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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科学特刊
刊首语

秉

承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信息简报的一贯目标，
第十三期«中法实验室生活»简报 - 人文与社会科学特刊将向广
大读者着重介绍法科研中心在中国和蒙古国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人文与
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合作的进展情况。
每年，法科研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出访中国科研机
构，实施短期或长期的合作任务是法科研中心在华开展科研合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研究是我中心研究人员的首选课题之一(参见第
2页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出访
中国流动性统计分析)。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法科研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Patrice Bourdelais先生将通过
本期特刊向广大读者介绍研究院的国际科研战略方针，以及我中心2013
年在中国大陆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首次创建的两所法中科研合作机构。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就双方机构近年来在人文与社会科学
领域开展的研究合作也做出了详细的概述与总结。最后，我代表处还很
荣幸的邀请到法国驻华大使馆社会事务参赞Elvire ARONICA女士与大
家分享她对中国老龄化问题(改进与需求)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我认为在
不久的将来，法科研中心必将在该研究课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期简报除了介绍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新建的国际科研合作项
目(PICS)、国际联合实验室(LIA)与国际研究团队(GDRI)等合作项目
外，还将发布2012年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实地考察研究报告。法中两
国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的合作，一方面直接隶属于法科研中心
各研究单位，例如：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东亚语言研究
所(CRLAO)、东亚学院(IAO)、法国喜马拉雅研究中心(CEH)；另一
方面两国建立的某些联合科研机构，例如：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中心(CFC)、法国远东学院(EFEO)、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
(IFC Renmin)也间接的涉及了我中心。在本期特刊中，我代表处将通过
大量篇幅对以上研究单位和机构做出详细介绍。
我希望本期特刊可以满足广大读者对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时事的
关注和资讯的需求，促进法中两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潜在性研究合作
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双方持续而稳定的科研合作伙伴关系。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全体人员祝您阅读愉快！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 倪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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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出访中国流动性统计分析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出访中国流动性统计分析指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出
访任务量相对法科研中心下属十所研究院出访中国任务总量从2004年的18.2%下降至2012年的
11.7%(参见表1)，在十所研究院出访中国任务量排行中也从首位降至第三位，并且这一百分比数
字呈现规律性下降趋势。2012年，当代中国研究成为了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出访中国任务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这从侧面反映出法国研究人员对瞬息万变的中国大陆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参见图1)。

表1：2004年至2012年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出访任务量相对法科研中心
下属十所研究院出访中国任务总量的百分比与排行

人文与社会科学
领域出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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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2012年

百分比%

图1： 2012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出访中国任务按照研究课题划分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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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人类与环境：演变及相互作用研究

社会学与法学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经济与管理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人类学与社会比较研究

语言学

空间、土地与社会

哲学与语言文学

政治、权利、组织

代表处时事

三项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科研合作协议在京签署
借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先生出访中国之际，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与中国合作机构，在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部长日娜维耶
芙 - 菲奥拉佐女士和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先生的见证下，于
2013年4月26日签署了三项科研合作协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撰写
法中公共联合科研机构已增至40所，其中一半
以上机构(23所)隶属于法科研中心。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先生出访中国之际，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合作机构，在法国高等教
育与科研部部长日娜维耶芙 - 菲奥拉佐(Geneviève FIORASO)女士和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万
钢先生的见证下，于2013年4月26日在中国科
技部签署了三项科研合作协议，即：人文与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国际联合实验室(LIA)成立意向
书、宇宙科学研究领域国际联合实验室创建协
议以及上海中法生命科学和基因组研究中心延
长合作协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是发展法
中科技合作的主动力，到目前为止在华创建的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国际联合实验
室成立意向书：联合实验室由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合作
建立，主要致力于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研
究以及赴法中两国实地考察研究。
- 宇宙科学研究领域«沉积物运移与景观
动态变化国际联合实验室»创建协议
- 上海中法生命科学和基因组研究中心
延长合作协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借

法中科研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倪德来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王镭先生、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部长日娜维耶芙
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黄钢先生、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所长马巍先生

- 菲奥拉佐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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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运移与景观动态变化
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SALADYN)
法中“地球表面物质运移与景观格局演变研究”联合实验室简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撰写

在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先生出访中国
之际，沉积物运移与景观动态变化国际
联合实验室创建协议官方签署仪式于2013年4
月26日在中国科学技术部(MOST)成功举办。法
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部长日娜维耶芙 - 菲奥拉
佐女士出席了此次活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中国代表处很荣幸受邀参加了该仪式。
沉积物运移与景观动态变化国际联合实验
室致力于地球表面物质运移动力与景观格局
演变方式的研究。

参与合作的法科研中心下属学院：
国家宇宙科学研究院(INSU)
www.insu.cnrs.fr

研究方向与课题：
国际联合实验室致力于中亚地区景观变化
问题的相关研究工作，其主要研究课题为：
- 沙丘动力学研究(个体沙丘或沙丘群)
- 物质运移在生态学、水文学与动力学之
间相互影响的研究
- 冲击动力学研究，尤其是河流形状变化的研究
- 化学风化、物理侵蚀与流体动力的综合研究
编制人数：法方人员31名，中方人员27名

参与合作的实验室所处城市：
法国：巴黎、里昂、雷恩
中国：兰州、乌鲁木齐、贵阳

经费来源：
法国德尼•狄德罗大学、法国巴黎地球物理学
院、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沉积物运移与景观动态变化国际联合实验室研究项目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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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 编号7154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巴黎地球物理学院(IPGP)
- 编号7057科研混合单位：
复杂系统与物质实验室(MSC)
- 编号8538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地质实验室
- 编号5276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里昂地球、行星与环境地质实验室
- 编号6118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雷恩地质科学实验室
- 编号5023科研混合单位：
自然与人为水文系统生态学实验室
- 编号5600科研混合单位：
环境、城市与社会研究实验室
- 法国德尼•狄德罗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师
范学院(ENS)；法国克洛德•贝纳尔 – 里昂
第一大学；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法国让•穆
兰 – 里昂第三大学；法国让•莫纳 – 圣艾
蒂安大学；法国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法国国立国家市政工程学院；法国里昂高
等师范学院(ENS)；法国雷恩第一大学

