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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荣誉】
郑晓瑛教授荣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Celso Furtado 社会科学奖
2015 年 11 月 18 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第 26 届院士大会在奥地利维也
纳举行，开幕式上宣布了 2015 年来自包括农业科学、生物学、化学、地球科学及社
会科学等 9 个领域的 14 名 TWAS 获奖人。从设立 TWAS 奖到 2014 年为止，中国大陆
地区共有 37 人获奖，其中北京大学 2 人。北京大学—APEC 健康科学研究院（PKU-APEC,
Hesay）院长、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PKUIPR）所长郑晓瑛教授因其在中国贫困地区
开展健康、残疾、环境和社会的多学科研究取得的杰出成就，与土耳其科学家 Ayse
BUGRA 共同荣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2015 年度 TWAS-塞尔索.富尔塔多
（Celso Furtado）
社会科学奖。该奖为巴西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设立，国际专家同行匿名评审并专
门奖励为社会科学与经济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截至目前为止，全球共有
五位科学家先后荣获该奖。这也是我国高校学者首次获得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Celso
Furtado 社会科学奖。（采自北大新闻网）

胡壮麟教授获首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
2015 年 11 月 15 日，首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特殊贡献奖“中国外语教育终
身成就奖”正式颁发，三位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外语学者：北京大学英语系胡壮麟
教授、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杜诗春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共同获奖。许国璋
先生是我国著名英语教育家、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是中国当代外语教育的
开拓者，由他主编的教材《英语》风靡中国英语教学界几十年。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
奖是面向全国外国语言研究和外语教育研究学者的科学研究奖，凡是公开发表的外国
语言研究、外语教育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均可参评。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
通过新闻和网络媒体向社会发布评选通知和获奖公告。（采自外国语学院）

余淼杰教授专著获胡绳青年学术奖及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
2015 年 11 月 23 日,第七届“胡绳青年学术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国家发展研
究余淼杰教授专著《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企业异质性理论和实证研究》荣获
该奖项。
“胡绳青年学术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青年
学术成就奖，每 3 年评选一次。此外，经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评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
评选结果，此书也获得第七届（2015 年）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据悉，余淼杰
教授的此本著作还曾于 2014 年获得由西南财经大学和刘诗白奖励基金评审委员会评
审出来的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采自国家发展研究院）

【科研成果】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越南文版）在越南公开出版

近日，法学院朱苏力教授的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米良教
授翻译为越南文，在越南公安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我国本土法学著作第一次被
介绍到东南亚国家。原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最早于 1996 年 10 月由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出版；目前最新的第三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5 年 1 月出版。该著作以交
叉学科为背景，从浅近的社会法律问题入手，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法律和法学一系列
重要理论问题。其学术背景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阐释学、语言哲学等。以
力求从平易中展现法学与其它学科不可分割的关系，创造性地把交叉学科的知识引入
到中国的法学研究中来，并融合进中国法学。该书于 2006 年荣获首届“钱端升法学
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并于 2014 年荣获“1978-2014 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
。
（采自
法学院）

马力、张志学教授在国际商务中的冲突管理方面取得新成果
近期，光华管理学院马力教授、张志学教授与重庆大学的陈爱华教授在国际商务中
的冲突管理方面的一篇研究论文被《国际商业研究学报》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简称 JIBS）所接受。这篇文章专注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任务这一
研究单元，是一项重要的创新。对学者来说，本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跨国公司的新视
角（即关注到企业内部的管理任务），因此创造性地使用了已有的嵌入性理论，并且
通过企业实际的数据支持了理论观点。对实践者来说，本文提供了更精细的工具来分
析企业的日常管理。更广阔地看，这篇文章的结论鼓励管理者以开放的视野来面对各
种不同的管理思潮，面对任何管理的挑战，管理者都应以开放的心态来解决问题，不
要给管理思维设限，而应以管理任务的成功为唯一指南。（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海闻教授新作《改革与未来》出版
近日，由海闻教授主编的著作《改革与未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
收录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历年的精彩主题演讲和部分参会嘉宾在该领域的专题文章 28
篇，反映了经济学家群体对中国改革发展和未来前景的深入思考。该书由中国经济学
年会秘书处组织编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巫和懋教授担任副主编。书中，二十
多位顶尖高等学府和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回顾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逻辑和理念，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精彩研判。该书是“
‘十三五’
规划建议”发布后深入解读未来发展机遇、挑战和前景的重磅之作。（采自汇丰商学
院）

《中国艺术学年度报告（2014-2015）
》出版
2015 年 11 月，《中国艺术学年度报告（2014-2015）》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出版。该书是对 2014 年度中国内地艺术学门类各学科发展状况的一次年度扫描，
包括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 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
主要聚焦于学科动态、问题聚焦和专题研究三方面：学科动态部分对各学科年度发展
概况做了全景式扫描；问题聚焦部分就各学科引发关注的年度重点问题展开全面梳理

和分析；专题研究选取在学科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做纵深研讨，既可供艺
术学门类各学科研究人员及相关专家参考，也可供普通读者阅读，是一部对 2014 年
艺术学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发展动态进行梳理和总结的著作。（采自艺术学院）

《北大文化产业评论 2015》出版
2015 年 11 月，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和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主办的文化产业研究性学术期刊《北大文化产业评论 2015》已由华文出版社正式出
版发行。该期刊书以学术期刊的方式编辑内容，以图书专著的形式出版发行。本期共
刊载 21 篇论文，论文内容涉及传统文化产业研究、互联网文化产业研究两大方面，
包括文化产业理论、文化产业政策、区域文化产业、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文化产业案
例等相关领域，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类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战略和商业模式。（采自艺术学院）

