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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荣誉】
黄益平教授被 IMF 总裁拉加德任命为外部监督顾问小组成员
2018 年 10 月 30 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网站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宣布，成立两个由经济、金融和公共政策专家组
成的外部顾问小组，以便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2020 年全面监督审查 (CSR) 工作提
供信息支持。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出任外部监督顾问小组成员
（Member of The External Advisory Group on Surveillance）。该定期审查（CSR）
旨在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测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有效性，并向其 189 个成员国
提供政策顾问意见。这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审查，其结果会受到全球宏观金融环境和
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其他长期趋势的影响。此审查工作将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
2025 年的工作重点。（采自北大新闻网）

余淼杰教授第五次荣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近日，第二十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评选结果出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余淼杰教授的著作《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获得“2018 第二十届安子介
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著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是中国世
界经济与国际贸易两个应用经济学二级学科的最高学术研究奖，是由已故全国政协副
主席、杰出学者、著名实业家安子介先生于 1991 年设立，并被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部
级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该著作研讨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
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及对企业出口产品决策的影响；从出口质量的角度研究汇
率变动与企业决策的关系，再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研究了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企
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发展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采自北大新闻网）

余淼杰教授获 2018 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
近日，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学术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公布了“中国青年经济学
家优秀论文奖”的 2018 年度获奖论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教授独作论
文：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经济研究》2010 年第 12 期刊）获
这一殊荣。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学术理事会成员单位自 2016 年起设立“中国青年经
济学家优秀论文奖”，每年评选一届。设立该奖的目的在于更有广度、更有深度地评
价与奖励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近年来杰出的学术贡献。截至 2018 年 8 月 1 日，中国青
年经济学者论坛学术理事会秘书处共收到参评论文 106 篇。本届评选对象是近十年以
来正式发表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包括国外期刊），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于发表日
期均未满 45 周岁，且以往未曾获得本奖项的论文。
（采自北大新闻网）

汇丰商学院李荻教授入选沃顿研究数据中心“卓越学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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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最佳论文奖
近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李荻教授入选沃顿研究数据中心“卓越学者计划”
（WRDS Advanced Research Scholar Program）
，并获得最佳论文奖。沃顿研究数据
中心(WRDS)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是面向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的
数据分析和研究平台，并于 2018 年推出“卓越学者计划”
。该计划面向国际学者，提
供探索有效、准确处理大数据的方法，促进各领域的学者互动。李荻教授获奖论文《工
作稳定性与盈余管理》聚焦工作稳定性与盈余管理，通过研究经理人的工作稳定性
（Job Security）与企业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之间的关系，尝试解答
业绩和职业压力对企业管理人员是否有益。（采自汇丰商学院）

【科研成果】
经济学院刘冲助理教授合作论文被经济学顶级期刊 Economic
Journal 接收
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冲助理教授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周黎安、翁翕、
厉行教授的合作论文“Target Setting in Tourna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被经济学顶级期刊 Economic Journal 接收发表。该论文基于中国各层级政府
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实现情况，探究多层级政府绩效目标的最优设定和作用，为理解中
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同时，文章的启示也可以用于多层级组织中管理者
激励方案的制定。该论文建立了一个由多层级政府组成的 Tullock 锦标赛模型，用以
理解中国各级政府经济目标的制定、经济增长的实现以及官员的激励设计。这一研究
将过去基于绩效目标的单层级锦标赛扩展为多层级锦标赛，并对上级目标制定与下级
参与锦标赛努力程度之间的博弈给出了经济学解释，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地方
官员政治激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采自经济学院）

燕继荣主编《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出版
2018 年 9 月，由燕继荣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着重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性问题，力求将理论
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把落脚点放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及国家治理改革上。
在理论层面，基于政治学关于国家-政府-政党-社会-公民的研究范式，从一般国家理
论出发，重点研究国家构建及现代国家治理、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等问题；在
实践层面，结合中国的政治实际，探究国家治理改革的方向，明确中国现代国家治理
体系构建的路径。该书是燕继荣教授主持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重大项目《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该研究成果的初稿接
受相关专家的评审和鉴定，被评为优秀。（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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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管理学院等机构联合发布重量级报告 聚焦网络安全产业
发展
2018 年 9 月 18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相关机构共同发布《中国网络安
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对中国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制度和政策创新提出重要建议。该
报告在成都举行的 2018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军民融合发展论坛”上
发布，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与卫士通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究计划的一项重要成果。该报告主要内容分为 8 章，对“网
络安全及相关产业界定”“网络安全产业生态环境研究”以及市场结构、投资体系和
产业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还对我国网络安全企业面临的商业模式、产业链布
局和国际化这三个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政策建议。（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光华管理学院 REITs 课题组发布《REITs 市场建设与经济转
型发展——基于各国推出 REITs 制度的历史分析》
2018 年 10 月 30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REITs 课题组发布《REITs 市场建设
与经济转型发展——基于各国推出 REITs 制度的历史分析》（下称《报告》），从各
国 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下称 REITs）发
展历程的角度，分析 REITs 市场建设在促进经济稳定、经济转型升级上的作用机理及
意义。这是课题组发布的第七份 REITs 报告。经过缜密的分析，北大光华 REITs 课题
组建议，考虑到 REITs 市场建设对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作
用，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REITs 的推出正当其时，应尽快推出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业
务指引，正式启动并大力推进中国 REITs 公募试点。课题组成员包括：刘俏、张峥、
刘晓蕾、杨云红、周芊、李文峥、徐爽、何亮宇、范熙武、朱元德、于嘉文等。本报
告执笔人：闫云松、张峥、刘俏、李尚宸。（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中国艺术学年度报告（2017-2018）
》出版发行
2018 年 10 月，
《中国艺术学年度报告（2017-2018）》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出版。该书是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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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门类后第六年发展状况的较为全面的学科动态汇集，概要介绍
了艺术学门类下属全部五个一级学科在 2017 年度的发展概况，即艺术学理论、音乐
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该书在具体描述上述五个一级学科的年
度概况时，主要围绕学科动态、问题聚焦和专题研究三方面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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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自艺术学院）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布《北京大学专利竞争力分
析报告（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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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为全校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经学校批准，北京大学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中心于近日成立。北京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内设
机构，将开展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信息服务。继发布《北京大学专利竞争力分析报告》
（2016 版）并得到各方充分肯定以来，时隔两年，作为新成立的北京大学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的成果，图书馆近日再次发布了《北京大学专利竞争力分析报告》
（2018
版）
，从十二个维度分析北京大学及对标高校近五年的专利情况和竞争力水平，为下
一步提高我校的专利布局、科技创新水平提供了参考和决策基础。该报告目前已发送
校科研部、科技开发部、学科办、研究生院以及理工科院系，并得到校外如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的关注。
（采自图书馆）