中方：

-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
-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中科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兰州)
-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
-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干旱与草地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中科院绿洲生态与荒漠环境重点实验室
(乌鲁木齐)
-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巴音布鲁克草原生态系统研究站 (乌鲁木齐)
-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 兰州大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方：

联系方式：
法方主任 - François METIVIER metivier@ipgp.fr
中方主任 - 董治宝 zbdong@lzb.ac.cn

5

中法实验室生活
www.cnrs.fr

代表处时事

第六届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 LIA
FCPPL)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成功召开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表明了
法中双方希望保持长期可持续性合作与交流的意愿。
同期，双方还举办了“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最佳
论文奖”颁奖仪式。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法方主任Olivier MARTINEAU-HUYNH先生撰写

第

六届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年度研讨会
于2013年3月27日至29日在中国南京市成
功召开。一百余位法中科研人员在为期三天的会
议中介绍了在联合实验室框架下开展的科研活动
及合作取得的成果，并针对宇宙学、天体粒子研
究、粒子加速器与探测器发展、分布式计算等相
关的课题和未来的合作方向进行了探讨。
  借此次会议之际，法中双方领导还向开展
合作研究工作的博士生颁发了“中法粒子物理
联合实验室最佳论文奖”。该奖项评委会由联合
实验室与外部研究人员共同组成。奖项标志着
博士研究生在联合实验室中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
性。2012年在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合作框架
下被提交的研究论文达十余篇，博士生交流互访
已成为法中粒子物理学合作研究的重要支柱。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会后，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指导委员(
由法中两国粒子物理研究领域重要研究学者组
成)对25项合作研究项目进行了评估，并强调了
合作研究质量的重要性，同时也表示出保持长
期可持续性合作的意愿。

2013年“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最佳论文奖”获得者
LI Yuan(正中)与其论文法方主任Lydia ROOS女士(左侧)、
中方主任金山先生(右侧)、评委会中方主席陈和生先生(左
外侧)、法方主席Eric KAJFASZ先生(右外侧)合影。此次
颁奖仪式获得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处大力支持。
Lydia ROOS - 法科研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院核
子物理与高能物理实验室(LPNHE, IN2P3-CNRS)
金山 -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 CAS)
陈和生 -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院士
Eric KAJFASZ - 法科研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院
马赛粒子物理中心(CPPM, IN2P3-CNRS)

联系方式：
Olivier MARTINEAU-HUYNH
omartino@in2p3.fr

第六届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年度研讨会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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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研中心生物科学研究院(INSB)
代表团出访上海
法国代表团此次出访上海旨在巩固双方业已建立的科研合作,并探
讨未来新的合作方向。

国在健康与生物学研究领域已达世界
先进水平，科学研究的高投入与国际
合作开放性的态度使其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
更加凸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物科学研究院院长
Patrick NETTER领 队 的 法 国 代 表 团 于 近 期
出访了上海多所优秀的科研机构及研究实验
室，旨在向中方合作伙伴介绍法国生物科学
研究院科研情况，巩固双方业已建立的科研
合作，以及探讨未来新的合作方向。
法国生物科学研究院院长 Patrick NETTER先 生 于 2013年 3月 21日 在 上 海 复 旦 大 学
签 署 了 «植 物 表 观 遗 传 学 国 际 联 合 实 验 室
(Plant Epigenome Research, LIA PER)»(获取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十二期 « 中法实验室
生活 »)创建协议，代表团出席了国际联合实
验室揭幕仪式。沈文辉与董爱武教授分别任
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斯特拉斯堡植物
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和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十
余年来，他们带领的研究团队共同致力于植
物关键染色质调控机制的识别与表征研究。
该新建国际联合实验室不仅具体落实了以上
两个科研团队的长期合作，还加入了中国湖
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的合作研究伙

伴。它汇集法中两国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与
技能，旨在开展合作研究工作，其主要内容
涉及了应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拟南芥、水稻
和油菜生长发育过程中遗传与表观遗传修饰
的研究以及其应用机制的阐述。
在上海访问期间，法国生物科学研究院代
表团还参观访问了瑞金医院、上海巴斯德所
(IPS)及其参与建设的中法生命科学和基因组研
究中心，并与中方相关领导针对未来同法国国
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合作创建国际科
研混合单位(UMI)项目交换了意见。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中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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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辖区
研究人员交流会
此次会议就法中合作研究项目中最前沿职位上，法方研究人员科
研能力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撰写

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倪德来主任于4月
11日至12日出访上海，参加了法国人文
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会议以及法国驻上海总
领事馆领事辖区«硬科学»会议。倪德来主任
在会议上向法国研究人员团体(外籍人士、长
期驻华开展研究工作人员、博士后及学生)介
绍了法科研中心在华开展研究合作的进展情
况。三十余名研究人员参加会议，并针对法
科研中心在众多国际合作形式支持下，法中
合作研究项目中最前沿职位上法方研究人员
的科研能力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与探
讨。此次访问期间，倪德来主任还参观访问了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及其Complex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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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是上海大
学与法国技术大学集团(法国贡皮埃涅技术大
学、法国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法国贝尔福蒙贝利亚技术大学(UTC,UTT,UTBM)于2005
年联合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学院。
此外，倪德来主任、法国赛峰集团(Safran)
转型、科技与创新常务副主席Yves Leclere先
生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院长
Dimitri Dagot先生还借此机会进行了会面，
针对法国企业与中国国家和民营机构开展合
作、中法工程师学院和法科研中心在华开展
的科研合作进展做出了相关总结。

法科研中心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
国际联合实验室( UMI E2P2L)与中国
上海复旦大学建立合作联系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科研混合单位 - 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
程国际联合实验室与法国苏威集团加强了合作研发实力，巩固了
在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撰写

1

获取更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科研混合单
位 - 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相关
信息，请参阅«中法实验室生活»第十一期第7页(法

