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孔子新汉学计划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名录
序 导师姓 性
所在院系
号
名
别

1

2

3

4

5

6

何建明 男

温海明 男

张文喜 男

吴琼

龚群

男

男

姚新中 男

专业

哲学院 宗教学

哲学院 中国哲学

哲学院

授予博
基本
士学位
学制
类型

学科专长及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课题

哲学博
4年
士

1. 道教的思想史、社
会史和文化史研究
2. 十九世纪以来的中
国宗教、中外宗教关
系与人间佛教研究

1.近现代中国佛教学术之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2.道藏集成的编
纂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
建设项目）3，多卷本中国现代
佛教1912年至今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重大项目）。

89，跨宗教对话的当代实践
（中国现代佛教与道教研究） jianmhe@ruc. http://isbrt.ruc.
99.中外宗教对比研究（近现 edu.cn
edu.cn/
代佛教、道教与基督宗教等）

比较哲
4年
学博士

1. 儒家哲学与周易研
究
2. 中西比较哲学；中
国哲学形上学、认识
论与伦理学研究；

1、儒家形上学；2、中西比较哲
学方法论；中国哲学形上学、认
识论与伦理学之哲学建构；3、
周易哲学；在研项目 1.儒家形
上学（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
目）；2.中西比较哲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学者项目）

37. 《周易》与中国哲学思
http://phi.ruc.ed
维研究
38. 儒学的人文 wenhaiming@r
u.cn/displaynews.
精神与普世价值研究
39. uc.edu.cn
php?id=1126
中外（某国）哲学对比研究

马克思主义 哲学博
4年
哲学
士

哲学院 美学

哲学院 政治哲学

哲学博
4年
士

哲学博
4年
士

伦理学、宗 哲学博
哲学院
4年
教学
士

可指导新汉学课题

邮件地址

学校官网简介链接

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马克思政
治哲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
1. 马克思主义人学研 究；在研项目 1.所有权与正义
究
——走向马克思政治哲学（国家
其他
2. 马克思政治哲学研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马克思早
究
期文本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3.马克思政治哲学基本问
题研究（教育部）

http://phi.ruc.ed
zwenxi@sina.
u.cn/displaynews.
com
php?id=1147

1. 西方美学，尤重德
、法美学及艺术哲学
2. 视觉文化研究，尤
重绘画、摄影、电影
等领域及性别研究、
跨文化研究和图像学
研究

http://phi.ruc.ed
wuqiongshuol
u.cn/displaynews.
e@126.com
php?id=1147

视觉文化研究（图像理论；跨文
化研究；性别研究）；在研项目
1.视觉性与视觉文化（全国艺术
科学规划项目）2.视觉传播与视
觉伦理（人大研究品牌计划项
目）

17.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
18. 佛教绘画和
基督教绘画
19.
中国流行文化

38. 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
政治哲学史及当代政治哲学（在
价值研究 39. 中外（某
1. 政治哲学及伦理学 研项目1. 西方正义伦理思想研
国）哲学对比研究
52.
2. 当代政治哲学
究；2.当代后果主义伦理思想研
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传
究
统因素和价值观念研究
38.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
值研究;
中西伦理学、儒学研 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理学;儒
39. 中外哲学对比研究;52.
究、比较宗教学
学的哲学研究
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传
统因素和价值观念研究

http://phi.ruc.ed
gongq@ruc.ed u.cn/index.php?s=
u.cn
/Index/teacher_li
st/uid/37.html
http://phi.ruc.ed
yao.xinzhong u.cn/index.php?s=
@ruc.edu.cn /Index/teacher_li
st/uid/90.html

备注

日语、英语、法语

7

8

9

10

现代社会技术化问题研究；中国
近现代科学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
1.技术哲学；社会技 学反思；在研项目1.现代社会技
术及其演进 2.科学、 术化问题研究（2016年度国家社
技术与社会；技术文 科基金重点项目）2. 中国近现
化
代科学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
思（2016年度中国人民大学重大
规划项目）
中国传统吏治研究、官僚政治研
究；在研项目 1. 西方现代管理
思想的演进逻辑及其范式转换研
科学技术史、科学技 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
术哲学、中国的文化 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研究（北京市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3.
与现代化
中美日管理文化的比较与融合研
究（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重大项目）

http://phi.ruc.ed
29.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和思 blueu.cn/index.php?s=
想理念与西方的互动
wang@163.com /Index/teacher_li
st/uid/64.html

王伯鲁 男

科学技术哲 哲学博
哲学院
4年
学
士

彭新武 男

哲学院 管理哲学

哲学博
4年
士

哲学院 逻辑学

哲学博
4年
士

墨学、中国名学、因
明学

墨学核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中 31、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
华思想通史（墨家、名家）
值

哲学院 中国哲学

哲学博
4年
士

先秦秦汉哲学、出土
文献、

先秦哲学、道家思想

杨武金 男

曹峰

男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伦理学/社会道德治理 中西伦理文化比较
国伦理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http://phi.ruc.ed
27.汉唐盛世的制度建设及其 13811118324@ u.cn/index.php?s=
现代启示研究
163.com
/Index/teacher_li
st/uid/69.html

32. 作为社会体系的中国古
典哲学

http://phi.ruc.ed
yangwujin@ru u.cn/index.php?s=
c.edu.cn
/Index/teacher_li
st/uid/89.html
http://phi.ruc.ed
caofeng2014@ u.cn/index.php?s=
ruc.edu.cn
/Index/teacher_li
st/uid/30.html

50.中国现代转型与中国传统
http://phi.ruc.ed
文化；51.中国发展道路研
ge@ruc.edu.c u.cn/index.php?s=
中
究；52.当代中国发展动力之 n
/Index/teacher_li
一：传统因素和价值观念
st/uid/36.html

11 葛晨虹 女

哲学/伦理 哲学博
哲学院
4年
学
士

12 牛宏宝 男

哲学院 美学

哲学博
4年
士

美学理论、现代西方
美学、中西艺术史、
跨文化语境分析及其
个案研究

14. 明清时代的文学与艺术
隐喻研究；笔墨语言的历史谱系 17.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 niuhb@ruc.ed
与符号学体系研究
、美术；其他：中国传统美学 u.cn
与绘画

哲学院 宗教学

哲学博
4年
士

宗教学,伊斯兰教方
向：当代伊斯兰思想
和社会问题

当代伊斯兰思想研究、伊斯兰教
本土化问题研究

13 王宇洁 女

14 魏德东 男

哲学院 宗教学

哲学博
4年
士

宗教社会学，佛教学

15 张文良 男

哲学院 宗教学

哲学博
4年
士

宗教学、佛教学、日
本佛教、华严学

导师擅长日语

http://phi.ruc.ed
u.cn/index.php?s=
/Index/teacher_li
st/uid/71.html

http://phi.ruc.ed
wangyujie@ru u.cn/index.php?s=
c.edu.cn
/Index/teacher_li
st/uid/62.html

佛教，中国传统文化类
http://isbrt.ruc.
50. 中国现代转型与中国传
wdedong@ruc. edu.cn/index.php?
中国佛教及当代中国宗教研究 统文化；
edu.cn
type=yanjiurenyua
52.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
nview&id=2466
一：传统因素和价值观念研究
http://phi.ruc.ed
“日本当代的佛教研究”“《大
zwlbjsjzzx@s u.cn/index.php?s= 希望在英文之外有日
89. 跨宗教对话的当代实践
乘起信论》的思想史研究”
ina.cn
/Index/teacher_li
语基础
st/uid/104.html

16 臧峰宇 男

马克思主义 哲学博
哲学院
4年
哲学
士

政治哲学、比较哲学

http://phi.ruc.ed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中国传统 zangfy@ruc.e u.cn/index.php?s=
早期传播；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重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du.cn
/Index/teacher_li
大问题：对话与研究
st/uid/93.html

