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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19 年 4 月 4 日  

 综合规划与学科建设 

1、“一带一路”研究三个重大项目进展 

在 1 月 11 日我校的三大项目发布会后，社科部按照校领导指示，重点培育

并支持项目推进。2019 年拟从学科建设经费中对“丝绸之路重大考古发掘与丝

路文明传承”项目给予 316万元支持，对“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及其沿

线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研究重大项目给予 240 万元支持。目前项目正在审核预算阶

段，预计 4月拨款到位。 

（一）“丝绸之路重大考古发掘与丝路文明传承”项目进展 

从丝绸之路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物质文化交流、文物科技与保护利用等方

面选择丝绸之路学术前沿问题，集中研究力量联合攻关，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基地，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并培养大批从事丝绸之

路考古工作的新生力量。本课题下设 14个子课题，大部分取得一定进展： 

子课题进展 

1、远古丝路——新疆及邻近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课题组。2018 年对北疆阿

勒泰地区、南疆喀什地区库孜滚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目前正在做研究报告。

2019 年工作包括调查与发掘两部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一线调查拟于 5

月下旬开始；通天洞发掘安排保护大棚搭建，6月下旬开始发掘。2019 年度完成

发掘点与调查面的结合，以及基础研究资料的准备，为综合报告奠定基础。 

2、丝路的咽喉——以固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课题组。2019年

3 月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设立固原-北大考古教学实习基地，正式

启动学校丝绸之路考古项目中的“丝路的咽喉——以固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时期

考古研究”项目。 

3、丝路的国家管理——以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大都护府为中心的考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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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与研究课题组。2014 年起至今已在新疆地区进行了多年调查与发掘，基本掌

握了通古斯巴什古城、乌什喀特古城、克孜勒协尔古城、夏合吐尔遗址的分布和

范围、结构等情况。2019 年 11月举办北京论坛分论坛“世界的脉搏——丝绸之

路考古”，并配合分论坛举办“千山共色——新疆出土文物精品展”。 

4、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考古及保护研究课题组。2019年开展丝绸之路南亚廊

道云南段的工作，对从昆明出发经通海、建水、蒙自至中越边境地区的古道线路

进行实地踏查。国家文物局建议，在今后 10 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丝

绸之路南亚廊道”为旗帜，推动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考古、文物

保护和国际合作，并在未来几年，以考古调研材料为基础，提名“丝绸之路南亚

廊道”东线和中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5、乌兹别克斯坦阿弗拉西阿卜大使厅壁画研究课题组。在发表两篇论文的

基础上转而对大使厅南壁、西壁壁画内容进行研究，关于南壁壁画内容已经完成

初稿，西壁壁画的研究也在撰写当中。两篇论文为：《<穆天子传>与大使厅北壁

壁画》（《美术研究》2017年第 5期，页 53-62）、《<摩诃婆罗多>与大使厅东壁壁

画》（《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 3期，页 57-70）。 

6、丝绸之路东段早期青铜文明的年代研究课题组。对新疆境内青铜时代考

古学文化进行了梳理，测定了一大批碳十四年代数据。针对塞以马-图尔宾诺和

阿凡那谢沃文化等将中国与俄罗斯等地发表的材料进行了对比研究。 

7、丝绸之路古代材料的腐蚀损毁机理研究课题组。对南海一号做的工作：

（1）南海一号船体木材的分析研究；（2）南海一号木材脱水方法的预研究；（3）

南海一号部分出水瓷器的分析研究。另，Chemical and microstructural comparison 

of the export porcelain from five different kilns excavated from Nanhai I shipwreck， 

Ceramics International.在线预出版，未分配卷号页码. 

