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哪些强？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首次发布！

2017-03-28 壹学者

3月 28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发布论坛暨学术评价与学科

发展研讨会于 2017年 3月 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如论讲堂）召开。会议由中国人

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

心承办。全国人大、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了会议，

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研究界专家学者、学术期刊与学术机构、新闻媒体代表约 800人参会。

发布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兼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武宝瑞主

持。

本次论坛发布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联合研制的《2016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和《复印报刊

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6年版）》两项成果。2016年度转载指数排行中，共有 500

余种人文社科期刊和 300余家作者机构榜上有名，如《学术月刊》、《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海行政学院学报》、《新视野》等学术期刊在各分类榜单中位

列第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在学

术机构表现优异；《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作者合著状况分析报告》同时发布，利用复印报刊资

料转载论文数据研究作者合著情况，揭示作者合著规律，探讨合著的意义及与研究质量的关

系。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6年版）》榜单为今年首次发布，根据作者转

载数据和同行专家评议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高放，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教授欧阳哲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骆郁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等 525
名作者最终入选。

重要转载来源作者的研制，采用了转载分析法和同行评议定性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基于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对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文社科论文成果与作者情况进行全

面梳理和比较分析，以期挖掘学者分布、成长等规律。

最终入选的 525名“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按 20个学科（包括：哲学、理

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体育

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历史学、地理学、工商管理、农

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划分，形成名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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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6年版）

各学科作者名录

（按作者姓名音序排列）

1

1.哲学（103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安启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2 白刚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3 曹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4 陈波 北京大学哲学系

5 陈来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6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7 陈赟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8 陈治国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9 陈忠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0 成中英（美国）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

11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12 丁四新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13 丁为祥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14 段忠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15 樊浩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16 方向红 中山大学哲学系

17 方旭东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8 高小康 南京大学文学院

19 龚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20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

21 何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22 何中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23 贺来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24 胡大平 南京大学哲学系

25 黄克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26 黄鸣奋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27 黄翔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28 黄玉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29 江畅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30 金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31 李承贵 南京大学哲学系

32 李佃来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33 李猛 北京大学哲学系

34 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35 廖名春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36 林剑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7 林进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

部

38 林忠军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39 刘成纪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40 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41 刘怀玉 南京大学哲学系

42 刘森林 中山大学哲学系

43 刘旭光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44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45 龙静云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6 鲁品越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47 罗骞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48 马俊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49 马迎辉 南京大学哲学系

50 马拥军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51 倪梁康 中山大学哲学系

52 聂锦芳 北京大学哲学系

53 齐艳红 南开大学哲学院

54 任平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55 沈江平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6 沈顺福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57 宋志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58 孙乐强 南京大学哲学系

59 唐正东 南京大学哲学系

60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61 田海平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62 汪信砚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63 汪行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64 王浩斌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65 王南湜 南开大学哲学院

66 王庆丰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67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68 王泽应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9 王中江 北京大学哲学系

70 吴根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71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72 吴晓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73 先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

74 向世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75 肖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

义学院

76 肖鹰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77 徐英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78 许苏民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79 阎孟伟 南开大学哲学院

80 晏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81 杨春时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82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83 仰海峰 北京大学哲学系

84 姚大志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85 叶险明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86 易小明 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

87 余开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88 余治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89 曾繁仁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90 张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91 张国清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92 张奎良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93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94 张亮 南京大学哲学系

95 张庆熊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96 张汝伦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97 张曙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98 张文喜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99 张一兵 南京大学哲学系



10

0
赵敦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

10

1
赵家祥 北京大学哲学系

10

2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0

3
邹诗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2.理论经济学（30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2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

研究所

3 蔡继明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4 陈宗胜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5 方福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6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7 顾海良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8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9 洪银兴 南京大学商学院

10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1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12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14 简新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5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6 李国平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17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

18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9 刘守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

究部

20 刘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1 刘志彪 南京大学商学院

22 卢现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23 孟捷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24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5 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26 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27 夏小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

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28 萧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9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30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3.应用经济学（40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2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

