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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简况 

（详见本系网站：www.hist.pku.edu.cn ） 

 

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始于 1899 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

高等教育机构。历经百余年的风雨坎坷，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严谨求实的优良学

风长盛不衰。1903 年开设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民国初年增设历史地理学、考古学、

史学理论与方法、专门史等课程体系。新文化运动中在陈独秀主持下，北大史学学科体系改

革，与国际接轨，得风气之先。1919 年五四运动后期史学门改称史学系。李大钊、朱希祖、

马叙伦、马衡、叶瀚、陈汉章、陈翰笙、陈衡哲、冯承钧、何炳松、傅斯年、陈寅恪、李济、

董作宾、孟森、钱穆、陈垣、陈受颐、顾颉刚、范文澜、冯家昇、张星烺、刘崇鋐、毛子水、

姚从吾、郑天挺等史学名流先后在此执教。1952 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燕京等名校的史学

精英汇入北大，翦伯赞、向达、张政烺、邓广铭、齐思和、杨人楩、周一良、侯仁之、王铁

崖、邵循正、苏秉琦等名师云集，再创辉煌。 

 

    历史系 1998 年获得首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

和世界史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史、世界史学科在 2012 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一级学科

评估中均名列榜首，并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在全球大学历史学科排名中也位

居前列。历史系拥有 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 个

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 个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 个实体科研机构（西

方古典学中心），2 个藏书共达 40 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馆。本系还设有

多个虚体研究机构。 

 

历史系师资队伍的建设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目前有教授 42 人，副

教授 21 人，博士生导师 57 人，硕士生导师 65 人。教师整体水平在全国历史学科处领先地

位，有资深教授 1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 3 人，长江学者 7 人，博雅讲席教授 5 人。 

 

本系一直追求高水准的教学质量，严格控制招生数量。在研究生培养中率先实行了博士

论文匿名评审和导师在答辩中回避评议的制度。1999 年以来在历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评选中共获得 6 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中国古代史 5 篇、中国近现代史 1 篇）。 

 

本系学风是潜心治学，不追风逐浪；努力创新，贵精不贵多。大力推进国际化，拓展海

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韩国以及香港、澳门、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十几所一流高校的相关系所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积极进行国内外的合

作研究，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二、2021 年招生的博士生导师简介 

（导师排列次序按招生专业划分，各专业内以姓氏拼音为序。以下博士、硕士生导师的详细

情况见本系网站：www.hist.pku.edu.cn。） 

 

 

http://www.hist.pku.edu.cn/


（一）世界史： 

包茂红  招生方向：亚太区域史与环境史。1966 年生。2005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著有《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等。研究领

域：环境史、亚太区域史。 

崇 明 招生方向：法国史。1975 年生。2003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创造自

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启蒙、革命与自由：法国近代政治与思想论集》。研究领域：

近现代法国史、西方政治思想史。 

董经胜  招生方向：拉丁美洲史。1964 年生。2002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拉

丁美洲史》（与林被甸合著）、《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等。研究领域：拉丁美洲史。 

黄春高  招生方向：欧洲中世纪史。1966 年生。1996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

《分化与突破：14-16 世纪英国农民经济》。研究领域：西欧社会经济史、西欧封建政治史。 

李  维  招生方向：德国史、欧洲区域史。1969 年生。2005 年获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哲学博

士学位。著有：Deutsche Plaene zur europaeischen 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1939-1945: 

Weltwirtschaft, kontinentaleuropaeische Autarkie und mitteleuropaeische Wirtschaftsintegration

（《纳粹德国有关“欧洲经济新秩序”的规划 1939-1945》、《欧洲合众国—库登霍夫-卡莱

基“泛欧”思想研究》。研究领域：德国现代史、欧洲一体化史。 

李隆国  招生方向：欧洲中世纪史。1971 年生。1997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

《史学概论》、《外国史学史》（合著）。研究领域：欧洲中世纪史、西方史学史。 

牛  可  招生方向：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研究。1968 年生。1998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

位。合著《透视“东亚奇迹”》。研究领域：现代化/发展理论与学术史、战后东亚发展研

究、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和影响。 

潘华琼  招生方向：非洲史。1965 年生。2006 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著有：Rapports 

