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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 2017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授予 833

名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486 名研究生硕士学位，126 名研究生博士学位。同意

地理学等 7 个学位分会调整成员的申请。同意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的

《关于同意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备案的函》。通报了全

国学科评估工作的进展情况，部署了学校 2017 年全面开展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

工作。 

5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苗兴伟为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郭乙

瑶为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免去程晓堂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职务。 

7日，与国家统计局签约合作共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比较研究院。 

8日，“《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报告（2016）》发布会暨绿色减贫理论与政策

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9日，召开 2016年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大会。 

10 日，举行 2016年度“感动师大”新闻人物颁奖典礼暨新春团拜会。 

11 日，召开“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工作会议”, 落实教育部《关于

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和学校《推进教学信息化工

作方案》，教育部科学技术司、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

究中心、“爱课程”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研究分会、国家精品开放课程

项目工作组等部门、组织和项目负责人等应邀出席。 

12 日，召开 2016年度校级领导班子述职大会。 

13 日，“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通过教育部验收。 

14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新媒体联盟（NMC）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

智慧学习研究院承办的首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开幕。 

15 日，学校与最高人民法院签署家事审判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合作框架协议。 

16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成立仪式暨学士后教师

教育研讨举行。 

18 日，在光明日报社举办的 2016 中国智库年度影响力评选结果发布会上，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院长魏礼群荣获“年度智库十大人

物”称号。 

20 日，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政策研



究院共同主办“民办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20 日，由会林文化基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联合主办

的第三届“会林文化奖”颁奖典礼举行。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巴黎东方语言

文化学院教授白乐桑，中国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共获该奖项。 

21 日，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和统筹学

校信息化建设与网络信息安全工作。 

23 日，《合同管理办法》和《印章管理办法》经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印

发。 

24 日，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一行来校

看望慰问寒假留校学生。 

本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的“2016 年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优秀社会调研

优秀项目”评选结果揭晓，北京师范大学被评为“2016 年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优

秀社会调研工作组织工作先进校”，学校推荐的 10项调研成果获奖。 

本月，在 2014—2015 年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及创新成果

评选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报送的“志愿服务·党员先行”项目荣获优秀

成果二等奖；党委学生工作部报送的“追求卓越品质·培养一流人才”项目荣获

三等奖。其中，“志愿服务·党员先行”项目还荣获“创新成果奖”。 

本月，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2016 年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北京

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名单”，地理科学学部遥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申报的

“北京市陆表遥感数据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功认定为 2016 年度北京市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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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由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中国教育扶贫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中

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发布。 

13 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召开主协同单位会议和理事会。 

同日，《北京师范大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实施办法》经党委常委会审议

通过并印发。 

23 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办法》经党委常委会

审议通过并印发。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王立军同志为党委统战部部长，褚素丽

同志为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宋丽慧同志党委统战部部长职务，刘冬雪

同志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同意历史学院分党委 2017年 1月 10日换届

选举结果，由王东平、王卓凯、李帆、杨共乐、胡小西、郭家宏、董立河七位同

志组成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委员会。郭家宏同志任分党委书记，王卓凯同

志任分党委副书记。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易慧霞为审计处处长，朱瑞平为中文信

息处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陈则航、于晖为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张

丽为共建办公室副主任。免去李季审计处处长职务，朱小健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

常务副所长职务，吴云峰共建办公室副主任职务，王金生水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兼）职务。同意石兴娣辞去教育学部人事办公室主任（副处级）职务，翟永功

辞去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刘文彪理科学报主编职务。 

24 日，“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专题研讨会在北京

举行。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作为与北京市委宣传部

共建的高校智库机构文化类智库，成为一带一路联盟新增理事单位。 

同日，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张国恩一行来访。 

本月，学校教育基金会获评 5A 级社会组织并通过慈善组织认定。 

本月，教育部公布了《关于 2016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

技术）奖励的决定》，北京师范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科研成果奖 5项，其中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项，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4项。 



本月，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了 2016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北京师范大学共有 13名教师入选，包括社会科学、

心理学、神经科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数学、环境科学、地球和行星科学、化学、

农业科学、材料科学等 10 个学科。其中邓富国、贺永、杨大春同时入选科睿唯

安（Clarivate Analytics,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公布的 2016 年度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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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

心共同组织编写的《社会体制蓝皮书 NO.5(2017)》发布。 

4日，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通州区教委 “‘互联网+’

助力通州区教育全面深化综合改革项目”阶段总结会召开。会上，北京师范大学

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教育现代化建设成效获肯定。 

6日，《自然·神经科学》（NatureNeuroscience）在线发表了北京师范大

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章晓辉课题组关于大脑关联学习的内嗅

皮层—海马环路机制的重要发现，同时此论文将作为封面推荐文章正式发表于 4

月刊《自然·神经科学》。 

7日，中央第十二巡视组专项巡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工作动员会召开。会前，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杨晓渡主持召开与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的

见面沟通会，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

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上，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组长武在平就即将开展的专项

巡视工作作了讲话，杨晓渡就配合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程建平主持会议并作

表态讲话。 

9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调整学校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程建平任

主任，刘利、李晓兵任副主任。 

10 日，第十三届“京师校友金声奖学金”颁奖仪式在京师学堂举行。 

11-12日，“奔向莫斯科”2017 年俄语奥林匹克竞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 

13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一行等来校调研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

应用工作。 

14 日，中国食品药品安全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举行，建立该研究

中心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中国健康传媒集团开展战略合作的重要内

容之一。 

17 日，瀚德讲堂启动暨哈继铭博士讲座教授授予仪式举行。 

同日，成立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教师工作部，与教师发展中心实行“一

个实体、两块牌子”的运行机制。 

18 日，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校长 Neal J. Smatresk 一行来访，校长董奇会

见来宾。两校就共同成立智慧学习联合实验室签署合作协议。 



18-2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智慧学习研究院与美国新媒体联盟联合承

办的“第二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高等教育智慧学习展望”举行。教育部副部长

杜占元、校长董奇、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校长 Neal J.Smatresk、美国新媒体联

盟执行总裁 Eden Dahlstrom、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等出席大会开幕式。 

19-21 日，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

（AmartyaSen），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王室讲席教

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先后到访，并作主题

演讲。期间，两位教授获授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授。 

21 日，美国塔夫茨大学代表团访问文学院。 

24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周长奎一行来校调研学校整体引智工作和重

点项目情况。 

25 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程建平任组长，刘利、李晓兵、周作宇任副组长。于统战部下设办公室，由部长

王立军兼任主任。 

26 日，由中国伦理学会网络伦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

与传播研究院、新闻传播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联合承办的首

届网络伦理论坛在京举行。 

同日，由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

研究院承办的“第八次中国扶贫开发理论与政策前沿论坛暨深化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战略研讨会”举办。 

27 日，在英东学术会堂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开展 2016 年度选人用人“一报

告两评议”工作，并部署新学期工作。 

28 日，由心理学部临床心理研究所王建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基于全国调研数据的中国失独人群心理健康援助体系研究”研讨会暨课题启