《国家治理及其改革》出版
2015 年 11 月，政府管理学院燕继荣教授的研究成果《国家治理及其改革》正式
出版发行。该书由作者燕继荣教授多年来思考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积累的学术成果汇编
而成，分为现代国家治理、中国治理评估、中国国家治理改革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选
取 5-10 篇相关论文。所选文章不仅是作者若干年思索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新时代中
国政治发展的缩影。新时期、新问题、新发展，从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基础、制度要
素、治理方式，到中国治理的路径和模式，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腐败
治理到依法治国、协同治理，作者力求以客观的研究态度和积极的价值关怀，对既有
理论进行反思和发展，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科研项目】
原创歌剧《为你而来·王选之歌》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近日，歌剧研究院原创歌剧《为你而来·王选之歌》被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确
认为 2015 年度资助项目。该项目是为响应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发起的“共和国的脊梁
——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将北大教师、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先生的事
迹搬上歌剧舞台，由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师生作为主创作和演出人员。国家艺术基金
是一种公益性基金，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拨款，同时依法接受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捐赠。国家艺术基金重点围绕创作生产、宣传推广、征集收藏和人才培养四大
方向进行资助，其中艺术创作是基金支持的重点。（采自歌剧研究院）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制度体
系与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赴泰康养老社区调研

2015 年 12 月 10 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我国商业养老保
险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师生代表一行十余人在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经济
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教授的带领下，赴北京昌平区泰康之家燕园养老社
区参访调研。课题组与养老社区相关负责人互动交流，就国家倡导的“医养结合”的
政策和模式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养老与医疗的结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
质，使得老年人在获得养老服务的同时也能享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过去几年间，
国内多家保险机构对养老社区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探索，对中国养老社区的未来发展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采自经济学院）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跟踪研究”课题组召开研讨会
2015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跟踪研究课题”召开研讨会。
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卫民，刘志仁等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
任张静，党委书记查晶，国内专家学者，课题调研所在地浙江温州、安徽淮南和宁夏
固原的政府领导和村民，课题组成员等 80 余人出席研讨会。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跟踪
研究”课题是国务院参事室委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一年来，课
题组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的带领下，在浙江永嘉县珠岙村、安徽凤台县店
集村、宁夏固原市河东村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与村民同吃同住，收集了丰富的第一
手资料，形成了初步研究成果。本次研讨会是课题的阶段性总结会，主要内容是听取
成果报告，请专家和地方领导、村民代表对课题成果提出意见，并就下一步研究出谋
划策。
（采自社会学系）

【科研机构】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5 年 11 月 7 日，国家治理论坛暨 2015 年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专题学术
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联合主办，受到北京大
学研究生院资助。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上海市委党校等单位的博士生、
博士后、地方政府官员、社会治理领域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大学青年学生等近 200
人参加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治理论坛”系列活动之一，
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研讨会。（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中华美学基础工程书系出版座谈会举办
2015 年 11 月 8 日，中华美学基础工程书系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由教育
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组织编纂，历时 25 年、200 多位学者
参与编写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美学通史》《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三套多卷
本陆续出版完成。三套书共计 25 卷，近 2000 万字，是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在叶朗教授带领下完成的。此次座谈会围绕上述出版的三套多卷本著作内容，对新的
时代条件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与途径进行了集中探讨。北京大学校长林
建华、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汤恒、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万丽君、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图书处处长杨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井
君、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阎志坚等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采自北大新闻网）

2015 年第十二届美国研究网络年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5 年 11 月 13 日-15 日，由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2015 年第十二届美国研究网络年会（the 12th
Annual American Studies Network Conference）在国际关系学院举行。本届年会以
“本土性和跨国性：理解中美关系的新路径”为主题。原驻美大使、博鳌亚洲论坛秘
书长周文重先生，原驻以色列大使、中美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陈永龙先生，中华美国学
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教授等嘉宾在会上致辞并参加讨论。本
届年会吸引了来自中国和英美等国近 50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8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开幕式由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贾庆国教授主持，北京
大学副校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李岩松发表致辞。（采自北大新闻网）

首届全国科技编史学论坛举办
2015 年 11 月 14-15 日，由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技史学
会科技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首届“全国科技编史学论坛” 在北京邮电会议
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20 多位
学者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更有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教师、博士后、在读研究生、学
者等近 150 人参加了会议研讨。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国盛教授
在开幕式上致辞。论坛共分为八个主题研讨科技编史学的内容：科学编史学、技术编
史学、中国科技史、专科专门史、医学史与博物学史、进化思想史、另类编史学、古
典与近代早期。本次论坛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界的方法论研究有着促进作用，对于具体
的科学史研究也具有指导作用。（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瑞意高等研究所成立并举行揭牌仪式
2015 年 11 月 20 日，北京大学瑞意高等研究所举行揭牌仪式，并举办了一场聚
焦“健康老龄化与资源环境”的论坛。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副校长王仰麟，北京大
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邓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大校友、瑞意投资
集团董事长齐宏，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许瑞明等出席并见证了瑞意高等研究
所的揭牌仪式。仪式由姚洋主持。围绕“十三五”期间及未来更长时间中国人口健康
老龄化与国家发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健
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毅，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副主任杨泽教授，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娟教授等一起进行了研讨。（采自北大新闻网）