17 张风雷 男

哲学院 宗教学

哲学博
4年
士

中国佛教史、中国佛
教哲学、佛教与中国
传统文化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汉魏两晋
南北朝佛教、天台宗研究

哲学博
4年
士

1. 文艺复兴研究（文
艺复兴技术艺术史、
东方文艺复兴学理构
建）
2. 东西方艺术比较研
究与绘画实践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作规律研
究，东方文艺复兴理论研究。
在研项目1.文艺复兴绘画材料/ 17.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 df2929@126.c
技法的研究 2.东西方圣像比较 、美术、音乐、戏剧
om
研究 3.中国精神性绘画研究与
实践

历史学
4年
博士

唐代政治史及其叙事研究 唐代
1. 隋唐五代史
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在研项目1.
27、汉唐盛世的制度建设及
2.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天圣令》与唐代政务运行机制
其现代启示研究
史
研究 2.出土汉唐政务文书汇释
及研究

18

丁方

男 艺术学院 美学

19 刘后滨 男 历史学院 中国古代史

20 黄兴涛 男 历史学院

中国近现代 历史学
4年
史
博士

21 杨念群 男 历史学院 专门史

历史学
4年
博士

zhangfl@ruc.
edu.cn

http://art.ruc.ed
u.cn/index.php?s=
/Index/teacher_co
nt/cid/591/id/28.
html

http://www.lishix
ueyuan.com/index.
houbinliu@ya
php?m=content&c=i
hoo.com.cn
ndex&a=show&catid
=21&id=145

1. 中国近现代史
2. 清史

http://www.lishix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社会文化史
21.欧美传教士在中国
huangxingtao ueyuan.com/index. http://www.ruc.ed
、政治史；在研项目 1.清末民
26.中国人在明清时期的外语 1@vip.sina.c php?m=content&c=i u.cn/archives/178
国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 2.中华
学习
om
ndex&a=show&catid 58
民国编年史（北京政府时期）
=21&id=153

中国政治史、社会史
研究、从跨学科、跨
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
史研究的新途径：清
代及民国初年的政治
、社会及思想文化研
究

清代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史研究；
http://www.lishix
在研项目 1.清代“大一统”观
25.清末赴欧中国人眼中的西
ueyuan.com/index.
念与王朝政治再研究（国家教育
yangnq2011@1
方--文化、风俗习惯、政治
php?m=content&c=i
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
63.com
社会制度等
ndex&a=show&catid
清史•通纪》第四卷（国家清史
=21&id=123
工程项目）

22

乌云毕
男
力格

23 黄朴民 男

24

梁涛

男

国学院

国学(专门 哲学博
4年
史)
士

国学(专门 历史学
国学院
4年
史)
博士

国学(中国 历史学
国学院
4年
哲学)
博士

25 杨庆中 男

国学(中国 哲学博
国学院
4年
哲学)
士

26 向世陵 男

国学院 中国哲学

27 杨瑞龙 男 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哲学博
4年
士

经济学
4年
博士

1. 民族史 2. 清史

蒙藏关系研究、蒙古史研究、清
史；在研项目 1.大国学研究文
库（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2.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国家社科基 其他
金重大项目）子项目 3.和硕特
部史（国家社科基金横向联合项
目）

1. 中国古代思想史
2. 中国军事史

中国古代思想史 中国兵学思想
史；在研项目1.中国兵学思想发
展史(自选)2.国学理论、历史及 36.《孙子兵法》与中国战略 huangpumin@s
其文献综合研究(国家211工程课 文化研究
ina.com
题)3.中国兵学通史（国家“十
三五”出版规划项目）

http://guoxue.ruc
http://www.ruc.ed
.edu.cn/displayne
u.cn/archives/178
ws_szdw.asp?id=27
24
9

1. 中国哲学
2. 经学

中国哲学 出土文献研究；在研
项目
1.中国孟学史（国家社会科学
33.前儒学时期的儒学思想： liangtao1965
基金重大）2.新出土文献与早期
创造与并举
@163.com
儒学（人大学明德学者）3. 儒
家政治哲学（人大基础研究项
目）

http://guoxue.ruc
.edu.cn/displayne
ws_szdw.asp?id=18
6

1. 中国哲学
2. 经学

中国哲学、易学；在研项目 1.
周易与中国哲学研究（国家社科
yangqz@ruc.e
基金）2. 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 37.《周易》与中国哲学思维
du.cn
研究（校内重大基础研究计划） 研究
3.中国经学史（子课题三），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

http://guoxue.ruc
.edu.cn/displayne
ws_szdw.asp?id=27
0

中国儒学、中国传统
哲学、中国传统文化

35. 中国儒学研究
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研究 38. 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
价值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制度与契约经济学

制度变迁理论、组织经济学、契
约经济学与公司治理、产权经济
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研项
http://se.ruc.edu http://www.ruc.ed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yangruilong@
目 1.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
.cn/zgjs_displayn u.cn/archives/186
市场与企业
ruc.edu.cn
基础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国家
ews2.asp?id=2219 73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09﹠ZD019）

bilig63@126. http://guoxue.ruc
com
.edu.cn/

http://phi.ruc.ed
xiangshl@ruc
u.cn/displaynews.
.edu.cn
php?id=1147

开放条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及其
传导机制；在研项目 1.中国宏
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决策咨询项目）2.中国货
币供给机制与未来通货膨胀风险
研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中
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联合研
究项目2006-2016年）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在研项目
1. 制度变迁：中国的理论与实
践（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课题）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在当
代的继承与发展（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3.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国家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

http://se.ruc.edu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rmulyc@vip.s
.cn/zgjs_displayn
市场与企业
ina.com
ews2.asp?id=2263

28 刘元春 男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经济学
4年
博士

1. 开放宏观经济学
2. 世界经济学

29

经济学
4年
博士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经济学
4年
博士

财政政策、财政制度；在研项目
1. 财政理论与政策
guoqw@ruc.ed http://sf.ruc.edu http://www.ruc.ed
1.地区差距测度与均等化转移支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2.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
u.cn;guoqwru .cn/team/cz/guoqi u.cn/archives/186
付制度研究 2.地方政府行为经 市场与企业
65
策
c@126.com
ngwang.html
济周期论

经济学
4年
博士

公司财务政策与公司
治理

公司财务政策与公司治理；在研
项目1. 公司治理的价值创造研
http://sf.ruc.edu http://www.ruc.ed
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 中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wangchy@ruc.
.cn/team/yyjr/wan u.cn/archives/186
国企业海外并购研究（横向项 市场与企业
edu.cn
69
gchangyun.html
目）3. 金融复杂性(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

经济学
4年
博士

地方财政理论与实证研究、收入
分配理论与实证研究；在研项目
1. 地方财政理论与实 1.转型时期中国的行业垄断与居
http://sf.ruc.edu
证研究
民收入分配 2012年度教育部哲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yue@ruc.edu.
.cn/team/cz/yuexi
2. 收入分配理论与实 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市场与企业
cn
ming.html
证研究
目 2.寻找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
距的最有效手段 2015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经济学
4年
博士

金融理论与政策 现代信用理论
信用风险管理；在研项目 1.后
http://sf.ruc.edu
危机时期的信用治理研究2.金融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gwei2006@ruc
.cn/team/yyjr/gua
与科技、文化产业的结合及创新 市场与企业
.edu.cn
nwei.html
发展研究3.金融基础设施相关研
究

