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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荣誉】 

陈松蹊教授当选国际数理统计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日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陈松蹊教授当选国际数理统

计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任期为 2016-2019 年。国际数理统计学会（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简称 IMS，创立于 1933年，是最权威的全球性统计与概

率国际学术组织之一，拥有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其中包括 Annals of Statistics（《统

计学年刊》）、Annals of Probability（《概率论年刊》）、Statistical Science

（《统计科学》）、Annals of Applied Probability（《应用概率论年刊》）和 Annals 

of Applied Statistics（《应用统计学年刊》）等。陈松蹊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统计

中心联席主任、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联合主任，是国家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

他长期致力于环境统计、大气污染数据分析、计量经济学、随机过程统计推断、高维

数据分析、统计学在人口普查中的应用等领域的研究。现为国际数理统计协会会士、

美国统计学会会士、国际统计学会当选会员。（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位教授当选教育部高校思政课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016年 7月 5日，教育部颁发《关于成立 2016－2020年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教社科函[2016]7号），顾海良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在

7个分教学指导委员会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共有 6人入选，其中，顾海良教授兼任“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分教指委主任委员、孙蚌珠教授任副主

任委员；仝华教授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分教指委委员；孙代尧教授和夏文斌教授

（石河子大学党委副书记）任“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教指委委员；程美东教授

任“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教指委副主任委员。（采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学院三位学者受聘担任国家立法、行政机关专家顾问 

刘剑文教授受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薛军教

授受聘担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刘银良教授受聘担任“国家

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法学院学者在参与国家立法工作中，据

不完全统计，仅 2016 年以来，已经为《民法总则》（草案）、《专利法》（修订草案）、

《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

案）出具专家意见，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对《碳排放交易管理条例》（送审稿）、《人

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审议稿）出具专家意见，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受全国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的委托，参与国家近期重要立法《电子商务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采自法学院） 

燕继荣教授当选为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6年 8月 26-27日，第四届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MPA）教育指导委

员会及全国 MPA培养院校院长工作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顺利召开。国家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黄宝印、教指委全体委员、

各 MPA培养单位负责人共近 300人参加了会议。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教授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燕继荣教授

在大会上进行了主旨发言，指出中国 MPA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基本建设、规模扩张

三个阶段，今后五年的工作重心是加强中国 MPA 教育的规范化，促进 MPA教育质量的

全面提升，实现 MPA 教育的多样化和特色化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MPA 教育模式。

（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法学院 4篇论文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主题征文奖” 

2016 年 8 月，在中国法学会组织的“第十一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主题征文”评

奖活动中，北大法学院 4篇参评论文获奖。其中，蒋大兴教授的论文“论民法典（民

法总则）对商行为之调整——透视法观念、法技术与商行为之特殊性”、薛军教授的

论文“中国民法典编纂：观念、愿景与思路”荣获一等奖，在读博士生吴才毓的论文

“民法典中宗教组织的法人化类型”荣获三等奖，在站博士后李佳伦博士的论文“影

响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及时性的因素”荣获优秀奖。（采自法学院） 

 

【科研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品德测评问题

研究”获得优秀结项 

    近期，由政府管理学院萧鸣政教授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政干部选拔

任用中的品德测评问题”获得优秀结项。该项目基于文献资料研究，形成了我国党政

干部品德测评问题研究与实验研究的初步设想；以我国部分中央部委机关、省与地市

党政部门、国有企业的 6000多位党政干部为研究样本，对我国党政干部品德测评指

标体系进行了系统深入实证研究，形成了党政干部五个方面 18项品德测评指标体系

的阶段成果；创建了应用于党政干部的促进性品德测评方法与考核性品德测评方法。

项目最终成果《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品德测评问题》（23万字）于 2016年 7 月在

商务出版社出版，阶段性成果先后被《新华文摘》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多

次转载。（采自社科部）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缅甸语方言研究”获得优秀结项 

    近期，由外国语学院汪大年教授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缅甸语方言研究”