中“生态效益”化学研究合作关系)和第十二期第21
页(法国固体化学与催化学院：法科研中心签署中法
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法国本土分部
创建协议)。
2
法国苏威-罗地亚集团：
http://www.rhodia.com/fr/about_us/profile/index.tcm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科研混合单位 - 中
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1与
法国苏威集团(Groupe Solvay)近期增添了两个重
要的合作伙伴 -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与法国里尔大
学，这将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合作研发实力，巩固
其在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国际联合实验室合作方
扩展仪式于2013年4月17日在上海成功举办，法国
苏威 - 罗地亚集团(SOLVAY-Rhodia)2化学部常务委
员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以及中方主要合作
机构的领导与相关人员出席了此次活动。

联系方式：
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
Floryan DECAMPO
Floryan.DECAMPO@solvay.com

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副主任
Jean-Marc CLACENS
jeanmarc.clacens-ext@solvay.com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倪德来先生出席中法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合作方扩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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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研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INSHS)
在华合作方针政策与发展前景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优势之一：
人文与社会科学国际化研究合作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Patrice Bourdelais先生撰写

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将国际化研究合作定位为机构优势之一，
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关系在该框架中占据着一个重
要的位置。随着时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成为高
水平知识主要产出国之一，且涉及了所有科研领
域。其中，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迅速。中国
科学院(CAS)、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以及地
方学院机构(例如，上海社会科学院(SASS))均聚
集了众多高水平研究人员与团体。大学科研网
络、著名科研机构以及专业性强的地方大学为中
国学术界增添了积极的研究活力。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中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研究潜力，它也是人
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所有学科知识产出的关键。
丰富的语言知识与实地考察的研究方式成为了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单位具备国际学术
界公认的高水平研究能力的基础，尤其是在这
一文化领域。这些科研混合单位(UMR)形成了
我们与中国伙伴未来开展合作的支柱。然而经
济、社会、文化以及现代中国政治的变化又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提出了挑战。
我们将致力于中国体制的专业知识研究。对于
历史进程与实施措施的了解是从上游至下游在
各级别上开展研究工作的关键所在。当然，人
文与社会科学在实地研究中常常被放置于跨学
科研究项目之中，尤其是在环境研究领域1。
当中国科研体系跃升至国际一流行列之
际，同中国开展的合作应该建立在我们具有明
显优势的领域之上，即：在这些领域中，我们
具备历史悠久，且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研

究能力。此外，合作还应该面向共同项目的所
有学科，其目的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文化进行
探索与理解，还应该为了广义知识的产出，针
对经济与社会动力实施联合研究。
出于这些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的支持下，大
力鼓励下属科研团队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与
国际合作工具开展联合研究项目。法国现代中
国研究中心(http://www.cefc.com.hk/)于1991年在
香港创立，由法国外交部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共同监管。该中心自2007年起被归并为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333东亚研究与服务
单位(USR 3331 Asie orientale)。因此，法国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作为一个交流平台，接待了
大量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和代表团
教师研究人员，旨在实施不同期限的实地研究
项目。对于合作项目具有价值的研究人员、数
据、土地区域、技术、知识与技能，该中心成
为了他们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跳板，即使某
些研究人员在其它地区并不被认为是汉学研究
人员。此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下属单位的
研究人员每年也可以通过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PICS)、国际联合实验室(LIA)及国际研究团队
(GDRI)等项目(http://www.cnrs.fr/inshs/relationsinternationales/instruments.htm)巩固和发展同中
国合作伙伴及团体的合作关系。直至目前，法
中双方已开展多项合作。2013年，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共同建立一所
致力于西方社会学分析类别与实地研究现状的
国际联合实验室。实验室的创建反映出中国研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及其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DERCI)积极推动环境研究领域跨学科项目 - 中法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计划(SEED，Sino - FrEnch program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该计划致力于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领域的法中科研合作结成同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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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院科技处领导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了
会面，并确认了以下内容：1.对于法国研究团体
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高科研水平的领域 - 汉语语言
学研究，法中双方将实施更为紧密且具有结构
性的科研合作；2.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将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3.经济发展路线，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院长Patrice Bourdelais先生

特别在中国政府加大对大西部科研投入力度的
背景下，企业将如何通过研发与创新达到迅速
发展等路线规划。
通过当下的努力，我们在未来几年将看到人文
与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范围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太
平洋地区越来越受到关注，法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在
中国的研究、合作与发展必将成为优先选择。

联系方式：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Patrice BOURDELAIS先生

patrice.bourdelais@cnrs-dir.fr

法科研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欧洲与国际
合作局科研副局长Pascal MARTY 先生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这些国际合作形式或方法被视为科研项目
孵化器，法中双方以它们为依托建立起多项具
有发展前景的合作项目。业已建立的科研合
作如何加速发展？欧洲“城镇化中国”项目
(http://www.urbachina.eu/index.php/en/)对上述问
题做出了相应解释。依靠于业已建立的合作联
系，欧洲“城镇化中国”项目由中欧联盟提
交，并获得欧盟委员会批准，它是对第七研究
和发展框架计划(PCRD)«合作»招标工作的回
应。(中欧联盟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
任弗朗索瓦•吉布鲁教授负责协调管理。)该项
目于2011年正式启动，致力于对欧洲与中国城
市化进程进行比较分析，也包括城市面临的环
境挑战。欧洲“城镇化中国”项目的主要目的
在于分析指出城市体系可持续性的历史经验及
相关信息，并围绕一种可持续城市化的构思为
土地使用者和决策者打造出具体方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究团体对基础社会科学的思考。另外，法中双
方还将在同年组建一支国际研究团队 3，凭借
欧洲与亚洲经济史的比较法，对全球化的起因
进行分析与研究。该国际研究团队将集结厦门
大学南洋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等机构的多位研究人员。最后，我们需要指
出法中双方目前还开展了两项国际科研合作项
目，分别涉及了经济学4与汉语语言学5。

pascal.marty@cnrs-dir.fr

国际联合实验室“Post-Western Sociologies and field research in China and France”。该国际联合实验室将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教授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5206科研混合单位 - Triangle实验室(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里昂高等师范学院、里昂第二大学、里昂政治学院)研究主任罗兰教授共同指导与管理。
3
«欧亚趋同与分歧的根源：商业网与经济制度发展轨迹»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8173科研混合单位 - 中日韩研究
中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主任吉鲁普教授撰写
4
«激励机制、个人自主选择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通过实验与实证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法
国里昂第二大学联合建立的编号5824混合科研单位：里昂 - 圣艾蒂安经济理论与分析研究团队(GATE Lyon St Etienne)
Sylvie DEMURGER教授撰写。)
5
«汉语接触语言学与形态句法学研究»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8563科研混合单位 - 东亚语言研究所(CRLAO)
Rédouane DJAMOURI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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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合作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鼓励法中研究人员参与到交流互访项目之中，
旨在提高法中双方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双边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撰写