全国第三届人口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5 年 11 月 21 日，全国第三届人口与健康学术研讨会暨《深圳人口与健康蓝
皮书（2015）》发布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该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
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口学会人口政策专业委员会和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
研究所协办。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等政府部门、
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近 80 人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开幕式、专题
研讨会和新书发布会三部分组成，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主持。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刘家强
教授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的意义，并提出政策研究应该更加注重预见性、务
实性、客观性和对比性等建议。（采自社会学系）

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举办
2015 年 11 月 26 日，由北京大学和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主办、北京大学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与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北京大学
三井创新论坛”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在论坛成立十周年之际，三井物产株
式会社董事长安永竜夫作题为“过去的十年，未来的十年”的报告。北京大学副校长
李岩松和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木寺昌人、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泽田真治
郎为论坛致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
战研究院院长武常岐担任论坛主持人。（采自北大新闻网）

“技术变革时代的反垄断”国际研讨会举行
2015 年 12 月 5 日，
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办了以“技术变革时代的反垄断”
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相关部门、学界、业界和实务界等 60 余名嘉宾
参加。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
正当竞争执法局副局长陆万里等出席会议。美国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前主席、乔治华盛
顿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 WillamKovacic，亚洲竞争协会前主席、韩国 FTC 竞争政策咨询
委员会成员 Hoil Yoon 等知名竞争法专家应邀出席会议参加研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王晓晔，竞争法知名学者、互联网企业的高级法务、律所合伙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的主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
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吴志攀教授致开幕辞。（采自北大新闻网）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5 年 12 月 12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办的“文化政治与中国道
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采薇阁召开。位于采薇阁地下一层的中心会议室里
座无虚席，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 20 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张旭东教授的
新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及相关理论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讨会上众位发言
人的学术背景涵盖了文学、哲学、政治、法律、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等各个学科，同

时遍布学术、教育、新闻、出版等多个行业，他们的讨论交流在术业有专攻的基础上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吸引了其他与会师生积极参与互动。会议中学者们就共同关
心的话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也提出了众多值得当下知识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成立仪式
2015 年 12 月 14 日，由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倡导并创立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朗
润园致福轩教室举行了简短的成立仪式。仪式由中心执行副主任徐佳君主持，北京大
学校长林建华、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和林毅夫出席会议并先后致辞。北京大学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是依托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而设立的实体机构。中心以深
化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推广和运用为使命，致力于开展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基础研
究、人才培养、数据库建设、学术交流与智库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旨在引导中国和其
他发展中国家摆脱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主流发展理论的束缚，探索出一条适合各发展
中国家自身特点的现代化之路。（采自北大新闻网）

国家治理论坛——青年与国家治理暨国家治理青年人才培
养计划签约仪式在北大举行
2015 年 12 月 17 日，由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中共北
京市委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主办的国家治理论坛——青年与国家治理暨国家治理青
年人才培养计划签约仪式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举行。这标志着为期四年的首批“国家
治理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正式启动。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王浦劬教授与北
京团市委书记常宇签署了“国家治理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合作协议书。签约仪式由北
京团市委副书记黄克瀛主持。（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上海专题论坛举办
2015 年 12 月 17-18 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担任支持单位的中
国教育创新“20+”论坛 2015 年第二次活动暨“聚焦课堂 聚力创新——中国教育创
新‘20+’论坛上海专题论坛”在上海市奉贤区举行，来自教育、信息技术领域的 800
多人参加了论坛，另有 9600 多人通过网络观看了论坛的图文直播。论坛包括主旨发
言、案例分享、圆桌对话以及实地调研，着重探讨在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以课堂为焦点，技术创新与现实教育问题的解决、技术助推教育创新转型等议题。论
坛期间，20 多家优质教育信息技术公司参加了同期进行的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展。中
国教育创新“20+”论坛还组织了专家考察团到上海市 4 所学校进行实地考察。
（采自
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首届中日韩人口与发展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5 年 12 月 21 日，首届中日韩人口与发展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
心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口学会人口政策专业
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协办。来自韩国高丽大学、韩国东国大学、
日本尚美学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
学者及研究生近 40 人参加了会议。本次研讨会包括“老龄化与老年健康”
“生育与性
别选择”
“人口政策与转型”以及“人口迁移”等四个专题。（采自北大新闻网）

【交流合作】
谢立中、周飞舟教授赴日本参加第十三届东亚社会学家会议
2015 年 11 月 14 日至 15 日，第十三届东亚社会学家会议在日本横滨大学举行。
此 次 会 议 的 主 题 是 “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ociology and Its Glocal
Development”。会议由日本科学促进会、成城大学全球在地化研究中心（Center of
Glocal Studies）
、横滨大学等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近四十名社会学
家出席了会议。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和周飞舟教授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人员围绕着
“风险与监控”
、
“移民问题”
、
“城市社会学”、
“发展与社会分层”、
“文化”、
“研究与
创 新 ”、“ 劳 动 与 流 动 ” 等 十 个 专 题 分 场 次 进 行 了 发 言 和 讨 论 。 谢 立 中 教 授 以
“Postsociology[or Plur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A new Path of social
Research”为题、周飞舟教授以“Coordinating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Construction Land Quota, Upstairs Villagers and Outside Capitals”
为题在会议上做了发言。此外，两位教授还分别主持了“文化”和“比较调查”两个
专题的发言和讨论。
（采自社会学系）