张宇

男 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财政金融
30 郭庆旺 男
财政学
学院

31 汪昌云 男

32 岳希明 男

33

关伟

男

财政金融
金融工程
学院

财政金融
财政学
学院

财政金融
金融学
学院

1. 金融理论与政策
2. 现代信用理论 信
用风险管理

63.中俄经济关系研究（俄中
http://se.ruc.edu http://www.ruc.ed
laoaozhang@y
经济改革对比研究：从计划经
.cn/zgjs_displayn u.cn/archives/186
ahoo.com.cn
济到市场经济的过度)
ews2.asp?id=2201 94

61.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
http://sf.ruc.edu
货币银行理论、中日金融发展比 别比较研究
heping@ruc.e
.cn/team/hb/hepin
较、比较金融制度
62.文化消费与中国经济社会 du.cn
g.html
发展

经济学
4年
博士

货币银行理论、中日
金融发展比较、比较
金融制度

经济学
4年
博士

资产定价、风险管理、暧昧厌
恶；在研项目 1.私有内部信息
1. 金融经济学、资产
条件下的两阶段作市定价规则研
定价、风险管理 2.
60.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数理经济学、经济理
、市场与企业
2.现代行为决策理论与方法及其
论和经济政策
在经济和金融科学的应用(中国
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计划)

http://sf.ruc.edu
szhang@ruc.e
.cn/team/yyjr/423
du.cn
4.html

财政金融
36 石晓军 男
金融学
学院

经济学
4年
博士

公司金融；保险经济
学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
60.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国债券信用评级；2、保监会部
、市场与企业; 65. 中国资
级课题：全球商业医疗保障比较
本市场研究
研究

sxjstein@126 http://sf.ruc.edu
.com
.cn/?p=3824

财政金融
37 涂永红 女
金融学
学院

经济学
4年
博士

1.国际金融；2.汇率
理论及外汇风险管
理；3.人民币国际化
理论与机制

在研项目：1.人民币国际化前沿
理论与实践；2.人民币国际化及 66.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研究
人民币汇率指数

tuyh1966@ruc http://sf.ruc.edu
.edu.cn
.cn/?p=6449

34

何平

财政金融
男
金融学
学院

35 张顺明 男

财政金融
金融工程
学院

劳动人事
经济学
38 曾湘泉 男
劳动经济学
4年
学院
博士

劳动力市场理论及政策、工资理
论及政策；在研项目 1.中国就
业与失业问题分析（国家统计
1. 劳动力市场理论与
局）2.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治理模 61.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 zengxq@ruc.e
政策
式研究（亚洲开发银行、财政 别比较研究
du.cn
2. 工资和收入分配
部）3.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
资调查比较研究（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

http://slhr.ruc.e
http://www.ruc.ed
du.cn/content/2fa
u.cn/archives/187
lcuty/index.asp?i
01
d=zxq&subject=1

39 林新奇 男

40

41

唐鑛

石伟

男

劳动人事 人力资源管 管理学
4年
学院 理
博士

绩效管理与战略规划；战略性人
力资源管理变革；国际人力资源
1. 人力资源管理、绩 管理。在研项目 1.“二十五年
效管理
周期进化说”与人力资源管理创
51.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2. 战略管理、国际人 新研究 2.绩效考核与绩效管理
力资源管理
如何支撑战略落地：理论与实践
研究 3.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才竞
争与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劳动人事
经济学
劳动关系学
4年
学院
博士

1. 人力资源与劳动关
系管理（HRIR）、战
略劳动关系管理
2. 人力资源与劳动关
系管理，冲突管理系
统：预防、协商、调
解、仲裁、诉讼

人力资源与劳动关系管理
（HRIR）、劳动人事争议处理；
在研项目 1.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创新中国特色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研究之行业劳动标准2.社科基金
、市场与企业
重大项目创新中国特色劳动关系
协调机制研究之民主管理与工资
集体协商 3.新经济背景下雇佣
管理的新挑战

1. 人力资源管理
2. 组织行为学

文化对组织、团队与个体绩效的
影响；人力资源管理与经营业绩
81.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 swei@ruc.edu
的关系；在研项目 1.大学教师
象”塑造
.cn
课堂评估的指标与权重的设计
2.某公司企业文化整合与创新

http://slhr.ruc.e
du.cn/content/2fa
lcuty/index.asp?i
d=shw&subject=1

1. 组织行为学
2.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员工个人幸
福感及组织绩效的关系；在研项
目 1.职场人员工作压力与主观
61.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 chinajms@126
幸福感测量与干预 2.不当主管
别比较研究
.com
与员工态度与绩效的关系 3.中
国本土的领导概念与西方领导理
论的比较

http://slhr.ruc.e
du.cn/content/2fa
lcuty/index.asp?i
d=sjm&subject=1

1. 中国统计学史
2. 统计教育史研究

http://stat.ruc.e
du.cn/a/jiaoxuetu http://www.ruc.ed
犯罪统计学；在研项目 1.中国 61.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 wyuan@ruc.ed
andui/jiaoyanshi/ u.cn/archives/179
调查数据库建设
别比较研究
u.cn.
2011/0215/61.html 30
?1297946679

劳动人事 人力资源管 管理学
男
4年
学院 理
博士

劳动人事 人力资源管 管理学
42 孙健敏 男
4年
学院 理
博士

43

袁卫

男 统计学院 统计学

理学博
4年
士

http://slhr.ruc.e
du.cn/content/2fa
linxq@ruc.ed
lcuty/index.asp?i
u.cn
d=linxinqi&subjec
t=1

http://slhr.ruc.e
du.cn/content/2fa
tangkuang@si
lcuty/index.asp?i
na.com
d=tangkuang&subje
ct=1

44 金勇进 男 统计学院 统计学

45 赵彦云 男 统计学院 统计学

46

张波

男 统计学院 统计学

理学博
4年
士

空间抽样问题研究，非概率样本
1. 抽样理论与技术方
的统计推断，政府统计中抽样调
法；
查问题研究；在研项目 1.非概 61，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
2. 缺失数据的统计处
率样本的统计推断 2.空间抽样 国别比较研究
理
问题研究 3.小微工业企业抽样
调查问题研究

理学博
4年
士

基于微观数据的统计理论方法应
用研究、创新指数方法应用研究
、空间化数据及其分析研究、能
1.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源与低碳经济的统计方法研究；
2. 国际竞争力与创新 在研项目 1.基于微观数据的我
指数
国统计核算数据估算模型方法研
究 2.技术交易对经济发展贡献
研究 3.经济社会公共数据的空
间统计样本数据开发及应用研究

理学博
4年
士

1. 高频金融数据研究 2. 金融
计量学理论与应用前沿问题研究
在研项目 1.基于高频数据的股
市极端风险测度及其防范研究
1. 金融随机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金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mabzhang@ruc
2. 高频金融数据分析 融资产配置中面板数据动态因子 市场与企业
.edu.cn
模型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3.金融风险测度与管理若干
前沿问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http://stat.ruc.e
jinyongj@pub du.cn/a/jiaoxuetu http://www.ruc.ed
lic.bta.net. andui/jiaoyanshi/ u.cn/archives/179
cn
2011/0219/119.htm 22
l

http://stat.ruc.e
53.世界“软实力”战略比较
casdu.cn/a/jiaoxuetu http://www.ruc.ed
研究
kriu@ruc.edu andui/jiaoyanshi/ u.cn/archives/179
61.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
.cn
2011/0219/112.htm 34
别比较研究
l

http://stat.ruc.e
du.cn/a/jiaoxuetu
andui/jiaoyanshi/
2011/0219/121.htm
l

47 王琪延 男 统计学院 统计学

48 杜子芳 男 统计学院 统计学

49 黎建飞 男 法学院

民商法学

理学博
4年
士

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休闲
产业核算研究、时间分配统计研
1. 人力资本与时间分
究；在研项目 1.中国城市文化
http://www.sce.ru
配研究、休闲经济研
85.东北亚区域合作战略研究
竞争力指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qiyan3566@ya c.edu.cn/xygk_dis
究
95.消费文化模式的中外比较
重点项目）2. 北京市旅游竞争
hoo.com.cn
playnews.asp?id=1
2. 城市文化产业竞争
研究
力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重
00
力研究
点项目）3.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
研究