动会召开。 

29 日，“亚洲校园”项目合作学校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校长出口利定及韩国

首尔教育大学校长金慶成、副校长李岏基一行到校访问，校长董奇、副校长周作

宇先后会见来宾。会谈结束后，三校就“亚洲校园”项目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同日，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新材料研究院。 



同日，海淀区区委书记崔述强，区委副书记、区长于军一行到校调研。 

30 日，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组建工作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7]163 号），北京师范大学

作为承担单位，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筹建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

室。 

同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牵头，联合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北京中启智源数字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设的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大数据

应用重点实验室合作联盟”签约。 

30-31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

研修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五届北京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决赛暨颁

奖典礼成功举办。 

31 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副校长周怀朴一行到校访问。 

本月，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下发文件，公布了第二批全国重点

马克思主义学院名单，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位列其中。 

本月，由教育部与光明日报社以“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为主题组织开

展的第三届“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示范项目和特色展示项目评选活

动中，北京师范大学“章黄国学”公众号获评“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展

示项目。 

本月，系统科学学院郭平教授的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 Optics Express

上发表了应用盲反卷积方法对郭守敬望远镜（LAMOST）的二维多光纤光谱图像进

行一维光谱抽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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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求索之路永无止歇：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韩少功入校仪式暨创作

四十年研讨会”举行。 

3-7 日，天文系成功举办“星系团内介质物理学”（Physics of the 

Intracluster Medium）国际研讨会。 

7日，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合作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前沿

交叉研究中心”，聘请安芷生为中心主任，聘请周卫健为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同日，昌平新校区 G区二期项目通过北京市结构“长城杯”第二次验收。 

8日，由艺术与传媒学院承办的第二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在北京剧院开

幕。 

10-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全球变

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形成机制与评估研究”代表团赴美国东北部地区开展系列

学术交流活动。 

11-20日，受教育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局委托，承办“香港校董

学会会员北京交流团”、“香港副校长会‘香港情•中国情’北京交流团”和“澳

门高中生家长内地高校参访团”，并成功举办“2017 年京港青年伙伴交流营”

活动。 

12 日，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在京召开“北极战略研讨会”。 

13 日，由中国公益研究院、国际公益学院联合主办的主题为“共塑厕所文

明 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二届中国厕所革命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同时发布《中

国厕所革命进步报告》。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学校党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程建平任

主任，孙红培、刘利、李晓兵任副主任。 

14-18 日，在 2017 年全国核反应会议暨核物理 973 项目年会上，2014 级博

士研究生温培威荣获大会组委会评选的“优秀青年报告奖”。 

1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一行来到北京师范

大学实验幼儿园调研德育工作与家庭教育。 

20 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四有”

好老师重要讲话，研究部署推进学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同日，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文传榜·2016”开奖，“北京师范大学民



俗学”与“章黄国学”一同荣膺“网络十大国学公号”，文学院刘智晗《野有蔓

草》音乐专辑入选“十大国学音乐”。 

21 日，以“品味经典·沐浴书香”为主题的 2017 年度“世界读书日”暨第

十届大学生读书文化节启动。 

22 日，2017 年“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开幕。 

同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揭牌。 

同日，由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育部虚拟现实应用工程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

“‘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与教育高端论坛”在西安举行。会上，智慧学习研究

院院长黄荣怀等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一带一路’国

家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系列成果。 

24 日，泰国总理巴育、夫人娜拉蓬率领代表团来校访问。 

同日，由人社部、国家海洋局共同举办的“中国极地考察表彰大会”在北京

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程晓荣获“中国极地考

察先进个人”称号。 

25 日，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学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教育评估系统》

发布。 

27 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外国语大学

阿拉伯学院在第 27 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期间联合举行“北京

扎耶德中心文库”启动仪式和作家对话活动。 

27 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

美育工作委员会”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体育、美育工作委员会”。

程建平、董奇任主任，史培军、刘利、李晓兵任副主任。体育中心挂靠体育与运

动学院，殷恒婵任主任。美育中心挂靠艺术与传媒学院，胡智锋任主任。 

同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和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共建的“婚姻家庭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与研究东北分中

心”在辽宁师范大学揭牌。 

本月，教育部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光明日报社共同下发

第九届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推选结果通报，北京师范大学申报的“励



志铸魂，弘德世范——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项目获评优秀成果一等

奖。 

本月，北京市总工会下发了关于 2016 年度基层工会工作考评结果的通报，

北京师范大学工会获评“市教育工会系统优秀单位”、“工会工作标兵单位”。 

本月，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青年教师陈济冬的合作论文“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与 Jennifer 

Pan和徐轶青合作）获评国际顶级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美国政治科学杂志）2016 年度最佳论文奖。该论文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对居

民经济福利诉求的回应度及其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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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一行来到北京师范大

学，就“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进行专题调研。 

3 日，举办 2017 年五四青年论坛，与会师生代表围绕“落实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发言和讨论交

流。 

同日，外国语言文学院与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实习基地挂牌成立。 

4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胡志峰同志为校医院直属党支部书记。

任命郭佳宏为哲学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张红为法学院副院长，柴荣为法

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夏俊卿为天文系副主任（试用期一年）。免去李建

会哲学学院副院长职务，梁迎修、熊跃敏法学院副院长职务，刘逸帆中国社会管

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副院长职务。同意分析测试中心直属党支部 2017 年 3 月 21

日换届选举结果，由王水锋、刘媛、李崧、吴正龙、耿珠峰五位同志组成中共北

京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直属支部委员会。刘媛同志任直属党支部书记。 

同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

政法大学重要讲话精神。 

同日，“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方案”编制工作部署会在京师学堂召开。

校长董奇出席会议，对学校“双一流”建设方案编制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 

5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Aaron Moore 一行、澳大利亚科

廷大学校长 Deborah Terry 教授一行分别来访。 

5-6 日，举办 2017年运动会。 

8日，校党委书记程建平、校长董奇一行赴河北省商谈学校服务雄安新区建

设事宜。河北省省长许勤，省委副书记李干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雄安新

区临时党委书记袁桐利等出席座谈会。双方就开展合作有关事项交换意见。 

同日，经 2017 年第五次、第六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内部控制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内控办”）挂靠单位由审计处调整为党委/校长办公室。

聘任李季同志为内控办主任（无行政级别）。 

10 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减灾署署长 Robert Glasser先生一

行，巴西科因布拉高校联盟执行主席罗萨娜·席尔瓦（Rossana Silva）教授一

行分别来访。 



同日，由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培训中心与学校

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馆长论坛研讨会”举行。 

同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与中国财经出

版传媒集团财经期刊总社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发布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11 日，全球最大的科学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集团公

布 2016 年发表在该集团旗下期刊的 180 篇杰出论文及综述文章。北京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研究创新团队 2016 年 3 月在国际学术期刊 Landscape 