刘能教授参加中法后西方社会学 LIA 学术会议
2015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出席了在上海大学召开
的名为“Metropolis, Urban Governance, and Citizenship in China and Europe”
的中法后西方社会学 LIA 学术会议。本次会议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中国社科院社会
学研究所和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Triangle 三家联合主办，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协办。刘能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Homelessness in the Chinese Urban
Context: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的学术报告。（采自社会学系）

黄益平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出席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

2015 年 12 月 1 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黄益平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出席本次会议。本次启动会的里程碑意义在于正式公布了首批入选国家高端
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名单，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首批 25 家高端智库之一。黄益
平认为，国家加大对智库的支持对国家发展有非凡的意义，如今，政府在推进改革中
不仅继续鼓励底层试错，也开始强调顶层设计，如果能充分发挥智库的力量，提前把
调研做得更充分一些，把政策制定得更科学一些，对国家发展意义非凡。同时，中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好、总结得科学，也有利于丰富整个人类的发展理论。（采自国家
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多位专家参加中国大学智库论坛 2015 年会
2015 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由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指导、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
大学智库论坛 2015 年会”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2020：在‘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谋划中国发展”。我校燕继荣、王立彦、李虹、郑伟、谢新洲、关世杰、
雷少华、朱彤等多位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据悉，这是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的第二届年
会，来自教育部、上海市政府、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
旦大学等机构的嘉宾和代表约 300 人参加了会议。（采自社科部）

“第四届中法文化管理人员交流活动”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
2015 年 12 月 7 日至 12 日，由文化部外联局与法国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和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承办的“第四届中法文化管理人员交流活
动”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参加活动的中法两国资深文化管理人员，围绕剧院管理方
面的重点主题展开了积极充分的探讨。法国专家对法国的文化政策、剧院现状、作品
创作、营销传播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剖析；中国的文化管理精英们则针对中法
两国的实际案例，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本次交流不仅为摸索适合中国剧场、剧
院未来发展的管理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法国剧场、剧院的运营管理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对中法两国在文化管理方面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采自艺术学院）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贝罗贝教授来访并发表演讲
2015 年 12 月 14 日至 23 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特级研究员、著名语言学家贝罗
贝（Alain PEYRAUBE）教授来访北京大学并发表两场学术讲演，与部分在京的汉语史
研究专家进行了一次学术座谈会。12 月 16 日下午，贝罗贝教授在人文学苑 1 号楼 108
会议厅进行了第一次讲座，讲座主题为“论历时句法研究中后汉和魏晋南北朝前期佛
经译本的不可靠性”，讲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杨荣祥教授主持，外国语学院王邦维教
授担任点评。12 月 22 日上午，贝罗贝教授和部分在京的汉语史研究专家进行了以“汉
语史研究的语料、理论和方法”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外国语

学院、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以及北京语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众多专家学者和师生聆听了讲座。（采自北大新闻网）

文化部、北京大学共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
2015 年 12 月 25 日，文化部、北京大学正式签署了共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
究基地”的合作协议，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为基地的具体承办单位。该基地的建成是为
了充分发挥北京大学的学术优势和文化部外联局的实践优势，全面深入研究对外文化
交流，为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对外智库。基地将围绕其四大功能开展研究工作：“国家文化艺术对外传播、对外
贸易、对外宣传顶层设计研究的智库”、“国家文化艺术对外传播策划与管理人才培
养的研习所”、“国家文化艺术对外交流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书院”和“国家文化艺术
对外交流重大政策与重要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估机构”。 目前，该基地已经承接了多
项文化部的科研项目。（采自艺术学院）

【会议讲座】
政治哲学家扎卡访问北大并发表演讲：欧盟的理想与危机
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12 月 9 日，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
请，当代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巴黎第五大学(Université Paris Descartes)哲学教
授伊夫•夏尔•扎卡（Yves Charles ZARKA）访问北京大学，并开展讲学活动。11 月
12 日上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在临湖轩会见了扎卡教授及其夫人。北大社
科部部长兼哲学系主任王博、哲学系副系主任李猛、历史学系副系主任昝涛、国际合
作部部长夏红卫等陪同会见。扎卡教授于当日发表题为“欧盟的理想与危机”的演讲，
演讲由李猛担任主持人，昝涛应邀担任评议人。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主办，北大国际
合作部、哲学系、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采自北大新闻网）

黉门对话“移动互联网与国际汉语教学”举办
2015 年 11 月 7 日，北京大学第七期“黉门对话”专家主题论坛“移动互联网
与国际汉语教学”在学院大楼报告厅举行。主讲嘉宾有国家开放大学信息部部长蒋国
珍、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郑艳群、唐风汉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劲松；北京大学校
长助理及慕课工作组组长李晓明教授、北京大学基础汉语慕课教师刘晓雨副教授等。
对话嘉宾有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徐娟、对外汉语人俱乐部创始人李鹤
鸣等多名教师。他们围绕移动互联网与在线课程设计以及如何服务汉语教学进行对话，
并以汉语慕课为引子，对国际汉语教学创新逻辑与趋势发表看法。本期对话邀请高校
有创新性见解的学者与社会机构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同台对话，本身就是一个创新。
（采自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第九届 BESETO 会议成功举办
2015 年 11 月 8 日，由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法政研究生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九届 BESETO 会议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 307 会议室
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中日韩的民法典编纂与法典重编：现状与趋势”。韩
国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 Won-Woo Lee 教授、东京大学法政研究生院院长 Yoichi
Nishikawa 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来自韩国、日本、
中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三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各自领域中的热点问
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本届 BESETO 会议深入探讨分析了中韩日三国的民法典编纂与法
典重编的现状与趋势，表现出对民法典研究编纂的重视，展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近年
来学术的巨大发展。
（采自法学院）