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一直是中国社会
科学院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双 方 学 术 交 流 与 合 作 可 追 溯 到 20世 纪 80年
代。2007年，双方正式签署学术合作协议，
旨在协议框架下促进双方在人文和社会科学
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2012年，双方
一致同意通过联合招标方式支持双方研究人
员开展合作研究，并确定2013年共同支持一
个合作研究课题以及课题组成员的互访。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在语言学、民族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有着良
好的合作基础。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东亚语言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题为“汉语历史
形态、句法和语义”的课题研究。2008年至
2011年间，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再次形成
两个合作研究课题：“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
和“语言接触、语言演变以及汉语类型学：历
史和共时的角度”。合作过程中，中法双方特
别吸纳了汉语历史句法语义和汉语类型学的学
者，形成一支综合实力强的研究团队。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在民族语言学领域
有着较深厚的合作基础，双方曾就民族语言学
召开多次讨论会，先后合作开展的研究课题包
括：2003至2005年间合作开展的“少数民族
语言中汉语借词研究”，2008至2010年间合
作开展的“中国西南地区区域语言学与语言类
型学研究”，以及2012年合作申请和开展的“
语言学与遗传学的相关研究——以中国西北语
言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社会学领域有着多样的
合作方式，取得良好效果。2008年，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罗兰主任研究员与社会学研究所
李培林所长共同主编法文版«新中国社会学»，

12

并为此书出版在法国巴黎举办专题学术研讨
会；2010年，罗兰主任研究员将李培林所长
主编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缩编为英文版«中
国 社 会 »， 在 英 国 出 版 ； 2011年 ， 双 方 联 合
召开“中国的国内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
研究中国公民移民国外和国外公民易居中国
所产生的社会问题；2013年10月，社会学所
还将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灾
害、风险和城市：中国和欧洲的新经验”学
术研讨会。双方目前正在就“灾后重建的社
会支持”进行合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继续推动和发展与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业已建立的良好合作
关系，愿与法方一起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
式，鼓励和支持双方更多的学者参与中法人
文和社会科学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人文和
社会科学研究。

联系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处长
张丽华女士
zhanglh@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项目官员
施雪华女士
shixh@cass.org.cn

中国老龄化：
社会凝聚力的关键与典范的转移
社会对老年人需求的认知和公共政策在此领域的发展是中国和法国
共同关注的问题。

世界上，大多数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国家
已经成为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并且已经
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然而在中国，这
些特征还远远未能实现。中国政府也常常提
起“中国社会未富先老”。
按照国际准则，当一个国家超过60岁的人
群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达到或超过10%,即可将
其看作“老龄化社会”。这个词汇则完全适用
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超过60岁的人口
已经达到1亿7765万，即：总人口的13.3%。中
国人口老龄化仅刚刚开始，因为根据预计，60
岁以上人口将于2050年达到中国大陆总人口数
的30%，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
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现今每个家庭
单元平均仅包含3.1人。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
(即：独生子女政策)迅速导致出生人口数的锐
减，并促进了421型家庭结构的发展(4个祖父

母，2个父母，1个孩子)。该政策的实施与平均
人口寿命的延长，是人口总体老龄化的原因。其
中，后者与生活和卫生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
老年人照顾与福利长久以来一直是私人家庭事
务，这体现出中国对儒家伦理的尊重。然而，与父
辈人共同生活的传统已经大量消失，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独自生活：25%的中国退休人员和35%的城市
老人独自生活在现在所谓的“空巢”中。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法国驻华大使馆社会事务参赞Elvire ARONICA女士撰写

孤独、缺乏亲情、无用感或成为负担的感
觉常常成为这些空巢老人的遭遇。很大数量的
中国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的老人，面
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尤其是当他们独自生活
的时候，他们或者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或者缺
少足够的家庭援助和社会保险。老年人自杀率
也显著上升，尤其是农村老年女性。在70至74岁
的老年人中，自杀率在2002年和2008年间已经达
到33/10万，而在90年代这一数据是13/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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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令人伤痛的背景下，独生子女被认
为应在财力和物质上赡养其父母、公婆/岳父
母和祖父母。然而人口现状、经济情况、与日
益增长的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相关的新的生活方
式、新城市背景下的思想变化已经不能以合适
的方式满足老年人依赖与分离状况。
这一失衡状况在养老体系组建的初期阶段
突然到来。通常来说，养老金制度实行地方分
散管理，造成贫富省份之间的不均衡。现在，
仅有退休公务员、原政府官员、原国家垄断企
业员工和原富裕私营企业主才能在退休后享有
足够的收入。大部分农民工人群体在现在没有
任何养老金，仅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五
保-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不足一
半的中国老年人享有退休金或养老保险。2012
年，政府方初步建立新的养老金制度，以覆
盖全部老龄人口，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即
使养老金数额十分微薄(对于一个河北省的农
村，养老金约为每月7欧元)，但这已经是一个
十足的进步。在财务上，大部分农村地区的
老年人都要依靠他们的子女(57.73%的65岁以
上老人)；而在城市，75%的老年人主要依靠
他们微薄的养老金生活。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在这样情况下，理论退休年龄却过早：女
性55岁；男性60岁(对于繁重工种来说甚至更
早)。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仍要更早，仅为51.2
岁，这相当于比世界平均退休年龄提早了10
年。在短期来看，这一情况将不能长时间持
续，并且刚刚建立的养老金体系的偿付能力问
题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另外，官方并未提前准
备应对老年人的需求。因此，养老院或其它接
待老年人机构的数量，尤其是接待失去自理能