Ecology 的论文“Amur tigers and leopards returning to China: direct 

evidence and a landscape conservation plan”入选。 

11-12日，李正荣教授在俄罗斯皮亚季戈尔斯克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获授莱蒙

托夫纪念奖章。 

12 日，由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

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院士回母校”报告会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成为

和凌永顺与师生分享他们的求学经历和人生感悟。 

同日，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赵建军一行调研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经济信息

研究中心。 

12-14日，由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高校心理素质教育基地（北

京师范大学）承办的生命教育教学工作坊在校举办。 

13-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达

沃斯全球风险论坛共同主办的“巨灾与经济风险综合防范国际研讨会”在深圳召

开。 

14 日，第十三届北京师范大学物理文化节开幕式暨名家讲堂活动举行，中

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出席。 

同日，在第六届京津高校海峡两岸知识竞赛上，由励耘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叶骏，历史学院 2016 级本科生宁轩、洪思音组成的北京师范大学代表队获得第

一名的好成绩。 

15 日，东盟副秘书长穆赫坦博士率团到校访问。 

16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2017年香港小学校长领导研习班”开班。 



18 日，海淀区政协主席傅首清一行来北京师范大学走访调研。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基础教育对外合作办学工作领导小组。

程建平、董奇任组长，陈光巨、孙红培任副组长。 

同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17-21日，体育与运动学院与法国阿尔多瓦大学体育运动学系签订合作实施

协议。 

19-2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联合主办、高等经济大学

圣彼得堡分校和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合承办的“Education and 

Global Cities: Smart Learning for World Universities”（教育与全球城市：

世界大学智慧学习）在圣彼得堡举行。 

21 日，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各本科教学单位，以及教务处、本科生工作

处、招生办公室、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等部门，在京师

广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招生信息咨询服务。 

同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和 WTO 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主办，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与金砖国家合作中心联合承办的“2017 年金砖国家经贸合

作重点议题国内外专家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应邀出席专家

交流会，并围绕金砖国家经贸投资合作主题作了主旨演讲。 

22 日，台湾中正大学校长冯展华一行来访。 

同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一行就学校管理体系和校园文化建设到

青岛附属学校调研。 

同日，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副局长程霜枫一行就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来校开展实

地调研。 

同日，经研究决定，聘任王金生为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任期五年；林学钰为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委

员会主任，任期五年。聘任张正旺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

任，任期五年；马克平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

任，任期五年。聘任李增沪为数学与复杂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木法为

数学与复杂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23 日，由巴黎政治大学、法国 ESSEC 高等商学院、里昂商学院、南特高等

商学院及巴黎高等视觉传达艺术学院等 5 所法国知名高校组成的代表团来校访

问。 

同日，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举办 “新全球化语境下艺术理论与批评

格局的重构——第一届全国艺术类学术期刊主编高峰论坛”。 

同日，经 2017 年学科建设工作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决定撤销中国彩票事

业研究中心等 5个非建制性科研机构，将软件工程研究中心更名为智能计算与软

件研究中心，将应用化学研究所负责人由朱霖变更为邹应全。 

25 日，由海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和海

淀区精神卫生防治指导中心承办的第 18届“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主题活动

暨海淀区高校心理健康服务联盟成立。 

同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智

慧学习与开放教育资源国际高端论坛”在沈阳举行。 

同日，政府管理学院与白鹿洞书院文化交流中心合作共建的“传统文化与现

代管理”研究与教育实习基地揭牌。 

26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艺术与传媒学院承

办的第二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北京乐视体育生态中心

举行。 

同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党员代表大会举行，选举学校出席北京市第

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选举。程建平同志、孙宇同志、

梁颖同志被推选为学校出席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31 日，第三届金砖国家青年外交官论坛在校开幕。 

本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了第 61 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获得

者名单。北京师范大学 8名博士后获得一等资助，24名博士后获得二等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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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刘大为率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第

五调研检查组来校，就学校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情况进行实地调研检查。 

2日，第五届文化创新国际论坛在英东学术会堂开幕。本届论坛由文化创新

与传播研究院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联合承办。 

3-4 日，由教育部主办的 2017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北京赛区）在清华大学

举行，心理学部用户体验方向的专业硕士学生团队获得北京赛区第一名的好成

绩。 

4日，第 21 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CCE2017)在校拉开帷幕。 

同日，应格陵兰政府邀请，正在格陵兰岛迪斯科湾地区进行北极科学考察的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程晓教授和张宝钢工程师使用“极鹰三号”固定

翼无人机，成功获取了 NordreStrem 峡湾部分岛屿的高分辨率无人机遥感影像，

实现了我国遥感无人机在北极格陵兰岛地区的首飞。 

5日，由天文系教授张同杰主导的宇宙中微子数值模拟团队，运用国防科技

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成功完成 3万亿粒子数的宇宙中微子和暗

物质数值模拟，以研究成果的形式在《自然-天文》（Nature Astronomy）上发

表。 

6 日，校长董奇会见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

（B.R.Deepak）。 

7日，北京师范大学徐树彬魏清仙物理学人才基金捐赠仪式举行。 

8日，《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的实施方案》经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印发。 

7-9 日，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年会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期间，EFMD

对 2016 年 6 月至 2017年 5 月期间首次通过 EQUIS 国际认证的 10 家商学院举行

了授牌仪式，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作为此次中国大陆唯一一家

通过 EQUIS 国际认证的商学院接受了授牌。 

10 日，学校成立中共北京师范大学机关委员会，撤销机关第一、二、三、

四党总支，原有党支部隶属机关党委。 

12 日，根据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北京师范



大学党委反馈专项巡视情况。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杨晓渡主持召开向学校

党委书记程建平的反馈会议，出席向党委领导班子反馈专项巡视情况会议，对学

校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抓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同志向程建平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

第十二巡视组组长武在平代表中央巡视组分别向程建平和学校领导班子反馈了

专项巡视情况，副组长张天强、肖远企、戴武军参加反馈会议。程建平主持向领

导班子反馈会议并就做好巡视整改工作作表态讲话。 

同日，立陶宛维陶塔斯·马格纳斯大学（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校

长 JuozasAugutis 教授一行来校访问。 

同日，第七届北京市外国留学生汉语之星大赛半决赛和决赛在北京电视台拉

开帷幕。俄罗斯留学生艾丽娜斩获十大“汉语之星”，韩国留学生朴动现获得“汉

语之星优秀表现奖”，指导教师刘桂林老师获得“优秀辅导教师奖”。 

13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英国剑桥环境研究公司（CERC）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环境政策研究中心（CGEP）、北京师范大学大气环境研究中心

（CAES）承办的“中英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研讨会”在京师学堂举行。 

14 日，北京师范大学与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签署校园足球合作备忘录。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与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光巨代表

双方签字。 

同日，俄罗斯联邦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总理马尔丹诺夫、副总理阿尔别尔

托维奇一行来访。 

1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网共同承办，赛尔网络有限公司、高德纳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协办的高等教

育国际一流信息化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高校信息化主

管领导如何制定信息技术战略撬动高校双一流建设”。 

同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

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对学校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活动作出部署。 