Frank H.Koger 副教授新书《资产估值原理（中文版）》出版
近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学副教授 Frank H.Koger 新著《资产估值原理（中
文版）
》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涵盖股票估值、债券理论、期权等资产估
值原理的核心内容，涉及 B-S 模型、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等重要理论模型；注重数学
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并包含了详尽的理论阐释、结论分析和相关图表，无论对于有深
厚微积分、概率论和统计学知识的学生，还是数学基础较浅的学生，本书都颇具参考
价值；适合作为金融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同时也可作为金融从业人员
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以及参加 CFA 考试的参考书籍。弗兰克· H. 科格三世（Frank
H.Koger，III）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学副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研
究领域为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投资学。
（采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太原东山古墓祔葬墓 M6 实验室考古获得重大发现
近日，考古文博学院与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太原东山古墓祔葬墓 M6
实验室考古工作。项目于近日获得重大发现，出土大批西汉木质简牍。这是在山西境
内，同时是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首次发现简牍文物。本次考古还出土了成套漆奁盒与
铜镜、琴瑟乐器组合、漆案、漆盘、漆耳杯、漆纚冠、铜印、玉印、串珠等珍贵文物。
M6 属于太原东山西汉墓葬群，
主墓据推测可能属于代王及王后。
（采自考古文博学院）

【交流合作】
俞可平教授应邀出席“第三届全俄政治学者大会”并发表
主旨演讲
2018 年 9 月 9 日-13 日，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院
长俞可平教授应邀访问莫斯科大学，并作为特邀嘉宾在“第三届全俄政治学者大会”
上发表主旨演讲。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基里延科、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潘菲洛娃、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等出席会议。同时，
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 35 个国家的 600 余位政治学人。俞可平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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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1978-2018）”。与俞可平教授同台发表大会主旨演讲的还
有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索洛维约夫、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古特罗夫等，
以及美国、德国的政治学家，整场会议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演讲结束后，来自各国
的学者还就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学发展特色、中国共产党研究等问题与俞可平教授展开
了讨论。（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学系与陕西省白水县共建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实施
基地
2018 年 9 月 21 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陕西省白水县人民政府举行“中国社会
工作教育对口扶贫实施基地”基地揭牌暨启动仪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
负责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凤芝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荣誉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邓锁副教授以及社会工
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等一行十余人出席揭牌仪式。香港理工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社
会科学院以及西安市社会科学院等相关院校代表也参与了此次活动。王思斌、马凤芝
分别为白水县各部门分管扶贫干部与 63 个贫困村第一书记等 200 余人进行了有关社
会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专题培训。（采自北大
新闻网）

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国际发展大臣安德鲁.米切尔先生访问国
际关系学院
2018 年 9 月 27 日，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国际发展大臣安德鲁·米切尔（Andrew
Mitchell）先生访问国际关系学院，并在北大国关楼 C307 教室以英国脱欧和联合国
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为主题发表演讲、与师生互动。此次活动由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
政策系主任张海滨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罗马
尼亚、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近百位硕士生和博士生参与讲座。
米切尔表示，各国参与国际发展不仅是道义使然，也对维护本国发展、安全和促进世
界和平大有裨益，未来国际发展应该以搭建“伙伴关系”为核心，更加重视清洁饮用
水的获取、女性赋权、女童教育等问题。最后，他呼吁英国和中国应该在国际合作的
大潮中携手共进，为共创和平和安全的世界而努力。
（采自国际关系学院）

光华管理学院与度小满成立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 聚焦五
大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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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2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度小满金融宣布成立金融科技联
合实验室，并在北京大学为实验室揭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与度小满金融
CEO 朱光共同出席揭牌仪式。合作双方表示，北大光华-度小满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
未来将围绕数字化资产配置、超大规模关联网络、在线机器人、监管科技、区块链技
术等五大领域深入研究，积极探索前沿技术在金融场景中的应用，同时推动跨学科人
才的培养和输出。北大光华金融系主任刘晓蕾表示，“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与数字
经济时代，如何充分发挥中国海量数据的优势，降低金融融资成本，推进产业升级，
是产学研面临的重大课题。北大光华-度小满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的成立是研究数据
有效使用的一次探索。”（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访问政府管理学院 展开
高端学术对话
2018 年 10 月 21 至 22 日，作为“北京大学高端学术交流计划”之一，应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邀请，著名国际政治哲学
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约瑟夫·奈（Prof. Joseph S. Nye）访问北京大学，在政府
管理学院发表主题演讲，与北大学者开展座谈，并与国际著名哲学家成中英教授（Prof.
Chung-Ying Cheng）举办高端学术对话。奈教授以最早提出“软实力”
（Soft Power）
概念而闻名，此次到访活动，围绕“文化、文明与全球治理”、
“软实力与巧实力”和
“软实力的东西方对比”等话题展开，并向听众表达了对于现阶段“中美关系”走向
的看法。系列活动现场场面火爆，吸引了全校数百名中外师生参与，达到了良好的交
流效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汇聚各方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社会学系与中国扶贫基金会
联合启动“乡村振兴行动网络”
2018 年 10 月 22 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乡村振兴
行动网络”启动仪式。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国家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
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党委书记查晶、副系主任
周飞舟、社会工作专业主任马凤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
中心主任邓国胜等专家与新闻媒体、高校学生近百人参加。张静表示，与扶贫基金会
合作建立的乡村振兴行动网络，为社会学系的乡村研究、案例调研和政策评估能力等
提供了更大的发挥作用空间。这一合作将依托各自优势资源，将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
乡村项目的经验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国内顶尖的社会专业研究能力优化配置、更好融
合、共同发力，探索创新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新模式。
（采自社会学系）

孙祁祥教授出席 2018 中国计算机大会并作特邀报告

-8-

2018 年 10 月 25 -27 日，
以“大数据推动数字经济(Big Data Drives the Digital
Economy)”为主题的 2018 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
中国信息技术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学术、技术、教育和产业融合的盛会，包
含 50 场前沿技术论坛、20 场特色活动、100 多个科技成果展，共吸引海内外 7500 多
人参会。本届大会特别邀请了国内外十余位计算机领域知名专家、两院院士、著名学
者、企业家到会作特邀报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祁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关
于信息社会的经济学思考》的特邀报告，引发听众的强烈反响。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
创建于 2003 年，是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的旗舰会议，今年已是第十五届，以“大
数据推动数字经济”为主题，并首次邀请经济学家到会作特邀报告。
（采自经济学院）

【会议讲座】
北京大学第三十九期“黉门对话”探讨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
2018 年 9 月 1 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第三十九期“黉门对话”专家主题论坛
在经济学院举行。本期对话的主题是“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以中古时期的佛教热、
寺院经济为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
院教授谢重光、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和空间数据中心教授鲍曙明、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彪、北京大学哲学系（宗
教学系）教授李四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等专家学者应邀参与对话。活动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副教授主持。第一阶段主题为“中古时期的佛教热
与社会经济发展”，第二阶段主题为“人间佛教”和“多元宗教与社会经济发展”。
（采自经济学院）