获得优秀结项。该项目通过长期在缅甸语教学和科研的领域探索和研究及多次田野调



 

查，对缅甸语中具有代表性的九种方言的音系、词汇结构特点、句子构造特点等做了

全面的比较研究。该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不仅揭示了缅甸语言

本身的历时和共时的发展途径和变化规律，也为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补充。

项目成果《缅甸语方言研究》（60 万字）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该成果主要分为三大部分：（1）对缅甸语中具有代表性的 9 个方言的语音、词汇、

句子结构进行全面的收集、梳理和分类；（2）对 9个方言的语音、声调、词汇构造、

句类和句型等分别进行综合比较研究；（3）缅甸语方言词汇汇编。（采自社科部） 

 

国家艺术基金“文艺评论人才培养”项目交流论坛 

暨第一期课程结课仪式举行 

2016年 7月 22日，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承担的国家艺术基金“文艺评论人才培

养”项目在北京大学红六楼会议室举行学员交流论坛暨第一期课程结课仪式。本次活

动由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周由强主持，国家艺术基金

管委会活动部部长姚志华、光明日报文化产业中心副主任张玉玲、光明网市场部副总

监车静雯，全体高研班学员及《中国文艺评论》等媒体的记者参加了论坛及结课仪式。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批评家的素养及其养成”。有八位学员分别代表此次高研班所涉

及的影视学、戏剧戏曲学、音乐研究、文化研究、视觉艺术研究等专业主题发言。本

次“文艺评论人才培养”高级研修项目由北京大学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承办。（采自北大新闻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新媒体发展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获评审通过 

近日，新媒体研究院谢新洲教授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发展

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获得批准。该项目产生于新媒体快速发展而理论建构滞后、发

展方向盲目、管理经验缺乏的时代背景，课题围绕新媒体元理论构建，及其在社会、

产业、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与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分别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

剖析新媒体社会嵌入机制与作用机理，研究新媒体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及其在区域、

产业、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价值体现；提出新媒体环境中异构异源信息的语义表示与知

识聚合机制，在此基础上，设计社会风险预测预警与控制系统；最后，对发达国家新

媒体科技、产业、国家战略、政策规制等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我国新媒体发展与管理

的顶层设计思路，绘制我国新媒体科技与产业发展战略路线图，提出我国数字空间战

略规划及新媒体产业发展模式。（采自新媒体研究院）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空气质量统计诊断模型”开题 

2016年 8月 17日，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统计科学中心主办的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空气质量统计诊断模型”项目开题报告会召开。 该项目隶属“大气污

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试点专项，由空气质量评估、污染物时空统计模型、统计与

数值模式数据场构建、数据质量监控以及国民经济与健康等 5个课题组成，由北京大



 

学牵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陈松蹊主持,集合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苏州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的优势研究力量，将用先进

统计方法，综合大数据等技术和方法，结合经济发展、制度管理，力争建立能够准确

描述大气污染物变化规律的空气质量统计诊断模型，并将在大气治理中实际应用研发

的模型。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副司长邓小明等 20 余名项目主要参加人员也出

席了本次会议。（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出版规划项目召开专家评审会 

2016年 8月 29日，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大仓文

库’精品丛编》选目与《‘大仓文库’全文数字化》研讨会”在中关新园召开，北京

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出席会议并致辞，楼宇烈、安平秋、

李致忠、陈先行、罗琳、荣新江等校内外二十余位著名专家参会。与会学者高度评价

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购“大仓文库”的重大学术与文化意义，并对“大仓文库”的出

版规划进行热烈讨论，就《“大仓文库”精品丛编》的丛书题名、初选目录、影印方

式以及“大仓文库”的数字化工作提出详细意见和建议。本次会议不但为“大仓文库”

的开发和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也将进一步推动馆藏珍贵文献的资源共享。（采

自图书馆） 

 

【科研机构】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与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联合主办 