同日，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签署海外人才科研培养基地建设合作协议书。 

16 日，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教务长兼高级副校长

Patricia Beeson 教授一行到校访问。 



19 日，荷兰海牙应用科技大学副校长 Susana Menéndez 博士一行到校访问。 

同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 2017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经审议、表决，决

定授予 3128名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3642名研究生硕士学位，决定授予 518 名

研究生博士学位。同意推荐法学等 8个学科申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信息

与通信工程等 2个学科申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同意撤销水土保持与荒漠

化防治等 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会议通报了学校申请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工作

进展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进展。 

20 日，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郭广生一行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辐射

中心调研。 

22 日，纳米比亚驻中国大使 KaiyamoElia George博士等人到访，参加北京

师范大学 2017 届“发展中国家硕士项目”毕业典礼，并受聘为学校新兴市场研

究院顾问。 

23 日，学校党委巡视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英东学术会堂召开。会上，党

委书记程建平传达了中央巡视组《关于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

情况监督检查的报告》。党委副书记李晓兵传达了中央组织部《北京师范大学选

人用人工作检查反馈意见》。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红培介绍了巡视整改工作

方案。 

同日，北京师范大学 2017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 

17-24日，加拿大萨省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 Lawrence Martz 教授到校访问。 

24 日，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英东学术会堂召开。 大会

听取了董奇所作的题为《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的学校工作报告、常务副校长史培军所作的学校《2016 年校务公开工作

报告》，听取审议了学校《2016年财务决算和 2017年财务预算报告》、《提案

工作报告》以及《教代会工会工作报告》，对荣获“最佳提案奖”、“优秀提案

奖”和“提案落实奖”的个人和单位进行了表彰。 

26 日，法国图卢兹大学（联盟）校长 Philippe Raimbault一行到校访问。 

27 日，新闻传播学院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发布《2017 青少

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 

29 日，根据上级要求和学校党委巡视整改工作统一部署，学校召开领导班



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副组长李立新出席了会

议。 

30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暨表彰大会在英东学术会堂召开。 

同日，“实践砥砺初心志，青春喜迎十九大”2017 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出

征仪式在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本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了第十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获得者

名单。北京师范大学 8位博士后获得资助。 

本月，美国气象学会会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在线发表了王开存教授团队题为“PM2.5 Pollution in China and How 

It Has Been Exacerbated by Terrain an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的最

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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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8 届大会主席 Stanley MutumbaSimataa 先生来

校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4日，受教育部委托，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和北京市教委的统一部署，以全国

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公共体育组副组长、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教授

为组长的专家组一行，对落实教育部《普通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情况、校

园足球活动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 

同日，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武建军为环境遥感与数字城市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主任，闾国年为环境遥感与数字城市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技术委员会主任。 

4-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BNUBS）、法国 GATE 经济学

实验室和德国海德堡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八届 BNUBS-GATE 研讨会在海德堡大学成

功举行。 

5日，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黄伟国一行来校访问。 

7日，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联盟古籍工作会议在校图书馆召开。 

同日，《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在线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气候学团队关于热带西太平洋海温年代际变化

机制的重要进展。 

8日，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党委书记、实验室理事会理事长程建平、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创新能力处处长袁军等出席会议。 

9-14 日，数学科学学院举办 Lexicon 项目会议暨国际数学教育前沿论坛。 

10 日，举行“中国思想与现代文明”———第三届孔子新汉学计划·京师

哲学暑期学堂开学典礼。 

10 日，中国地理学会发布了《关于 2017年中国地理学会系列科技奖励的表

彰决定》，地理科学学部教师潘峰华、王帅获得了第十四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

奖”。 

12 日，召开全校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委书记程建平出席会议。会议通报

了当前学校宣传思想与意识形态工作情况，交流了学校宣传思想工作经验，对

2016年度学校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优秀微信公众号、优秀内刊进行了表彰，

对学校落实中央 31 号文件实施细则和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整改举措进行了分组讨



论，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 

13-14 日，2017 年“慧眼中国环球论坛”（Future China Global Forum）

在新加坡举行。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在“开幕主题

研讨”环节就“全球发展背景中的中国经济”发表演讲。 

14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李小文基金设立的首届“李小文遥感科学奖”和“李

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颁奖。 

同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第二检查组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就贯彻落实全国和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调研。校党委书记程建平会见

了检查组组长、对外经贸大学原党委书记王玲一行。 

19 日，2017 年学科建设工作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国家公园研究院，聘任葛剑平为执行院长。 

20 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调整党委干部工作领导小组。程建平任组

长，成员有董奇、孙红培、李晓兵、方增泉。调整党建工作小组。程建平任组长，

董奇、孙红培、李晓兵任副组长。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董奇任组长，史培军、李晓兵任副组长。任命李晓兵同志为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

（兼）。任命孙红培同志为机关党委书记（兼），徐蕾、李美仙同志为机关党委

副书记（兼），廖英同志为机关党委副书记（专职）。原有机关第一、二、三、

四党总支处级党务干部职务自动免除。 

同日，印发关于规范学部院系自设内部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管理的通知。 

同日，由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共同

主办的“百度集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资助计划”启动仪式在校举行。 

21 日，2017 年度“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展映仪式在京师学堂举行。 

22 日，第三届“食药安全新闻传播与谣言治理”青年学者论坛在校举行。 

26 日，启功书院联合中国水墨画院，举办“人生朝露，坚净千秋——启功

诗词当代名家书法作品邀请展”。 

27 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政府采购与招标工作领导小组。 

任命王然为新材料研究院副院长，任命梁颖同志为党委教师工作部常务副部长。 

28 日，遵照商务部和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举办的“中亚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的防灾减灾措施和技术培训班”要求，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



亚国家相关领域的 11名技术官员来地理科学学部参观考察与座谈。 

本月，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评审结果正式公布，北京师范大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获准立项 17 项，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获准立项 2 项，两类重要项目立项数均位列全国第

一。 

本月，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公布了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

务项目立项结果。北京师范大学 3名辅导员申请课题获批立项。 

本月，学校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徐冰教授团队与其合

作者在《美国科学院学报》（PNAS）上发表题为“Interannual cycles of Hantaan 

virus outbreaks at the human-animal interface in Central China are 

controlled by temperature and rainfall”的成果。 

本月，学校制定的《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和《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

干部工作的意见>的实施办法》，经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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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经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决定将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由辜胜阻变更为韩晶，依托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管理；中国周边地缘研究中

心主任由陈军变更为葛岳静，依托地理科学学部管理。 

同日，经学校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决定，免去朱善璐北京师范大

学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职务、孙善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院

长职务。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更名为“党

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程建平任组长，史培军、孙红培、李晓兵任副组长。 

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承办的“体验动感中国”项

目开学典礼在敬文讲堂举行，由 108 名英国优秀大学生组成的代表团在京体验

“动感中国”。 

7日，根据上级要求和学校党委巡视整改工作统一部署，学校召开领导班子

巡视整改工作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领导班子成员针对巡视反馈意见，认真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思想根源，提出整改方向和措施。

