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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21 年 5 月 6 日  

⚫ 文科动态 

1、历史学系“海上丝绸之路”重大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历史学系“海上丝绸之路”重大项目本年度取得重要进展。

项目组专家吴小安教授今年 3月出版专著《区域与国别之间》，

作为北京大学海上丝路与区域历史研究丛书第一部成果，该书在

全球学科发展脉络的大背景下，探讨区域与国别的概念、区域研

究的谱系及“区域与国别之间”的维度，是区域国别研究、“一

带一路”研究、东南亚研究、华侨华人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和跨

学科研究的重要参考用书。项目组专家李伯重教授、董经胜教授

担任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史视

野下的考察》也于 4 月正式出版，该论文集涉及海外贸易、地缘

政治等多个主题，展现了全球史的研究视角，为“海上丝绸之路”

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示范。 

2、《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得到国内外

广泛关注和好评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由北京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章永乐等京沪五位中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

欧树军、何建宇）合著完成，自出版以来在社会各界引发广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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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热烈反响。出版至今，共印刷 50 次，发行 70多万册。该书

英文版入选第十八届“输出版优秀图书”。该书的法文版、韩文

版、阿拉伯文版、俄文版、波兰文版、白俄罗斯文版、繁体字版

已由国外（境外）出版社出版并分别获得我国“丝路书香出版工

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翻译

资助。 

3、国发院余淼杰合作论文被国际贸易学领域顶刊接受发表 

国发院余淼杰教授的合作论文《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on in GVC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icro data》被国际贸

易学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接受发表。

该论文由余淼杰与乔治城大学的 Rodney D. Ludema 教授、Anna 

Maria Mayda 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余智教授合作完成。该论文

分析认为，在面对国外进口产品竞争时，国内下游生产商及其上

游中间品供应商通常会结成支持进口保护的同盟，但这种同盟会

随着进口产品中 DVA的增加而减弱，这是因为国内最终品进口关

税会降低国外下游企业对国内中间品的需求。 

4、经济学院赵留彦合作论文被经济史领域顶级期刊接收 

经济学院赵留彦长聘副教授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副教授

Nuno Palma 的合作论文《The Efficiency of the Chinese Silver 

Standard, 1920–1933》被经济史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接收。该论文从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视角研究了 20世

纪前期市场发展状况，对中国银本位制度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综

合评价，有助于重新评估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市场发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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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5、“中华文明传播史”系列工作坊之“东亚汉籍传播研究”

线上讨论会举行 

4 月 3日，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中华文明传播史”

系列工作坊之“东亚汉籍传播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线举办。

会议共有来自中国、日本高校的 18 位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主

要以汉籍的日本传播为研究对象。东亚汉籍具有丰富的历史遗

存，是中华文明传播与东亚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梳理汉籍传播、

接受、变异的过程，揭示其中文明塑造与互鉴的价值，具有鲜明

的现实意义。 

6、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来访北大并举办讲座 

4 月 9日，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一行到访北京大学，与北

京大学校长郝平、副校长王博、校长助理孙庆伟以及相关院系负

责人就进一步开展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的交流与合作举行座

谈。座谈后，王旭东院长主讲了文研院“故宫与故宫学”系列活

动第五场“敦煌与故宫——中华文化包容互鉴的结晶”，300多

位北大师生在现场聆听。未来，“故宫与故宫学”系列活动还将

继续举办，北京大学和故宫博物院的相关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

将双方的学术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7、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举办“中美青年学者论坛五周年

纪念特别活动”  

4 月 10 日，正值中美“兵乓外交”50 周年纪念日，北京大

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环球时报、美国卡特中心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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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青年学者论坛五周年纪念”特别活动。活动以云端论坛形

式举行，邀请外交部原副部长、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

非，美国前助理副国务卿、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

以及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

（Susan Shirk）等中美关系领域资深专家与参与往届论坛的青年

学者代表梳理双边关系发展历程、寻找两国人文交流契机，并就

中美青年在全球范围的机会与责任展开热烈讨论。美国前总统、

卡特中心创始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为本次活动寄语。 

8、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交流会举行 

4 月 12 日，由社会科学部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的“北

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交流会”成功举办。北京大学副校长王

博，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党委组织部部长、外国语学

院院长、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

王周谊、吴杰伟以及 57 位来自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代表参加

会议。会议总结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和各中心的发展经验，并对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形势和要求，挑战和对策展开了深入研讨。 