遥感图像图斑快速勾划技术、科
学技术在政府统计中的应用、稀
疏样本的样本量确定；在研项目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1.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研究
、市场与企业
2.CPI调查方案的改进 3.现代科
学技术在统计中的应用

理学博
4年
士

1. 调查设计
2. 产业与市场分析

法学博
4年
士

劳动合同法研究、社会保障法研
究、残疾人法律制度研究；在研
1.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
项目 1. 残疾人权益保障研究
法 2. 商法学
2. 社会保险法律体系研究 3.
责任保险制度研究

http://stat.ruc.e
du.cn/a/jiaoxuetu
duzifang@126
andui/jiaoyanshi/
.com
2011/0219/122.htm
l

55.中外（某国）法律对比研
http://www.law.ru
http://www.law.ru
究
jf4757@163.c c.edu.cn/xygk/?un
c.edu.cn/sz/show.
59.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 om
it=%D1%A7%D4%BA%B
asp?No=86
保护
C%F2%BD%E9

50 冯玉军 男 法学院

51 赵晓耕 男 法学院

52 王云霞 女 法学院

法学理论

法律史

法律史

法学博
4年
士

法学博
4年
士

法学博
4年
士

现实法学理论、立法学、法律与
宗教问题、法经济学；在研项目
1.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1年度重点项目）2. 《中国
1. 法学理论与立法学
宗教事务法制化战略与管理创新
2. 法经济学与比较法
研究：现状调查、目标模式与行
学
动方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
2011年度研究品牌计划）3. 《
朝阳大学先贤文集和法学文库：
点校出版、学术研究与数据库建
设》（2013年度中国人民大学重
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50.中国现代转型与中国传统
http://law.ruc.ed
yujunvon@gma
文化（侧重于中国现实法理论
u.cn/introduction
il.com
与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和宗教
/shizi3.asp?No=20
文化）
8

1. 中国法制史
2. 比较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史、比较法律文化、台
湾法；在研项目 1. 中国传统死
刑文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 25.清末赴欧中国人眼中的西 zxgbj@263.ne http://law.ruc.ed
目基地重大项目）2. 法治国家 方—文化、风俗习惯、政治社 t
u.cn/introduction
建设中的司法判例制度研究（教 会制度等
/shizi3.asp?No=59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

1. 文化遗产法
2. 外国法制史

文化遗产法领域相关理论与实践
问题、外国法律制度史研究以及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在研项
16.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和文 wangyunxia@r http://law.ruc.ed
目 1. 《外国文物法研究》（国
物研究（侧重海外流失文物追 uc.edu.cn
u.cn/introduction
家文物局委托项目）2. 《第二
索）
/shizi3.asp?No=62
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掠文物返还的
法律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53 马小红 女 法学院

法学理论

法学博
4年
士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阐释，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及中华法律文明史的特点；在研
1.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项目1.中华法文明模式研究（国
2. 中国法律思想史
家社科基金项目）2.法律文明史
（国家重点社科基金）3.误解与
真相：中国古代法律模式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计划）

54 史彤彪 男 法学院

法学理论

法学博
4年
士

1. 现代西方法哲学
2. 比较法

现代西方法哲学、比较法

1. 中国宪法
2. 比较宪法

中国宪法原理 宪法解释与宪法
变迁 科技与宪法发展 比较宪法
http://law.ruc.ed http://www.ruc.ed
学体系；在研项目 1. 死刑制度 其它.现行宪法颁布30年实施 handayuan@26
u.cn/introduction u.cn/archives/187
的合宪性控制 2. 中国宪法30年 状况研究
3.net
/shizi3.asp?No=66 19
的历史变迁 3. 宪法与司法制度
改革

55 韩大元 男 法学院

56 龙翼飞 男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 法学博
4年
政法学
士

民商法学

法学博
4年
士

34.孔子的礼仪思想与中世纪
欧洲礼仪思想
http://law.ruc.ed
xhma868@sina
38.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
u.cn/introduction
.com
值研究
/shizi3.asp?No=14
52.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
0
一：传统因素和价值观念研究

http://law.ruc.ed
22.中西早期交流史（十七、 shitongbiao1
u.cn/introduction
十八世纪）-法律交流
234@sina.com
/shizi3.asp?No=49

物权、债权；婚姻家庭继承制
度；在研项目 1. 婚姻家庭法立
1. 物权、债权
法和理论体系研究 2. 全面建设 其它.文化产业的交易规则
2. 婚姻家庭继承制度
小康社会进程中民营企业财产权
保护制度研究

http://law.ruc.ed http://www.ruc.ed
longyifei@ru
u.cn/introduction u.cn/archives/187
c.edu.cn
/shizi3.asp?No=82 31

1. 经济法总论
2. 企业和公司法

经济法与法治基本原理、企业法
与产业政策对接问题、公用型资
源产品价格法律规制；在研项目
1. 关于“错法”及其纠正机制 其它.关于“错法”及其纠正 shijc@ruc.ed
问题研究 2. 国家“十二五”规 机制问题研究
u.cn
划与澳门社会经济暨法治发展
3. 首都进一步发挥法治在国家
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研究

http://law.ruc.ed
http://www.ruc.ed
u.cn/introduction
u.cn/archives/187
/shizi3.asp?No=10
36
0

国际关系
法学博
58 杨光斌 男
政治学理论
4年
学院
士

1. 国家理论与民主治
理研究
2. 比较政治发展与国
家转型研究

现代国家建设道路与国家转型比
较、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利
益集团问题、民主理论与民主治
yanggw@ruc.e
48.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理；在研项目 1. 以公正社会为
du.cn
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研究2. 合
法性理论重述

http://sis.ruc.ed
http://www.ruc.ed
u.cn/static/teach
u.cn/archives/177
ers/ps/yangguangb
61
in.html

国际关系
59 金灿荣 男
外交学
学院

法学博
4年
士

1. 外交政策研究
2. 美国问题研究

大国关系与中国国家安全、中美
关系的新特点；在研项目 1. 大 81.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 jincanrong@y
ahoo.com
国关系与中国国家安全 2. 冷战 象”塑造
后的欧美关系

http://sis.ruc.ed
u.cn/static/teach
ers/diplomacy/jin
canrong.html

法学博
4年
士

在上述两个方向内所有值得研究
、并且比较契合博士生个人基础
和兴趣的重大问题；偏重有深刻
的思想内涵、现实意义和特别有
助于博士生长期智识方向、思想
1. 国际政治理论思想
8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 y.shi@263.ne
方法、国际政治观和战略意识塑
t
2. 国家对外战略研究
界：相互认知的变迁
造的问题领域。在研项目1. 现
代战略史中的战略机理 2. 中国
传统政治/战略经验（院设）3.
东亚太平洋国际政治与当代中国
对外战略

57 史际春 男 法学院

经济法学

国际关系
60 时殷弘 男
国际政治
学院

法学博
4年
士

http://sis.ruc.ed
http://www.ruc.ed
u.cn/static/teach
u.cn/archives/177
ers/ip/shiyinhong
89
.html

国际政治经济学、欧洲问题研
究;在研项目 1. 跨学科欧洲问
90.欧洲文化与汉学传统
题研究 2. 中国-欧盟安全关系
3. 欧盟-亚洲关系

http://sis.ruc.ed
http://www.ruc.ed
xnsong@cesru
u.cn/static/teach
u.cn/archives/177
c.org
ers/ip/songxinnin
84
g.html