首期“北京大学新媒体会客厅”举办
2018 年 9 月 8 日-9 日，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历史与文化资
源研究所、北京大学“一带一路”大讲堂、北京大学丝路国际发展研究基金、长安街
读书会活动组、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协办的“北京大学新媒体会客厅”首
期在李兆基人文学院举办。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优秀企业等各行业嘉宾以及北大师
生校友近 2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
授安乐哲、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就“儒家智慧的世界意义”
对中西哲学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从金融与大历史、地理
的角度讲述了明清 500 年以来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为听众思考当下中国提供了深
刻的启示，引发了现场听众的强烈共鸣。
（采自新媒体研究院）

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8 年 9 月 13 日，由民进中央办公厅主办、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承办的
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座谈会在北京大学燕南园 66 号院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
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教授出席会议。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主
持会议。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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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所致力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高校负责人参加座谈会。钱乘旦介绍了北京大学区域
与国别研究院的基本情况，以及北京大学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念与想法。与会代
表展开积极发言、交流，围绕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过程中涉及人才培养、师资管理、
对象国实地考察学习、跨学科评价体系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并提出许多具有
建设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建议。
（采自北大新闻网）

历史学系举办“走向欧洲命运共同体之路”博士生论坛
2018 年 9 月 15 日-16 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办“走向欧洲命运共同体之路”博
士生论坛。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历史学系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德国波鸿鲁尔
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 80 余位学者、研究生参加了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
为“走向欧洲命运共同体之路”，具体探讨了欧洲民族国家历史、欧洲国家间的交流与
互动、欧洲战争的教训与启示、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现实等四方面问题。论坛力求借
鉴吸收历史学、哲学、德语文学、国际关系、政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理论和成果，
实现跨学科的积极互动。青年学子们在会上开展了广泛的交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届论坛强调，在研究外国史的同时，要重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采自北大新闻
网）

第九届伊巴德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8 年 9 月 17 日，第九届伊巴德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
中心阳光厅举行。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教授，阿曼著名学者阿卜杜拉·萨利米博士（Dr.
Abdulla Mohamed Al-Salimi），外交部前副部长杨福昌等国内嘉宾，和阿曼、卡塔
尔、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巴林驻华大使等外国使节出席开幕式，来自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高校和相
关机构，以及来自阿曼、阿联酋、阿尔及利亚、日本、英国、美国、意大利、加拿大
等国的中外学者专家近百人参会。会议旨在探讨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推
动下，丝路沿线各个国家、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尤其是中
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以及伊巴德知识的历时性跨境传播。（采自外国语学院）

2018 年“中国保险业发展”圆桌论坛暨《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
2018》新书发布会举行
2018 年 9 月 20 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
2018 年“中国保险业发展”圆桌论坛暨《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 2018》新书发布会在
北大经济学院举行。
《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 2018》是教育部正式批准立项，由 CCISSR
主任、北大经济学院孙祁祥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之“中
国保险业发展报告”系列的第七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保险学会、中国
社科院、中央财经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部分业界代表、北大师生代表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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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代表参加了新书发布会。全书的主要内容是：2017 年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的综述
以及对 2018 年的发展展望；财产保险市场和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概况；保险公司偿
付能力、保险资金运用、保险业改革与监管、国际保险市场发展以及全球再保险市场
等主题的专题讨论。
（采自经济学院）

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影视剧与游戏融合及审美趋势研究”举办
开题论证会
2018 年 9 月 21 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课题“影视剧与游戏融合及审美
趋势研究”项目开题论证会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召开。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于千贺，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周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锋，中国电影家协会
秘书长饶曙光，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隋岩，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
阳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项目首席专家陈旭光教授主持。王
周谊在致辞中肯定了课题研究的前期基础，并指出，重大项目往往围绕跨学科问题展
开。他表示，该重大项目具有前沿性、重大性，希望今后在此基础上，研究能够进一
步扩大，将理科、计算机、互联网、新媒体等学科力量充实其中。学校将大力支持组
建更大的项目与团队。
（采自艺术学院）

“跨越边际的古代东方医学：对话与互动”——国际学术讨论
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8 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跨越边际的古代东方医学：对话与互动”国际学
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 501 会议室举行。此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和北京大学人
文学部主办。会议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主任陈
明教授主持，来自海内外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为“跨越边
际的古代东方医学：对话与互动”，旨在探讨医学文明在古代东方的传播和互动，涉
及古代东方医学文明在一带一路的相互交流、选择、接受和传承；近代医学文化在欧
亚的跨边际流动；古代东方医学的跨学科流动与古代医学理论的现代阐释。根据发言
主题，会议分为 8 个小组进行讨论。（采自北大新闻网）

伦敦大学学院 Ian Freestone 教授讲座“从科技研究角度考
察公元 1 千纪的罗马玻璃生产”
2018 年 10 月 11 日，来自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的 Ian Freestone 教授在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做了题为
“从科技研究角度考察公元 1 千纪的罗马玻璃生产”
（The Roman
Glass Industry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AD）的精彩讲座。讲座结合考古发现和
科技分析研究的结果，再现了罗马泡碱玻璃的生产、流通和衰落的全过程，对罗马玻
璃的原材料、制作工艺、生产模式及回收利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讲座由北京
- 11 -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参加了讲座。
（采自考古文博学院）

“一带一路”书院“理解中国”系列讲座首讲嘉宾刘俏院长聚
焦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2018 年 10 月 12 日，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正式开启“理解中国”英文系
列讲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作为首期演讲嘉宾，以“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
微观基础”为题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 名校内外人
士到场聆听讲座，反响热烈。刘俏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国经济热词，结合自身
对中国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入研究，从企业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这一视角透视中
国经济的微观基础，阐释中国经济增长逻辑。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汇集书院优
秀师资、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精心打造了以“理解中国”为主题的英文系列讲座。
2018-2019 学年度计划举办七场，内容涉及经济、外交、区域和地方发展等诸多领域，
从不同的现实观察点和理论视角，深度梳理、阐释中国发展理念，客观、深入地讲述
中国发展故事。（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2018 年北大-台大会计学术交流研讨会举办
2018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台湾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刘顺仁教授一行六人
来到北大参加 2018 年北大-台大会计学术交流研讨会。此次学术交流研讨会由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办，旨在促进海峡两校会计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研讨会上，
两校老师畅所欲言，以学会友，以友辅学，为两岸会计学术交流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思
维碰撞，也为会计系青年教师的成长夯实了土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
李怡宗教授、王立彦教授、姜国华教授等老师及在校博士生共计 30 余人参加了研讨。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包括论文研讨、主题座谈和企业参访等环节。本次研讨会两校共有
4 篇论文入选报告论文。主题座谈环节包含会计教育话题和产学互动的话题。（采自
光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系举办“2018 年全国情报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2018 年 10 月 13-14 日，
“2018 年全国情报学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
该论坛系全国情报学界规模最大的博士生学术会议，来自国内外情报学界的知名学者
教授、高校院所及研究院所的博士生、业界专家、新闻媒体代表等近 300 人参加了会
议。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办，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共同协办，《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
《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科学》《情报工程》等多家杂志媒体支持。论坛重点围绕
“智能时代的情报学：连接数字世界与现实社会”这一主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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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沿动态，搭建了一个开放自由、兼收并蓄的学术交流平台。此次论坛共收录论文
77 篇，评出 30 篇优秀论文，推荐到期刊并被录用的论文 31 篇。（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举办
2018 年 10 月 14 日，
“百年中国新闻教育：传承与发展——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
究会成立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新华社副社长刘思扬，
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梁衡，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黄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北
大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北大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蒋朗朗等领导出席会议。方汉奇、
赵玉明、童兵、郑保卫、罗以澄、高晓虹、陈昌凤等著名学者，以及来自全国高校及
新闻学研究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百年来中国新闻教
育的光辉历史、传承现状和发展前景。此次学术研讨会时值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
立百周年、复会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纪念大会，
以学术研讨传承光荣传统，以回溯历史砥砺奋进前行。（采自新闻与传播学院）