“第十届华人学者台湾问题研讨会” 

2016 年 7 月 6 日-7 日，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与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联合主办

的“第十届华人学者台湾问题研讨会”在北京深圳大厦举行。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

长李义虎、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召集人赵全胜在开幕式上致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院长贾庆国在闭幕式上致辞。李义虎主持了开幕式和闭幕式。来自大陆、台湾、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美国、日本的近 20 位著名华人学者参加会议。本届研讨会

恰逢华人学者台湾问题研讨会举办十周年，赵全胜教授回顾了研讨会的十年历程，提

出了在研讨会专业化学术平台的基础上打造更具代表性和前沿性的会议目标。本届研

讨会具有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特点，与会学者就两岸当

前局势展开了深入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 15 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6年 7月 8日～10日第 15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成

功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与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合作举办，

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承办。研讨会的主题为“世界格局中的澳大利亚：历史、

现实与未来”（Australia in the Worl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国内外与

会代表分别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与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双重视角探讨澳大利亚作为



 

亚太区域一个重要国家的发展与变化，研讨范围包括其自然环境、历史、社会、文化、

原住民及其历史文化、民族个性、政治、经济、贸易、国际关系、教育、语言文学、

电影、艺术以及新媒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澳大利亚在世界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地

位与作用等。开幕式由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刘树森教授主持。（采自外国

语学院）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6年 7月 1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和国际传播协同创

新中心、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联合主办的“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工作会议暨构建

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部分全国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代表，及协同单位的

40 多位学者与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

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孙熙国教授主持开幕式。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于鸿君教授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王博教授分别

致辞。（采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大学举办第四届量化历史讲习班 

暨第四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 

2016 年 7 月 6 日至 16 日，“第四届量化历史讲习班暨第四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

年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东旭学术报告厅、泰康厅及其他分会场举行。讲习班由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量化历史研究所主办，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则由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共同组织。国内外经济史领域的一流学者，包括 Peter 

Bol (哈佛大学) 、Eric Chaney (哈佛大学) 、Kevin O’Rourke (牛津大学) 、Kris 

Mitchener(圣克拉拉大学)、龚启圣（香港科技大学）、马德斌（伦敦经济学院）、茅海

建（澳门大学）、陈志武（耶鲁大学和北京大学）、龙登高（清华大学）、管汉晖（北

京大学）等，与 170 多名学员一起共同研讨量化历史的研究方法和问题。12、13 日

的年会由近 30 位研究者陈述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采自经济学院） 

 

【交流合作】 

经济学院王跃生教授出席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 年会”并发表演讲 

2016 年 7 月 8 日-9 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 年年会”在贵阳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并作主旨演讲，多位各国政要、前政



 

要出席论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做了视频致辞。在论坛的“新发展理念下的‘一带

一路’战略”主题论坛上，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王跃生教授做了“‘一带

一路’合作中的‘中国理念’与‘国际规则’”的主题演讲。演讲中，王跃生教授对

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倡导国际经济合作的开放包容、平等相待、形式

多样、非政治化等中国理念，致力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同时在具体合作方案与项目合

作中，应遵从国际规范，“经济第一、政治第二”，以保障国际经济合作的可持续发

展等问题发表了看法，收到与会国内外专家的关注与好评。（采自经济学院）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连续第四期举办研究生暑期学校 

——“对外汉语教学暑期高级研讨班” 

2016 年 7 月 25 日—8 月 5 日，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举办研究生暑期学校“2016

年对外汉语教学暑期高级研讨班”，该班至今已是第四期。由于其良好声誉，报名人

数达 550 人，最后录取国内外 90 多所高校 180 名青年教师及研究生。以北京大学对

外汉语教育学院为主，并聘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语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

