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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幕式议程

时间：2019 年 4 月 13 日上午 09:00-09:30

地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C 座秋林报告厅

08:30-09:00       比较政治论坛参会学人签到（秋林报告厅外）

09:00-09:20       论坛开幕式

1. 学校领导致辞       郝   平   教授  北京大学校长

2. 学院领导致辞       唐士其   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主持人             张海滨   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09:20-09:30       与会嘉宾合影（国关大楼 C 座西侧）

二、比较政治学科对谈

09:30-10:30 比较政治学科对谈第一场

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通

与谈嘉宾

唐士其   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贾庆国   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全国政协常委

杨光斌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燕继荣   教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苏长和   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

主持人

归泳涛   副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10:30-10:45 茶  歇

10:45-11:45 比较政治学科对谈第二场

比较政治与国别和区域研究

与谈嘉宾

王逸舟   教授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潘    维   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张小劲   教授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

徐湘林   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佟德志   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青年长江学者

主持人

汪卫华   副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专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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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届北京大学比较政治论坛会议简略议程

四、平行研讨会详细议程

2019 年 4 月 13 日

13:30-15:00 C105-1 族群政治 C201-1 新变化的理论探索

15:00-15:10 茶  歇

15:10-16:40 C105-2 认同政治 C201-2 制度框架与民主化

16:40-16:50 茶  歇

16:50-18:30 C105-3 大变局的重新审视 C201-3 治理经验跨国比较

2019 年 4 月 14 日

09:00-10:05 C105-4 暴力冲突 C201-4 土地改革

10:05-10:15 茶  歇

10:15-11:20 C105-5 塑造共识 C201-5 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变革

11:20-11:50 会议总结及比较政治论坛闭幕式

13:00-16:30 比较政治论坛参会学人茶叙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进入 21 世纪以来，无论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社会

分化重组加剧、政治冲突复杂交错的局面。要摆脱世界各国面临的形形色色治理困境与政治陷阱，就必须正视

各种政治裂隙的社会基础与观念根源。

本次比较政治论坛也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启动“北大国关学术论坛”（SIS Forum PKU）系列

的首场活动，每年春、秋两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将在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各不同分支领域，围

绕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举办学术论坛、专题研讨会等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内外

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各界人士的交流互动，为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中国气派”的政治学与国际问题

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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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北京大学比较政治论坛研讨会议程

2019 年 4 月 13 日 C105 第一场：族群政治

主持：孔凡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05-1-1            常士訚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

13:30-13:45 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共有纽带

105-1-2            周光俊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13:45-14:00 族群分离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一种过程论的视角分析

105-1-3            李新廷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4:00-14:15 被动员且受控的政治分裂——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中的改革与治理之困

105-1-4            华敏超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14:15-14:30 应对地区独立公投的不同路径与经验——英国、西班牙对独立公投态度的差异及其原因

14:30-15:00 评论及讨论

15:00-15:10 茶歇

2019 年 4 月 13 日 C105 第二场：认同政治

主持：庄俊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105-2-1            郭定平、胡淑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博士生

15:10-15:25 认同政治与西欧民主危机

105-2-2            孙芳露、孙旖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研究生

15:25-15:40 西欧民众宗教身份认同与政治参与——基于欧洲社会调查 (2002-2016) 的实证研究

105-2-3            庄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15:40-15:55 冲绳思想对思考东亚秩序的意义

105-2-4            魏益帆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生

15:55-16:10 后脱欧时代的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发展与前景

16:10-16:40 评论及讨论

16:40-16:50 茶歇

2019 年 4 月 13 日 C105 第三场：大变局的重新审视

主持：节大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105-3-1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16:50-17:05 失衡的利维坦：代际裂痕与美国政治的范式流变

105-3-2            郭小雨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7:05-17:20 论“麦迪逊问题”中的“何为美国”

105-3-3            许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17:20-17:35 全球性中国的“幽灵”：来自南部非洲的田野观察

105-3-4            黄杰、曾泽栎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
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17:35-17:50 “摇摆国家”的民主倒退与世界政治的走向

105-3-5            汪卫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17:50-18:00 差异政治的历史经验与当下处境

18:00-18:30 评论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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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3 日 C201 第一场：新变化的理论探索

主持：许振洲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201-1-1            陈尧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13:30-13:45 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滞涨”及创新策略