法学博
国际关系
61 宋新宁 男
国际政治经济
4年
士
学院

1. 国际政治经济学
2. 欧洲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
62 李庆四 男
外交学
学院

法学博
4年
士

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对外关系，
1. 美国政治制度与对
中美关系问题、中国外交等;在
外关系
100.中外（美国）文化比较
研项目 1. 美国意识形态国际化
2. 中美关系与中国外
研究
与国际联盟战略理论研究 2. 美
交等
国政治、外交与中美关系研究

法学博
4年
士

亚太权力结构变化问题；亚太安
全与合作问题；中国亚太战略问
1. 中国周边外交与周 题；中日关系问题;在研项目 1.
边安全研究
亚太地区形势演变及中国亚太战
huangdh@ruc.
85.东北亚区域合作战略研究
edu.cn
2. 日本问题与中日关 略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系研究
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 钓鱼
岛问题与中国对策研究（中国人
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项目）

国际关系
63 黄大慧 男
外交学
学院

http://sis.ruc.ed
qingsi@hotma u.cn/static/teach
ers/diplomacy/liq
il.com
ingsi.html

http://sis.ruc.ed
u.cn/static/teach
ers/diplomacy/hua
ngdahui.html

64 保建云 男

国际关系
世界经济
学院

经济学
博士

4年

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
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参与国际货
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研究”；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
中国“十二时期”国际发展环境
变化研究”；
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中国经济转型期地方利益冲突与
政府统筹区域研究”；
5.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科研专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
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联合资助重
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国家金融
合作机制研究”；
6.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项目“国际政治经济学数理分
1、世界经济，2、国 析方法研究”；
7.教育部应急项目 “国际金融
际政治经济学
危机应对研究” 《国际金融危
机背景下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对策研究》；
8.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培
育计划项目“国际政治经济学基
础理论研究”（第1、2期）；
9.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The Asia Research Center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亚洲基金资助项目“中
国与亚洲转型国家区域经济合作
研究”；
10.中国人民大学“985”自由探
索项目“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
新贸易保护主义与开放经济部门
的发展战略选择研究”；
11.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
大规划项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
博弈论及大数据方法研究》

50、中国现代转型

http://sis.ruc.ed
bjy1970@163.
u.cn/html/1/258/2
com
60/423.html

国际关系
65 许勤华 女
国际关系
学院

66 王义桅 男

67 叶剑平 男

68 许光建 男

国际关系
外交学
学院

法学博
4年
士

“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中国与东亚地区
关系史研究、能源
（地缘）政治

1、一带一路绿色发展；2、国际
恐怖主义问题研究；3、国际合 51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作背景下的能源安全及实现路径

http://sis.ruc.ed
xuqh@ruc.edu
u.cn/html/1/258/2
.cn
65/442.html

法学博
4年
士

1. 欧洲研究、北约研
究
2. 公共外交研究、中
国外交研究、一带一
路研究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中国外交
、 共外交;在研项目 1. 中欧新
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研究 2. 欧 其他，国际关系、中国外交
盟与北约关系走向研究 3. 一带
一路经贸合作研究

http://www.cesruc
yiweiwang@ru
.org/archives/tea
c.edu.cn
m/xn/4305.html

公共管理 土地资源管 管理学
4年
学院 理
博士

城乡发展与土地制度、房地产市
场分析;在研项目 1. 海峡西岸
建设用地空间认识论深化与方法
http://www.mparuc
1. 不动产制度与政策 研究（国土资源部项目）2. 我 47.中国“三农”问题：农业 yejianping@m
.edu.cn/displayne
paruc.edu.cn
2.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国房地产市场健康综合评价指标 农村与农民
ws2.asp?id=3414
体系设计及实证研究 （国家社
科基金）3. 房地产市场健康指
标研究（社科基金项目）

公共管理 公共财政与 管理学
4年
学院 公共政策 博士

公共财政风险分析和支出绩效评
价；资源类产品价格、税收政策
改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1. 宏观经济运行与财 成本分担机制和财政、价格政策
xuguangjian@
http://www.mparuc
政政策
体系研究。在研项目 1. 现阶段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mparuc.edu.c
.edu.cn/displayne
n
2. 价格、收费和税收 通货膨胀与预期管理问题研究 市场与企业
ws2.asp?id=3409
政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波
动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北京
市社科基金项目）

69 黄燕芬 女

70 王虎峰 男

71 陈前瑞 男

公共管理 房地产经济 经济学
4年
学院 与管理
博士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房地产税、城
市公共品供给与住房价格关系；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怎样影响房
地产经济；利率、汇率改革对房
地产业的影响；房地产税对地方
财政的意义及对房地产市场的影
响；土地财政及其相关的地方政
府债务问题；保障房融资问题；
住房保障国际比较;在研项目 1.
1. 房地产金融；房地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huangyanfen@ http://www.mparuc
产税收
地重大项目《福利体制理论视角 61.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
mparuc.edu.c .edu.cn/displayne
2. 宏观经济政策与房 的中国与欧盟典型国家住房保障 别比较研究
n
ws2.asp?id=3365
地产经济
政策比较研究》 2. 教育部高等
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
目《中国式分权视角下的房地产
租税、城市公共品供给与住房价
格关系研究——基于嵌入式资产
定价模型的分析》3. 《我国积
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背景下的价格总水平波动趋势及
其动因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项目

社会医学与
公共管理
管理学
卫生事业管
4年
学院
博士
理

分级诊疗制度；公立医院绩效管
理 在研项目 1. 《健康国家建
设和慢性病社会经济危害预测与
1. 卫生医疗体制改革 治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46．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
2. 卫生政策与管理； 项目，立项时间2013年10月 2.
教育和社会问题
医疗保障
《我国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系列
课题 3. 《基于医院发展改革目
标的驱动型绩效管理》 横向课
题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 文学博
4年
用语言学 士

1. 语言类型学
2. 语法化研究

http://www.mparuc
wanghufeng@m
.edu.cn/displayne
paruc.edu.cn
ws2.asp?id=3403

汉语形态句法与汉语语义演变研
究 在研项目 1. 汉语经历体的 11.中外（某国）现代语言学
http://wenxueyuan
qianruic@163
类型比较与二语习得研究 2. 功 比较研究
.ruc.edu.cn/sz/sh
.com
能-类型视角的汉语语义演变研 20.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ow/?134
究

72 杨慧林 男

比较文学与 文学博
文学院
4年
世界文学 士

西方文论与基督教的跨学科研究
、西方文论线索中的文学经典诠
释;在研项目 1. 中国古代经典
1. 西方文论与基督教 英译本汇释汇校（国家社科基金
2. 西方文学与基督教 重大项目）2. 当代神学与人文
学的交叉概念研究（教育部重点
研究基地项目）3. 神学与人文
学（国际合作项目）

73

中国现当代 文学博
文学院
4年
文学
士

鲁迅研究与中国现当
代作家作品研究

74 朱万曙 男

中国古代文 文学博
文学院
4年
学
士

1、清代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2
、地域文化与文学。在研项目
1. 中国古代文学之元 1. 全国社科基金办重大项目《
明清文学
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 14.明清时代的文学与艺术
2. 中国古代戏曲
2.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徽州与明清文学艺
术》

http://wenxueyuan
wanshu0629@1 .ruc.edu.cn/cn/in
63.com
dex.php?do=casevi
ew&caseid=15387

75

中国古代文 文学博
文学院
4年
学
士

1. 中国古代文学 元 古代小说 元明清文学;在研项目
明清
1. 国学子部小说研究 2. 聊斋 14.明清时代的文学与艺术
2.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志异研究判评

http://wenxueyuan
wxinrd@163.c .ruc.edu.cn/cn/in
om
dex.php?do=casevi
ew&caseid=15381