力老人的机构非常不足。2010年底，中国有
39904家养老院，其中336家在北京，共有314
万9千床位。2010年一份报告指出，在中国大
陆，养老院的床位数仅能负担国家1.6%的老
龄人口，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5-7%之
间，在其它发展中国家，该数据也为2-3%。
最近几年，在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私人资本
投资养老机构政策的鼓励下，中国私人养老机
构的数量有所增长。这一性质的鼓励政策仍在
继续。然而，养老服务的费用应与老年人或其
家庭的收入水平相符合，才能让每个人都能享
有养老服务。
据估计，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具有超过30亿
人民币的潜在市场价值(3亿7千欧元)。这一领
域将吸引盈利性私人产业的广泛兴趣。
此外，中国在老年人护理方面的专业人才
十分短缺：仅30万人在养老院中工作，其中有
资质的人员不到10万，仅3万人拥有老年医学学
位，而国家需要近百万该类型人才。
中国政府仅仅在近期才开始采取措施应对
人口与社会变化，并意识到投入改善老年人生
活条件以及制定符合这些变化的适当政策的必
要性。在重申尊重老年人是中国传统美德重要
性的同时，国家十二五计划(2011-2015)关于老
年人的部分确定了宏伟目标：发展专门养老保
险；改善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和疾病预防，
尤其是保障精神健康和尽可能保证其自理生活
的能力；支持居家养老政策，发展居家服务；
促进养老院建设(目标为每千位老人享有30张床
位)；支持针对老年人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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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足于共同关注问题的中法合作在不同
领域开展并逐渐扩展

资料来源：UNDP

在法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一个长期的问
题。从19世纪末，法国已经开始这一过程，并且
从2005年至2035年将明显加速：2005年60岁以上
人口占总人口的20.8%，2035年将达到30%。自
20世纪50年代起，公权机构落实了一系列专门措
施、适当的机构、各种服务和医疗、专业的技能
和技巧，以改善老年人照顾条件，旨在使他们以
健康的状态，在家中尽可能的生活长久。
Global Old Age Dependency Ratios (1985)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社会对老年人需求的认知和公共政策在此
领域的发展是中国和法国共同关注的问题。针
对老龄化相关主题的交流与合作尤具意义。
中法就该主题的首次交流始于2005年，吉
林省与法国国家养老保险基金建立了合作关
系，双方共同就老年人需求在省内农村和城市
地区进行了大范围调研，以帮助公权部门更好
的明确其执行的政策。法方在几年内参与了该
调研的不同阶段：从问卷的设计、准备到相关
专业人才的培训，受访人达共12000人次，并
采取了欧洲已有的«Share»调研模式。

Global Old Age Dependency Ratios (2010)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针对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变化，法国于
2012年分别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社工培训项目师生进
行了交流。双方就部级协议框架下更具结构性
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另外，几家针对老年人服务的法国公共机
构和私营团体与中国同行们建立了合作伙伴关
系，旨在加强与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

联系方式：
法国驻华大使馆社会事务参赞
Elvire ARONICA女士
elvire.aronica@ambafrance-cn.org

Global Old Age Dependency Ratios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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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研中心在中国建立的首所人文与
社会科学领域国际联合实验室简介
该联合实验室主要致力于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以及赴法中两国
实地考察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罗兰(Laurence Rouleau-Berger)教授撰写

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与中国社
会科学院，尤其与其下属单位 - 社会学研
究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联系，并开展了一系列的
学术活动1。在此基础上，一所国际联合实验室
将于2013年由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共
同创建，为期4年，它将主要从事后现代西方社
会学研究和人文社科领域法中研究人员交流互访
等工作。该国际联合实验室将由法国里昂高等师
范学院Triangle实验室，法科研中心研究主任罗兰
教授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
学学会副主席李培林教授共同指导与管理。
在社会学知识传播的全球化进程中，在社
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去西方化”背景下2，双方
机构需要在开展合作过程中共同推动法中研究
人员实地考察及交流互访等活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在知识与技能更新速度加快且全球化传播
背景下，这个新成立的国际联合实验室将致力
于以实地研究为基础的科学知识制造模式分析
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联合实验室注重研究人
员间科学观点的交互，因为它能够揭示知识制
造条件的不同性，而对于知识、范式与法中两
国采用的方法三者关系所实施的探究，它也能
阐述出其外部大环境的差异性。以近三十年来
社会学研究为例，新的知识质疑、推翻并超越

了西方霸权理论，该国际联合实验室基于对法
国和中国研究实践的比较，旨在对这些知识与
技能的交流、对比及混合进行动态描述。事
实上，在法中两国出现了可以生产跨国知识
和“后西方社会学”知识的独立空间与共享
空间。由于东西方思想之间的整理，以及在这
些思想中等级制度的逐步消失，新的知识制造
中心相继产生，这些社会学理论知识在«后殖
民研究»之后形成。如何使非西方的知识与技
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以便它们在当地和全球
社会新知识与技能生产过程中迅速发展，是广
大学术界面临最基本的科学问题。
纵观全球研究实地考察情况，法中两国社
会学家开展的«知识与研究实践»课题是独一
的。如果比较的研究方法并不新鲜，那么中国
与欧洲某国之间研究实践的文化差异性与社会
学知识的制造问题则是完全独特的研究角度。
采用比较方法开展研究实践与社会学知识生产

L. Roulleau-Berger and Li Peilin (eds), European and Chinese Sociologies. A
New Dialogue, Brill Publishers, Leiden and Boston, 2012.
Li Peilin and L. Roulleau-Berger (eds), China’s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oulet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
罗兰与郭于华、李培林、刘世定(dir)：«中国的新社会学»，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08年，巴黎
2
罗兰：«社会学去西方化：中国之镜下的欧洲»，晨曦出版社，2011年(中
文版，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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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新建国际联合实验室为期四年，主要致力
于法国Triangle与其它实验室成员、社会学家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
大学及上海大学的研究学者进行交流互访，法
中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等活动的安排组织，以

及双方科研合作项目的建立。全部法国研究人员
均会进行相关领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他们
在国际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充满活力。