道家学术讲堂第 15 讲
“道与法之间的张力”韩非对老子哲学的诠释
2015 年 11 月 9 日，道家学术讲堂第 15 讲在二教 207 教室开讲。来自台湾世新
大学的王晓波教授以“道与法之间的张力——韩非对老子哲学的诠释”为题，从“韩
非与黄老的关系”
“道家与法家‘道’的差异”
“韩非对老子哲学的诠释和改造”三个
方面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阐释。讲座由哲学系郑开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陈鼓应在讲座开始前致辞。台湾师范大学的陈丽桂教授也莅临现场，并进行了简短的
发言。讲座结束后，陈鼓应在总结中强调，老子无为不争、顺应自然，法家则顺应民
情，道家和法家学说在当代都很有现实意义。王晓波教授也与现场观众进行了热烈的
交流与互动，耐心回答了观众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对主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采
自北大新闻网）

陈刚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 107 讲
“互联网+”
、服务化与创意传播管理
2015 年 11 月 12 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北大现代广告研究所所
长陈刚教授做客才斋讲堂，围绕着“‘互联网+’、服务化与创意传播管理”的主题作
了讲座。他选取从工业社会到数字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互联网+”的内涵，并
探讨了企业基于互联网技术进行服务化转型的路径，最后总结出数字时代营销传播的
新模式——创意传播管理。首先，陈刚描述了互联网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
“互
联网+”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随后，他提出“‘互联网+’就是企业
的数字化服务”的观点，最后，他用“创意传播理论”为数字服务化转型进行理论解
释。讲座后，陈刚就现场同学提出的“人机互动与人际互动”“政府公信力与‘互联
网+’
”等问题作出回答。（采自北大新闻网）

中韩第四届社会学联合论坛成功举办
2015 年 11 月 13 日至 14 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第四届
联合论坛于在首尔国立大学成功举行。社会学系刘能教授、周云教授、卢晖临教授、
鄢盛明副教授和 4 位研究生与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 9 位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本
届论坛主要围绕政治和健康议题，17 位中韩两国的教授和研究生围绕着这条主线，
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分别做了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东北亚不同国
家地区的纪念碑、军队等的比较研究，也有对当下中国社会公民权的讨论。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与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双边学术交流活动始于 2009 年，每两年举办一次，
已经成为中韩社会学交流的重要平台。（采自社会学系）

首届博物学文化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5年11月14日，首届博物学文化论坛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108厅召开，

刘华杰教授致开幕词。此次论坛囊括了与博物学文化有关的几乎所有主题，如中
西博物学史、博物传统与博物致知方式、博物画、博物学与旅行、自然教育和博
物教育、博物学传播与公众参与、博物生存与生态文明等。论坛共分6场，会期一
天，30余名代表从各自角度做了有特色的发言，参会人数达到200人以上。博物学
（natural history）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与自然科学有着密切
关联、交集，但又不完全重合，目标与方法也不相同。目前学界、出版界均看好
博物学。为推动博物学在中国的复兴，商务印书馆在论坛上宣布将创办《中国博
物学评论》杂志。（采自哲学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暨孙玉石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召开
2015 年 11 月 14 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暨孙玉石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在
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陈平原教授主
持。来自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谢冕、洪子诚、钱理群、温儒敏，美国威斯康
辛大学、日本法政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等 90 余人参与研讨。孙
玉石教授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和诗歌理论家之一，致力于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中国新诗研究几十年，先后推出了《〈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
歌研究》等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对鲁迅《野草》、以象征派诗歌为代
表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国现代解诗学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原创性贡献。
（采自北大新闻网）

“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
暨厉以宁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祝活动举办
2015 年 11 月 22 日，
“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暨厉以宁教授从教六十
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第十届、十一届全

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颜延龄，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董事长尹衍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光华管理学院名
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发表了“中国双重转型之路为发展经济学增添了什么？”的主题演
讲，阐述了中国“双重转型”之路的历程、经验和对未来的展望。来自政、商、研等
不同领域的 40 多位嘉宾参加了会议的高峰对话和平行论坛环节。（采自光华管理学
院）

“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2015 年学术年会举办
2015 年 11 月 26-27 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
和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
组”2015 年学术年会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
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院长陈永森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
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华东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苏州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30 余名
代表，就“欧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
践”“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目标与议程”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
流。（采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语言与跨文化交际国际学会 2015 年年会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
2015 年 11 月 27 日-29 日 ， 语 言与 跨 文 化交际 国 际 学 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nguage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ALIC)2015 年年
会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今年的会议主题是“跨文化交际与社会实践—对话视角与未
来走向”。本届年会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及语言与跨文化交际国际学会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承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高一
虹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岩松、IALIC 主席普
鲁•福尔摩斯(Prue Holmes)、北京大学出版社副主编杨立范出席年会并分别致辞。来
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 18 个国家的约 140 名代表共同参加了本届年会。（采
自外国语学院）