201-1-2            程春华、张艳娇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政治学研究生

13:45-14:00 当前世界民粹主义述评：概念、类型与特征

201-1-3            张会芸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4:00-14:15 从公民社会到国民社会：西方政治话语转型视域下“社会”的理论角色演变

201-1-4            谢涵冰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

14:15-14:30 主权国家走向分离的机制、动力和逻辑——基于文献的分析

14:30-15:00 评论及讨论

15:00-15:10 茶歇

2019 年 4 月 13 日 C201 第二场：制度框架与民主化

主持：项佐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201-2-1            丁辉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

15:10-15:25 弱竞争民主：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政党治理困境

201-2-2            杨端程、韩冬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15:25-15:40 经济不平等与西方民主社会中的选举参与

201-2-3            陈宇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15:40-15:55 “协商突破”与西班牙民主化进程得失（1976-1981）

201-2-4            龙萌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15:55-16:10 民粹主义政党对左翼党的冲击——以选择党、左翼党在东德地区的选举表现为例

16:10-16:40 评论及讨论

16:40-16:50 茶歇

2019 年 4 月 13 日 C201 第三场：治理经验跨国比较

主持：陈尧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201-3-1            钟准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16:50-17:05 在欧盟多层治理的裂隙之间：一项对西欧民粹主义政党的比较分析

201-3-2            臧雷振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17:05-17:20 政府换届、治理绩效与经济增长：36 个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

201-3-3            华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17:20-17:35 全球化、技能异质性和再分配偏好——关于欧洲福利国家转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201-3-4            李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亚太研究科博士生

17:35-17:50 政治裂隙及其表现的多样性：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国家能力与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201-3-5            雷少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副主任

17:50-18:00 全球产业结构与政治裂隙

18:00-18:30 评论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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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4 日 C105 第四场：暴力冲突

主持：关贵海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105-4-1            魏英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09:00-09:15 毒品与内战的政治经济学——以缅甸为例

105-4-2            释启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09:15-09:30 新自由主义的阴影：墨西哥暴力社会的政治经济根源

105-4-3            赖永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09:30-09:45 共治形态与参与形态：伊拉克与叙利亚内战中的库尔德政治过程与政权形成

09:45-10:05 评论及讨论

10:05-10:15 茶歇

2019 年 4 月 14 日 C105 第五场：塑造共识

主持：郭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105-5-1            张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10:15-10:30 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可不可能？ ——动员能力与组织 - 制度约束

105-5-2            伍雪骏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

10:30-10:45 不均衡与“重叠共识”的构建—— 基于中国“新空标”的案例初探

105-5-3            宋建含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10:45-11:00 休谟的“情感进路”：情感、同情与社会共识的塑造

11:00-11:20 评论及讨论

2019 年 4 月 14 日 C201 第四场：土地改革

主持：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4-1            黄振乾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09:00-09:15 历史遗产与二战后非洲国家的土地改革：一个实证分析

201-4-2            何家丞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09:15-09:30 地主与民主关系的再思考——以菲律宾为例

201-4-3            谈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硕士生

09:30-09:45 试析埃及纳赛尔时期的土地改革——兼论当代埃及农村贫困问题的原因

09:45-10:05 评论及讨论

10:05-10:15 茶歇

2019 年 4 月 14 日 C201 第五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变革

主持：钱雪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201-5-1            霍伟东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10:15-10:30 政治裂隙、选举制度与马来西亚的政权轮替：基于 2013 和 2018 年大选的分析

201-5-2            李矛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10:30-10:45 社会裂隙与政治整合：伊斯兰世界中的突尼斯民主化

201-5-3            徐亚莉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10:45-11:00 索马里国家失败研究：一个系统性因素的分析模型

11:00-11:20 评论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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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总结及论坛闭幕式议程

时间：2019 年 4 月 14 日上午 11:20-11:50

地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C307

1. 会议总结   王正毅 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会议总结  许振洲 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系主任

3. 闭幕致辞  唐士其 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六、参会学人茶叙

时间：2019 年 4 月 13 日中午 12:30-13:30

           2019 年 4 月 14 日下午 13:00-16:30

地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B 座二楼咖啡厅

七、相关注意事项

1. 外地学人住宿：北京大学中关新园

2. 会议地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及 C 座 105、201 会议室）

3. 会议用餐：北京大学勺园 7 号楼 2 层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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