第三届北京大学老龄健康博士生论坛举行
2018 年 10 月 17 日，第三届北京大学老龄健康博士生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亚太经合组织健康科学研究院（HeSAY）、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爱心社共同承办。来自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的师生 50 余人参加了本届论坛。
论坛以“老龄健康-支持与发展”为主题，论坛以鼓励博士生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选择老龄健康研究的焦点、热点与难点问题，鼓励多学科融
合，展开深入研讨，旨在推出一批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创新成果，提高博士生
自主创新能力。各高校学子就老年人身心健康、经济状况、社会关系、时间银行、长
照保险、医养结合等主题进行了研究报告。与会专家针对报告的话题和内容进行了点
评。（采自北大新闻网）

首发院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首都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专家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17 日，改革开放四十年首都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专家研讨会在北京
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首发院”）召开，会议由北大首都高端智库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冯长春教授主持，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施祖麟教授，北京市政府参事、
城环学院唐晓峰教授，首发院院长、北大首都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李国平教授，首发院
副院长沈体雁教授等专家参与此次研讨会。专家们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首都
发展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指出北京留住有消费力与创造性的人口有助于未来提升北京
核心竞争力；北京街区物质空间更新应与背街小巷治理等任务联动起来；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思想要在规划实施中落实。（采自首都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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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中国改革与国际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
行
2018 年 10 月 19 日，由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举办的中美第三届国家治理论坛“政府治理：中国改革与国际发
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国家
行政科学学院，中国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 30 余名学者与会，会议还吸引了全国各地近百名师生的积极参与。六位学者发表
两场主旨演讲，主题分别为“政府治理战略的模式和国际比较”、“政府治理与产业
政策创新”。下午论坛分为三个专题进行：政府治理的理论发展与创新、政府治理与
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智慧政府与数据治理，与会学者开展了多视角的广泛研讨。（采
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举办第五届“北阁对话”年会
2018 年 10 月 19 日到 21 日，北京大学“北阁对话”第五届年会召开。
“北阁对
话”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邀请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
，
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
夫·奈（Joseph Nye, Jr.）
，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等
12 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
深厚学术修养和长远战略眼光的国内外前政要及知名专家，
共同探讨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前景。今年的主题是“亚欧地缘战略竞争与中美关系”
。
面对错综复杂、难以预测的国际形势，如何在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管控战略分
歧、避免战略对抗，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与会嘉宾就稳定大国关系和地区局
势、避免对抗和冲突、促进国际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建
议。
（采自国际关系学院）

第十二届北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东京大学法学研讨会举办
2018 年 10 月 20 日，第 12 届北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东京大学法学研讨会
（BESETO Conference）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成功举办。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权
英俊、教授许盛旭、姜光文，东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山本隆司，教授宇贺克也、藤田
友敬、米村滋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郭雳、薛军，教授张平、王成，助理教授彭
錞出席本次会议。本届年会以“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中日韩三国的新发展”为主题，
围绕“个人信息保护与司法”
“个人信息保护与公法”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挑战”展
开三场讨论。为了扩大学术交流的平台，北京大学法学院、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以及
东京大学法学院于 2007 年联合发起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名称是“The BESETO
Conference”，时间定在 10 月-11 月，研讨会由三校法学院轮流承办。2019 年三校
法学研讨会将在首尔国立大学举办。
（采自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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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古典语文学青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8 年 10 月 20-21 日，“首届古典语文学青年论坛”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2 号
楼举行。本届论坛以“古代经典与现代社会”为题，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
中山大学等 12 所高校的 30 余位本科生、
硕士生和博士生参加了本届论坛。
项目召集人、北大人文学部副主任李四龙和历史系副系主任何晋分别致辞。与会学者
围绕六个主题展开讨论：文献、书院与思想，文字、音韵与训诂，中国古代文学，亚
非欧古代世界，古希腊哲学及其阐释，中国古代思想等。本届论坛共收到论文 33 篇，
汇编而成的会议论文集厚达近 500 页。（采自北大新闻网）

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斯坦福大学美国-亚洲安全倡议项目
成功举办“内战与国际反应”国际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22 日，由斯坦福大学美国-亚洲安全倡议、美国人文与科学院与北
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内战与国际反应”中美政策研讨会在北京
大学斯坦福中心举行。会议分为“冷战结束以来内战及其国际反应的趋势”“内战和
国内暴力对国际安全构成的的威胁”“国际反应的选项”为主题展开谈论。斯坦福大
学美国-亚洲安全倡议主任、前北约驻阿富汗联军司令退役中将艾江山（Karl W.
Eikenberry）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
教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社科院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傅莹大使等近
三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中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齐聚一堂，在一天半的时间内就相关话
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充分地交换了意见。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采自国际关系学
院）

西斯敏斯特大学教授 Nigel Wood（伍德）讲座“中东陶工对
中国贸易陶瓷器的响应——从公元 9 世纪至 14 世纪”
2018 年 10 月 24 日，
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Research Laboratory for
Archaeology & the History of Art）荣誉研究员、西斯敏斯特大学教授 Nigel Wood
（伍德）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做了一场题为“中东陶工对中国贸易陶瓷器的
响应——从公元 9 世纪至 14 世纪”
（Middle Eastern Potters’ Responses to Chinese
Trade Ceramics - 9th to 14th Centuries CE）的讲座。在讲座中，伍德教授指出，
一千多年来中国陶瓷被输送至世界各地，对世界陶瓷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东地区，
尽管陶工采用与中国瓷器不同的原料，但也成功实现了对中国陶瓷器胎、釉的模仿，
伍德教授通过各方面研究揭示了这些模仿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采自考古文博学院）