汇丰商学院发展论坛暨 EDP 主题年会举办
2015 年 11 月 27 日至 29 日，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主办，EDP 深圳同学会承办
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发展论坛暨“共享的世界：中国经济的新机遇”主题年会在深
圳举行。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教授保罗·泰柏勒博士（Dr. Paul Temporal）
，英国纽
卡斯尔大学商学院会计与金融讲师、英国泰柏勒品牌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车波博士
（Dr. Dylan Che），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以及樊纲教授先后作了题为
“品牌、 转型、成功”、“经济新常态发展新机遇”与“中国经济：近期波动、长

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主题讲座。来自北京、深圳、广州、贵州、河南、黑龙江、江
西、陕西、四川、新疆等地的师生近 1000 人参加了年会。（采自汇丰商学院）

“2015 年东方印迹——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5 年 11 月 28 日，
“2015 年东方印迹——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自中、韩、日三国高校、博物馆、图书馆与出版机构
的出版文化研究学者与从业人员齐聚燕园，共同探讨“东亚雕版文化遗产的传承、保
护与展示”这一主题。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阳
分别致开幕辞，开幕式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
主持。此次研讨会开设三个分论坛，议题分别是“东方雕版印刷发展、贡献及印刷史
研究”
“东亚版画艺术的发展及研究”
“出版博物馆建设与国民教育”
，旨在充分总结、
研讨、交流雕版与版画在保存、修复、整理、研究、利用方面的经验以及出版博物馆
在功能、定位、内容安排、典藏策略及学术取向方面的问题。
（采自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5 年两岸四地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2015 年 11 月 28 日—29 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 2015 年两岸四地法律发展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以“华文法学研究
与全球化”为主题。来自两岸四地的法学教授、学者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并分三场
会议对当今法学研究动向及前沿进行了热烈讨论，主题分别为“两岸四地法学新动向”
、
“民法与法经济学前沿”等。本次两岸四地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涵盖多个领域，对当
今法律的前沿问题和两岸四地法学的最新发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促进了不同学
术背景下学者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同时也对两岸四地法学界间的交流沟通与相互理解
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采自法学院）

第 13 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成功举办
2015 年 12 月 2 日，第 13 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在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
严复讲座于 2001 年首次举行，之后每年都邀请一位国际知名经济学者进行演讲。本
次讲座的主讲人 Gordon H. Hanson 是国际移民、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投资研究领域的
顶级权威专家。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资深研究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发
展经济分析与研究办公室资深研究员。演讲主题为“中国的出口模式：似曾相识”。
讲座从关于东亚发展的争论入手，试图回答中国的出口增长演化路径相比于其它东亚
经济体有什么特点，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发展路径。（采自国家发展研究院）

第七次“五校会议”——“战后国际秩序 70 年：地区视角
的再评估”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5 年 12 月 4 日-5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七次“五校会议”在
北京大学召开。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和学院教授王缉思、査道炯，副教授于
铁军、董昭华参加了此次会议。国际参会者包括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达特茅斯学
院、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韩国高丽大学的 20
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
“五校会议”是 2009 年由北京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日本
东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五家大学的国际关系院系共同发起召开
的联席会议，就共同关心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以促进国际问
题的研究、教学以及五校之间的合作。2009-2013 年间，
“五校会议”已经分别在五校
各举办过一次。（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神户大学联合经济学研讨会召开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北京大学-神户大学联合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经
济学院召开。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神户大学经济学研
究科的教师和研究生 2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和
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所长上东贵志教授分别代表双方单位致开幕词。在学术交流
环节，参会人员分别就“开放经济下的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通
货膨胀与真实房价的变动”、“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中国分割的劳动力
市场对商品出口的影响”、
“独生子女政策是否提高了中国儿童的人力资本”以及“信
任博弈实验中个人偏好的参照点是与性别有关”等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交流和深入探
讨。（采自经济学院）

“技术变革时代的反垄断”国际研讨会举行
2015 年 12 月 5 日，
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办了以“技术变革时代的反垄断”
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相关部门、学界、业界和实务界等 60 余名嘉宾
参加。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
正当竞争执法局副局长陆万里等出席会议。美国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前主席、乔治华盛
顿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 WillamKovacic，亚洲竞争协会前主席、韩国 FTC 竞争政策咨询
委员会成员 Hoil Yoon 等知名竞争法专家应邀出席会议参加研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王晓晔，竞争法知名学者、互联网企业的高级法务、律所合伙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的主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
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吴志攀教授致开幕辞。（采自北大新闻网）

“自由之巅：科学与艺术的相遇”美学散步文化沙龙活动举办
2015 年 12 月 5 日，“自由之巅：科学与艺术的相遇”美学散步文化沙龙活动在

燕南园 51 号院召开。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作主题演讲，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张世英、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
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主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光明日报》等多所学术机构、高等院校与媒体
单位的嘉宾及业界优秀艺术家共三十余位出席沙龙并参与讨论。沙龙活动期间，与会
嘉宾纷纷结合自己的学科、专业背景；教学、研究经验，论述了自己对于“科学和艺
术”这一重要议题的理解并对主讲嘉宾及发言人提出的观点和问题等做出热烈的回
应。（采自艺术学院）

首届“中国财政学论坛”举办
2015 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首届“中国财政学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办，
《经济科学》编辑部、
《北京大学学报》
编辑部和江苏鑫南集团协办。来自 22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9 家知名经济学学
术期刊的编辑参加了本次论坛。5 日上午，近 400 余位学者、编辑、在校师生参加了
开幕式。开幕式由经济学院财政学系系主任刘怡教授主持，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
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
“中国财政学论坛”是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和武汉大学共同发起成立，旨在为财政学、税收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专
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构建一个高层次平台，通过会议期间的深度研讨，加深相
互了解，促进合作研究。（采自经济学院）