État-paysannerie en Chine: Les problèmes du San Nong et les pratiques des acteurs dans les 

campagnes après 1978 à partir d’étude de cas du Nord—Shandong et Henan，《非洲梦——探

索现代化之路》（合著）。研究领域：非洲史。 

钱乘旦  招生方向：英国史（含英帝国与殖民主义史）、欧洲学（近代西欧文明进程研究）。

1949 年生。1985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

式溯源》、《世界现代化进程》等。研究领域：英国史、世界现代化、欧洲学。 

唐利国   招生方向：日本史。1974 年生。2004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2006 年获日本新潟大学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博士学位。著有《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

研究领域：日本史、日本政治思想史。 

王立新 招生方向：美国史（含美国外交史）。1966 年生。1995 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学位。著有《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意识形

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 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

代化》。研究领域：美国对外关系史、国际史。 

吴小安  招生方向：东南亚史与华侨华人史。1965 年生。1999 年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

士学位。著有《马来国家形成中的华人商业：1882-1941》。研究领域：东南亚史、华人移

民史。 



徐  健  招生方向：德国史。1965 年生。2002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近代

普鲁士官僚制度史》等。研究领域：德国史、欧洲史。 

颜海英  招生方向：古代东方文明与埃及学。1967 年生。1994 年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

士学位。著有《古代埃及文明探研》、《世界文明史》（合著）等。研究领域：古代东方文

明、埃及学。 

昝  涛  招生方向：中东近现代史。1979 年生。2006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研究领域：中东近现代史、

中亚近现代史。 

 

（二）中国古代史： 

陈侃理  招生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82 年生。2010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著有：《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研究领域：秦汉魏晋史、出土文献、中

国古代思想与政治文化史。 

党宝海  招生方向：蒙元史。1973 年生。2003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蒙元

驿站交通研究》。研究领域：元史、民族史。 

邓小南 招生方向：宋辽金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1950 年生。1985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

学硕士学位。著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主

编《唐宋女性与社会》。研究领域：宋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郭润涛 招生方向：明史、清史。1961 年生。1991 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官

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研究领域：清史、明清社会经济史。 

韩  巍 招生方向：先秦史。1978 年生。2007 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著有：《北京大

学藏西汉竹书（贰）》、《青铜器与西周史论集》等。研究领域：先秦史、商周考古、先秦

秦汉出土文献。 

何  晋  招生方向：历史文献学。1970 年生。1997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战

国策研究》、《尚书孔传参正》（点校）。研究领域：历史文献学、先秦史。 

李 霖 招生方向：中国经学史。1983 年生。2012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宋

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研究领域：中国经学史、历史文献学。 

李新峰  招生方向：明史。1970 年生。1999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明

代政治史、明代历史地理 。 

陆  扬  招生方向：隋唐史。1965 年生。1999 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研究

领域：唐五代政治与文化史、中国中古佛教文化史、比较史学史。 

罗  新  招生方向：中国北方民族史。1963 年生。1995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

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等。研究领域：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等。 

桥本秀美  招生方向：中国经学史。1966 年生。1999 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著有《义

疏学衰亡史论》等。研究领域：经学、文献学。 

荣新江 招生方向：隋唐史（含敦煌学）、古代中外关系史。1960 年生。1985 年获北京大



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著有《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中古中国与外来

文明》、《敦煌学新论》等，主编学术年刊《唐研究》。研究领域：隋唐史、中西交通史、

敦煌学。 

王  铿  招生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64 年生。2012 年获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著有《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吴地域の研究》。研究领域：魏晋南北朝史、历史文献学。 

阎步克  招生方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1954 年生。1988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著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 

官阶制度研究》等。研究领域：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叶  炜  招生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71 年生。2001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著有《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与罗新合著）。研究领

域：南北朝隋唐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张  帆  招生方向：蒙元史。1967 年生。1992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元代

宰相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简史》等。研究领域：元史、北方民族史。 

赵冬梅  招生方向：宋辽金史。1971 年生。1998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文

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研究领域：宋史。 

朱凤瀚  招生方向：先秦史。1947 年生。1988 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古代

中国青铜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等。研究领域：先秦史、古代器物文明史。 

朱玉麒  招生方向：历史文献学。1965 年生。2000 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著有

《西域水道记》（整理）。研究领域：清史与清代新疆问题研究、唐代典籍和西域文献整理

与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 

 

