development Program）
，为具有学术兴趣并致力学术发展的优秀本科学生定制的学术训练计
划。该计划为学生提供最优学术资源，达到激发研究兴趣、培养批判思维、提升研究能力、
积累研究经验、树立学术理想、助力学术发展的目的。
2、学术研究生项目以学术研究为主导，培养高水平的学术研究生
学术研究生项目以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因材施教、分类培养为原则，以学术型博士为
培养目标，旨在教育和培养能够进行高质量科学研究并与主流研究领域接轨的年轻管理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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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学者。为了招收优秀博士生，学院 2012 年率先响应学校号召，进行博士生招生制度
改革，以申请审核制招收博士生，与国际接轨，使博士生生源质量得以提高。据各专业反映，
采取申请制招收的博士生从学术兴趣、行业经验、外语水平等各个方面都有提高，有力地保
证了后续培养的质量。
一方面学生在培养中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受到进行前沿学术研究的方法和专业教育的
培养；另一方面，学院为学生打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每年在奖助学金、院长科研基金方面加
大投入， 鼓励学生从事科研活动。此外还创造国际化支持的平台，除了国家和学校的联合
培养项目、公派研究生项目等项目外，学院还建立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资助制度，资助博士生
出国交流。
在学校和学院的资助下，学术研究生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近年来，每年都有数十人
在高水平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表：2013-14 年发表高水平的英文论文 15 余篇，发表在
InternationalJournalofResearchinMarketing，
InternationalJournalofProductionResearch，LeadershipQuarterly 等期刊上；中文论文
100 余篇（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上。
博士毕业生 75%左右在高等院校、政府与企业的研究部门工作，已经陆续有博士毕业生
在国外高校获得教职，如曾玉萍获得荷兰蒂尔堡大学教职、蒋子熹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
学聘为助理教授。部分博士毕业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经管类专业突出
的高校任职，如秦昕等人入选中山大学“百人计划”
。
3、MBA 项目致力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全球视野的高级管理者与未来商业领袖。
MBA 项目借助于北大深厚的人文底蕴、系统而创新的课程设置以及丰富的课外活动，使
学生了解前沿的商业知识，具备跨文化的敏感性与人际沟通技能，成为具有在复杂环境下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勇于承担未来挑战的创新型人才。MBA 项目一直走在招生改革的前沿，
近几年，MBA 项目采取“提前面试、联考底线”的招生政策，用面试考察申请人的综合素质
作为招生录取的主要标准，有效地保证了 MBA 项目的培养质量。
光华 MBA 项目位居《金融时报》2014 年度全球百强 MBA 排名第 57 位，成为中国大陆高
校中唯一上榜的商学院。
2014 年，学院正式启动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MSEM）
， 旨在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
创新意识、管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并致力于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高级管理人才或社会企业
家。
4、金融硕士项目是为适应和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而重点打造的学术硕士项目
金融硕士项目致力于培养具有坚实金融学理论基础和应用技能的高级金融管理人才。招
生方式包括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和推荐免试两种形式，于 2014 年对推荐免试考试进行了重大
改革，通过更为多样化的形式吸收符合金融硕士项目选拔要求的精英学子。一直以来，在坚
持小规模招生的精品化道路上，金融硕士项目在课程设置、培养环节等方面不断大胆创新，
推行先修课程、模块课程、实践课程、国际课程相结合的授课方式，进一步提高学生专业化、
职业化的综合素养。
金融硕士项目的进步和成就获得国际范围内的普遍认可，2012 年参加《金融时报》全
球金融硕士项目排名名列第 8 位，2013 年和 2014 年均排名第 13 位，排名始终保持亚洲第
一，连续三年成为亚洲最佳金融硕士项目。
五、国际化
光华管理学院一直引领中国商学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学院已与百余所世界知名院校在
教学、科研、学生交流等方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了中国学生出国交换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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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和交换学生，2013-2014 年度在校的国际学生有 183 位，
为扩大学院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0 年 4 月，
EQUIS 认证授予委员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部召开会议，
正式批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通过 EQUIS 初始认证，期限为三年。
2013 年 3 月通过 EQUIS 再认证，期限为五年。
AACSB （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是世界性
商学院联盟，旨在推动全球商管教育品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为权
的管理教育认证机构。目前全球仅有不到 5%的商学院通过了该认证。
华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通过 AACSB 国际权威认证。

的
威
光

而立的光华，其发展之路，将是不断创新和追求卓越之路。未来的光华，将坚持更高的
学术标准，更优秀的教学质量，以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术研究为
支撑，坚持平等和民主，坚持制度与规范，并凭借高度凝聚力充分提升学院的核心竞争实力。
在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过程中，光华管理学院也将不断超越自我，向着建
设世界一流商学院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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