第五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举办
2015 年 12 月 6 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年度学术盛会、第五届“北大经济国富论
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东旭学术报告厅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理念、方略、
路径:‘十三五’与中国经济之未来”
。论坛演讲嘉宾主要有：国家外经贸部原副部长、
博鳌亚洲论坛原理事、秘书长龙永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
副院长李扬，
“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
长贾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执业资深大律师梁定邦，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王跃生。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章政主持，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致开幕词。来自政府、学界、产业界的代表、在
校学生以及校友等 300 余人出席了论坛。（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举行 2016 新年教育论坛
2015 年 12 月 19 日，
“传承与创新：北京大学 2016 新年教育论坛”在教育学院
112 会议室举行。本次新年论坛秉持“深入探讨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教育领
域的理论与实践”的理念，邀请高校、科研机构、教育实践领域的专家莅临指导，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位嘉宾参加、交流分享教育研究成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陈晓宇致开幕词。教育学院名誉院长闵维方、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袁本涛、中

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代理院长秦惠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分别作主题
演讲。（采自北大新闻网）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学部
2015 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5 年 12 月 20 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学部主办、北京大学政治
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承办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学部工作会议（2015）
暨‘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科’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会议学习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建议等文件，
总结了政治学学部年度工作，分析研讨了新形势下高校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和
对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等学部召集人王浦劬教授，学部委员徐勇教授、
徐湘林教授，学部秘书长燕继荣教授，以及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等高校的二十余位知名教授出席了会议，共同为一流政治学科建设发展献计
献策。（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北大与红学”美学散步文化沙龙顺利举办
2015 年 12 月 27 日，“北大与红学”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在北京大学燕南园 56 号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顺利举办。此次沙龙由北京大学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北
京曹雪芹学会和北京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胡文
彬、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
勇强担任主讲，探讨了北大与红学的历史渊源、
《红楼梦》研究与其当代传播等问题。
来自中国红楼梦学会、北京曹雪芹学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学术机构、
高等院校及媒体单位的 30 多位嘉宾出席了此次沙龙。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发起人、北
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担任本次沙龙主持。（采自艺术学院）

【专题报道】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评选结果揭晓
日前，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的获奖名单。我校共有 49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4 项、三等奖 23
项，获奖总数连续五届蝉联全国高校榜首。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是教育部为表彰和奖励全国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的卓越成绩，激励广大科研工作者严谨治学、勇于创新、锻
造精品，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该奖始设于 1995 年，目
前每三年评选一次，由于组织严密、程序科学、评审公正，一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奖项。本届评奖 2015 年 1 月初正式启动，前后历时近一
年，经高校推荐、专家评审、面向社会公示和奖励委员会审定，最终评选出获奖成果
908 项，其中一等奖 50 项、二等奖 251 项、三等奖 596 项、普及奖 11 项。这些获奖
成果是从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作的 7 万余部学术著作、
96 万余篇论文以及 2 万余篇各类研究咨询报告中脱颖而出的，可谓优中选优、精品
纷呈、众望所归，每一项成果都代表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北京大学获奖名单
院系单位

成果名称

出版、发表或

出版、发表或

使用单位

使用时间

主要作者

获奖
等级

汤一介（已故），李中华，
王博，许抗生，聂保平，

哲学系
（宗教学

中国儒学史（九卷本）

系）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1 年 8 月

聂清，陈启智（已故）， 一等
陈来，杨立华，杨柱才，

奖

方旭东，张学智，汪学群，
张耀南，胡军

光华管理

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

学院

篇)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6 月

厉以宁

Proto-language-With

Journal of

Volume 39,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UMBER

tones and

Linguistics

2,2011

当代作家评

2013 年第 1

论

期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11 月

董秀芳

学苑出版社

2011 年 1 月

钱志熙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6 月

袁毓林

2012 年 11 月

陈兴良

2012 年 1 月

薛军

一等
奖

On Several Principles
in Reconstructing a
中国语
言文学系

陈保亚，汪锋

二等
奖

Pre-initials*h-and*?of Proto-Yi
中国语
言文学系

“在地性”与越界——莫
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
义

中国语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

言文学系

生和发展（修订本）

中国语
言文学系

汉魏乐府艺术研究

中国语

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

言文学系

语义解释

法学院
法学院

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

中国人民大

史）

学出版社

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

北京大学出
版社

陈晓明

二等
奖
二等
奖
二等
奖
二等
奖
二等
奖
二等
奖

Maximum-likelihood
Estimation for

The Annals

Volume

Diffusion Processes

of

41,Number

via Closed-form

Statistics

3(2013)