会前，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进一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6 月 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听取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情况汇报会上的重要讲话、杨晓渡同志在中央第

十二巡视组专项巡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情况反馈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央第十二巡

视组《关于专项巡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的反馈意见》，认真学习了黎晓宏同志在

中央巡视办督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巡视整改工作会上的讲话和陈宝生同志近日

在实地检查指导北京师范大学巡视整改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之间谈心谈话、交流思想，撰写个人民主生活会发言提纲。 

9日，《北京师范大学师德师风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经党委常委会审议

通过并印发。 

同日，经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决定将土地研究中心主任由马克

伟变更为张文新，依托地理科学学部管理；资源环境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

主任由李小文变更为梁顺林，依托地理科学学部管理；地理计算与分析中心主任

由周启鸣变更为刘慧平，依托地理科学学部管理。决定撤销全国中小学教师远程

教育研究中心等 14个非建制性科研机构。 

12 日，学校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基础教育对外合作办学工作的通知》。 



15 日，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召开的北极大学联盟理事会上，经全体理事单位

投票全票通过，北京师范大学被吸收为北极大学成员单位，一同被吸收为成员的

还有德国 AWI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等 13家大学与研究机构。 

16-19日，由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CPrA）主办、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承办的第十五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逻辑学会语

用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成功召开。 

19-2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人与环境可持续研究中心和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

源持续利用与减灾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

实验室协办的“第五届景观可持续科学国际论坛（The 5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Science）”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20 日，2017 年度亚太青年模拟亚太经合组织大会全国总决赛在扬州落下帷

幕。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语专业 2014 级本科生程康笛荣获中国区

选拔总冠军。 

21 日，学校委员会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22 日，美国休斯敦大学副校长兼副教务长 Jaime Ortiz 一行来访，副校长

周作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双方就拟共同举办的“北京师范大学-美国休斯敦大

学教育博士学位项目教育领导力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举行了签约仪式。 

25 日，校党委在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召开巡视整改情况通报大会。会上，

党委书记程建平围绕强化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通报

了此次中央巡视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 

26 日，心理学部举办第三届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用户体验 UX@BNU高端论

坛。论坛以“Where Psychology Meets Desig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为主题，邀请国内外学界知名学者与业界资深专家一起探讨心理学与设计的跨界

与融合，探索 UX在未来教学、科研和实践中的更多应用。 

同日，由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组织和主办的新兴市场经济与商业发展国际会

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Markets）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第一会议室召开，来自 6个国家的

近 20 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就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的经济、金融、财政和管理等



问题进行学术研讨。 

26-27日，为纪念张静如先生逝世一周年，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北京高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弘扬静如精神 深化党史研究”

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27 日，广东省政府、珠海市政府和北京师范大学三方共建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校区协议在广州签署。广东省副省长黄宁生、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李贻伟、广

东省教育厅厅长景李虎，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董奇、副校长陈光巨、

党委副书记李晓兵，珠海市副市长阎武等出席活动。按照协议，广东省广东省委、

省政府将全面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力支持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建设。北京师

范大学将举全校之力整合国际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在珠海迁移、引进、新建一批

高端的重点实验室、人文社科基地和国际组织，建设教育创新的“南方硅谷”，

将珠海校区建设成为紧扣国家和广东省教育、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北京师范

大学本部同一水平的南方校区。 

同日，由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健康中国，教育先行”公共健

康与教育政策圆桌论坛在京举行。 

28-29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暨

PACE20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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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举行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新生开学典礼。 

2日，北京市委教工委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纪念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成立 25

周年大会，会上对 100名长期坚持关心下一代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五老”代表

进行表彰。北京师范大学周之良、尹冬冬两位老师受到表彰。 

3日，2017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评审工作在西安交通大学顺利结束，

由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彭文凯、张见齐、王梓晗组成的参赛队斩获全国一

等奖。 

同日，地理科学学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汪明教授、刘凯副教授获得尼泊

尔国家重建局颁发的嘉奖，表彰他们在尼泊尔恢复重建中做出的贡献，这是尼泊

尔国家重建局自 2015年成立以来首次向对恢复重建做出贡献的个人进行表彰。 

4日，举行北京师范大学 2017 级新生开学典礼。 

7日，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课后服务示范点”建设启动仪式在校举行。 

同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在线刊登了生命科学学院细胞

增殖及调控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王占新教授课题组发表的题为

“Polycomb-likeproteinslinkthePRC2complextoCpGislands”的文章，报道了

该研究组关于 PCL 家族蛋白调控 PRC2 复合物在染色质上定位的机理研究上的突

破性进展。 

8日，举行庆祝第 33个教师节暨建校 115周年表彰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迎

接党的十九大，争做‘四有’好老师，积极推进‘双一流’”。 

同日，北京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公共必修课启动会在校召开。校长董奇到会并致辞。 

13 日，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次签约意

在落实北京农机试验站搬迁相关事宜，加快新校区建设。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行

业优势和科教优势，在产学研联合发展、干部教育与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交流与

合作。国机集团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任洪斌，集团党委常委、总会计师、副总经

理兼金融投资事业部总经理骆家駹；学校党委书记程建平，党委副书记、校长董

奇，副校长张凯等出席活动。张凯与骆家駹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同日，地理学部成功举办“全球变化数据出版与共享”百校传播启动会。 

14 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李芒、贺利华同志为党委教师工作部



副部长。 

16 日，全国第十三届学生运动会闭幕，北京师范大学获授高校学校体育工

作最高奖项——“校长杯”。 

同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郎平体育文化与政策研究中

心等承办的“全民 共建 共享——健康中国高端论坛”举行。 

同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微软集团、封面传媒共同发起成立的“人工智能与

未来媒体实验室”挂牌成立。 

同日，首届“图情学科创新与图书馆实践高峰论坛”在校图书馆举办。 

18 日，中日韩“亚洲校园”项目日方代表东京学艺大学副校长中岛裕昭教

授一行及韩方代表韩国首尔教育大学代表到校访问，与学校相关负责人举行第三

次协商会。 

同日，学校第十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全部完成，选举产生了出席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 268名。 

18-19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

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第二届中英社会治理现代化研讨会在伦敦举行。 

21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北京师范大学入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 类名单，同时有

11 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它们分别是：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

文学、中国史、数学、地理学、系统科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戏剧与影

视学、语言学。 

同日，与深圳南方大数据交易有限公司共建政府大数据研究院签约仪式举

行。 

同日，学校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哲学用哲学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和关于“学哲学用哲学”的重要指示精神，重温

学习《实践论》《矛盾论》。 

22 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书磊来校调研 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建设，

并与“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研究专家座谈。 

23 日，“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京城百校联盟“讲述好老师的育



人故事”演讲会在校举行。 

23-24日，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在珠海校区举办“社会工作教育创新论

坛暨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招生推介会”。 

24 日，北京师范大学庆阳附属学校落成典礼举行。 

26 日，“中国儿童青少年脑智研究全国联盟”成立。 

同日，意大利司法部部长 Andrea Orlando 率代表团访问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院和 G20 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校长董奇会见来宾。 