研究所

3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4 辜胜阻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5 郭熙保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6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7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8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9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10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1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2 李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3 李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

经济研究所

14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

15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16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7 刘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8 刘志彪 南京大学商学院

19 吕冰洋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20 吕炜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

究院



21 马海涛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

22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23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4 宋国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5 孙久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26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7 王国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28 王孝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29 王兆星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30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

31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32 伍戈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

33 项俊波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34 萧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35 谢建国 南京大学商学院

36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37 于良春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38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

展研究院

39 张可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40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

4.法学（31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陈洪兵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2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

3 崔建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

4 高圣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5 关保英 上海政法学院

6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7 贺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8 黄学贤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9 江必新 中南大学法学院

10 江国华 武汉大学法学院



11 姜涛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12 金海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13 刘风景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

14 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15 刘宪权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16 刘艳红 东南大学法学院

17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18 马宁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19 孙光宁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

20 孙万怀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21 汤维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2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3 王昭武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4 杨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5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6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

27 张卫平 清华大学法学院

28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

29 周叶中 武汉大学法学院

30 朱孝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31 竺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5.政治学（74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

2 包心鉴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3 常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4 邓大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5 高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

6 高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7 高奇琦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8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9 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



研究所

10 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黄大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2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3 金太军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4 李景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5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6 梁妍慧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

17 梁柱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林德山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

部*

19 林利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刊编

辑部

20 林尚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

21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2 刘林元 南京大学哲学系

23 刘宗洪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

部

24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25 马得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6 门洪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27 潘亚玲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8 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9 彭勃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

院

30 齐鹏飞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1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2 秦亚青 外交学院

33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34 施雪华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35 石仲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36 宋国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37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

38 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9 孙津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0 孙伊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41 唐凯麟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42 王彩波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43 王明国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44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45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46 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47 吴志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48 向文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49 肖唐镖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50 熊光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51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52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

53 严书翰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

部

54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55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56 杨嵘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57 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

战略研究中心

58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59 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0 虞崇胜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61 臧雷振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62 曾毅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

63 张国清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4 张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

65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

66 赵秀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67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68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

69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

研究院

70 周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71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72 周淑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73 周叶中 武汉大学法学院

74 庄德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6.社会学（27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2 董晓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3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4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5 景天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7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8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9 刘少杰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10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11 陆士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12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13 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14 王宁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15 王思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16 王跃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

研究所

17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

18 吴忠民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

部

19 谢立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 杨敏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21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22 张车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

研究所

23 张鸿雁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24 张昱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



25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26 周大鸣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27 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

7.民族学（12 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陈茂荣 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戴小明 湖北民族学院*

3 丹珠昂奔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4 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

5 郝亚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6 金炳镐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

族政策研究院

7 纳日碧力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8 沙伯力（美国）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9 谭志满 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10 王建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

11 王希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

12 朱朝晖 湖南省民族研究所

8.马克思主义理论（60 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包心鉴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 陈曙光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4 杜飞进 人民日报社*

5 方世南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6 冯刚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7 顾海良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8 顾钰民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9 韩庆祥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10 韩喜平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2 黄力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

13 黄蓉生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4 江畅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15 李斌雄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17 李辉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李捷 求是杂志社

19 梁树发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 梁柱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1 林剑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2 刘建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3 刘林元 南京大学哲学系

24 刘昀献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

25 陆士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26 骆郁廷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7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8 秦宣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9 邱柏生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

30 佘双好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1 沈壮海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2 石仲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33 孙乐强 南京大学哲学系

34 孙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

海分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

35 唐凯麟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6 田心铭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

究中心*

37 汪信砚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38 王庆丰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39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40 王学俭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1 王易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2 吴潜涛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3 肖贵清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4 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

45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

46 严书翰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

部

47 阎孟伟 南开大学哲学院

48 叶险明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49 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50 虞崇胜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51 袁久红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2 曾长秋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3 张奎良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54 张雷声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5 张耀灿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6 赵家祥 北京大学哲学系

57 郑永廷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8 周新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9 朱佳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60 邹诗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9.教育学（41 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别敦荣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 曹永国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3 褚宏启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4 崔景贵 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