Realized GARCH: A

Journal of

Vol.27,Issu

国家发展

Joint Model for

Applied

e 6,

研究院

Returns and Realized

Econometric

September/O

Measures of Volatility

s

ctober 2012

国家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

北京大学出

研究院

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版社

改革的逻辑

中信出版社

搭建实践与理论之桥—

教育科学出

—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

版社

光华管理
学院

李辰旭

二等
奖

Density Expansions

国家发展
研究院
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
考古文博
学院

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 北京大学出
市场的挑战

版社

蒙古山水地图

文物出版社

元典章（共四册）

津古籍出版

林毅夫

2013 年 9 月

周其仁

2011 年 7 月

陈向明

2013 年 2 月

蒋凯

2011 年 9 月

林梅村

2011 年 3 月

社
社会学系

外国语学
院

外国语学
院
外国语学
院
哲学系
（宗教学
系）
哲学系
（宗教学
系）

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

University

自我认同发展——四年
五校跟踪研究
英语数字素养评价研究

宝海等

2011 年

马戎
段晴，张志清，萨尔吉，

中西书局

2013 年 4 月

奖
二等
奖
二等
奖
二等
奖
二等
奖
二等
奖
二等
奖

Press

文、佉卢文）
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与

陈高华，张帆，刘晓，党

Hong Kong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
文书梵文、佉卢文卷（梵

Howard Shek

2012 年 9 月

中华书局、天
历史学系

Peter R. Hansen，黄卓， 二等

叶少勇，张雪杉，皮建军
等

二等
奖
二等
奖

高一虹，边永卫，刘璐，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3 年 8 月

王小英，臧青，战凤梅， 二等
周燕，许宏晨，梁梅红，

奖

马小琦，匡伟，贾增艳等
北京大学出
版社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

北京师范大

论研究

学出版社

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

北京大学出

界

版社

2013 年 9 月

张薇

2012 年 12 月

丰子义

2011 年 3 月

王中江

二等
奖
二等
奖
二等
奖

哲学系
（宗教学
系）

张志刚，王锁劳，吴冰冰，
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

经济科学出

究

版社

协调发展与区域治理：京

北京大学出

学院

津冀地区的实践

版社

学院

以治理的民主实现社会
民生：对于行政信访的再
审视

北京大学出
版社

城市与环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上中

北京大学出

境学院

下）

版社

法学院
法学院
光华管理
学院

唐孟生，沙宗平，田炜， 二等
张训谋，贾建萍，徐凤林，

奖

李四龙，吴飞，赵匡为

政府管理

政府管理

2011 年 4 月

“扒窃”入刑：贴身禁忌
与行为人刑法
生育自由与人权保障

中国法学
中国法制出
版社

李国平，陈红霞，孙铁山，
2012 年 3 月

薛领，陈秀欣，林伟鹏，
马菲菲，惠长虹等
王浦劬，胡元梓，龚宏龄，

2012 年 12 月

吕普生，倪宇洁，田文利
等

2012 年 3 月

韩茂莉

2013 年第 1

车浩

期
2013 年 8 月

China's land market

THE RAND

Vol.44,Issu

auctions:evidence of

JOURNAL OF

e

corruption?

ECONOMICS

3,Fall.2013

湛中乐

二等
奖
二等
奖
三等
奖
三等
奖
三等
奖

蔡洪滨，J.Vernon，

三等

Henderson，张庆华

奖

曹凤岐，贾春新，王志诚，
光华管理

金融市场全球化下的中

经济科学出

学院

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版社

2012 年 10 月

田利辉，姜万军，朱乾宇， 三等
刘晓勇，张南，郭雳，张

奖

玉智等
国际关系

“德国的欧洲”与“欧洲

国际政治与

学院

的德国”问题新考

德国

国际关系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

社会科学文

学院

起 1949-1955（修订版）

献出版社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

中国高校社

2013 年第 1

结构问题

会科学

期

经济学院

考古文博
学院

历史学系
历史学系

历史学系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Science

XianrendongCave,China
《春秋》与“汉道”：两
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中华书局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上海古籍出

【贰】

版社

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

北京大学出

16 世纪初

版社

2012 年

连玉如

2013 年 1 月

牛军
刘伟，张辉

三等
奖
三等
奖
三等
奖

Science 29

吴小红，张弛，Paul

June 2012

Goldberg，David Cohen， 三等

Vol.336

潘岩，Trina Arpin，Ofer

No.6089

Bar-Yosef

2011 年 9 月

陈苏镇

2012 年 12 月

韩巍
梁志明，李谋，杨保筠，

2013 年 3 月

梁敏和，赵敬（已故），
傅增有，牛军凯，吴杰伟

奖
三等
奖
三等
奖
三等
奖

等
马克思主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

北京人民出

义学院

史经验

版社

马克思主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北京大学出

义学院

论

版社

Twenty-year trends in

Bul World

the prevalence of

Health

disability in China

Organ

以利为利——财政关系

上海三联书

与地方政府行为

店

人口研究
所

社会学系
外国语学
院
外国语学
院
外国语学
院

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
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
缅甸语汉语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
版社
学苑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
版社

外国语学

杜登德汉大词典(上下

北京大学出

院

册)

版社

新闻与传
播学院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艺术学院

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
作为劳动的传播——中
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
究
看懂美术

北京大学出
版社
中国传媒大
学出版社
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
2012 年 9 月

陈占安，孙熙国，程美东， 三等
侯松涛，高中华，孙秀民
宇文利

奖
三等
奖

郑晓瑛，陈功，宋新明，
2011 年第 1
期

刘菊芬，阎丽静，杜伟， 三等
庞丽华，张蕾，武继磊，

奖

张冰子，张钧
2012 年 2 月

周飞舟

2013 年 3 月

陈明

2011 年 5 月

李明滨

2012 年 3 月

汪大年

2013 年 3 月

三等
奖
三等
奖
三等
奖
三等
奖

赵登荣，周祖生，潘璐， 三等
孙坤荣，佟秀英，赵蓉恒

2011 年 5 月

程曼丽，王维佳

2011 年 1 月

王维佳

2013 年 11 月

丁宁

奖
三等
奖
三等
奖
三等
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