中国现当代 文学博
文学院
4年
文学
士

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汉译文
学研究;在研项目 1.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文学名
著的汉译形象研究”2. “外国
1.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
文学译介编年考录（1896象研究
92.“西方形象”在中国
1949）”，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2. 汉译文学研究
规划项目重点项目（2014）3.
“汉译文学编年考录及数据库建
设（1896-1949）”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2014）

http://wenxueyuan
xh.lj@263.ne .ruc.edu.cn/cn/in
t
dex.php?do=casevi
ew&caseid=15370

76

孙郁

王昕

李今

男

女

女

6.中国古代典籍外文译本研
究
12.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中国
多样性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
学）
89.跨宗教对话的当代实践

shaozekai@ru
c.edu.cn,
yanghuilin@r
uc.edu.cn

http://wenxueyuan
http://www.ruc.ed
.ruc.edu.cn/cn/in
u.cn/archives/179
dex.php?do=casevi
56
ew&caseid=15384

http://wenxueyuan
鲁迅研究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
http://www.ruc.ed
17、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研究；在研项目 1.《鲁迅俄文
sy1957000@al .ruc.edu.cn/cn/in
u.cn/archives/179
学、美术、音乐、戏剧（中国
iyun.com
dex.php?do=casevi
藏品与俄译本藏品研究》（2011
48
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
ew&caseid=147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77 徐正英 男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 文学博
4年
献学
士

文学博
78 喻国明 男 新闻学院 传媒经济学
4年
士

79 杨保军 男 新闻学院 新闻学

文学博
4年
士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出土文学文
献整理与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思
1.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 想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制度研
朝文学文献学研究
究;在研项目 1. 先秦出土文献 38.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 xuzhengying@
ruc.edu.cn
2.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 及佚文献文艺思想研究（国家社 值研究
朝出土文献文学研究 科基金项目）2. 全三国文辑校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
目）

基于网络文本的智能化舆情分析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神经传播学
研究、传播学研究中的大数据分
析、传媒业调查数据的价值挖掘
1. 传媒经济学与发展
与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的编撰;
传播学研究
在研项目 1. 关于媒体用户使用
2. 新媒体与传播学研
体验的模型与定量化研究（教育
究方法
部社会人文学科重点基地重大项
目）2. 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舆
情分析与数据价值挖掘（横向课
题）

53.世界“软实力”战略比较
http://www.ruc.ed
研究
yuguoming@12 http://jcr.ruc.ed
u.cn/archives/186
u.cn/
96.全球化时代中西方媒体比 6.com
54
较研究

新闻活动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研究
、新闻规律研究、新闻文化研
究;在研项目 1. 《新传媒时代
新闻活动主体关系研究》（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2. 《马克思主义新闻
1. 新闻活动主体研究
96.全球化时代中西方媒体比 yangbj36@vip http://jcr.ruc.ed
理论创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sina.com
u.cn/
2. 新闻规律研究
较研究
科学研究基金项目）3. 2015年
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讲好中国故事》（课题组副
组长，首席专家）

80

陈绚

女 新闻学院 传播学

81 匡文波 男 新闻学院 传播学

82 赵永华 女 新闻学院

新闻学

1. 传播伦理学
2. 媒介法

对影响新闻道德体系的价值观进
行分析和归类、对规范新闻传播
活动及提升记者职业道德素养提
出方案；对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
87．重返世界的中国话语研
及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研
究
项目 1. 新闻传播与媒介法治年
88．跨文化对话的中外资源
度研究报告（2015、2016年“品
牌计划”课题）2. 电视台媒体
工作法律问题研究（中央电视台
2016年委托研究项目）

chenxuan33@2 http://jcr.ruc.ed
63.net
u.cn/

文学博
4年
士

1. 新媒体研究
2. 手机媒体研究

新媒体新形态研究、手机媒体研
究、新媒体舆论研究、新媒体盈
利模式研究、新媒体用户研究、
微信研究;在研项目 1. 《新媒
体在“茉莉花革命”中的作用机 91.“中国形象”在海外
理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92.“西方形象”在中国
目）2. 《新一代互联网环境下
舆论引导与控制对策研究》（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

wbkuang@gami
http://jcr.ruc.ed
l.com
u.cn/

文学博
4年
士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
、“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效果研
究、媒体国际合作研究、俄罗斯
东欧中亚新闻传播研究。
在研项目：
1.《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
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
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 2.《苏联新闻体制变迁史研究
传播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2. 世界新闻传播史
究基地重大项目
3.《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对外
传播战略研究》，北京市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
4.《媒体国际协作与全球治理中
共同话语空间构建：“中俄媒体
交流年”战略、实施与绩效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重大项目

文学博
4年
士

81.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
形象”塑造
91. “中国形象”在海外
92. “西方形象”在中国
96. 全球化时代中西方媒体
比较研究

yonghuazhao http://jcr.ruc.ed
u.cn/
@126.com

外国语学 英语语言文 文学博
83 刁克利 男
4年
院
学
士

外国语学 英语语言文 文学博
84 郭英剑 男
4年
院
学
士

1. 英美文学
2. 西方文论

作家文论、英美作家研究;在研
项目 1. 现代作者理论研究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
目）2. 作家理论与作家生态研
究（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项目）

7. 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
http://fl.ruc.edu
播和影响
kelidiao@ruc
.cn/displaynews.p
12. 中外（英语国家）比较 .edu.cn
hp?id=985
文学研究

1. 英美文学
2. 比较文学
3.文学翻译
4.英语教育

英美文学研究；文学翻译研究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美国亚
裔文学研究；英语教育研究；在
研项目 1. 美国战后现实主义文
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
题）2. 美国亚裔文学研究（中
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重大规划项
目）

7. 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
播和影响
12. 中外（英语国家）比较
文学研究
72. 中外教育政策比较（高
等教育）

语言影响认知；语言对双语者和
双言者人格的影响；不同民族亲
属关系认知；少数民族学生的心
理健康与文化适应；在研项目
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
理促进机制研究（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
＆ZD155.子课题1）2. 隐喻的认
知/脑机制及对汉语讲话者认知
的影响－子课题1.中国人民大学
预研委托（团队基金项目）（项
目批准号：14XNLQ050）3. 少数
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文化适应
状况调查和对策研究（全国民族
教育研究合作课题，项目批准
号：MJZXHZ15003）

20.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对外
http://psy.ruc.ed http://www.ruc.ed
汉语：依据最新二语习得理论
psych@ruc.ed
u.cn/facultyinfo. u.cn/archives/179
和认知理论开展研究）
u.cn
74
php?id=29
100.中外（美国）文化比较
研究

45 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多元文 huping@ruc.e
du.cn/plus/view.
du.cn
化模式考察