（三）中国近现代史： 

金东吉  招生方向：近现代中外关系史。1963 年生。2005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

学位。合著《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1931-1945)》。研究领域：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东北

亚国际关系史。 

欧阳哲生  招生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1962 年生。1992 年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

博士学位。著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等。

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尚小明  招生方向：中国近代史。1968 年生。1997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学

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

等。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 

王奇生（2021 年暂停招生） 招生方向：中华民国史。1963 年生。1997 年获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中

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等。研究领域：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 

王元周  招生方向：中国现代史、近现代中外关系史。1965 年生。2003 年获韩国延世大学

大学院史学科文学博士学位。著有《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研

究领域：中国现代史、中韩关系史、韩国史。 



臧运祜  招生方向：近现代中外关系史。1966 年生。1998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

史学博士。著有《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等。研究领

域：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中国现代史。 

张  静 招生方向：近现代中外关系史。1983 年生。2011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

有：《美国国务院与中美关系缓和研究（1969-1972）》。研究领域：中美关系史、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 

 

（四）专门史： 

李伯重  招生方向：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代早期全球史。1949 年生。1985 年获厦门大学历史

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著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国的早期近代经

济――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 GDP 研究》。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史，明清史，全球史。 

赵世瑜  招生方向：区域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1959 年生。1997 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

士学位。著有《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等。

研究领域：明清社会史、民间文化史。 

 

（五）历史地理学： 

辛德勇  招生方向：中国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1959 年生。1988 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

学博士学位。著有《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研究领域：

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 

 

 

三、硕士生导师简介 

以上博士生导师凡为本系专任教师者，皆兼任硕士生导师，不另介绍。以下硕士生导师皆为

副教授或讲师。详见：www.hist.pku.edu.cn。 

（一）世界史： 

法恩瑞：   国际关系史、中欧关系史 

张  雄：   欧洲学、意大利史 

范韦理克： 罗马历史、西方古典学 

林丽娟：   古希腊社会文化史、西方古典学、叙利亚学 

庄宇：     俄国史、苏联政治与文化史 

陈莹雪：   西方古典学 

（二）中国古代史 

李志生：中国古代社会与性别史 

（三）中国近现代史 

韩策：  中国近代史 

 

四、对考生的基本要求 

本系对考生的要求是基础知识扎实，有科研能力，思想品德端正，身体健康。对自己所

报考的专业有深入了解并有专业兴趣。欢迎学科交叉和跨专业报考的考生。 

http://www.hist.pku.edu.cn/


本系录取研究生的标准，除各项笔试和面试的分数外，还注重对考生学术背景材料的审

查，特别重视能表明考生研究能力的代表作品。所有被录取的历史学系考生，都提供了自己

的代表作，其中有的硕士考生已发表了专业论文，博士考生更是如此。有的考生推荐人由于

以前推荐材料的信誉在本系有不利记录，影响到对考生的评分。本系重视具体而详实的推荐

材料。 

 

五、考选方式 

报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生分为应试和推荐免试两大类。 

硕士生应试考生可通过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公布的招生简章，了解报考专业和方向的大致

情况。通过国家规定的政治和外语考试，以及历史系自主命题的“历史学基础”考试（报考

中国史专业的学生，考试科目为“中国史基础”；报考世界史专业的学生，考试科目为“世

界史基础”），可取得复试资格。复试包括学术背景资料审查、面试和专业外语笔试（仅限

世界史专业考生）。成绩合格者被录取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本系和本校相关文科院系，以及若干国内重点大学可推荐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录取为我

系硕士研究生。相关信息请访问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页。 

从 2021 年起，我系采取直博、硕博连读（仅限本系学生）和申请-考核制三种方式招收

博士研究生。关于申请-考核制的相关政策和规定，请参阅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页公布的博

士生招生简章，以及历史系网页公布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21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

招生说明”文件。 

 

六、2020 年历史学系研究生招生情况 

硕士研究生：共录取 44 人，其中推免生 27 人，应试生 12 人，港澳台留学生 5 人。 

博士研究生：共录取 41 人，其中硕博连读生 15 人，申请-考核制学生 23 人，留学生 3 人。 

 

 

七、历史学系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本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主要在政府机关、新闻出版机构和公司任职，以及在高校任教

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也有少部分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主要在高校任教和

在科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