丝绸之路考古专号编写 

为配合课题组研究工作的展开，《考古学研究》第 11卷特设为丝绸之路考古

专号，邀请荣新江、葛承雍、林梅村、孙华等学者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撰写，2020年上半年出版。 

学术讲座 

以“丝绸之路考古”为题举办专题系列讲座，现已举办 3 讲：“从长安到撒

马尔罕——丝绸之路考古遗迹巡礼”（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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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古代跨文化交流研究：罗马帝国的中土丝绸”（可茉(Krisztina Hoppál)，匈

牙利科学院丝绸之路研究群助理研究员）、“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葛

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二）“‘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及其沿线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研究”

项目进展 

历史学系自启动该项目以来，在系内科研布局、对外学术交流、项目的管理

与普及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初步的工作。首先，历史学系成立了本项目的管理委员

会，并正在招聘专职的科研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项目的日常工作。其次，历史

学系相关专家尤其是青年教师积极参与本项目，踊跃申报课题、参与具体的科研

工作；再次，已与考古学系的相关项目组达成合作意向，议定联合学术考察的具

体方案；最后，本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校外专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不断

收到相关咨询和建议，历史学系对此也高度重视。另外，历史学系正在筹备“海

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节”活动。 

（三）“一带一路”书院“未来领导者”国际本科双学位项目进展 

书院新增一所合作院校：西班牙 ESADE 商学院，计划第二期将合作院校拓展

至 15个国家和地区的 17所。成立了教学指导委员会，完善了项目课程体系，确

认了项目培养方案、课程大纲等。3 月 31 日在北京大学教学指导会员会上作出

了汇报、由龚旗煌校长等委员审议并给予项目具体工作的建议。4月 3日，书院

招生团队前往新加坡开展项目首轮面试工作，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初选的申请学生

进行面试。4 月 26 日举办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国际教育合作对话暨“未

来领导者”项目启动仪式，13所合作院校已确认出席。此外，3月举办了第二期

“一带一路”高级驻华高级外交官项目、录取来自 36 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 60

人，其中驻华大使 16人。书院面向中外学生已举办 5期“理解中国”系列讲座，

吸引来自近 50个国家的数百名校内外人士参加。 

 

2、调研兄弟高校文科发展情况 

3月 25-29日，社科部一行 4人与学科办 3人、医学部科研处 5 人赴上海、

武汉 6所高校（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

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调研文科发展情况，重点学习交流了学校总体情况、文

科发展规划、上海和湖北地方政府支持情况、文科学科建设和创新经验、社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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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文科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智库和机构、学术平台建设、

项目和经费管理等情况。同时也向高校同行介绍了北大文科近年来的发展情况，

加深了北大文科与几所高校的联系。 

 

3、科研管理系统宣讲会 

社科部为落实国务院 2018年 25号文中要求，加快完善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3月 29 日举办了面向全校文科院系的宣讲会，来自 23个文科院系和教育部基地

的近 60 人参加了培训。会上社科部介绍了北京大学科研信息管理系统的操作方

法、项目立项、经费管理等内容，并对老师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此

举为完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和实现无纸化办公打下了坚实基础。 

 

4、对文科相关学科、重大平台和重大项目进行配套支持 

（1）通过配置文科单位学科建设经费（常规预算），对相关学科进行支持。

2019年，全校人文社科院系学科建设经费 3740 万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 840 万元，新体制研究机构 2870万元，共计 7450万元。其中，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中

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等学校重点建设的跨学科研究平台得到了相应的资源倾斜。 

（2）与学科办配合，为文科重大项目提供经费支持。积极支持北京大学服

务“一带一路”倡议的三大重大项目。积极支持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建设，向

学科办提名 5项“加强基础”项目，涉及中文系、光华管理学院、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院的重大基

础性研究课题。 

（3）推进学术辅助人员队伍建设。根据《关于完善现代学术支撑保障体系 加

强学术辅助人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的有关要求，社科部积极推进学

术辅助人员队伍建设，努力营造让专家学者“静心”的学术环境，充分激发教学

科研积极性。目前，考古文博学院、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历史学系已提出聘请学

术助理的申请，已完成论证环节，正在审核预算阶段，预计本月拨款。 

（4）通过专项资助，支持文科几项关键性工作。 

①文科纵向支持项目。对 2018 年度纵向立项项目进行支持，鼓励学者积极

申请各类项目，进一步推动我校文科纵向项目研究工作。2019 年各单位申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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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规模预计 1000 万元，目前正在进行经费预算的滚动填报、审核和拨款