27 日，俄罗斯联邦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政府总理 Rustem Mardanov 在总

理府会见了前往参加第三届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地区小型企业论坛的学校“一带

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和“京师特聘教授”潘庆中，并就教育如何服务好“一

带一路”建设问题进行了座谈。 

同日，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济宁市人民政府主办，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和济宁市教育局承办的信息时代扫盲

与技能开发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山东省济宁市举行。 

27-29日，“2017非洲数字学习国际会议”（eLearning Africa Conference）

在毛里求斯举行，会议由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和德国 ICWE 公司共同举办，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简称“农教中心”）和北京师范大

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是此次会议的重要合作伙伴。农教中心主任黄荣怀教授率团参

加会议。 

30 日，召开“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会议暨教育与社会发

展重大问题研讨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严隽琪、顾明远主持会议。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成员和党委副书记、校长董奇，副校长陈丽，以及研究院、学校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议对如何处理好教育与社会两个专业领域、学科建设与

智库建设、北京师范大学与民进中央以及学术委员会与智库其他机构的关系进行

了明确，围绕《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章程（讨论稿）》进行了

探讨。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单

位。 

本月，林崇德教授获“北京市人民教师”荣誉称号。王立军、刘全儒、江怡、

辛涛、保继光、黄荣怀 6名教师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卢忠林、程晓堂、



刘慧平、刘洪涛 4名教师荣获第十三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本月，学校在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创业中心建设评选中获评“北京地区高校

示范性创业中心”。 

本月，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中，北

京师范大学 10 支队伍获奖，其中获得一等奖 2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6项。 

本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设立第七批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基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北京师范大学获批成为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基地。 

本月，在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组织的“混合式教学试点项目”评选中，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获评“2017 年混合式教学试点单位”。 

本月，北京市媒体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落户北京师范大学。 

本月，在“长江钢琴·小金钟 2017 全国高校钢琴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艺

术与传媒学院音乐学专业学生巩曙光、陈童心摘得金奖，周佳铭获得银奖。此外，

郭兰兰教授、王海波教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艺术与传媒学院获“优秀组织

奖”。 

本月，教育部公布了 2017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北

京师范大学 132 个项目全部获批立项。 

本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好老师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全

国第 33 个教师节及学校 115周年校庆，学校在学生中开展了“传承百年木铎魂，

当好未来筑梦人”———“四有”好老师主题教育活动。 

本月，天文系博士后苏杰和付建宁教授等人基于我国大科学装置郭守敬望远

镜（又称 LAMOST）巡天数据的白矮星星表，观测发现了四颗新的 DA型脉动白矮

星。该项研究成果已被国际著名天文学期刊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ApJ)

接收。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大
事
记2

0
1

7
 

十
月 

 



8日，由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一带一路”出版高峰论坛暨《中外出版史》

首发式举行。 

9 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公布了 2018 年度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立

项结果，北京师范大学共有 8项申报课题获批立项。 

10 日，芬兰教育与文化部部长 SanniGrahn-Laasonen 女士一行到校访问。

校长董奇、副校长陈丽会见来宾，双方就推进中芬教育合作展开会谈。 

11 日，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系主办第五届“国际舞蹈创意学术研讨暨高校

展演”。来自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罗格斯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西澳表演艺

术学院等国内外知名舞蹈院校的优秀学子齐聚北京，探讨当代舞蹈的“转换和重

置”。 

12 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刘春荣为心理学部副部长（试用期一

年）。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同意哲学学院党委 9 月 18日换届选举结果，

由王成兵、王葎、韦蔚、冯伟光、吴玉军、罗松涛、董春雨七位同志组成中共北

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委员会。韦蔚同志任党委书记，罗松涛同志任党委副书记。 

13 日，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首次北极科考队出征仪式举行。 

同日，赫尔辛基大学校长 Jukka Kola 一行来访。 

同日，中法核科学联合论坛（China-France Joint Forum on Nuclear 

Science）在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召开。 

13-15日，受北极圈论坛组委会邀请，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派出

由 7 名师生组成的代表团赴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参加第五届北极圈论坛全体会

议，并参加了主题为“北极气候变化：大气、海冰、生态与遥感”的分论坛。 

14-15日，由清华大学科研院主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类脑计算创新应用大赛

暨国际邀请赛总决赛举办。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吴思课题组的学

生团队凭借作品《基于皮层下视觉通路认知机理的运动物体识别算法研究》荣获

一等奖。 

16-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与南澳大学商学院联合举办

的国际学术会议（BNU-UniSA Joint Symposium）在校成功举行，来自两校的数

十位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参加会议，就经济管理、文化艺术、生态环境、教育、



创新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17-18日，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金砖国家合

作中心主任王磊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智利圣地亚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总部举办的首届中国-拉共体高端学术论坛暨第四届中拉智库论坛，并分别作了

专题发言。 

18 日，学校党委组织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机关部处党员干部、学生党员代

表等集体收看十九大开幕式直播，各学部、院系在各自单位组织收听收看，认真

学习领会十九大报告精神。 

同日，经 2017 年学科建设工作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决定，随机数学研究中

心主任由陈木法变更为洪文明。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由李晓西变更为林永

生。 

19 日，教育部语信司田立新司长一行来文学院汉字实验室调研。 

20 日，受教育部科技司委托，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智慧学习研究

院在京组织召开了雄安新区智慧教育专家研讨会。 

23 日，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

量评价体系研究”研讨会在校召开。 

24 日，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校长 Barney Glover一行来校访问。 

同日，在地球观测组织第 14 届全体会议上，地理科学学部研究成果《全球

典型重大灾害对植被的影响》在“中国日”主题活动中向全球发布，引起国际地

球观测领域的广泛关注。 

25 日，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李实教授、中国社科院赵人伟教授、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为主要贡献人的“中

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获得该奖项。 

26-29日，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国英语专业、大

学英语开放课堂暨教学改革高端论坛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近 120余名

英语教师与会。 

27 日，校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李滨、袁治节为法学院副院长（试用期

一年），王国强、潘成忠为水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张红法学



院副院长职务，徐宗学、丁爱中水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职务，冯丽萍汉语文化学院

副院长职务，王君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兼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魏礼群为北京师范大学青年诚信建设研

究中心主任，吕韶钧为北京师范大学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广研究中心主

任，滕彦国为北京师范大学-萨斯喀彻温大学气候与水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29 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代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了由外交部主办的“大

爱无国界——共筑云南健康家园”国际义卖活动。 

31 日，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

科技论文结果发布会，公布了 2016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统计结果。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荣获 2016 年“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称号，入选“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F5000）”项目来源期刊，位列

