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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20 年 9 月 2 日  

● 综合规划与学科建设 

1、北京大学召开文科科研工作会议 

7 月 16 日，社科部组织召开全校文科科研工作会，会议在

线下和线上同时进行，王博副校长、各文科院系科研负责人和社

科部相关成员参加。社科部部长龚六堂汇报了 2020 年上半年文

科各领域的日常工作，重点介绍了文科“十四五”规划、文理交

叉项目、虚体机构办法修订、智库建设等工作，并提出了下半年

北大文科重点工作领域。王博强调，学校科研管理工作要做好“放

管服”，“放”就是要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利；“管”是各级

单位要肩负起相应职责；“服”就是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希望社科部和各院系各单位共同努力，为推动北大文科持续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2、2020 下半年文科领域重点工作 

2020下半年文科领域重点工作：（1）综合规划：完善北京大

学文科“十四五”规划；推进文科重大科研、重大平台建设；落实

与重大科研机构的校际合作，促进文科学科建设；进一步优化科研管

理服务治理体系，为文科科研创造最优环境；筹备全校文科科研工

作会议；推进学术辅助队伍建设与培训工作；做好纵向横向课题

的全过程管理、经费管理、合同管理，为科研发展夯实基础；发

挥好《北大文科工作简报》的信息枢纽作用。（2）项目工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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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育部“知识体系”项目工作；推进学校资助的加强基础研究

项目验收工作；加强交叉学科项目的培育与申报工作。（3）基地

机构工作：积极准备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评估工作；加强重大学

术平台建设，探讨隐性学术平台建设机制；继续加强虚体机构管

理与评估，修订虚体机构管理办法。（4）智库工作：落实《北京

大学关于加快“双一流”建设、推进新型智库工作的若干意见》，

重点推进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围绕重大问题组织多学科力量

进行研究。（5）成果人才工作：积极组织申报第十六届北京市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开展文科人才队伍建设调研工作。 

3、《政治通鉴》新书发布 

7 月 30 日，由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持编撰出版的《政治

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研讨会举行。校

领导郝平、于鸿君，来自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

校内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出席发布会。《政治通鉴》是一项大

型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被列入北京大学“双一流”专项资助计

划。本次发布会呈现的是《政治通鉴》第一卷。《政治通鉴》初步

计划以多卷本系列出版物的形式呈现，每一卷都包括古今中外的

政治经典、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

大政治事件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 

4、文研院举办纪念陈寅恪学术论坛 

为纪念二十世纪中国成就极其卓著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诞

辰 130 周年，文研院于 7 月 3 日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

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沈卫荣教授，

围绕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旨趣和方法源流，以及他所从事的“不古

不今、不中不西之学”的丰富意涵，举行“方法、源流与传承：



  

主编：李净 张乙茗   审核：龚六堂 王周谊 3 

 

再谈中西学脉间的陈寅恪”云端论坛。新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了“文研讲坛•陈寅恪先生纪念特辑”，

这组特辑以文研院 2019 年“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

学术研讨会为基础，邀请王汎森等四位学者撰稿。 

5、第四届北大—复旦“国家治理深度论坛”举办 

7 月 19 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共同发起的“北大—复旦国家治理深度论坛”第四

届年会于线上举办。本届论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视角与

中国理论”为主题。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院长俞可平、复旦大学国务学院院长苏长和发表致辞，北京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及两校两院师生出席。本届

论坛共设置两个分论坛，每个论坛设置了五个单元。分论坛一设

置了“政治秩序与国家治理”、“中国历史与政治”、“比较政治”、

“公共舆论与治理评价”和“中国政治：基层民主与精英互动”

五个主题。分论坛二设置了“腐败与反腐败”、“政治经济学新问

题”、“政治压力与地方治理”、“民间社会与多元治理”和“全球

治理”五个主题。 

6、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全面改版 

由王缉思教授担任主编、国际战略研究院编缉主办的英文刊

物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全面改版，从国内出版的

年度英文学术辑刊，升级为全球正式发行的英文期刊（pISSN 

2524-5627; eISSN 2524-5635）。国际出版界声名卓著的 Springer 

Nature 出版集团负责期刊的发行与推广。目前出版频率为每年两

期。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改版后已出版三期，刊发

了 44 篇重量级学者和政坛要人的文章，获得了国际学术界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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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目前期刊订阅量和文章下载量节节

攀升，已经迅速成为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最具国

际影响力的英文期刊之一。 

7、《国际政治研究》出版专题“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 

疫情背景下，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两场学术研讨会，围绕“疫

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疫情下的中国外交”、“疫情对国际关系

研究的议程、范式和方法的冲击和影响”、“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

改革”、“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趋势”等主题展开讨论。《国际政

治研究》分别就两场讨论的内容整理专文，刊发“新冠疫情与国

际关系再思考”和“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的新议题与新方法”

上下两篇以飨读者。 

8、光华管理学院周黎安论文被顶级期刊 AER 正式接受   

近日，光华管理学院周黎安教授与合作者所著论文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被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正式接