共约 20 位学者分别围绕第二语言要素教学、二语习得、偏误分析、口语语法教学、

国际汉语课堂管理、移动互联网与语言教学等内容进行专题讲座讨论。研讨班还举行

专场学员报告会，教师进行点评。本次研讨班体现出浓厚的学术氛围、严谨的治学态

度，对提高学员的学术素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采自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朱强、肖珑、姚晓霞参加第 82 届国际图联（IFLA）年会 

2016年 8月 13-19日，第 82届国际图联（IFLA）年会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举行，来自全球 145个国家的近 40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今年大会的主题是“连接、

合作、共同体”（Connections，Collaboration，Community），体现了图书馆文化融

入社区的现实与发展趋势。图书馆朱强馆长、肖珑副馆长、姚晓霞馆长助理三人参会。

在全球中文代表预备会议上，朱强介绍了 IFLA 的若干进展。在大学与研究图书馆专

委会的“热点话题”（Hot Topic）论坛的讨论环节，肖珑介绍了北大图书馆和 CALIS

的一些做法，特别是机构重组、学习中心和研究中心的建立等，受到肯定。姚晓霞老

师代替聂华在“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在科技数据管理与存档中的角色”分论坛中，做了

题为“RDM:Exploration and Practices of Academic Libraries - Partnerships, 

Collaboration, Expertise”的发言。（采自图书馆） 

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虞海燕访问新媒体研究院 

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6年 8月 13日，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虞海燕率兰州市副市长牛向东、

兰州市委秘书长高春远等兰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一行访问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谢新洲、副院长杨伯溆等在蒙民伟楼 509室会见来访团，双方就新

媒体研究院与兰州市就各自优势与合作需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签订了长期战略

合作协议。新媒体研究院接受兰州市委市政府委托，将结合兰州市新媒体、教育、科

研和文化产业方面的资源和需求，为兰州市在互联网+、“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提升



 

并有效传播兰州市整体形象等文化产业领域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从而推动兰州市社

会经济发展。（采自新媒体研究院） 

朱强出席“中国图书馆馆长与 

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2016年 8月 25日，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

书馆分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

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近 150家各类型图书馆的馆长和负责人、

出版集团高层出席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新型出版与图书馆”，围绕数字出版的未

来、学术交流的新形式、新型出版模式、信息服务新方式、新型知识服务等热点话题

进行深入探讨。朱强馆长作“大学图书馆与未来学术交流”的主题发言，提出图书馆

要适应数字出版的发展须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坚持其基本职能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服务

能力，从时间、空间、技术设备和方法工具上提供支持，从政策法规上积极参与，从

知识资源上提供服务，要加快资源建设和服务升级。（采自图书馆） 

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2016 年 8 月 30 日，“迈向新时代的社会工作——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及香港

理工大学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香港

理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校领导、院系负责人和社会工作领域的相关学者出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还邀请到多位在京社会工作实习导师和国内中西部地区各大学社会工作专

业的青年学者出席，并就中国社会工作如何应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这一学术

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包陪庆基金会会长包陪庆女士、包女士之子苏文骏先生及静瞳

投资创始人彭粟女士也出席了签约仪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张静教授、香港理

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系主任黎永亮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学院院长 Neil 

B. Guterman教授签署了合作协议。（采自社会学系） 

沙特外交大臣阿迪勒·朱贝尔来访北大并发表演讲 

2016年 8月 31日，沙特外交大臣阿迪勒·朱贝尔（Adel Al-Jubeir）来校访问，

并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演讲会。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副院长付志明、阿拉伯语系系主任林丰民和副系主任吴冰冰，以及部分阿拉

伯国家使节代表和北大师生出席了演讲会。朱贝尔首先肯定和赞赏了北京大学的科研

能力和学术地位。他指出，两国于 1990 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阿拉伯两

大文明密切交往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数千年前的丝绸之路，这不仅是商贸之路，更在文

明交往、科技进步、相互沟通、包容共存的层面将两个不同的国度联系在了一起。现

如今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沿线国家将在维护和平和安全发展等方面共创

美好未来。（采自外国语学院） 

 

【会议讲座】 



 