“2016 年自然科学师范大学学报综合评价总分”第 1名。 

同日，校长董奇会见耶鲁大学校长国际事务助理王芳女士。 

本月，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宣布

成立“面向未来地球的地理学：人地系统耦合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Commission on Geography for Future Earth: Coupled Human-Earth Systems 

for Sustainability，简称 IGU-GFE），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部长傅伯杰院士任委员会主席，来自澳大利亚、美国、

俄罗斯、法国、荷兰、日本、罗马尼亚、南非、秘鲁等国家的著名学者担任委员

会副主席和委员，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本月，校党委邀请校内外专家组成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面向校内广大师

生开展专题宣讲。程建平任团长，成员有程建平、董振华、张润枝、王树荫、沈

湘平、赵朝峰、赖德胜、冯刚、石中英、董世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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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成立“化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

会”，张新祥为主任。 

1-2 日，北京师范大学“创意戏剧 活力校园”第四届儿童国际戏剧节代表

作品展演活动举行。 

2日，在英东学术会堂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会。会上，党委

书记程建平传达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就具体工作进行部署。学校领导、“两委”

委员、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机关和院系中层正职、基层师生党支部书记代表参

会。 

3日，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武法提为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程建钢为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委员

会主任。 

3-4 日，由北京市委教工委主办、北京师范大学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承办

的“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推进高校立德树人”第一届京津冀高校辅导员发展论

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4日，文学院教授郭英德主编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新书座谈会暨“中国

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成果发布会举行。 

6-13 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与广西师范大

学合办的“东盟国家乡村教师支持系统建设国际研修班”在广西桂林举行。 

7 日，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Ya.TUMURBAATAR、副校长 Baldorj OCHIRKHUYAG

来校访问。 

8日，2017 第十三届“中国记者节大型公益论坛”在学生活动中心开幕。此

次论坛由新闻传播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和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同日，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校长代表团来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访问。 

10 日，“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活动举行。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于小雷同志为校团委副书记（副处级，

主持工作，试用期一年），孙薇薇同志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中心副主任（试

用期一年）。免去韩舰同志校团委副书记（副处级）职务，褚素丽同志党委宣传

部副部长兼新闻中心副主任职务，盛双霞同志汉语文化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11 日，美国哈佛大学副教务长 Peter K. Bol （包弼德）教授带领哈佛大学



在线课程（HarvardX）团队、超星集团负责人一行访问学校，校长董奇、副校长

周作宇会见来宾。 

11-12日，第二届(2017)地缘关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

缘关系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校召开。 

13 日，英国牛津大学摄政学院校长 Robert Ellis一行来访。 

13-15日，在“中国—东盟合作基金”支持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

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和亚洲理工学院（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联

合主办的“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n Education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在泰国成功举行。泰国诗琳通公主为论坛专程发来

贺信，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派员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4 日，中国高质量 MBA教育认证专家实地考察校 MBA 项目。 

16 日，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校长柯德瑞（Peter Coaldrake）一行来校

访问。 

17 日，天文系与荷兰莱顿大学莱顿天文台签署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李晓兵同志为学业辅导中心主任（兼），

隋璐璐、夏敏为学业辅导中心执行主任（兼）。任命刘臻为人事处处长兼人力资

源服务中心主任。同意沈珍瑶辞去人事处处长兼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同日，经研究决定，聘任张俊杰教授为细胞增殖及调控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主任，詹启敏教授为细胞增殖及调控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

任。 

同日，2017 年度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绿色大学联盟理事会会议在校召开。 

同日，荷兰内梅亨大学（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校长 Daniël 

Wigboldus教授一行来校访问。 

18 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学联和

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大学承办的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落下帷幕。北京师范大学参赛学生团队斩获全国特等

奖 1项、三等奖 4项，位列北京地区高校第三名。学校荣膺全国高校优秀组织奖。 

同日，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联合召

开“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度研讨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高端研讨会。 



    同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 2017 北京学术

前沿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论坛以“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文化传承与创新”

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市文化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各学会代表、师生代表近 200人参加论坛。 

21-25 日，在韩国济州举办的 2017 年国际表面处理和改性技术研讨会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urface Treatment and Modification 

Technologies, STMT2017)上，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生张亦凡获得最佳学术报

告奖。 

22 日，“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会上举办了“中

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颁证仪式。学

校心理学部文科基地主办的《心理发展与教育》期刊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

力学术期刊”。在中国心理学学术期刊中，《心理发展与教育》的国际他引影响

因子排名第二位。 

24 日，第三届中国留俄学生俄语技能大赛决赛在俄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

院举行，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研究生刘成成荣获一等奖。 

24-25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第八届年会暨“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

力生成”论坛在京举行。 

25 日，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调整北京师范大学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程建平任组长，孙红培、李晓兵、周作宇任副组长。 

25-26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英东学术会堂

开幕。大会的主题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凝心聚力、

改革创新，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来自全校各单位的 268名代表在为期

两天的大会上，共商学校改革发展大计。大会通过了《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三

次党员代表大会关于第十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

十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关于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

了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三届委员会、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

会，程建平等 25人当选新一届党委委员，孙红培等 13人当选新一届纪委委员。



本次大会共收到代表提案 28 件，参与提案的代表 202 人次，涉及教学科研、学

科建设、党建思政、管理服务、人才队伍等多个方面。 

同日，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与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联合召开“中

国特色视角下中国‘双一流’建设”高端研讨会。 

同日，举行第三届“WE教育国际论坛”暨国际教育名师“对话北京”活动。 

27 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潘岳一行来校调研交流。 

27-28日，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举办的第一届“人地系统动

力学模型与模拟国际研讨会”在京师大厦召开。 

28 日，首届 GES 未来教育大会在京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携手北京师范大学、腾讯、GSV（全球硅谷投资公司）、好未来联合主办。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300多位来自全球政

商界、教育科技界的专家、学者、领先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齐聚峰会，共同探讨“科

技创新推动教育进步”这一主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好未来总裁白云峰等

嘉宾发表主题演讲。 

同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胡安·安东尼

奥·小萨马兰奇一行来校访问。 

同日，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团队完成的关于城市演化建模研究的文章

“Simple spatial scaling rules behind complex cities”被权威综合性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接收并在线发表。 

29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作为项目牵头单位，地理科学学部武建军教授担任

首席科学家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重点专项“重特大灾害空天

地一体化协同监测应急响应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30 日，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一行来校调研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辅导员

队伍建设、学校和院系治理结构优化等工作。 

本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首批入库导师

名单，北京师范大学推荐的 29位创新创业导师入选。 

本月，在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国

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 6家单位联合开展的首届当代

教育名家推选活动中，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王善迈、朴永馨、朱小蔓、吴式颖、



何克抗、张厚粲、林崇德、顾明远、郭齐家、裴娣娜 11 位教师，以及王本中、

田正平、任勇、刘可钦、许嘉璐、劳凯声、李烈、张志勇、谢维和、潘懋元、燕

国材 11 位校友被推选为当代教育名家。 

本月，系统科学学院韩战钢教授团队与法国图卢兹大学 Guy Theraulaz 教

授合作完成的关于生物集群行为研究的文章“Identifying influential 

neighbors in animal flocking”被生物类 Top 期刊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接收并在线发表，并作为期刊官网头条新闻予以报道。 