联系方式：
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Triangle实验室，
法科研中心研究主任罗兰教授
Laurence.Roulleau-Berger@ens-lyon.fr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的研究势必带来认识论、方法论和道德伦理的
思考。实证研究是社会学知识生产中的一个特
殊时刻，在这里我们聚焦于法中两国的实地考
察研究，也就是研究实践与社会学知识生产模
式两方面。法中社会学家在一系列研究步骤中
不同重要阶段应该组织安排实地考察活动，并
根据以下确立的研究方向进行交流对话：
- 法中两国社会学轨迹
- 范式与争议
- 命名与分类问题
- 社会记述、个性与和履历
- 背景、情况与观察部署
- 公诸于众、外行与学术知识

法中科研合作协议签字仪式：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倪德来先生在法科研中心院长Alain FUCHS先生授权范
围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王镭先生签署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国际联合实验室成立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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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研中心在华首支人文与社会科学
领域国际研究团队(GDRI)简介
« 欧亚趋同与分歧的根源：商业网与经济制度发展轨迹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
编号8173科研混合单位 - 中日韩研究中心主任吉鲁普教授撰写

国

际研究团队为期4年(2013-2016)，致力
于中国与欧洲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以
及经济制度与商业实践研究。这项时间跨度较
大(十六至二十世纪)的调查聚焦于十六世纪首
次出现全球化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经济制度
研究，以及随后欧洲与亚洲之间产生的商业合
作、资金流动、合伙企业等“大分流”现象。
该项研究将系统地分析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史，
并研究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更广义上讲，国际
研究团队旨在构建一个经济历史学家的科学团
体，搭建一个欧洲与亚洲相互关联的同一历史
进程中问题对比研究的平台。该新建联合机构
共涉及了11所欧亚科研单位，由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主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编
号8173科研混合单位 - 中日韩研究中心主任吉鲁
普教授指导管理。

参与合作的机构与实验室：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 里昂高等师范学院，里昂东亚学院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史料编纂所
-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广州市)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中国)
- 图西亚大学(意大利拉齐奥大区维特堡)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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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得勒支大学 - 全球经济史研究中心(CGEH) 社会经济史研究团队
- 多伦多大学, 经济系(加拿大多伦多市)
-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 香港中文大学 -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国际研究团队项目主要应对以下五方面问题：
- 中华帝国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推动了中国
与日本同事对问题特征的重新认识与了
解，促进了与欧洲研究人员在以下方面
不同性的显现：研究方法、问题定义、
历史分期、科学领域和知识论行文中的
思维形成、原始材料的批注等方面。此
外，我们还将特别展示本地原始材料的
丰富性，以及这些原始材料如何成为理
解帝国经济决定机制的关键因素。

- 停止对有名无实的法律文书进行评论，
在某些相同诉讼程序中有时缺少这一要
素。该要素是看不到的，即：无形的法律
体制是所有经济概念的基础。18世纪，中
国法律文书内容与其不可改变性之间的差
异取决于法律地位的差异性，而法律地位
在欧洲恰恰涵盖了所有的经济概念。

- 在两个极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如何把
握公司、资金及会计体系等重要概念？在
同等研究未实施之前，两个社会背景下的
理论、知识与方法互通无益。国际研究团
队的中心任务在于解读欧亚大陆两个区域
内各自使用的概念，旨在开展相关概念的
比较研究工作。

合作重要性与团队互补性：

- 参与国际会议：
经济史学会会议、EBHA、Eniugh等。
- 建设网站：“The Globalisation’s origins:
Trajector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uropeAsia, 1500-2000”
- 编辑有关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国与日本海
上贸易投资人的数据库，用于识别政治
动荡与帝国政府颁布法规的连续性和不
连续性。

Gateways To Globalisation
Asia’s International Trading and Finance Centres
Edited by François Gipouloux

科研合作为法国实验室带来的益处：
相关机构交叉参与下科学研讨会的组织安
排。国际研究团队将联合博士生与青年研究
人员共同开展研究和开发工作。

法国实验室对合作项目的支持：
年度国际研讨会将在欧洲和亚洲之间交
替举办。它允许比较主要科研成果，全面完
成科研工作，以及协助科学期刊上文章的提
交。年度国际研讨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科
研团队的凝聚力和促进欧洲与中国、日本经
济史学家之间在尽可能广的研究范围内进行
交流与探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 在无党派精神下，未试图建立价值判
断，且未排除一种体制优于另一种体制的
情况下，欧亚之间的分歧问题被提出。我
们在其中找寻答案，并使每个社会经济体
制在其内生动力与奇异轨迹内恢复原状。
这种观念的逆转将允许重新参考«欧洲例
外论»的广义解释。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 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产生新历史知识，
形成新的科学领域和知识论行文中思维，
以及重新解释欧洲与华人世界之间趋同与
分歧的各种问题。

外国实验室对合作项目的支持：
中国与日本对世界经济史学的贡献(对
象、方法、原始资源)在欧洲学术界的传播。

联系方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编号8173科研混
合单位 - 中日韩研究中心主任
吉鲁普教授
Gipouloux@ehess.fr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链接：
https://umr-ccj.ehes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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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科学合作研究单位简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简介
及其支持参与的同领域法中合作机构介绍

东亚语言研究所(CRLAO/CNRS)
致力于中国、韩国、日本及越南语言与文化的
研究工作。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撰写

东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亚语言研究所，即：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编号8563科研混合单位，是一所隶
属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的研究
中心。它创立于1960年，当时名为中国语言研
究所，是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第六部
的一部分，1971年改名为东亚语言研究所。新
的机构名称不但更好地反映出其科研活动地域
范围的延伸性，还表达了该所研究主题的广泛
性，例如：类型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
言学等，旨在研究以汉字书法(东亚各地所共有
的书法)相连的四国语言与文化：中国、韩国、
日本及越南。

东亚语言研究所共汇集法国研究人员与教
师研究人员40名，其中5名研究人员来自于法
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2名为研究主任)，15名
研究人员来自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3名为
研究主任)，7名教师研究人员隶属于法国高等
教育框架内，以及14名相关人员。此外，在法
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学»和法国国立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东方语言、文学
与社会»博士生培养框架下，23名博士研究生
也加入到东亚语言研究所开展研究学习工作。
2008年，东亚语言研究所重新定义了其科
研活动范围，并将先前的研究工作重组，按照
不同的课题把研究人员分为了以下四个小组：
第一科研小组：«东亚地区汉藏语系历史
类型学研究»
第二科研小组：«当代汉语、汉语与日语
的语法和语义：形式学派»
第三科研小组：«汉藏语系与其东亚脉络»
第四科研小组：«汉语写作、分类与认知»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链接：
http://crlao.ehess.fr
东亚语言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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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CEFC/CNRS)
致力于现代华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
变迁的研究工作。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Sebastian Veg教授撰写