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国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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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讨会召开
2018 年 10 月 24 日-25 日，
“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用户导向的信
息服务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党委
常委、副校长陈宝剑，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等出席开幕式庆典。海内外一百多所
高校图书馆、部分公共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知名专家学者代表，学校各部门、各院
系负责人、学生代表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老馆员等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北大党委副
书记、秘书长安钰峰主持。来自哈佛大学、国家图书馆、香港大学、复旦大学、匹兹
堡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
专家和图书馆馆长分别就图书馆的价值、使命、发展方向、服务拓展、特殊馆藏建设
和保护等领域进行了探讨。
（采自图书馆）

“第四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为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图书馆的发展与合作，推动东亚文
献资源的建设与共享，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第四届全球高
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东亚文献与数字人文：作为资源提供
和服务支持的新角色和新价值”
。近年来，数字人文作为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领域跨
界交叉的新兴领域广受瞩目，本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上，来自世界多所知
名大学的学者共同探讨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数字时代东亚文献资源收藏与服务的新
思路。
“东亚文献资源国际合作联盟”于 2012 年 10 月，由来自北美、欧洲、韩国以
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的二十七位图书馆馆长共同倡议成立。
（采自图书馆）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全球视野与国际语境”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 2018 年学术年会举办
2018 年 10 月 25-28 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海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共同主办的“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全球视野与国际语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
究小组 2018 年学术年会在海口市举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国、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郇庆治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厄
瓜多尔玻利瓦尔安第斯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研究
机构的 80 余名国内外代表，就“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超越发
展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的话语体系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构架及其过渡”等议题，展开了深
入研讨与交流。（采自北大新闻网）

“《红楼梦》在东亚的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大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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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6 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
究中心主办，中国红楼梦学会、韩国红楼梦研究会协办的“《红楼梦》在东亚的传播”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 B134 会议室举行。来自国内外研究《红
楼梦》的专家学者以及博士生共同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几位特邀嘉宾根据各自的研究
领域与专业方向发表了主题演讲。韩惠京和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陈岗龙教授分
别作了总结发言。本次“《红楼梦》在东亚的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汇聚了国内外顶
尖的红学专家齐聚北京大学，集中展示了当前红学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次会议的举
行为《红楼梦》的影响传播开辟一个新的研究空间，为红学的海外译介研究取得更大
的成绩奠定了基础。（采自外国语学院）

第三届“一带一路”与西部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8 年 10 月 27 日，第三届“一带一路”与西部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理科 5
号楼 201 教室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央民族
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协办。开幕式由北京大学
李建新教授主持。整个研讨会分为“历史、文化与变迁”“民族与艺术”“交往与发
展”“社会与人口”四个专题，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新疆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等参会来宾围绕专题展开充分交流。（采自北大新闻网）

2018 年北京大学-香港大学法学年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
2018 年 10 月 27 日，第 20 届北京大学-香港大学法学年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
办。香港大学法学院院长何耀明、法律系主任赵云，及贺欣、顾维遐、Ryan Whalen
等 9 位港大学者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大法学院院长潘剑锋、副院长薛军，及马
忆南、张骐、沈岿、刘银良、陈永生、金锦萍等 14 位北大学者共同出席年会。本届
年会以“寻求良法与善治”为主题，分四场进行讨论，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推动法律制度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促进了两校学者间的交流和借。“北京大学-香港
大学法学研究中心”自 1999 年起，每年组织一次学术年会，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香
港大学法学院轮流筹备。年会不仅促进了两校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与文化融合，同时给
在校学生提供了了解两校最新法学研究动态和成果的学术平台。（采自法学院）

国家治理论坛：哥本哈根大学 Jorgen Delman 专题讲座举办
2018 年 10 月 31 日，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 Jorgen Delman 教授应北京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的邀请，在廖凯原楼 341 会议室作了“杭州的生态文明政治：环境政
治中缩小效率缺口的新途径”（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olitics in Hangzhou：
New Pathways to Closing the Efficiency Gap in Environmental Politics）的学
术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长东副教授主持。Jorgen Delman 教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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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如何保证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策进行环境治理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他以条
块分割、治理、新公共管理和社会参与等为理论基础提出气候变化治理的分析模型，
即命令—控制工具（command-and-control instruments）、市场工具（market-based
instruments）、合作治理工具（co-governance instruments）共同构成环境治理的
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环境治理过程中所带来的政治变化，如政府内部控制能力的强
化、政府透明度的提高以及社会参与度的提升。（采自政府管理学院）

【专题报道】
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建馆 12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岁月不居，百廿时光如流；沧海桑田，芸台已换新颜。自 1898 年京师大学堂藏
书楼设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便在时间的书页上奋力书写，写过邺架待充的筚路
蓝缕，写过文化运动的巨人伟业，写过辗转南迁的艰苦卓绝，写过改革开放的锐意进
取。书海引航，初心不改；文明沃土，育英不倦。用户至上，方能固本应变；守正创
新，洵能引领未来。这是北大图书馆持之以恒的信念，也是北大图书馆人砥砺前行的
方向。
120 年来，北大图书馆在奇迹的创造中巍立，在荣耀的收获中前行，历久却弥新，
沧桑而豪迈。为庆祝北京大学图书馆 120 周年华诞，图书馆特别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
学术：三个国际学术研讨会
10 月 23-25 日，为庆祝 120 周年华诞，北京大学图书馆特别举办“纪念北京大
学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四届全球高校东
亚图书馆国际论坛”“第十二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三场国际学术研讨
会。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地区的专家
学者和图书馆界代表 35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大学图书馆的“价值、使命和未来
发展”
“学科建设导向的信息服务”
“用户需求导向的信息服务”以及“数字人文”
“特
色资源建设与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等研究热点进行了大会交流和专题讨论。
“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四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
“第十二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
开幕式
10 月 24 日上午，“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国
际学术研讨会” “第四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第十二次中文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开幕式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党委常委、
副校长陈宝剑，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等出席开幕式庆典。海内外一百多所高校图
书馆、部分公共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知名专家学者代表，学校各部门、各院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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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生代表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老馆员等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北大党委副书记、
秘书长安钰峰主持。