1. 心理语言学
2. 民族心理学

85 张积家 男

理学院 心理语言学

教育学
4年
博士

86

理学院 社会心理学

法学博
4年
士

社会心理学、文化心
理学

跨文化心理学，情绪心理学

文学博
理学院 心理语言学
4年
士

心理语言学，认知神
经科学

主要研究汉语语言产生过程及其
脑机制，儿童口语和书写产生过
汉语语言加工过程
程的发展，读写障碍，语言与年
老化，跨语言认知比较

胡平

87 张清芳

yjguo@ruc.e
http://fl.ruc.ed
du.cn；
u.cn/displaynews
yjguo2006@g
.php?id=985
mail.com；

http://psy.ruc.e
php?aid=33

qingfang.zh http://psy.ruc.e
ang@ruc.edu du.cn/plus/view.
.cn
php?aid=83

88 纪宝成 男

89 王刊良 男

商学院 商业经济学

商学院

技术经济及 管理学
4年
管理
博士

90 姜付秀 男

商学院 财务学

91 郭国庆 男

商学院

92 王亚星 男

经济学
4年
博士

管理学
4年
博士

市场营销管 经济学
4年
理
博士

商学院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4年
博士

93 赵西卜 男

商学院 会计学

管理学
4年
博士

94

商学院 财务学

管理学
4年
博士

李焰

女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市场与企业
http://www.rbs.or
69.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g.cn/templates/T_
http://www.ruc.ed
70.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评估
jianglh@ruc. new_list2/index3.
u.cn/archives/179
系统
edu.cn
aspx?nodeid=10&pa
17
71.中国大学招生制度
ge=ContentPage&co
75.中国大众教育和精英培养
ntentid=1901
76.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与中国
现代大学发展研究

1. 教育发展战略
2.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发展战略；在研项目 1. 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现代市场
体系的结合与完善（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2. 高等教育体制
、机制改革与创新研究（教育部
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3. 高
等教育与区域发展（北京市教委
共建项目）

1. 信息系统、电子商
务
2. 新兴IT/IS的影响
及采纳行为、个体在
线决策行为

新兴电子商务参与者行为、在线
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行为；在研
项目 在线个性化定制系统的设 42.多学科交叉视角内中国老 kanliang.wan
计特性对消费者定制行为的影响 龄化社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g@gmail.com
研究（2014-2018，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

http://www.rbs.or
g.cn/templates/T_
new_list2/index3.
aspx?nodeid=10&pa
ge=ContentPage&co
ntentid=1853

http://www.rbs.or
g.cn/templates/T_
new_list2/index3.
1. 公司财务
aspx?nodeid=10&pa
2. 公司治理
ge=ContentPage&co
ntentid=1820
http://www.rbs.or
g.cn/templates/T_
1. 营销思想史与营销
81.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
创新
城市营销、政府营销、体验营销
mktguo@hotma new_list2/index3.
象”塑造
il.com
aspx?nodeid=10&pa
2. 政府营销与服务管 、营销战略
91.“中国形象”在海外
ge=ContentPage&co
理、大数据营销
ntentid=1936
企业融资；在研项目 1. 市场化
改革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国家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jfx@ruc.edu.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 企
cn
市场与企业
业融资约束与融资策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技术性贸易壁垒、新新贸易理
http://www.rbs.or
论；在研项目 1. 我国大型成套
g.cn/templates/T_
1. 对外经济贸易与产 设备出口现状、发展前景及政策
63.中俄经济关系研究（中国
业国际化
支持研究（商务部）2. 消费品
wangyaxing@2 new_list2/index3.
入世10年的成果和俄罗斯入
aspx?nodeid=10&pa
63.net
2. 世界贸易组织与产 安全检测方法现状分析与对策研
世前景）
ge=ContentPage&co
业政策
究（国家质检公益项目）3. 中
ntentid=1892
国房地产国内外融资渠道研究
（房地产企业）
http://www.rbs.or
g.cn/templates/T_
企业会计准则理论与方法，政府
zhaoxibo2002
new_list2/index3.
1. 企业会计准则
成本会计建设；在研项目 1. 政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yahoo.com.c
aspx?nodeid=10&pa
2. 政府财务报告
府成本会计 2. 企业环境成本会 市场与企业
n
ge=ContentPage&co
计 3. 会计准则优化
ntentid=1907
http://www.rbs.or
g.cn/templates/T_
公司理财、互联网金融、普惠金
1. 公司理财
融；在研项目 1. 声誉机制与投 43.中国企业发展的文化与制 an809@ruc.ed new_list2/index3.
2.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
u.cn
aspx?nodeid=10&pa
资者保护 2. 小微金融、网络金 度基础
构
ge=ContentPage&co
融
ntentid=1825

男

商学院 企业管理

管理学
4年
博士

96 王利平 男

商学院 企业管理

管理学
4年
博士

97

女

商学院

98 况伟大 男

商学院

95

章凯

李平

99 谷克鉴 男

技术经济及 管理学
4年
管理
博士

财务学

商学院 产业经济学

管理学
4年
博士

经济学
4年
博士

领导理论与企业领导力；情绪理
http://www.rbs.or
论与员工幸福感；在研项目 1.
g.cn/templates/T_
新时期组织领导力的理论构建与
1. 组织行为学
52.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
zhangkai@ruc new_list2/index3.
实证研究（国家社科项目）2.
aspx?nodeid=10&pa
2. 领导理论
一：传统因素和价值观念研究 .edu.cn
领导的动力性关系结构理论构建
ge=ContentPage&co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计
ntentid=1963
划项目）
http://www.rbs.or
一般组织、制度理论与中国企业
g.cn/templates/T_
1. 组织理论，制度理 管理实践相结合意义上的理论研
43.中国企业发展的文化与制 zywflp@hotma new_list2/index3.
论
究；在研项目 中国式企业管理
aspx?nodeid=10&pa
il.com
度基础
2. 中国式管理
的熔合与创新机制研究（国家社
ge=ContentPage&co
科规划重点项目）
ntentid=1961
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的技术发展序
http://www.rbs.or
g.cn/templates/T_
列研究；互联网经济中的产业组
63.中俄经济关系研究（俄中
织问题研究；创新管理相关问题
aline@sohu.c new_list2/index3.
1. 产业分析与投资
经济改革对比研究：从计划经
aspx?nodeid=10&pa
om
研究
2. 创新管理
济到市场经济的过度)
ge=ContentPage&co
在研项目 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的
ntentid=1827
技术发展序列研究（科技部重点
房贷风险、地方债风险、腐败问
题、“鬼城”与去库存问题；在
http://www.rbs.or
研项目1. 房价波动与房贷违约
g.cn/templates/T_
风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
1. 房地产金融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住房市场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weidakuang@r new_list2/index3.
aspx?nodeid=10&pa
uc.edu.cn
2. 房地产经济
风险与银行危机研究（教育部新 市场与企业
ge=ContentPage&co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 北
ntentid=1821
京市住房贷款信用评级模型优化
（北京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中心
项目）

对外贸易与国际产业

http://www.rbs.or
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国
g.cn/templates/T_
际贸易流动的计量研究；在研项
http://www.ruc.ed
60.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
目 1. 全球平衡增长议题对中国
gukj@ruc.edu new_list2/index3.
u.cn/archives/178
市场与企业：基于贸易政策改
aspx?nodeid=10&pa
.cn
贸易摩擦的影响机制研究（国家
96
革实践和未来设计的视角
ge=ContentPage&co
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2. 贸
ntentid=1875
易流动的计量研究与综合应用

100

刘刚

男

商学院 企业管理

农业与农
101 仝志辉 男 村发展学 农村发展
院

管理学
4年
博士

1. 企业战略与文化
2. 传统管理思想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企业战略管理
与创新、企业文化及领导类型对
战略决策的影响、传统管理思想
在现代企业中的运用；在研项目 36.《孙子兵法》与中国战略 liugang@rbs.
org.cn
1. 传统管理思想研究 2. 企业 文化研究
职业经理人制度及资质认证研究
3. 国外大型军工集团战略发展
与实施保障研究

管理学
4年
博士

1. 农民政治学、农村
社会学，农村政治社
会发展研究
2. 农民运动与中国革
命

在研项目：1.中国农村集体村社
制的制度优势研究； 2.中国农
村村委会选举制度和治理制度创
新； 3.中国农村供销社制度改
革

46.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教
ruc.edu.cn/pub_s
育和社会研究；47.中国“三 tongzhihui@
ard/associatepro
农”问题：农业农村与农民； ruc.edu.cn
fessor/20140516/
48.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1. 森林治理
2. 农村发展干预

