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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大 文 科 工 作 简 报  
2020年第 4期（总第 13期）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20 年 6 月 2 日  

● 加强基础重大研究专题 

一、《政治通鉴》专项项目 

【背景】作为一项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政治通鉴》着重

编纂和研究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文献、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

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大政治事件。工程依托北京大学中国

政治学研究中心，动员全国相关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用 10 年

左右的时间来完成此项任务。 

【研究进展】根据“双一流”学科建设的要求，中国政治学

研究中心围绕“政治学基础理论”这一核心任务，整合全国各高

校、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力量开展《政治通鉴》基础工程的编撰和

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2020年，《政治通鉴》第一卷的撰

写与编辑工作已经完成，包括《理想国》、《政治学》（政治经典）；

《秦始皇统一中国》、《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政治事件）；《隋文

帝》、《华盛顿》（政治人物）；《世界主义》、《民粹主义》（政治思

想）；《共和》、《法治》（政治制度）共计 5 个类别 10 个子条目。

同时，《政治通鉴》第二卷的收稿工作顺利进行，已逐步进入编

辑程序；第三卷的组稿工作也已启动。 

【下一步】预计未来将以每年 2 卷，每卷 5 个类别 10 个条

目共计 30 万字的速度与篇幅连续推出。最终成果将是多卷本的

《政治通鉴》，既包括政治学经典文献，又包括政治学研究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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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成果，并且充分体现课题主要成员的独立观点。 

二、“以大国技术竞争为契机促进国际关系与其他学科的融

合”专项项目 

【背景】项目设立起因于中美经济和技术竞争日益加剧，计

划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同技术领域各个学科的相互融合。以当前大

国技术竞争问题为具体案例，论证国际关系学科需要打破学科壁

垒，协同北京大学校内外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培养具有世界科技

前沿知识、了解技术发展趋势的专门人才。 

【研究进展】2019 年 6月 24日，项目组主办了“中美经济

脱钩与技术脱钩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科

技全球化、中美贸易战、中美技术战和技术脱钩的可能性、中国

如何应对等议题各抒己见。研讨内容的发表在中美学术界引起了

很大的反响。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与王缉思联系，表示对本项目的关注和兴趣。 

为探索不同学科融合新方式，项目组还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

主讲“北阁论衡”。已经举办“语言与智能”、“人工智能和类脑芯

片”两场主题讲座。2019 年 12 月底形成了五个分报告的初稿，

相关领域专家初评。由于受疫情影响，上半年的调研和访谈受阻，

分报告目前尚在修改中，拟定于 2020 年 6月底完成。 

【下一步】本项目将从 5 个基础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出发，

形成 5份分报告并形成总报告。五个学科领域包括：数学与物理、

信息与通讯技术、生物和化学、医学、材料。分报告从整个学科

的发展现状入手，描述我国学科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和属于短板的

领域（优势和劣势），美国/国外可以制约我国学科研究（行业）

的领域以及方式方法、我国可以制约美国/国外学科研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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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以及方式方法，并描述该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总报告在

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形成对国际关系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基本判断

和对策建议。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专项项目 

【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项目旨在建立一系列经

济数据库和案例库，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原创性研究。 

【研究进展】本项目已展开以下研究：（1）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数据库（1949-1978）。本数据库全面搜集整理

与新中国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宏观数

据，力求从数据上为经济史研究者提供扎实的数据参考。计划将

数据库的内容编著为一册书。目前已成稿 311页，包括 269张表

和 235 个变量；（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案例（1949-

1978）。本案例库旨在通过一系列案例来系统性整理中国建国至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史料。目前已经完成 90 多个

案例，覆盖这三十年一系列重大项目与工程。（3）中华人民共和

国重大科技进步数据库（1949-2019）。本数据库通过梳理新中国

建国后七十年的重大科技进步来研究中国的科技创新模式与路

径。目前，本项目覆盖 700多项重大科技进步的发展情况。 

【下一步】项目组要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1949-

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核算（1949-2019）、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社会大事记（1949-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扫盲数据

库（1949-2010）等专项研究和数据库建设。 

四、“语言接触与族群演化”专项项目 

【背景】语言接触是多民族多语言区域最重要的语言演化类

型。语言接触的背后是人群的接触和文化的交融。语言关系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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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遗传学关系之间，存在深刻又复杂的联系，语言学和分子人

类学越来越多地相互吸取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此背景下，本

项目聚焦中国西南地区，揭示该区域语言演化和族群演化之间复

杂微妙的互动机制。 

【研究进展】本项目已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对红河流域傣语、

哈尼语、汉语兼用区域的调查，通过语言调查、Y 染色体分析、

族群迁徙史，对人群的父系混合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复杂族

群关系下多语接触的微观博弈过程，初步阐明了多语同构的机制。

对滇西北若干纳西族聚居区的调查，描写了多个尚无详细资料的

纳西语方言，完善了原始纳西语构拟和层次离析。纳西族 Y染色

体分析提示母系社会形态可能是语言谱系与基因谱系差异的一

个成因。对白语、贵州革家话、北部泰语、海南回辉话、锡伯语、

韩语的语言与基因调查和茶马古道川藏线语言专项调查也都在

进行之中。 

研究中共有近 30 名师生参加了调查，包括教师、博士后、

博士、硕士和本科生，促进了教学-实践-科研的结合。成果揭示

了汉语不断替换地方通语形成大通语的过程、语言相同基因不同

反映的语言换用过程，提出了语言接触的“多层塔式模型”。在

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已发表十余篇论文，出版一本专著。有些调查

结果已应用到教学中。 

【下一步】课题组将继续完成以下几项工作：1、厘清这些

个案的语言接触机制；2、进一步概括语言接触和人群互动的关

系；3、结合口传文化、历史文献等反映的迁徙历史、语言学的数

据和基因数据，尝试揭示族群迁徙与语言演化的关系；4、建立

西南语言多样性、人群遗传多样性的相关数据库，作为以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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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究的参考基础。 