开幕式现场
郝平高度肯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传统和现阶段的工作。他指出，120 年来，
北大图书馆创造了超越图书馆职能的历史性成就，今天的北大图书馆正在学校的“双
一流”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图书馆不仅是学校立德树人的重要保障和加强
学科建设、发展数字学术的重要推动力，更是北大对外宣传和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
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中坚力量。
郝平还对图书馆的未来改革发展给予了殷切期望。他希望图书馆继续发挥信息基
石作用，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大局加强资源建设；深化服务，成为人才培养、教
学科研和文化传承的桥梁和枢纽；放眼世界，开放办馆，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再接再
厉、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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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平致辞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有强代表兄弟图书馆向北大图书馆致以生日祝福。他表示，
经过几代北大图书馆人的辛勤努力，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享有广泛国际声誉
的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图书馆和图书馆人要坚持创新引领，为
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国际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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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强致辞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馆长杰拉尔德•比斯利（Gerald R. Beasley）首先表达了对北
大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的祝贺。在谈到图书馆如何应对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挑
战时，他提出了三个问题：图书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学校、图书馆技术如何更好地服
务于用户、图书馆如何才能应对挑战再创辉煌。杰拉尔德•比斯利认为，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的挑战下，图书馆不仅要收藏和管理信息资源，更要注重提供知识管理
并提升用户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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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比斯利致辞
教师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葛晓音教授回忆了自己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之间 50 多
年来的故事，肯定了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和优质服务对教学科研工作的巨大帮助，认为
北大图书馆不但是知识的宝库，更是学子们的一方圣地和北大人的精神家园。学生代
表、2017 年“未名读者之星”、历史学系孟熙元借用维吉尔的诗句“我亦在阿卡狄
亚”，表达了对图书馆的真挚情感，并对图书馆和图书馆人致以深深的祝福与敬意。
开幕式上还播放了图书馆精心制作的建馆 120 周年纪念片《力量》
，该片生动演
绎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走过的 120 年辉煌历程，诠释了图书馆之于一所大学，甚至一个
民族的重要意义和崇高使命。之后校领导为老馆长颁发感谢状，新馆员向在馆工作
30 年以上的老馆员献花致敬，现任馆领导给老领导献花致敬，以此对老一辈馆员和
领导们领航前行、团结奋斗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与感谢。

郝平为图书馆老馆长颁发感谢状
“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四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
“第十二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
开幕式后，“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国际学术
研讨会”“第四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第十二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
享合作会议”正式拉开帷幕。上午的主旨发言环节由图书馆党委书记郑清文主持。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馆长拉瑞•阿尔福德（Larry P. Alford）在发言中指出，我们
正在经历信息发展的第五个阶段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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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应保持开放心态，发掘新角色、新功能、新定位、新工具。他认为，图书馆不
仅是收藏和管理信息资源的场所，更是提供知识管理、提升用户信息素养的地方，这
正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存在理由，也是新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保持蓬勃发展的理
由。

阿尔福德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阐释了大学图书馆的本来、外
来和未来。他梳理了图书馆与政府机构的隶属关系、与读者用户的供需关系、与国内
外同行的交互协同关系以及与社会行业机构等的合作关系，指出大学图书馆的本来和
根基就在于人类知识和世界文明的揭示、组织和利用，既为学校使命服务，又为文化
传承服务；既要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做法，又要满足四面八方的机构
和个人用户对图书馆的服务需要。谈到图书馆的未来，陈建龙同与会代表分享了北京
大学图书馆的 2035 年愿景、使命和 2019-2022 行动纲领，提出了图书馆在新时代的
使命、历史责任和发展战略。他最后强调，图书馆人应该在创新型国家和“双一流”
建设中推进大学图书馆现代化，在信息化生态和时空穿越中携手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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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龙发表演讲
在下午的大会发言中，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作为“第四届全球高
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成员做大会报告，他从用户的视角出发，阐述了数字时代图
书馆面临的种种挑战，同时提出应将建设健全的网络基础设施列入图书馆战略规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代表“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会议理事会”
做大会报告，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在贯彻共建共享原则下开展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
此外，香港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匹兹堡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
等多个海内外图书馆的馆长、专家学者分别就“高校图书馆的服务与管理转型”等议
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充分探讨了大学图书馆的使命价值、未来发展、战略转型。
10 月 25 日，
“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国际学
术研讨会”
“第四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
“第十二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合作会议”分别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沙特分馆 B1 报告厅、英杰交流中心第八会议室、
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举行分会场讨论。
“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国际学术研讨会”分会场：
多个海内外图书馆的馆长、专家学者、学校职能部门领导和学术征文作者就“用
户导向的信息服务”
“服务双一流建设：大学图书馆的主战场”
“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与
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
“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的新需求”
“少数民族文字信息资源保
障与服务创新”
“协同创新，推进大学图书馆现代化”等议题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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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大会交流和专题讨论，探索在传统业务升级的同时，面
向学科建设、师生信息需求的服务与管理模式，促进了全球同仁的交流、沟通、合作、
共享。
“第四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分会场：
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东亚图书馆，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大陆部分高
校图书馆的 100 多位图书馆馆长和馆员齐聚一堂，围绕“东亚文献与数字人文：作为
资源提供和服务支持的新角色和新价值”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近年来，数
字人文作为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领域跨界交叉的新兴领域广受瞩目，不断发展的数字
技术为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洞开了新的视野，拓展了新的疆界，催生了新的契机，也
为图书馆构建数字人文网络基础设施，推动跨学科领域合作，充当数字人文项目孵化
器等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此次会议以探讨图书馆如何进行数字人文服务为主，同
时涉及数字人文所处的开放获取大背景、数字人文的含义和研究范围、在国内外的发
展情况、数字文献的永久保存、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实践等内容。

第四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合影
在讨论数字人文所处的开放获取大背景时，澳门大学图书馆吴建中分析了开放获
取的增长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原因，以及解决方式。
在数字人文的含义和研究范围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聂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图书馆周欣平、哈佛大学包弼德、武汉大学图书馆王新才、台湾大学图书馆陈光华从
不同的角度分别进行了阐述。
在国内外数字人文的发展方面，聂华指出，中国的数字人文发展虽然落后于北美

- 25 -

和欧洲，但目前也有大量的实践，特别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多学科深
入参与，建设了相关机构和团队，为中国数字人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光
华介绍了台湾地区从“数字典藏”到“数字人文”的平稳过渡。
在数字文献的永久保存方面，周欣平构建了数字文献永久保存的生命周期和可持
续发展的架构及运作机制，提出了一个遵循 OAIS 模型的数字化生命周期管理管理平
台架构，及相关技术和系统平台。
在图书馆已开展的数字人文实践方面，聂华分享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做的相关工
作，周欣平分享了数字敦煌项目，陈光华分享了台湾地区的相关实践，哥伦比亚大学
图书馆程健介绍了该馆进行的档案特藏收藏、多媒体特藏和数字化特藏。