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是如何
影响森林等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安
排？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又如何
推动环境政治化进程？；在研项
目 1. 气候变化与REDD（UNDP、
FAO）2. 森林转型理论和国别案
例研究 3. 森林转型理论（自然
科学基金、FAO）

31. 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
值；52. 当代中国发展的动
http://sard.ruc.e
力之一：传统因素和价值观念 liujinlong@r
du.cn/users.php?m
uc.edu.cn
研究。
=teacher&id=2953
97. 东亚大众文化交流与合
作研究

1. 产业经济
2. 食品经济

产业经济政策，农产品质量安
全；在研项目： 1.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食品安全城乡差距效应
的测度、形成机理及其对消费行
为的影响机制研究”；2.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专项（风险评估）
“农产品质量安全公众认知与消
费需求跟踪调查及评价”；3.
广义虚拟经济技术研究专项资助
项目“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拓展
及其在食品安全领域中的应用”

47.中国“三农”问题：农业
农村与农民；63.中俄经济关
系研究（俄中经济改革对比研
http://sard.ruc.e
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
ohshigo@163
du.cn/users.php?m
过度)； 63.中俄经济关系研
.com
=teacher&id=537
究（中俄边境贸易现状及发展
前景）；67.中国城市化进程
研究（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其与
粮食安全关系）

农业与农
林业经济管 管理学
102 刘金龙 男 村发展学
4年
理
博士
院

农业与农
农业经济管 管理学
103 王志刚 男 村发展学
4年
理
博士
院

http://www.rbs.or
g.cn/templates/T_
new_list2/index3.
aspx?nodeid=10&pa
ge=ContentPage&co
ntentid=1920

http://www.sard.

2280.html

农业与农
104 马九杰 男 村发展学 农村发展
院

管理学
4年
博士

1. 发展金融学
2. 发展经济学

城乡联系与城乡一体化发展、金
融创新与都市农业及城乡区域梯
度发展、金融创新与农食价值链
转型升级；在研项目 1. 北京都
市型现代农业与城乡一体化发展
http://sard.ruc.e
的金融服务创新研究（北京社科
47.中国“三农”问题：农业 majiujie@ruc
du.cn/users.php?m
重大项目）2. 推动“三农”问
.edu.cn
农村与农民
=teacher&id=42
题解决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
制与政策研究（国家社科重大项
目）3. 变化市场中的农产品价
值链转型及价格、食品安全的互
动关系（蔬菜产业，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子课题））

农业与农
农业经济管 管理学
105 郑风田 男 村发展学
4年
理
博士
院

食品安全与食物安全，乡村治
1. 食品安全与食物安 理；在研项目 1. 农民工城市扎
http://sard.ruc.e
全
堆创业现象研究（国家自然科学 47.中国“三农”问题：农业
zft@sohu.com du.cn/users.php?m
2. 乡村治理与农村创 基金）2. 北京市率先实现城乡 农村与农民
=teacher&id=243
业
一体化研究 3. 农业部《渔业法
》修改前期研究

农业与农
农业经济管 管理学
106 朱信凯 男 村发展学
4年
理
博士
院

食物安全理论与政策；技术性贸
易措施与农产品国际贸易；在研
项目 1.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16
1. 技术性贸易措施
年重点研究领域“区域经济比较 47、中国“三农”问题：农
2. 粮食安全与食物安
研究”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业农村与农民
全
点项目“农业灾害与粮食安全”
3. 国家质检总局“十三五”研
究重大专项

农业与农
107 庞晓鹏 女 村发展学 农村发展
院

管理学
4年
博士

农业与农
农业经济管 管理学
108 谭淑豪 女 村发展学
理
博士
院

4年

http://sard.ruc.e
zxk@ruc.edu.
du.cn/users.php?m
cn
=teacher&id=8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社会性别视角 46.中国农村公共卫生、教育
1.发展经济学
pangxp@ruc.
2.社会性别与经济发 _以农村教育政策为例(国际合作 和社会问题；47.中国“三农
edu.cn
展
课题);妇女土地权益与农村发展 ”问题：农业农村与农民

1.自然资源（土地、
草地、土壤）利用与
管理；2. 制度政策、
农牧户行为及资源利
用的经济生态效果

1、气候变化、牧民社会脆弱性
与草地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品牌
http://sard.ruc.e
项目）；2、制度、政策与土地
47.中国“三农”问题：农业 shuhaotan@r
du.cn/users.php?m
（草地）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自
农村与农民
uc.edu.cn
=teacher&id=8
然科学基金）；3、稻田土壤肥
力管理（“十三五”重点研发计
划重点专项子课题）

109 翟振武 男

110 洪大用 男

111 杨菊华 女

人口、资源
社会与人
经济学
与环境经济
4年
口学院
博士
学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
续发展理论；在研项目 1. 环渤
海人口和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
1.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
（中国科协项目）2. 新时期中 46.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教 zhaizw@ruc.e
源环境
du.cn
国生育政策研究（国家人口计生 育和社会问题
2. 可持续发展理论
委项目）3. 北京市外来人口聚
集地研究（北京市哲学社科项
目）

社会与人
社会学
口学院

从历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农村社会
治理问题（以定县为例）；对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最优实践进行社
会学的总结分析；在研项目 1.
1. 环境社会学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
hongdy@ruc.e
2. 社会发展进程中的 —河北定县农村百年演变的调查 48.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du.cn
社会政策
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
目，2015-2018）2. 国际比较视
野下的中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研
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项目，2013-2016）

法学博
4年
士

社会与人
社会学
社会人口学
4年
口学院
博士

在研项目：1. 家庭友好政策与
女性“工作-家庭平衡”（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2. 全面两孩
1. 婚育家庭；2. 人 政策背景下0-3岁托育服务研究
口老年化；3. 人口流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课题）；3.
迁
北京市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研究
（北京市重点项目）；4. 中国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教育部重大
攻关课题）

41.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在提高
妇女地位方面的政策措施及
juhua_Yang@
在社区层面的效应和成果
ruc.edu.cn
42. 多学科交叉视角内中国
老龄化社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32.作为社会体系的中国古典
112

陈劲
松

社会与
男 人口学
院

社会学

社会学
4年
博士

1，儒学社会及其思
http://ssps.ruc.
哲学；37. 《周易》与中国
想；2，灵性社会
中国社会思想、社会工作本土化 哲学思维研究；38. 儒学的 chenjsong@r edu.cn/index.php
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研究； uc.edu.cn
学；3，灵性社会工 及其模式
?s=/Index/teache
50.中国现代转型与中国传统
作
r/cid/8.html
文化

http://www.ruc.ed
u.cn/archives/186
32

113 赵旭东 男

社会与人
人类学
口学院

法学博
4
士

教育学
114 李立国 男 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
4年
博士

法律人类学研究；政
治人类学研究；文化
转型人类学研究；中
国意识与现代中国观
念的成长；民族地区
习惯法的社会、生态
与文化机制的比较研
究等

文化转型与乡村社会重建。在研
项目：1.文化转型背景下乡土社
会秩序的变迁与重建研究（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
2.乡村社会重建与治理创新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

高等教育理论与管
理，教育思想史

69.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http://soe.ruc.ed
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教育思想 72.中外教育政策比较，包括 liliguo@ruc.
u.cn/szdw_display
edu.cn
史
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
news.asp?id=230
73.中国教育传统和现状

http://ssps.ruc.

40.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edu.cn/index.php
与保护；47.中国“三农”问 zhaoxudong@
?s=/Index/teache
题：农业农村与农民；50.中 ruc.edu.cn
r_cont/cid/8/tea
国现代转型与中国传统文化

id/8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