作为交流平台，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对法
中两国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人文与社会领域建
立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创立以来，中心已接
待数十名研究人员，并资助了二十余位博士生进
行实地研究工作。曾经在中心工作学习的研究人
员在当代社会中，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网
络，它涵盖了人文社科领域的所有学科。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自1992年出版法语
季刊“Perspectives chinoises(神州展望)”，其
英文版“China Perspectives”于1995年面世。
这两份杂志电子版在众多学术门户网站(Revues.org, Persée, EBSCO, ProQuest)均可下载。
杂志受到法科研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的
支持，专注于现代华人世界研究，提供各种内
容广泛深刻的人文科学与社会观察观点，以及

与其它各类学科的相互影响，展现了它对于现
代深刻变化所进行的分析。杂志被法国研究与
高等教育评估局(AERES)同时归类于三个科研
领域。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接收科研文章手
稿，但文章需以法文或英文语言撰写，并经双
盲法评审。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立于1991年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是位于香港的法国国家研究单位。该中
心自2007年起作为东亚研究与服务单位(USR
Asie orientale)，隶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中心成立的宗旨为研究现代华人世界的政治、经
济、社会与文化变迁。目前，法国现代中国研究
中心由十几位研究人员和博士研究生组成，他们
在香港开展研究工作平均年限为2至4年。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同华人世界各大高
校、学术界以及科研机构保持着直接密切的联
系。它定期与当地科研机构召开学术座谈会、
研讨会以及联合发布科研项目招标，共同开展
科研活动。同时，中心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台北中央研究院
等机构的联合研究人员维持着长期稳定的交流
合作。此外，作为从事当代中国研究唯一的
驻华欧洲科研单位，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在整个欧洲层面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协调作
用。2012年，中心在北京成功召开了首届欧洲
青年研究人员现代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

联系方式：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Sebastian Veg教授
sveg@cefc.com.hk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链接：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创

http://www.cefc.com.hk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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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学院(IAO/CNRS)
致力于亚洲地区历史学、人类学、政治科学、法律、地理、经济、
文学与哲学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撰写

东

亚学院(L’Institut d’Asie Orientale)成立于
1992年，坐落在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内，它隶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里昂大
学下属三所高等教育机构(里昂-圣艾蒂安高等
教育研究中心)：里昂高等师范学院(主要监管
机构)、里昂政治学院和里昂第二大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法国东亚学院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所下属科研混合
单位(编号5062)，以开展东亚及东南亚社会文
化研究为己任，尤其关注中国、韩国、日本、
老挝、台湾、泰国、越南及周边地区。学院网
罗了多学科的人才，历史学、人类学、政治科

学、法律、地理、经济、文学、哲学的教学和
科研人员均服务于此；还负责培养研究东亚地
区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鼓励相关跨学科研究。
学院主要致力于科研文章与科学著作的发
行出版工作，旨在推动广大公众更好地认识与
了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社会、经济与
政治动态。法国东亚学院与亚洲、北美和欧洲
的多支科研团队实施了多项国际科研合作。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链接：
http://iao.ish-lyon.cnrs.fr/spip.php?rubrique27

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FC)
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发展两国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合
作，推动法中研究人员及研究生之间的交流互访。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Michel Bonnin教授撰写

研究活动及目标：

中

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是法国外交部2011
年7月资助建立的一所法中合作科研机构，
它坐落于中国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内。该
研究中心的前身是“中法人文社会科学讲坛”。
讲坛由让 - 米克•德姆纳克(Jean - Luc Dome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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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于2002年创建，随后演变为“北京博士生工
作坊”，并由让 - 路易•罗卡(Jean - Louis Rocca)
教授负责管理与领导。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研究主任
Michel Bonnin教授目前任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
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图片

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目标是发展两
国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合作，推动法中研究人员
及研究生之间的交流互访，促进法国研究人员同
事之间，尤其是研究生同学之间的相互了解，并
为其搭建与资深研究学者开展交流的平台。
目前，研究中心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
- 由法国特邀或客座研究人员与大学讲师
实施的科研讲座：这些讲座通常以圆桌会
议形式召开，以法文为讲座语言，并配有
中文翻译。与会人员包括法方演讲人以及
对研究课题感兴趣的中方研究人员。除了
按照中方合作伙伴要求召开的某些特殊研
究课题讲座外，科研讲座一般分为«历史
与记忆»与«法国启蒙»两个系列。讲座讨
论内容被全部记录，并以中文版形式出版
发行(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发行法文版)。 大

做相应研究报告，双方资深研究人员与大
学讲师对其报告进行评述。
- 通过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大学合作处建立的
合作，研究中心选派中国社科领域优秀的研
究人员与学生前往法国实施为期1至2个月的
研究实习。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中心主任一职，他积极推动了中心研究与合
作 的 发 展 。 自 2012年 1月 ， 国 际 义 务 工 作 者
(VI) Aurélien Boucher先生也加入到该研究中
心，任主任助理一职。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
Michel Bonnin教授

此外，通过与其它科研机构的合作，中法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还参与了众多科研活动：
- 在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香港
中文大学以及香港知青协会德协助下，研
究中心于2012年12月6日至7日在香港成功
举办了首届«一代人的命运 • 一个国家的
命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回
忆»国际研讨会(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

研讨会官网或观看由凤凰卫视制作的
两期同名专题节目)。

-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与欧洲联
盟驻华代表团(北京)协助下，研究中心于
2012年7月4日至6日成功举办了«New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研讨会，会
上来自欧洲的博士研究生对各自的研究课
题做出了相关介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刘北成教授

部分讲座视频已被发布于中心官网的
多媒体专栏。 (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
以下链接：http://beijing-cfc.org/)  
联系方式：
- 科研交流日活动：法中研究人员以及研究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
生对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进行交流 Michel Bonnin教授 michel.bonnin@gmail.com
与研讨。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链接：
- 科研报告日活动：法中博士生根据课题

http://beijing-c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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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学院(EFEO)及其北京中心
长期致力于亚洲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其中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任、法国远东学院讲师Luca Gabbiani教授撰写