本月，系统科学学院团队完成的关于科学学研究的综述文章：“The science 

of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ystems”，被物理学权威综

述期刊 Physics Reports 接收并在线发表。 

本月，校党委制定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方案》，经党委常

委会审议通过并印发。 

本月，经校党委研究，决定调整北京师范大学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程建

平任组长，孙红培、李晓兵、周作宇任副组长。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港澳台侨

工作领导小组，程建平任组长，孙红培、李晓兵、周作宇任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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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携斯洛文尼亚驻华使馆人员来校访

问。校长董奇会见来宾。 

2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范教育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暨换届会议在校召

开。此次会议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开创中国师范教育新时代”为主题，与

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战略、体制机制创新、课程与教学改

革、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改革创新典型案例作主题报告并展开讨论。换届会上，

校长董奇代表分会作了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同日，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科成立 100周年庆典暨第十五届全国高等院校体

育院系院长系主任高峰论坛召开。 

同日，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答辩赛上，统计学院学生获得两个

全国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的好成绩。 

1-3 日，中俄教育类高校联盟交流研讨会中方院校工作会议在校召开。 

2-3 日，由文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传统文化进校园专题研讨会成功召开。 

3日，地理学发展高端论坛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成立一周年大会成

功举办。 

5日，保加利亚前总统罗森·普列夫内利耶夫，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

迪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前总理兹拉特科·拉古姆季亚做客京师“一带一路”

大讲堂，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中东欧合作”为题，为校师生作报告。 

6日，上海立洋教育集团捐赠支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专业硕士培养国际

交流项目签约。 

6-8 日，首届 BNU-TUM地理空间认知与可视分析研讨会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

学成功举办。 

7日，与香港高校界联合举办“新时代背景下内地与香港的教育与创新”主

题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北京市教委“2017 香港教师北京访学计划”的活动之

一，旨在加强京港两地教师之间的深度交流。 

8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康震同志为文学院党委书记，崔维佳、

韩晓蕾同志为纪检监察办公室副主任。免去王立军同志文学院党委书记职务。 

9日，由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办的“创新教育精准扶贫，创建农

校对接扶贫产业链——定西马铃薯走进高校”计划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动。 



同日，北京神经变性病学会神经变性病放射性诊断与治疗药物分会成立大会

在校召开。 

9-10 日，由哲学学院、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主办的“基于核心素养培

育的政治学科能力提升展示”年度研讨会召开。 

10 日，首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未来教师素质大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11 日，新闻传播学院与中国教育报刊社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12-13日，第十二届孔子学院大会在西安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

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出席并致辞。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副校长周作宇

出席大会。在大会开幕式上，刘延东向程建平颁发了 2017 年度“孔子学院先进

中方合作机构”奖牌。学校承办的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马志获得“孔子

学院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4 日，召开 2017年孔子学院工作研讨会，孔子学院国外合作院校代表与会，

与相关学部院系，围绕大会主题“深化合作，创新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就如何深化现有合作和拓展新合作领域进行深入交流。校长董奇会

见与会代表。 

同日，在第 15 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教

授带领团队制作的 5集纪录片《零零后》获“金红棉”评优单元“优秀国际传播

中国纪录片”奖。 

15 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校长米尔卡·杜米特鲁一行到校访问。校

长董奇会见来宾。 

同日，“寻找身边的榜样——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八届十佳大学生评选大会暨

颁奖典礼”举行。 

同日，“世界舞台 中国声音”首都高校学习十九大精神论坛暨“News Today”

环球论坛第十二场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16 日，第十二届中国公司治理论坛——公司治理与完善产权制度研讨会暨

《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 No.16（2017）》发布会在校举办。 

17 日，以“拥抱新时代”为主题的第八届“相聚之歌——北京留学生之夜”

晚会在邱季端体育馆举行。 

同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全国工作推进会



在京举行。 

18 日，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成立仪式暨《北京教育法治年度报告》编写

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同日，巴黎学区总长 COIGNARD Jean-Michel一行来校访问。 

同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人的发展经济学

研究中心”在京成立。 

18-22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云南师范大

学、云南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联合主办的“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国际

研修班”在昆明举行。 

19 日，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与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联合举行共创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高端研讨会。 

同日，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实验物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物

理学教授雷纳·韦斯 (Rainer Weiss)先生，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科幻艺术家、

加州理工学院费曼理论物理学教授基普•索恩(Kip S Thorne)先生，来到北京师

范大学做客理解未来论坛。党委书记程建平会见了两位来宾。 

20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督察督办办公室和政府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高

校督查督办工作交流会在校举行。 

同日，神经科学顶级期刊《神经元》（Neuron）同期发表了认知神经科学与

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李武课题组、章晓辉课题组的两项独立研究成果。 

21 日，在中国文联召开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

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获评先进工作单位。 

同日，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一带一路”联

合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5+1’合作：路径与实施——

白俄罗斯的视角”研讨会在校举行。 

同日，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张朱博同志为党委办公室主任。免去康

震同志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职务。任命朱生营为校长办公室主任。免去甄巍艺

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职务。 

22 日，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双语教育研究室主任马少云一行来校调研

新疆汉语教师培训工作。 



23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办、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

育机器人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和智童时刻（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人工智能、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机遇与挑战”研讨会在校召开。 

同日，第七届“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论坛”暨《2017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

报告》发布会在校举行，论坛的主题为“迈向制造强国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挑战”。 

24 日，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形成机

制及评估研究”2017年度会议。 

同日，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7年度学术委员会暨学术年

会会议顺利召开。 

25 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公布了“首批挂牌中美青年创客交流中心”

单位名单，北京师范大学成为首批挂牌的 18家单位之一。 

26 日，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研讨会暨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上发布了“基础教育大数

据应用平台”和《2017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报告》两项重大成果。 

同日，由心理学部 EDP中心及心理测量与人力资源研究所联合承办的教育部

直属事业单位“面试测评与评价技术教学”培训在心理学部举办。 

同日，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系 2015级艺术硕士田思颖在“2017罗马尼亚哈

利科雷亚·达克利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得“罗马尼亚达克利基金会特别奖项”。 

同日，经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讨

论，学校研究决定聘任黄荣怀为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

任，孙茂才、李小文、熊立、吴晓如、郑勤华为副主任。陈丽为互联网教育智能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主任。 

28 日，学校 2016—2017学年度表彰大会在英东学术会堂召开。 

同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北京师范大学 6个学科获评 A+，分别是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

史、戏剧与影视学、地理学。 

29 日，北京师范大学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7年学术委

员会会议召开。 

同日，首届钱易环境奖揭晓，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周春略获奖。 

本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发布了第二批北京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名单，北

京师范大学辅导员郭智芳老师主持的“智惠芳华”研究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室入

选。 

本月，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中国高质量 MBA教育认证自评估流程获得教育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批

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