“转型中国的城市治理与规划”国际研讨会 

暨第十届国际中国规划学会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6 年 7 月 2 日，由国际中国规划学会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中国区域科学协

会和北京交通大学协办的“转型中国的城市治理与规划”国际研讨会暨第十届国际中

国规划学会年会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召开。本次大会围绕“转型中国的城市治理

与规划”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了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机遇、中国城市规划转型

方向与途径、中国城市治理体系构建模式、交通与城市协同发展格局、中国与世界规

划学科发展的脉络与走向、北京大学规划学科发展战略等重要问题。来自中国、美国、

英国、荷兰、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余名城市规划与治理

领域的大学教授、学者、专家、规划师、设计师和政府官员出席了大会。大会开幕式

由沈体雁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秘书长杨开忠教授致辞。（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三届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举办 

2016 年 7 月 2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北

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联合举办“第三届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论坛

主要研讨“十三五”期间及未来 10 年中国的人口流动迁移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来自

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 30 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发言，与会专家和代表超

过 200 人。在主论坛基础上，主办方分别以“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政策与均等化服务”

“人口流动迁移及经济社会影响”“流动人口健康与养老保障”为主题举办了三场分

论坛，就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院长姚洋教授主持开幕式。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杰致辞。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

安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二届语言学与汉语教学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 

2016 年 7 月 2—3 日，由汉语教学界“中美八校联盟”发起，北京大学对外汉

语教育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届语言学与汉语教学

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汉字与汉语”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戴维斯大学、圣母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在论坛上做了特约报告，100余名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学

者和研究生参加了论坛。（采自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东亚—拉美关系暨中日韩拉美学界首届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 

2016 年 7 月 3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北京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共同

主办的“东亚—拉美关系暨中日韩拉美学界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

韩国首尔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韩国启明大学、韩国全北国立大学、日本神户大学、

日本名古屋大学、智利驻华使馆、墨西哥驻华使馆等机构的外方代表，以及来自北京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



 

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中方代表，共计二十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致开幕辞。各单元主题依次为“东亚与拉美关系”、“太平洋联盟

及其亚洲议程”、“中日韩三国拉美研究”以及“拉美政治、经济与社会”。（采自国际

关系学院） 

北京大学举办“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翻译研讨会 

  2016年 7月 26日，“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翻译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

研究院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陈九瑛、冯植生、林洪亮，新疆作家

协会副主席叶尔克西，作家出版社前总主编张陵，北京大学李岩松副校长，中国诗歌

研究院蒋朗朗副院长、外国语学院宁琦院长、吴杰伟副院长等 2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

了本次研讨会。多位学者围绕“影响诗歌翻译质量的因素”和“诗歌翻译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与解决方案”两个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与学术同侪进行了深入交流。

“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项目于 2016 年 1 月正式启动，旨在翻译、收集、整

理和编辑“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的诗歌经典作品，形成由 70-80 本编译诗集构

成的“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采自外国语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落实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6年 8月 23日，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分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分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高层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 70 多所高

校的近 120名专家、学者与会。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

国教授主持。学院党委书记孙蚌珠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开

幕式上发言。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艳国致辞。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致

辞。（采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演讲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6年 8月 26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联合中信

出版集团、腾讯文化，共同主办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演讲会。北京大

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出席并致辞，长江学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陈晓明教授主

持演讲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先生作为对话嘉宾参加活动。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约 160名听众参加了演讲对话会。阿

列克谢耶维奇 1948 年出生于苏联乌克兰，她以纪实文学的写作方式，记录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因其写作中体现的

复调风格和对苦难的直面书写，于 2015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本次演讲中，阿列

克谢耶维奇带来了她的新作《二手时间》，旨在为读者讲述她的写作经历和创作心得。

（采自北大新闻网） 



 

中国电视节目创新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6年 8月 24日，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和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专家，以

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广播电视台、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媒体和《中国广播电视