第四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现场
针对“图书馆在数字人文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包庇德认为图书馆应该主
动承担，作为枢纽，发挥关键作用；与会学者们也一致认为图书馆应该积极为做数字
人文的学者提供相关的支持，去推动数字人文的发展。
针对“图书馆如何进行数字人文服务”这一问题，聂华提及图书馆可以从 4 个方
面进行实践：
（1）普及数字人文专题信息服务，
（2）建设数字人文网络基础设施，
（3）
充当跨学科合作的桥梁，
（4）充当数字人文项目的孵化器。此外，哈佛大学、台湾大
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的学者也分享了该校推动数字人文服务的相关经验，包括
主动出击，抓住机会；主动寻找资助，并做好相关的资源配备；与其他图书馆联合、
联盟，协同合作等等，为国内外同行开展数字人文服务提供了诸多借鉴。
背景介绍：2012 年 10 月，首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
论坛期间，由来自北美、欧洲、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的二十七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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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馆长共同倡议，成立了“东亚文献资源国际合作联盟”，并签署《东亚文献资源
国际合作共识》
，由此拉开了东亚文献资源国际合作的序幕。
“第十二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分会场：
13 位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成员、7 位发言嘉宾以及海内外 60
余位参会代表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全球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主题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
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交流处（台港澳交流处）处长张煦出席会议并代表中文文献
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致开幕辞，北京大学图书馆肖珑副馆长和美国芝加哥大
学图书馆东亚馆周原馆长主持。

第十二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现场
会议上半场，邓美莲厅长介绍了十九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外文活字印品；美国斯坦
福大学图书馆东亚馆杨继东馆长作了题为“丝绸之路研究的资源建设：回顾与前瞻”
的报告；上海图书馆刘炜副馆长站在保存人类记忆的高度，审视数字中文世界现状，
并介绍了上海图书馆开发的数字人文平台。会议下半场，吕宝桂主任全方位介绍了台
湾中央图书馆的数位影音服务系统；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刘丽芝副馆长介绍了港中大
图书馆的特色数字馆藏，并畅想了香港地区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未来；东北师范大学图
书馆刘万国馆长在回顾图书馆馆藏建设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聚焦了当前信息资源
建设中的 5 大问题；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别立谦副馆长分析和总结了北京大学图书
馆近年来学科化采访转型的经验和思考，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最后，主持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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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馆长对嘉宾发言进行了总结，强调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中加强两岸五地间相互交
流的重要性，期望各方合力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在此次会议开幕之前，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还于 10 月 23 日在英杰交
流中心星光厅举行了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上，北京大学图书馆陈建龙馆长作为理
事会主席致欢迎词，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交流处处长张煦作了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合作会议秘书处工作报告。会议正式通过了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记录，通过了北京大
学图书馆肖珑副馆长汇报的第十二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暨第十三次理
事会会议的筹备情况。最后，理事及代表们围绕 2019 年第十三次理事会会议筹备情
况、2020 年第十三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以及古籍保护人才国际培训等
议题开展了自由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合影
背景介绍：
“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是以中文文献为主轴的国际合作
会议，是迄今中文图书馆界最具代表性的盛会。会议的主旨是研讨跨地域的中文文献
资源共建共享问题，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逐步实现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推动全球
中文图书馆和中文资源收藏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从 2000 年起，
“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先后在北京、台北、澳门、南京、香港、敦
煌、兰州及武汉等地举行了 11 次会议，参加者包括来自海峡两岸、香港、澳门、日
本、新加坡、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共建共享合作会议”设有理事会，负责管理及监督会议的进行、确定会议主题
及承办单位、审核专案立项、进展与结项、审议资金使用以及研究其他相关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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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事会成员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台
湾汉学研究中心、香港公共图书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公共图书馆管理厅、
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以及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代表组成，并轮值主席。理
事会每年召开一次。2018-2019 年的理事会轮值主席馆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轮值主席
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

历史：一个馆史竞答，两个实体展览
忆往昔，百廿峥嵘，自马神庙至沙滩红楼，从西南边陲到湖塔之畔，图书馆哺育
了南来北往的生命，滋养着独立自由的思想。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经历了筚路
蓝缕的初创时期、传播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建成独立现代馆舍的发展时期、艰
苦卓绝的西南联大时期、面向现代化的开放时期。如今，已发展成为资源丰富、现代
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馆藏经过百年搜求，已蔚为大观；历史人物历
经百年风云沧桑巨变，几代名人独立潮头；馆舍完成从公主府到燕园，从传统到现代
的变迁；业务管理从向西方学习，到独具一格；读者服务从被动到主动，从简单到完
善；队伍建设向高层次、专业化发展；科研工作，发扬学术传统，促进业务。北京大
学图书馆不仅在自身的业务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还为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积极参与资源共建共享，并逐步加快国际化的步伐。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为纪念 120 年的荣耀前行，开
启信息服务的新征程，图书馆特举办了“书城寻源 ——百廿图书馆史知识竞答”活
动。此活动题目全部来自即将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史》一书，短短半个月时间，
全校 400 多人参加，有 4 人获得满分，这其中既有工作多年的教师，也有 17 年入校
的同学，充分体现了全校师生对图书馆的热爱。
此外，图书馆还举办了两个实体展览——“巍巍书城 百廿书香——北京大学图
书馆建馆 120 周年纪念展”和“翰苑英华——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年珍藏古文献
展”
。
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纪念展
“巍巍书城 百廿书香——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纪念展”于 10 月 23 日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层中厅开展。展览包括展板和实物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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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书城 百廿书香——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纪念展”
展 板 部 分 主 要 从 “ 机 构 沿 革 ”“ 历 史 上 的 馆 长 ”“ 馆 舍 变 迁 ”“ 资 源 建
设”“用户服务”“学术研究”“影响贡献”“各界支持”八个方面回顾了北京大
学图书馆走过的 120 年的风雨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
实物部分，展出的展品主要包括：钤盖有不同历史时期藏书章的图书；反映北京
大学图书馆机构沿革的教职员录、馆务会记录、聘书等；图书馆不同时期的购书登录
簿、藏书目录；蔡元培、胡适、朱希祖、侯仁之、张岱年、冯至、周一良、宿白、厉
以宁、袁行霈、谢冕、陈平原等北大著名学者书信、手稿；西文善本、清末民国报刊
方面的珍贵馆藏；周慕西、亚当士、夏元瑮、江绍原、徐祖正、朱谦之等人的赠书等
等。展品丰富，部分展品为第一次展出，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和教育
意义。

图书馆建馆 120 年珍藏古文献展
“翰苑英华——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年珍藏古文献展”于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5 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分馆地下 201 室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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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苑英华——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20 年珍藏古文献展”
展览以老照片和珍本实物展览相结合的形式，生动介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设
历史，展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难得一见的珍善之本及历代名家为图书馆所捐之书的精
选之本，展品既包括京师大学堂已知最早的书目《大学堂书目六部》、北京大学图书
馆最早的藏书印《钦定仪礼义疏》所钤藏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等重要馆
史文献，也包括唐人写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廿五》、馆藏中年代最早
的文献北凉承平年间高昌赀簿（残页）等馆藏珍品。