5 冯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6 高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7 郭华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8 何光全 四川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9 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0 贺国庆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11 胡咏梅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2 金生鈜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13 靳玉乐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14 李锋亮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15 李立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16 刘福才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17 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18 刘庆昌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19 龙宝新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 罗祖兵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1 马陆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

研究室

22 彭虹斌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3 王海英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4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5 魏宏聚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6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7 肖凤翔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28 肖朗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9 徐国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30 阎光才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31 杨小微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32 袁本涛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33 张新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34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35 赵德成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36 赵志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37 钟柏昌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38 周光礼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39 周洪宇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40 祝智庭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41 庄西真 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

10.体育学（5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董红刚 安徽工程大学体育学院

2 马德浩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3 孙葆丽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



4 熊瑛子 武汉大学法学院

5 杨桦 北京体育大学

11.中国语言文学（47 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 陈奇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3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4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5 丁国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6 方维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7 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8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

9 贺仲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0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1 黄发有 南京大学文学院

12 蒋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3 金理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4 旷新年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15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16 李春青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7 李建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8 李怡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9 刘丹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 刘锋杰 苏州大学文学院

21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2 马大康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23 南帆 福建社会科学院

24 聂珍钊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25 钱志熙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6 孙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7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8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9 王小盾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30 王一川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31 王元骧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32 王兆鹏 武汉大学文学院

33 吴晓东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34 解志熙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35 徐岱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36 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37 姚文放 扬州大学文学院

38 姚小鸥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39 袁毓林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40 曾军 上海大学文学院

41 詹福瑞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42 张伯伟 南京大学文学院

43 张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

44 赵毅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45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46 朱立元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47 左东岭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2.外国语言文学（9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冯伟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 郭方云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3 李建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4 李伟民
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编辑

部

5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6 陆扬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7 钱兆明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8 谭渊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9 张沛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3.新闻传播学（9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蔡骐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3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4 陆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5 聂震宁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6 彭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7 童兵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8 吴飞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9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14.艺术学（18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陈墨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2 陈旭光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3 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

究所

4 冯黎明 武汉大学文学院

5 傅谨 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

6 贾磊磊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

究中心

7 蓝凡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8 李道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9 逄增玉 中国传媒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

10 彭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11 饶曙光 中国电影家协会

12 孙绍谊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

13 汪民安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4 王一川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15 姚小鸥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16 尹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7 周宪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18 周星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15.历史学（20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晁福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3 戴海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4 范金民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5 郭卫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6 李长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7 李金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8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9 桑兵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10 尚小明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1 石仲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12 孙卫国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13 孙英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14 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5 王先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16 王震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7 吴松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18 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19 张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 朱英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6.地理学[1]（5 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柴彦威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2 丁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3 樊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

4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

5 陶伟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17.工商管理（12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陈春花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 辜胜阻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3 胡国栋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4 江积海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5 宋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6 唐鑛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7 汪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8 汪旭晖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9 肖红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0 曾萍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1 朱翊敏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12 朱瑜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18.农林经济管理（13 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蔡继明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2 陈宗胜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3 邓大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4 郭熙保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5 韩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

究部

6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7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8 简新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9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10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1 王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

12 张红宇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

司

13 张晓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19.公共管理（25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常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 丁建定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3 郭林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4 黄建洪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5 金太军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6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7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8 彭勃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

院

9 钱再见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0 申曙光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11 施雪华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12 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3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4 陶鹏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15 汪大海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16 王晓军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

17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

18 杨嵘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9 岳经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

院

20 臧雷振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1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2 张乾友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3 郑功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24 周光礼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25 竺乾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

20.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15人）

序

号
作者 作者单位



1 范并思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2 冯惠玲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3 柯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

4 马费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5 马海群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6 邱均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7 孙建军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8 王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9 王知津 南开大学商学院

10 吴建中 上海图书馆

11 叶继元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2 于良芝 南开大学商学院

13 曾建勋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4 张晓林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5 周晓英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注：作者单位标注“*”说明该作者单位目前已有变动或更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