学刊》《中国广播影视》《现代传播》等期刊的负责人齐聚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就新媒体形势下中国电视节目的创新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研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宣传管理司司长高长力在发言中首先强调，节目创新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阳教授提出，电视节目创新的前提是制作要精致。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教授认为，电视节目的创新融合需要首先明确电视台的

发展定位。（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 34 届世界艺术史大会首次新闻发布会召开 

2016 年 8 月 30 日，第 34 届世界艺术史大会（CIHA）首次新闻发布会在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馆国际学术报告厅召开。第 34 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将于 2016 年 9 月 16 日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开幕，此次大会由国际艺术史学会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

学共同主办，故宫博物院、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协办。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

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世界艺术史大会”中方筹委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

大箴，“世界艺术史大会”中方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

生，“世界艺术史大会”学术代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世界艺术史大会”筹

备组代表、中央美术学院协同创新办公室主任岳洁琼，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

北京论坛秘书长严军出席新闻发布会。（采自北大新闻网） 

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 年年会 

暨高校政治学类专业院系负责人联席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6 年 8 月 30 日至 31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

年年会暨高校政治学类专业院系负责人联席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此次会议由教指委主

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5所高校联

合承办，会议主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进一步深化政治学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来自全国近

90 所开设政治学类专业的高校和相关出版机构的 10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副司长刘贵芹，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王博，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浦

劬，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院长贾庆国等出席活动。（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专题报道】 

北大 13 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工作进入“十三五”新阶段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国家级基地，自 1999 年

以来在全国分批设立了 151 个。我校共有 13 个重点研究基地，涵盖了马克思主义、

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外国文学、语言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

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充分代表了北大学科齐全、整体优势突出的特点。 

“十三五”期间，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工作将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深化综合改革，

围绕国家战略，突出问题导向，实行签约资助，强化目标管理，在加强学校统筹的同

时，扩大基地在人财物管理和科研方向等方面的自主权。近期，各基地制定了本基地

的“十三五”规划，并做出科研项目总体规划和课题论证。现选取部分内容，简要介

绍如下。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十三五”期间，中心的主攻方向确定为“古代重要典籍整理及其思想价值

研究”。具体包括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立足于古典文献的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可概括为

“一轴两翼”。其中古籍整理方面又分两个分支，即海外汉籍善本的搜集整理与境内

传世典籍的整理，“内、外”两个分支并重。关于境内传世文献的整理这个分支，本

中心在两个方面有比较的特色和优势，一是经学文献整理研究，二是宋代诗歌文献整

理研究。在基于古籍整理的理论研究方面，中心“十三五”期间拟重点研究明代思想

文化和清代学术史，这也是本中心的学术特色和优势之所在。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日本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所藏汉籍善本选刊 杨忠 2016-07 

儒家经典整理与研究 刘玉才 2017-01 

《全宋诗》失收诗人诗作及专卷汇编 王岚 2016-07 

明代伦理与文学关系研究 廖可斌 2016-07 

东吴三惠研究 漆永祥 2017-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和“七一讲话”精神，中心今后五年的主攻方向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其研究重点与核心内容，首要的就是十八大以后改革开放新阶段、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杨河 2016-07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郭建宁 2016-07 

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及其当代价值 聂锦芳 2016-07 

十月革命、列宁主义与中国道路 王东 2016-07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课 

教育教学改革 
宇文利 2016-07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十三五”期间力争在保持北京大学语言学本体研究学术特色的同时，认清学科

发展的前沿方向，认清国家面临的挑战，争取从异质有序入手在语言系统机制的研究

上有重要突破。为此，中心提出的“十三五”的建设目标为“基于异质有序性的

语言系统机制研究”，这一新的定位旨在保持中心传统优势——中国语言本体理论

研究和跨文理科交叉研究（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方面），同时根据中心梯队人员的特