宣传：一个大型活动，多渠道新媒体展示
百廿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孕育了数代人的梦想，成为了一所大学的学术主场，
耕植着文明的沃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传统书香气与先进科技相融合，在此次馆
庆活动中，图书馆充分运用了新媒体传播，强化参与感，为北大师生及国内外友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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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近距离感受北大图书馆精神风貌和文化气息的良好平台。
全球双语直播互动 打造对外传播新模式
10 月 15-21 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国际文化周活动，这也是“北大因你，
百廿又新”北京大学第 15 届国际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由全球双语直播特别节目及
线下展览等活动组成。
10 月 15-16 日，北京大学全球双语直播品牌栏目『直观北大 | LIVE PKU』推出
纪念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特别节目，包括以中文和英文进行的两场现场直播节目《图
书馆探秘|A Wonderful Day At The Library》
，邀请全球网友一同走进北大图书馆。
中外网友可在北京大学官方 Facebook 账号、中国网、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
央视网、人民日报客户端、凤凰网、网易等主流媒体多个平台在线观看并参与互动。
直播全程采取“游戏通关模式”，北大中外学生主播和中国网记者根据线索在图书馆
内多个地点完成寻宝任务，收集拼图，在此过程中深入了解图书馆从马神庙至沙滩红
楼、自西南边陲至湖塔之畔的悠久历史，认识图书馆的珍贵革命文献、西文东方学著
作、燕大学位论文等极富价值的馆藏，体验刷脸入馆、3D 打印、3D 电影、馆际互借、
自助借还书等特色服务，从而打开终极宝箱，一览堪称北大图书馆“镇馆之宝”之一
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真容。直播节目形式新颖，趣味横生，引发北大师生和海
内外网友的关注和参与热情，总浏览量超过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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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直播节目《图书馆探秘》海报
10 月 21 日，北京大学第 15 届国际文化节游园会暨展台展览在百周年纪念讲堂
广场举办，北大图书馆也设置了专门展台，向全校师生和国际友人进行展示和宣传图
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在图书馆展台上，既有展现全校师生阅读情况的《北京大学年度
阅读报告》
、学生信息素养系列课程“一小时讲座”的课程手册等资料，也有学生利
用图书馆 3D 打印机制作的 3D 打印小物件。

纪念宣传片首发 展示图书馆奋进之路
“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的
事情，也是关系中国前途的事情”。今年是李大钊先生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 100 周年，
藉由李大钊先生的这两句论述为发端，北京大学图书馆制作了建馆 120 周年宣传片，
并在纪念研讨会现场全球首发。“自马神庙至沙滩红楼，从西南边陲到湖塔之畔，这
里拥有最简单的丰富，哺育南来北往的生命，滋养独立自由的思想。每一束光的下面
都不止一个故事，每一把椅子的上面都不止一个身影，每一本书的背后都不止一段传
奇。百余年来，它已孕育数代人的梦想，耕植着文明的沃土；新的时代，它将汇聚更
多的期待，焕发出恒久的光明。”
该片以《力量》为名，传达出北大图书馆百余年来不断坚守的精神，“一座图书
馆的力量，小到可以影响一个人，一所大学；大到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
至整个世界。”

校报纪念专刊发行 记录百廿荣耀
10 月 15 日，北京大学校报——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专刊出刊。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专刊介绍了图书馆的历史、现状、展望，选登了师生对图书馆的回忆文章，展示
了图书馆在百廿传承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对学校及社会的历史贡献。从老馆长专访到
师生纪念文章，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北大人对图书馆的深挚的感情，
“北大图书馆，从
来不只是燕园的地标、北大的象征，她更是鲜活的生命，一载又一载地丰富、完善着
自己，为这个知识王国的延展建构提供支撑。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图书馆亦是如此，
双甲子的欢庆只是新征程的起点”
，北大图书馆传承着的是北大深厚的学术底蕴与严
谨的治学风格，更是永恒的北大精神。
微信公众平台多角度推送 营造良好阅读氛围
百廿之路，在回顾中铭记北大精神。北京大学图书馆 120 年的历史，记载了延续
5000 年的中华文明史，传承了历经 2500 年的图书馆典籍管理和利用史，典藏了存世
1600 年以来的重要古籍文献。为记录 120 年的锐意奋进，纪念 120 年的荣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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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制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图文并茂的展示了北京大学图书
馆历史中的 120 个瞬间，与北大师生和海内外网友一同体味 120 年的星辰流转，120
年的浩瀚宝藏，120 年的学术圣殿。
百廿之路，在分享中推广阅读之美。以纪念研讨会为契机，图书馆也邀请了来参
会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多伦多大学等 10 位馆长和学者，分享
自己个人或所在图书馆的阅读推荐书单，内容涵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领域。这
份十所名校馆长的私房书单在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推送，获得了较高的阅读量。

参与：一个征文，两个征集
师生的光阴，便是书城的光阴；师生的记忆，便是书城的记忆。从 1898 到 2018，
北京大学图书馆见证了一代代北大人于书架间求索知识，在文献中追寻真理。图书馆
为纪念建馆 120 周年，特面向全校师生和校友开展了“天堂的模样”读者征文、“光
影映百廿，书香共流年”照片征集活动、“迎百廿，焕新颜”图书馆吉祥物征集等多
个征集活动。
图书馆邀请师生及校友写下回忆、表达心声、送来期望，图书馆将挑选优秀征文
收入为纪念馆庆 120 周年而出版的纪念文集，将大家的点滴讲述终将聚沙成塔，拼绘
出博尔赫斯笔下那“天堂的模样”；邀请师生及校友提供老照片，分为“书城日月
长”“芸台驻大美”“悦读人博雅”“书香世代传”四大类，包括与图书馆馆舍变迁、
历史发展相关的、有史料价值的老照片，图书馆内外部的景观照片，读者照片和图书
馆员工作照。提交的作品审核通过后，将在照片征集平台上展示。征集结束后，图书
馆将结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综合评选出“最佳照片奖”、“最具人气奖”，并选取
优秀作品汇编成集。
此外，图书馆还特推出吉祥物征集活动，作品征集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之后将由评审小组对投稿作品进行集中评审，确定入围作品，并
对入围作品进行网络投票，最终评出获奖名单。吉祥物是代表图书馆的标志形象，也
将是图书馆与艺术设计的结合，将充分体现北京大学人文底蕴和北大人的精神，展现
北大图书馆特征和风貌。

结语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百廿历史，积累了丰富的馆藏，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未来将积
极融入学校的“双一流”战略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业，坚持“兼收并蓄、
传承文明、创新服务、和谐发展”的宗旨，坚持“用户导向、服务至上”的理念，坚
持“固本应变、服务转型、综合改革、立杆引领”的方针，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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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第三课堂”、学校改革创新的“第二生命”、校园信息文化的“第一圣地”，
在信息资源保障、信息服务创新、信息文化培育、人类文明弘扬、行业发展推进等各
方面充分发挥引用作用，为成为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创新型、智能化大学图书馆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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