受。论文基于大量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上山下乡”运动

期间知识青年对农村儿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通过研究知青对农

村教育状况的改变，探寻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大规模积累及其对

后续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9、考古文博学院南岛语系人群形成研究取得突破 

考古文博学院邓振华助理教授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洪晓纯

教授共同发表“Validating Earliest Rice Farming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论文。该研究在印度尼西亚苏拉维西岛的米南加·西

帕克遗址开展了系统的年代学和植硅体分析，首次通过直接的农

作物遗存证明，最初迁入岛屿东南亚地区的南岛语系人群已经掌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0-67747-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0-67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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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从农业的角度支持了“农业-语言传播”模

型，填补了当前南岛语系人群形成研究中的重要空白。 

10、国际关系学院王栋在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发表论文 

国际关系学院王栋副教授于 7 月 29 日在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在线发表（第一作者）英文论文“The Effect of 

Imagined Social Contact on Chines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Japanese People” 。该刊物是国际和平科学学会会刊、政治学与

国际关系领域世界顶级权威刊物之一。该论文通过创新性的实验

方法，以中日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想象社会接触”的方法对

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理论批评，揭示了现有社会认同

理论的不足，证明了人文交流对于改变民众相互认知的重要性。 

11、政府管理学院数字政府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 

近日，由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黄璜副教授主持的

数字政府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能力、转

型与现代化》，学术版在 CSSCI 期刊《电子政务》同步发表。报

告认为，中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坚持政府自身体制机制优化的基

本方向，紧跟科技潮流推陈出新，取得丰硕成果，但同时也暴露

出一系列亟待突破的问题与挑战。传统建设运行方式无法内在地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论界和企业界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绕过”那些必须实施“刀刃向内”的自我改革的深

层次困难，这本身也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 

12、北大-哈佛“应对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对立”视频研讨会 

7 月 2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

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题为“应对新冠疫情后的中美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20942824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20942824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2094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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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视频研讨会。来自中美两国的 15 位专家学者，就当前

中美关系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会由国际战略研究院王

缉思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哈

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共同主持。 

13、北大-斯坦福举办中美高级别视频对话会 

8 月 19 日、22 日，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斯坦

福大学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围绕中美关系议题联合举办了中

美高级别视频对话会。来自中美两国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就中

美大国竞合及两国外交政策的内部动因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文化部原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蔡武与美国前国务卿、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康多莉扎·赖斯在会议上致辞。对话会由

基地执行主任王栋、斯坦福大学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中国项目

主任戴慕珍共同主持。 

14、“北大-东大-首尔大”亚洲校园院长论坛召开 

7 月 20 日，第四届“北大-东大-首尔大”亚洲校园院长论

坛（CAMPUS Asia BESETO Intellectual Dialogue）在线上举行，

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亚洲公共政策的挑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院长大桥弘教授、

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大学院院长郑钟昊教授参加会议并作精

彩发言。会议通过网络平台向中日韩三国公众开放，共计约 100

余名学者及学生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同步参与论坛并进行了互动。

唐士其院长发表了题为《如何认识政府权力》的演讲，指出我们

需要在后疫情时代探索新的观念和治理形式，以寻求政府权力与

个人、社会之间的平衡。 

 



  

主编：李净 张乙茗   审核：龚六堂 王周谊 7 

 

15、《中美网络空间治理比较研究》通过中期检查 

7 月，法学院易继明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

关项目《中美网络空间治理比较研究》通过中期检查。项目启动

以来，易继明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本课题之下发表署名论文 7

篇，提交省部级咨询报告 3篇，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

果。通过中美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加速我国的信息化建设，更有

助于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体系化、法治化、现代化。在完善我国

网络空间内部治理结构的同时，期冀通过了解和熟悉美国规则，

促进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争取网络博弈中的主动权，建立与美

国的多种对话与沟通机制，增强中美战略互信，贡献出“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 科研项目 

1、7 月 30日，2020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评审结果公示，我校安钰峰副书记作为首席专家的“新

时代学校体育美育改革发展研究”和谢宇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调查发展进程、经验与展望研究”2个项

目入选。 

2、7月中旬，社科部组织完成 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申报工作，申报 11项。 

 

● 成果与人才 

1、7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准予结项 21项，其中

优秀 1项，良好 7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结项 2项；北京

市社科基金项目结项 7项，其中优秀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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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月完成由教育部主管、我校主办的《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等 10家社科类期刊的教育部社科司 2019年度教

育部主管社科类期刊核验工作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2019 年度期

刊核验工作。 

3、8月 18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三届委员会全体会

议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青联新一届领导机构，会议选举 251

名同志为全国青联十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中我校新闻与传播

学院祝帅副教授当选。 

 

● 机构与智库建设 

1、7月，学校发文成立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挂靠历史

学系，中心主任辛德勇。 

2、截至近日，智库要报已组织上报 230 期，其中《抗击新

冠肺炎特刊》223期， 共计 176位专家学者的 420篇稿件。  

3、8 月上旬，组织专家学者就 TikTok 下一步形式预判分析

及意见建议撰写相关稿件 9篇，报送《北京信息》。 

4、8月中旬，组织专家学者就北京市 8月 18项征稿撰写相

关稿件，并及时报送相关联系人。截至 8 月 17 日，已报送 3 个

征稿共 8篇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