长，进一步扩展异质有序的语言研究范围。同时把认知科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人

群基因研究、考古研究、民族学等学科等也纳入进来，以便在语言本体研究的重大问

题上有所突破，回答关于语言系统机制的根本问题——在丰富的变异系统中语言的有

序性是怎么形成的？即运转机制和演变机制是怎么形成的，人类是如何生成并理解这

种异质有序系统的？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现代汉语共同语历史研究 郭锐 2017-10 

汉语意合语法框架下的词汇语义 

知识表示及其计算系统研究 
袁毓林 2017-03 

基于上古汉语语义知识库的历史 

语法与词汇研究 
胡敕瑞 2017-09 

基于语音多模态的语言本体研究 孔江平 2017-03 

语言变异和接触机制研究 陈保亚 2017-03 

 

 教育经济研究所 

中心决定将“经济新常态与教育变革”作为“十三五”规划的主攻方向。经

济新常态对教育发展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

为中高速增长，势必会影响到教育投资的数量规模和分配结构，因此如何进行教育资

源的筹措、配置和使用将成为需要深入的前瞻性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议题；经济

新常态背景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必将使得劳动力市场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势必

对教育供给结构、人力资本结构等提出新的需求和挑战，教育势必随之调整与改革，

教育如何变革才能满足产业优化升级的要求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问题；经济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势必将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提到一个更紧迫的重要位置。因此经济新常态与教育变革将无疑是“十三五”

期间的一个重大的研究方向，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及其对教育发展的新

挑战进行深入的研究，使得教育变革能够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把握教育变革的着

力点，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教育变革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教育 

与经济增长 
闵维方 2016-09 

经济新常态下的教育与劳动力

市场的相互作用研究 
岳昌君 2016-09 



 

经济新常态下的教育扶贫与教

育公平研究 
赵国栋 2016-07 

经济新常态下的教育财政研究 陈晓宇 2016-09 

经济新常态下高校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与人力资本生产研究 
郭建如 2016-09 

 

 外国哲学研究所 

“十三五”期间，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重大项目的主攻方向是：从探索西方

哲学的汉语研究和表达范式入手，厘清“汉语哲学”的领域、问题和视野，通

过参与当代哲学前沿问题“规范性”的讨论以及对西方哲学传统公认的经典和名著进

行诠释和解读，具体地呈现现代汉语哲学术语体系和表达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借以揭

示汉语传统哲学思想、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与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之间的复杂

互动关系，寻找汉语在哲学研究中的语义学创生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拓展汉语语

义边界，扩大以汉语为载体的哲学叙述空间，建构汉语哲学研究（尤其西方哲学

研究）的话语体系。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规范性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中

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争 
韩林合 2016-10 

西方哲学经典和名著解读 赵敦华 2018-10 

汉语哲学 韩水法 2017-10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十三五”期间，中心的重大任务是：加强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建设，创新适合

“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研究的考古学新理论和新方法，完善价值认知、价值

保存、价值实现体系的考古学理论。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技术与文明：由玉器手工业探索

中国史前文明形成的基础 
刘斌 2016-07 

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带 

的形成与发展 
徐天进 2017-01 

汉唐西域城市与文明考古研究 陈凌 2016-07 

宋元时期民间信仰的考古学观察

——以晋东南的遗迹遗物为中心 
杭侃 2016-07 

中古时期墓葬神煞研究 沈睿文 2017-01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十三五”期间，中心科研项目规划的主攻方向，是以“迈向富强中的新发



 

展要素、特殊人群的发展，以及社会治理”为总题目，抓住向智库转型的战略

机会，采用集体攻关的模式，组建 5个方向的智库工作小组。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作为发展要素的互联网 

资本研究 
邱泽奇 2016-09 

城市场所性和城市化 

的多样道路 
朱晓阳 2016-09 

阻断贫困再生产：儿童贫困后

效、实验干预与政策反思 
方文 2016-09 

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健康 

老龄化的对策研究 
陆杰华 2016-09 

发展中的社会治理： 

理念，知识与方法 
张静 2016-09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 

“十三五”期间，研究基地将主攻方向确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新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项目以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为主题和主线，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乃至整

