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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大学人文学部 
 

2019 年 11 月 1—3 日  

 



会 务 须 知 

一、 报到程序 

1、京外学者请于 11 月 1 日（周五）下午到北京大学中关新园9号

楼宾馆报到、入住；晚上18:30，将在北大农园餐厅三楼包间设晚宴

欢迎入住学者，敬请各位于18：00在宾馆大堂集合，有会务人员引导

入校。  

2、京内学者请于 11 月 2 日（周六）上午 8 点至 9 点到北京大学

人文学苑 1号楼 108 报到，领取会议手册和会议论文集。 

 

二、会议日程 

时间 地点 

11 月 2 日全天 

（9:00-17:30） 

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1 号楼 108 

11 月 3 日上午 

（8:30-12:10） 

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5 号楼历史学系 B113  

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5 号楼历史学系 B115 

 

三、邀请函 

如需纸本盖章会议邀请函，请于报到时找会务人员领取。 

  



四、入校须知  

1、自行入校：麻烦自行打印会议正式邀请函纸质版（黑白打印即可，

电子版无效）随身携带，出示该函可于1日下午、2日早上由北京大学

东南门、东门、东侧门、西门入校，自行前往会场。 2日下午和3日

全天，可用会议所发胸牌自由入校。 

2、引导入校： 11月2日上午将安排会务工作人员引导入校，前往会

场，如需引导，请于指定时间段内前往指定地点。  

具体安排如下： 

未报到学者，请于2日上午8:40之前驾临北京大学东侧门（地铁北大

东门站A口北侧十米）； 

已报到学者，请于2日指定时间（待定）在宾馆大堂集合；  

其他时间如需引导，请致电会务组人员。 

 

五、会议组联系方式 

韩  策  13401078667,hance@pku.edu.cn，jindaizhzh@163.com 

纪浩鹏  15366861032  张志建  18614225710 

张临希  18610098620  李辉祥  15560191531 

曾鹤知  13051537801 

 

 

  



会议地点导引图（北京大学局部图） 

 

 

  



会议议程 

11 月 2 日（星期六）上午 

9:00—9:40

开幕式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1 号楼 108 

主持人：徐 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党委书记） 

开幕词：张 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 

主题报告：邵循正先生生平与学术贡献 

报告人：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第九、十、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9:40-10：00 

会议合影 

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门口 

10:00-12:00 

会议第一场 

追思发言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1 号楼 108 

主持人：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发言人（每位 10 分钟左右） 

郝  斌(北京大学前副校长) 

王汝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刘桂生(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敦书(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田  珏(原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负责人) 

张 磊(广东社会科学院前院长)书面发言由

赵春晨代读 

赵春晨(广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蔡少卿(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书面发言



由李恭忠代读 

邵  瑜(邵循正先生女儿) 

自由发言 

12:00-13:30  

午餐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历史学系B113/B115 

工作餐 

11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 

13:30-15:00 

会议第二场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1 号楼 108 

主持人：欧阳哲生  与谈人：徐万民 

报告人（每位 15 分钟）： 

郭卫东： 邵循正——中国近代史学科新研究范式的

重要奠基人 

高  波：邵循正与陈寅恪的史学关联（提纲） 

刘  晨：邵循正与近代中国农民运动史研究 

戴海斌：邵循正先生的几篇佚文（1949年前） 

15:00-15:20 

茶叙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1 号楼 108 

15:20-17:30 

会议第三场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1 号楼 108 

主持人：王奇生  与谈人：马忠文、王元周 

报告人（每位 15 分钟） 

徐万民：晚清中国与朝鲜海关 

李少军：关于近代日本工商界涉华问题研究的思考 

李永胜：顾维钧与中国留美学生 



邱  涛：戊戌政变中谭嗣同被捕时间考 

李恭忠：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以

南京中山陵为例 

马思宇：民主与集中：抗战时期中共地方政权中党团

制度与“三三制”的互动  

18:00-21:00 

晚宴 

地  点：北京锡华酒店 

11月 3日（星期日）上午 

8:30—10:00 

会议第四场 

(与第五场同

时进行)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历史学系B113  

主持人：尚小明 

 

报告人 

(每位 10分钟) 

孙 明：从“法立弊生”到“回归法意”：

嘉道“积弊”论说的再认识  

崔 岷：咸丰初年在籍绅士的权势升级

与地方权力结构  

任智勇：雷以諴与咸丰三年的扬州之围 

张海荣：“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与谈人 

(5 分钟) 

任智勇 

 

孙明 

 

崔岷 

吉辰 



8:30—10:00 

会议第五场 

(与第四场同

时进行)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历史学系B115 

主持人：王元周   

报告人 

(每人 10分钟) 

陈肖寒：清代蒙古的人口、资源、环境

——兼论蒙古国对本国历史的叙述方式 

李文杰：最后的藩属：清末外交官对尼

泊尔、不丹的认识 

陈  丹：革命筹款与日美争霸：《无知之

勇》在日本的译介  

谭  皓：天朝的东瀛来客：试论近代日

本人来华游历问题  

与谈人 

(5 分钟) 

李文杰 

 

陈肖寒 

 

孟晓旭 

 

戴海斌 

10：00-10：20 

茶叙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5 号楼历史学系 B115 

10：20-11：50 

会议第六场 

(与第七场同

时进行)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历史学系 B113 

主持人：马忠文 

报告人 

(每人 10分钟) 

吉 辰：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的借款活动 

崔学森：清廷秘密草宪 

刘会文：孟森与辛壬间东南党局 

张  永：空间尺度与北洋集团的崩解 

与谈人 

(5 分钟) 

张海荣 

刘会文 

李永胜 

李少军 



10：20-11：50 

会议第七场 

(与第六场同

时进行) 

地  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历史学系B115 

主持人：刘一皋 

报告人 

(每人 10分钟) 

任  伟：中共地方武装的形成与演进

（1927-1935） 

李雷波：移步换形：中共“发展华中”

战略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角色转换

张  展：汪伪政府参加太平洋战争问题

之再考 

陈  默：走向持久战：一九四一年国人

对于苏德战争的研判和评论 

与谈人 

(5 分钟) 

赵诺 

 

任伟 

 

陈默 

 

张展 

11：50-12：10 

闭幕式 

地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历史学系B113 

总结发言：王晓秋 

会务报告：韩  策 

12：20 

午餐 

地点：农园餐厅三楼包间 

 



与会学者名录（以姓氏拼音为序） 

姓名 服务单位 职称 

蔡乐苏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陈丹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副教授 

陈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特聘副研究员 

陈肖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编辑 

崔岷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崔学森 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 副教授 

戴海斌 复旦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丁国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硕士研究生 

高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副教授 

郭卫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韩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助理教授 

郝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吉辰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助理教授 

纪浩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蒋康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硕士研究生 

金东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李恭忠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李辉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硕士研究生 

李雷波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副教授 

李少军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李文杰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李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李永胜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刘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助理教授 

刘桂生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刘会文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助理教授 

刘一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马思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讲师 

马忠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 

孟晓旭 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邱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任伟 中央党校党史部 讲师 

任智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尚小明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邵瑜 邵循正先生女儿  

孙明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谭皓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特聘教授 

田珏 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 研究员 

王敦书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王静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王汝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王晓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王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硕士研究生 

王元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万民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鑫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编辑 

杨一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硕士研究生 

曾鹤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硕士研究生 

张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张海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张临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张静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长聘副教授 

张万仓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张永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张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讲师 

张志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张注洪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赵春晨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赵静涵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赵诺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