工作。 

②新引进人才启动费工作。为 2016 年以来入职的文科新引进人才提供 3 年

共计 20 万元的启动费支持，并持续推进文科新入职教师相关工作。2019年经费

规模预计 600万元，目前正在进行经费预算的滚动填报、审核和拨款工作。 

③其他专项。 

设立“人文社科战略发展基金”，依申请对文科薄弱学科、重点研究项目进

行精准支持，本年度经费预计 1000万元。 

设立“文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支持我校高水平学术成果发布平台建设，

本年度经费预计 300 万元。 

设立“北京市重大奖项预研项目”，提高老师们申报北京市奖的积极性，本

年度经费预计 165万元。 

设立“人文社科科研管理课题（科研秘书专项）”，提高文科各单位科研管理

工作水平，本年度经费 16万元。 

 

 科研项目 

1、落实学校对纵向项目的重视，深入组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 

为鼓励文科教师积极申报重大项目，社科部做好鼓励动员和制度建设两方面

工作，在 2019年国社科项目申报中增加院系专家审核、校内交叉复核两个环节，

从申报课题的质量和形式两方面把关，让项目申报更有的放矢。项目办公室赶制

申报书模板，降低了出错频率，受到院系好评。最终组织全校 19 个文科院系、

医学部、图书馆、深研院、人民医院等 26家二级单位共上报有效材料 162份（查

重前 177 份，比上年度净增 50份），申报课题囊括了哲学、语言学、国际问题研

究等国家社科基金发布的全部 23个学科。 

 

2、发动院系、专家，积极申报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选题 

在尊重学者兴趣，广泛征集的基础上，鼓励支持学者积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选题征集。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选题增加了学术委员会推荐意

见环节。社科部要求各院系积极组织并出具推荐意见和排序。最终组织包括公共

卫生学院、医学人文研究院在内的 16个院系申报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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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43项，涉及考古、中国语言文学、国际问题研究等 17个学科。 

 

 成果人才 

根据《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实施办法》有

关规定，我校积极组织校内二级单位推荐优秀成果共计 267项申报,涉及 24个文

科院系和中心,以及 7个理工科单位。社科部组织参与了文科院系 15 场评审会，

积极推动各院系将申报和主动推荐相结合，在兼顾青年学者申报的同时，推荐了

阎步克、李零、王缉思、马戎等知名学者参与报奖。最终通过学部评审，我校共

评出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拟推荐候选成果 225

项，并于 4月 1日顺利报送教育部。本届教育部奖中国人民大学报送 215项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报送 199项成果，清华大学报送 160项成果。 

 

 机构与智库建设 

1、社科部调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

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等部分文科实体研究机构，并撰

写了调研报告。 

2、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上报的两篇研究报告获得蔡奇同志的批示：“减

量发展研究报告有启发，对实际工作有帮助。京报可选登。市发改委要研究如何

转化为政策与工作措施。智库两轮成果可成册发半年工作会。”这两篇报告分别

是李国平、张波、孙铁山共同撰写的《促进金融集聚区“减”中求“进”，支撑

首都减量发展》和林坚撰写的《“减量发展”须考虑集体建设用地进一步“瘦

身”》。 

3、学校启动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换届工作。3月 15日，社会科学部组织召开

“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负责人遴选委员会会议”，会议推荐王博同志担任中心主

任。社科部组织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换届工作，先后征求了现任

古委会主任、中文系、组织部和教育部社科司的意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批准，

决定聘请郝平校长担任古委会主任、聘请安平秋老师担任荣誉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