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国家治理理论研究 时和兴 2017-01 

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 王丽萍 2017-07 

政府治理与市场监管改革研究 赵成根 2017-02 

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研究 沈明明 2016-09 

国家治理经验评估研究 燕继荣 2016-07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十三五”期间，中心的主攻方向是“史料再发现与社会认识：中国中古

时代的新探索”。围绕这个主攻方向，设计了一个既能发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

究心传统治学优势，又能推动本中心拓展学术领域、开发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总体框架，

即以史料整理与研究为基础，以开掘历史学新认识为目标，基本史料和理论探讨两个

方面并重，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同时又能引领国际内相关域的学术发展方向。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中国中古史籍与史料的 

整理与研究 
陈爽 2016-07 

7至 16 世纪的信息沟通 

与国家秩序 
邓小南 2017-01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

文书整理与研究 
孟宪实 2016-07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佛寺 

形制布局及演变研究 
李肖 2016-07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

改进与应用 
赵冬梅 2016-07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十三五”期间，东方文学中心的一个主攻方向是：“中国与‘一带一路’上

的东方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内涵的、开放性的研究框架，

可以展开多维度、多区域与长时段的研究，不仅涉及东方文学与东方学架构下的文学

与社会文化、文学经典的翻译与传播、文学与历史书写、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丝绸之

路的文化流传、民间文学、物质文化与文学书写、文学与当代国际政治等课题，尤其

是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交流，进行综合的、深入的研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中国与南亚的文学与文化 

交流研究 
陈明 2016-07 

“一带一路”上的东方文学

经典作品的翻译与研究 
唐孟生 2016-07 

中国与西亚北非的 

文学艺术交流 
林丰民 2018-06 

中国与东亚各国的 

文学和文化交流 
陈岗龙 2018-06 

中国与东南亚的 

文学和文化交流 
吴杰伟 2018-06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中心拟在“十三五”期间以“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为主攻方向。“中华美学

精神”具有深邃的内涵，利用基地的平台，组织全国这方面的研究力量来集体攻关，

推动此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开展。中国传统美学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富有东方智慧的

理论，有许多极深刻的理论，有许多富有民族个性的理论，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

研究，尤其对其内在精神的发掘，还有待深入。确立“中华美学精神”为主攻方向，

就是要从理论上将此问题讲清楚，其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得到更好的发掘，它在当代思

想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得到更充分的重视。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中华美学精神” 

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叶朗 2017-07 

中国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 顾春芳 2017-07 



 

中华非物质遗产与 

“中华美学精神” 
周默 2016-09 

北京大学美学传统与 

“中华美学精神” 
董志强 2016-09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根据世界各国，特别是法治发达国家推进法治建设的经验，建设法治国家必须解

决两大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实现宪治，因为宪治是法治的前提；二是如何建设法治政

府，因为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为了解决建设法治国家的这两大基本

问题，中心作为教育部专门研究宪法与行政法的重点研究基地，特选择“依宪治国

与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与途径”作为“十三五”期间的主攻方向。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中国特色依宪治国 

和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姜明安 2016-07 

世界各国代议制度与 

中国人大制度比较研究 
张千帆 2016-07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 

现代化研究 
高全喜 2016-07 

公法争议与公法救济研究 湛中乐 2016-07 

规制改革与政务公开研究 沈岿 2016-07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心将结合自身基础和优势，围绕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开展研究，

确定主攻方向，力求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经

过审慎的考虑，这个主攻方向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

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能

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助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今年经

济工作的主线，也是“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战略重点。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启动时间 

中外官员选拔及经济绩效 

比较研究 
姚洋 2016-07 

健康人力资本与 

健康中国建设 
李玲 2016-07 

新常态下中国企业 

转型升级战略研究 
马浩 2016-07 



 

推进“万众创新”的机制 

设计与政策建议 
汪浩 201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