9、北京大学举办许渊冲先生翻译思想与成就研讨会 

4 月 18 日，我国翻译界泰斗、外国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

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辰，北京大学举办“许渊冲先生翻译思想与成

就研讨会”，庆祝先生百岁眉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

长郝平，校长助理、秘书长、党办校办主任孙庆伟出席研讨会。

会议由副校长王博主持。与会人员高度肯定了许渊冲先生的翻译

成就，对先生一生投身翻译事业，期颐之年仍坚持工作、笔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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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的精神表示钦佩，还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中外文化交

流、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10、《袁行霈文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圆满举行  

4 月 18 日，由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山东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

的“《袁行霈文集》出版暨北京大学中国古典学学科发展座谈会”

举行。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党组书记王仲伟先生，北京大学校长

郝平，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学部委员刘跃进研究员等来自各界的 50 余位专家、出版人出席

会议。与会专家对《袁行霈文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深入讨论。 

11、北京大学外语学科建设交流会顺利举行 

4 月 18 日，由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北京大学外语学科建设交

流会举行。来自全国 23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外语学科负责人、

外国语言文学界和翻译界学者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人员分

享了外语学科建设经验，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学科发展问题，并

围绕如何培养既有专业素养、又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高水平外

语人才进行了讨论。 

12、考古文博学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4月 27日,考古文博学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出席仪

式并举行座谈。根据合作协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西北大

学文化遗产学院将充分整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创新高校考古

学科合作模式，共同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

共同推进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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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贡献力量。 

⚫ 文科科研管理 

1、4月 8日，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申报结束，

我校共申报 16项，其中重点项目 1项，其他项目 15项。 

2、4 月 12日，2021年度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申报完成，

我校共申报 10项。 

3、4月 15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我校郑晓瑛、杨汝岱、孟庆跃

3 位老师获得重大项目，周飞舟、刘怡、汪芳、张慧瑜、张世秋

5 位老师获得重点项目。 

4、4 月 19日，国家社科基金 2021年度通讯评审工作完成，

我校共有 169 位专家参与该项工作，一周内评审材料 4673 份，

涵盖国社科全部 23 个学科。其中 113 位专家评审 3205 份纸版材

料；56位专家评审 1468份在线材料。 

5、4月 20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专家增补，艺术学院白

巍、周映辰获得推荐；首批文旅部智库专家推荐，艺术学院向勇、

刘结成获得文旅部司局推荐。 

6、新引进人才经费资助项目因疫情中断后重新开始启动，

截至目前，共有从 2019年下半年至今新留校教研系列的 71位老

师申报。 

7、4 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验收 6 项，其中鉴定

等级“优秀”1项，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周原地区商周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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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与社会研究”；鉴定等级“良好”2项，哲学系周北海“基

于多学科视域的认知研究”和信息管理系王余光“中国图书馆学

史”；鉴定等级“合格”3项：信息管理系李国新“加快公共文

化立法，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研究”、政府管理学院陆军“中

国城市精细化管理：体制机制、运营模式与实施保障研究”和燕

继荣“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研究”。 

8、4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验收 19项，其中鉴定

等级“优秀”3项：考古文博学院韦正“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

教育学院杨钋“产业转型背景下技能形成与区域协同创新研究”

和外国语学院王帅“俄罗斯东正教圣教传统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

形成研究”。 

9、近日，北京大学 4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获得优秀结项，分别是外国哲学研究所徐龙飞负责的项

目“奥古斯丁时间概念研究”、叶闯负责的项目“非存在对象的

名字与新梅农主义研究”、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郜积意负责的项

目“《史记》、《汉书》年月考异”、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

明负责的项目“现代汉语构式知识库建设及其应用研究”。至此，

“十三五”以来，我校 13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提交结项鉴定的 50 个项目中，已有 10个项目获得优秀，在全国

高校和基地中居于领先地位。 

10、截至 4月末，《北京大学智库要报》已组织上报 334 期，

共计 233位专家学者的 585篇稿件。此外，4月份圆满完成上级

部门选题征稿 11次，报送相关成果 1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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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首次面向全校设立北京大学首

都高端智库课题，旨在鼓励和支持我校教师针对首都发展开展探

索性政策研究，为首都发展建言献策，最终有 15项立项。 

12、社会科学部出台《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智库工作保密暂

行规定》，进一步规范社科部智库约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