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项目 

世界各国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是增

进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的重要方式。当代中国在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与古老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交相呼

应，为新时代“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方法和视角。 
由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旨在搭建一个

支持海外青年“中国学”研究人员和智

库学者的交流与研究平台，为其学术研

究及创作提供便利和切实帮助，支持其

与中国本土优秀的学术、文化、教育领

域的机构、团体、企业和学者开展交流

和合作研究项目，帮助其提升学术水平

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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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 

 
世界各国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是增进不

同民族间相互理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

要方式。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

个领域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与古老中国的悠

久历史和传统交相呼应，为新时代“中国学”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方法和视角。 

由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青

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旨在搭建一个支持海外

青年“中国学”研究人员和智库学者的交流与

研究平台，为其学术研究及创作提供便利和

切实帮助，支持其与中国本土优秀的学术、

文化、教育领域的机构、团体、企业和学者

开展交流和合作研究项目，帮助其提升学术

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已于 2014 年和

2015 年成功举办过 3 期，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将分别在北

京、上海和西安三地各举办一期。 

 

一、项目内容 
 

（一）研修地点及日期 

北京（夏季班） 
7 月 3 日（周日）至 22 日（周五） 

上海（秋季班） 
9 月 4 日（周日）到 23 日（周五） 

西安（秋季班） 
9 月 6 日（周二）到 25 日（周日） 

（二）研修单位 

北京（夏季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艺术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国

家图书馆、中国美术馆、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 

上海（秋季班）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

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西安（秋季班）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

社会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 

(三)研修主题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 中国价值理念、

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治理体系、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中国

公共政策、中国国际关系、中国“文化软实力”

建设、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安）； 

中国人文与社会研究 中国文史哲研究、

中国艺术理论与实践、中外思想交流历史与

现状研究、中国学研究等等； 

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中华文化历

史与思想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跨文

化比较、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传播、中华文化

尤其是传统文化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承

与发展（西安）等。 

(四)研修方式 

集中授课（2 天) 邀请中国知名专家学

者对学员进行主题授课和研讨； 

专业实习或项目合作（15 天） 根据学

员事先提交的研修计划，分赴相关单位进行

对口实习或者开展项目合作,期间并组织学

员进行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遗产考察和体验

活动； 

总结交流（1 天） 结业仪式，学员分享

和交流研修活动的感受和经验，加强沟通互

联，并对活动组织情况反馈意见和建议； 

后续成果 项目结束后 3 个月内每名

学员须提交 5000 字的研修报告，作为研修

成果汇集成册。 

（五）授课专家（拟邀） 

北京（夏季班） 

王蒙：著名作家、学者，曾任文化部部

长，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协名

誉副主席。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

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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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院长。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

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

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等。 

王缉思：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兼任中

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等。 

葛剑雄：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

任。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上海（秋季班）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曾

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

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市财经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

研究所所长，担任国务院台办海峡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

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姜义华：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现代

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 

熊月之：著名历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

院原副院长、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复旦大学

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 

张维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

究所所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

式研究中心主任。 

西安（秋季班） 

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书法家，陕西

省文联副主席。 

周伟洲：中国民族史专家，陕西师范大

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西北大学西

北历史研究室教授。 

史耀疆：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实验

经济研究所所长，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农村教育行动计划教育事务主任。 

张宝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陕西省城市经济文

化研究会会长。 

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从事隋唐史的教学、研究。 

 

二、总体日程安排（拟） 
 

DAY1  7 月 3 日（周日） 

全天   学员注册  地点：北京国图宾馆 

DAY2  7 月 4 日（周一） 

09:30-09:55  学员见面会 

班主任主持，简单介绍研修日程及流程，主持学员自我介绍并互动 

10:00-11:30  开班仪式  地点：北京国图宾馆 

朱琦副局长主持， 

嘉宾致词，介绍学员，学员代表就“我的中国故事”发言 

12:00   欢迎午宴  地点：北京国图宾馆 

14:00-17:00  讲座：中国文化与丝绸之路文脉互通 王蒙 北京国图宾馆 

18:00   晚餐暨交流晚会：学员交流并选举班长 

DAY3  7 月 5 日（周二） 

09:30-11:30  讲座：“一带一路”与经济互惠 厉以宁 北京国图宾馆 

12: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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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7:00  讲座：山川相连沟筑共同家 葛剑雄 北京国图宾馆 

18:00   晚餐 

DAY4  7 月 6 日（周三） 

09:30-11:30  讲座：中国发展与中国道路 胡鞍钢 北京国图宾馆 

12:00   午餐 

14:00   从北京国图宾馆出发赴研修单位报到。 

DAY5-13  7 月 7 日（周四）至 7 月 15 日（周五） 

全天  在各研修单位进行专题交流和研讨：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

清华大学、中央美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具体日程

安排由各单位自行确定。） 

DAY14  7 月 16 日（周六） 

14:00   从各研修单位返回北京国图宾馆 

DAY15  7 月 17 日（周日） 

全天   休息，自由活动 

18:00-20:00  茶叙（恭王府）集中学员并由班主任通知第二天赴外地考察行程 

DAY16-19 7 月 18 日（周一）至 7 月 21 日（周四） 

全天   赴安徽省黟县做中华历史文化和中国乡村考察 

DAY20  7 月 22 日（周五） 

09:30-11:30  结业仪式 地点：国家图书馆文会堂 

朱琦副局长主持，选择 6 名学员进行交流发言 

12:00   午餐，学员陆续返程回国 
 

三、日程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DAY5  7 月 7 日（周四） 

10:00-11:30 我院欢迎会 

12:00-13:30 欢迎午餐 

14:00-16:00 我院集体活动 

DAY6  7 月 8 日（周五） 

10:00-11:30 陈光金所长接见；各研究

室学者对接 

14:00-16:00 张翼副所长讲座：当代中

国社会变迁 

19:00-21:00 国家大剧院欣赏中国民乐 

DAY7-8  7 月 9 日（周六/周日） 

学员自行安排 

DAY9  7 月 11 日（周一） 

10:00-11:30 参观北京西城汽南社区 

14:00-16:00 结束后乘火车往江苏太仓 

DAY10  7 月 12 日（周二） 

全天 江苏太仓参观基层社会治理 

DAY11  7 月 13 日（周三） 

10:00-11:30 继续考察 

14:00-16:00 考察结束返京 

DAY12  7 月 14 日（周四） 

上午：学员介绍各自国家的社会发展情

况 

下午：考察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官地村 

DAY13  7 月 15 日（周五） 

上午：  所欢送会 

14:00-17:00 我院集体活动 

 

 

（宋   煜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