 

● 综合规划与学科建设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北京大学 丝绸之路考古

与文化遗产工作合作备忘录》签署 

5 月 2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主席雪

克来提·扎克尔一行访问北京大学，校领导邱水平、郝平、王博、

张平文参加会见，双方在临湖轩座谈并签署合作备忘录。考古文

博学院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积淀深厚，与新疆也有着密切的合作

传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一带一路”研究的核心地带，考

古资料丰硕、研究力量强大，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具有战略意义。

通过双方合作，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历史与考古研究，推动亚

欧文明交流互鉴，推进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促进新疆人才培养

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校领导赴艺术学院、历史学系调研 

5 月 28日，王博、张平文副校长赴艺术学院调研，社科部、

学科办陪同。彭锋院长做了关于北大美育教育和实践的建议及艺

术学科发展构想的汇报。会议认为北大的美育传统不能丢，美育

研究和艺术实践教育非常重要，需要持续推进和拓展。计算艺术

方向的跨学科教学和研究,也是宽口径人才培养的趋势，可考虑

以文科实验室为载体整合理工科力量推动发展。 

5 月 28日，王博副校长赴历史学系调研，社科部、学科办陪

同。王奇生主任主持座谈会并就历史学系的学科建设、师资人才、

学术科研的整体情况进行汇报，会议就如何加强历史学系的学科

建设展开深入讨论，认为充分发挥基础学科特点，有针对性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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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才引进机制、完善学科布局、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将是未来

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举办 

5 月 4日，“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在北大举

办。邱水平书记、郝平校长、王博副校长出席，来自国际社会及

北大各院系的专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围绕疫情下全

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军事、公共卫生、青年等话题进行了理论

探讨，体现了北大人在这场全球危机中的责任与担当。 

四、经济学院专家学者热议 2020 年两会热点 

5 月 22日，经济学院举办“两会笔谈”座谈会。经济学院数

十位专家学者围绕两会热点，紧扣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畅谈后疫情时期经济改革与发展出路，为国家经济在特殊时期的

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经济学院自 2014 年以来

坚持每年组织本院专家学者结合专业所长，针对《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和两会经济热点问题，以多种形式开展解读评述，形成

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两会笔谈”系列品牌活动，成为研究两会

经济热点、分析国民经济现状、提供相关政策意见的重要思想阵

地，产生了良好的政策影响和社会反响。 

五、北大两个项目入选“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5 月 5日，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与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发掘的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

地，从全国 1000多个考古发掘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至此，自 1990年国家文物局开始评

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以来，北大考古师生参与的重要考古发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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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34项，位居全国高校首位。 

六、北京外国语大学赴北京大学调研 

5 月 18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贾文键副校长一行赴北京大学

调研，郝平校长、王博副校长参加会见，龚六堂部长主持座谈会。

会上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北京大学打通部分课程体系，开放课程

学分互认，以及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等方面

进行了交流讨论，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达成一致。 

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

究”启动会召开 

5 月 25 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启动会暨新冠疫

情下养老服务体系研讨会召开。安钰峰副书记、60余位校内外专

家学者、社科部参加本次线上研讨会。共同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冠疫情下凸显的老年人需求和所暴露出

的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等相关议题。 

八、外国语学院举办学科建设沙龙 

5 月 15日，外国语学院以“疫情期间的科研思考与实践”为

主题举办学科建设沙龙活动，吴杰伟主持，纳海、程莹、胡旭辉、

张忞煜报告。四位青年教师以线上报告的形式分享了疫情期间科

研工作的心得，并就国际期刊发表、举办国际会议等问题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通过本次沙龙，老师们深入讨论，互相启发，拓展

了学术交流的新途径，探索了学科建设的新方向。 

九、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推出双系列线上研讨 

为回应社会关注，推动跨学科交流，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与国

际合作部联合校内多个院系，共同开启“外交官眼中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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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分析”和“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各国卫生体系”双系列线上

研讨活动。研讨会围绕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疫情发展和典型国

家的公共卫生体系两大主题，透过资深外交官和相关领域专家的

专业视角，着重分析了美、英、日、德、拉美、东南亚、非洲等

国家和地区的抗疫思路、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机制，深入探讨了

疫情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对外关系的影响。自

3 月末启动以来，系列研讨活动引发校内外广泛关注，专家学者

通过线上对话碰撞出的思想成果，也为我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变化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 

十、文研院开启“云端论坛”，再现学者对话与交锋 

疫情形势下，文研院依托线上平台，开辟“云端论坛”栏目，

通过视频形式展现学者之间深入的交流与互动，重启思想对话与

交锋。首期云端论坛“多元视角下的佛教学”已于 5 月 14 日在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和网站推出，后续“官修正史与叙史框架——

史源学的意义”、“西学知识形态在中国”、“危机中的农村与农村

中的危机”等论坛也将于近期陆续推出。 

 

● 其他工作 

1、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立项 1项，

项目负责人为医学部公卫学院郭静。 

2、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立项 1

项，项目负责人为社会学系王娟。 

3、机构工作：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学校成立北京大学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北京大

学世界文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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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库工作：截至 5 月 31 日，《北京大学智库要报》已组

织上报 181期，其中《抗击新冠肺炎特刊》174期，共计 156位

专家学者的 353篇稿件；组织报送上级关于建党百年相关选题 19

项，其中 15项中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