法

国远东学院隶属于法国高等教育与研
究部,长期致力于亚洲古典文明的研究
工作,其中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它在印度研
究、中国研究以及日本研究等多方面皆有卓
越建树，其专注领域涵盖整个东南亚以及大
部分被印度化和汉化的社会与地区研究。目
前，法国远东学院在12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共
设立了18个联络中心。这一网络的组建使地
区与国际研究人员之间共同开展工作变得更
为紧密、稳固与长久，它支持并促进了法国
远东学院的快速发展。法国远东学院针对亚
洲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多学科和比较学研究，
其范围涉及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文
献学以及宗教学等。目前，亚洲各国蓬勃发
展，法国远东学院旨在通过各区域实地研究
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1898年，为了研究西贡市(今胡志明市)一
带的风土文化，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
下令创立“法国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或译
作“法国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由法国金
石铭文与文艺学院负责学术监督。1900年该会
更名为法国远东学院，并于1901年开始出版«
法国远东学院学刊»。该学院于1902年将总部
设于河内，于1950年代因越南的战争关系迁至
巴黎。1907年起法国远东学院开始对柬埔寨吴
哥窟作系统性的研究和考察，旨在对其进行保
护与修复。法国众多著名的东方学家参与到这
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之中，例如：东方学家 - 伯
希和(Paul Pelliot)、亨利•马斯伯乐(Henri Maspero)、汉学家 -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印
度支那考古学家 - 路易•菲诺(Louis Finot)、东
南亚史学家 - 戈岱司(George Cœdès)、考古学
家派蒙提耶(Henri Parmentier)以及宗教史学家
保尔• 姆(Paul 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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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法国远东学院迎来了一段新的
时期。学院于1957年和1975年先后迁离越南
河内市和柬埔寨金边市。在这个复杂时期，法
国远东学院不但扩大了其研究影响，还建立并
发展了新的科研合作。1955年，法国远东学
院在印度本地治里市设立了永久性研究中心，
并于不久后在浦那市开设了中心分部。随着
科研合作伙伴的扩大，学院又先后在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市(二十世纪50年代末)、日本京都市
(1968年)、泰国清迈市设立了研究中心。二十
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战争的结束与东南亚政治
局面的稳定，法国远东学院在印度支那半岛不
同地区又重新建立了三所研究中心，它们分别
位于柬埔寨暹粒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与越
南河内市。从90年代末至今，法国远东学院快
速发展，并在以下地区增设了多所研究中心：
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国香港、台湾台北市、
日本东京市、韩国首尔市、中国北京市，以及
越南胡志明市(2012年)。

远东学院胡志明中心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
法国是研究中国最早的国家之一。二十世纪，法国远东学院著名的汉学家保
罗•伯希和、亨利•马斯伯乐以及石泰安曾先后数次来访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与研
究工作。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于1997年正式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随后，中心扩大在华合作，与以下机构相继建立起合作联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与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国家图书馆以及故宫博物院。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近年来，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研究人员围绕历史学、人类学、宗教社会学
以及科学史等领域开展了众多科研项目。同时，中心也接待了法国与欧洲科研机
构的多位研究人员在华开展长期研究工作。目前，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要致
力于以下两项国际研究项目：
•北京寺庙的金石学与口传记忆研究
•中国国土环境空间治理学：帝国时代中国在等级法律制度下国土结构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法国远东学院与中国多所科研机构联合开展了多项合作研究项目。大部分项
目得到法国国家科研署(ANR)和不同国际基金会的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国土环境
空间治理学»是由法国远东学院研究人员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法国里昂
东亚学院Jérôme Bourgon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共同实施的合作研究项目。该项目由
法国国家科研署资助，资助期为2011年至2014年。
自1997年起，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定期组织召开“历史，考古与社会”中
法学术系列讲座(HAS)，并有选择性地将讲座内容(法中双语版)以小册子的形式发
行于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系列手册之中。此外，北京中心在法国外交部的协助
下还编辑出版了中文版年刊«法国汉学»。

联系方式：
法国远东学院讲师，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任Luca Gabbiani教授
luca.gabbiani@efeo.net / patrice.fava@gmail.com

25

中法实验室生活
www.cnrs.fr

聚焦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IFC Renmin)
法中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学历教育的合作办学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北京-苏州)法方秘书长卜雨歌(Hugues BOITEAU)先生撰写

创

建于2010年10月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
院，在2012年3月经中国教育部批准，成
为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与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巴黎
四大)、法国保罗-瓦莱里大学(蒙彼利埃三大)
、法国马赛商学院共同合作创办的第一家以人
文与社会科学为主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隶属
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非独立法人办学单位。中法
学院在北京人民大学和苏州(位于江苏省，紧邻
上海)设有校区，作为学历教育的合作办学平
台，通过一个协议和多个联合项目开展合作。

中法学院国际硕士学位人才培养计划
(本硕连读5年)
开设专业包括：
金融、社会经济行政管理、法语与商务
中法学院每年招收人民大学计划内学生，
最多不超过600人，2012年首批学生总数为159
人。学生学习期间将到国外交换，毕业获取中
法双文凭。该计划还提供一个专业法语强化课
程，使学生成为具备法中双语能力与两国文化
背景的人才。

中法学院国际博士学位人才培养计划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硕博连读)
开设专业包括：
历史与艺术史、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法语世
界与文化研究、伦理哲学与政治哲学
该计划致力于古典人文科学，面向中国优
秀大学法语专业学士学位(4年高等教育)获得
者，2012年首批学生总数为20人。被录取的学
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前
沿研究课程学习(1000学时)后，直接赴法进入合
作院校(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或法国保罗-瓦莱里
大学的18个专业)同法国学生一起进行硕士第二
学年的学习，随后自动升入博士研究生阶段。
中法学院还将为项目合作院校的法国学生
提供汉语和中国文化培训的平台，以便让他
们进入人民大学的专业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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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与中国法语联盟文化合作网络(SCAC)支撑下，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向广大中国公众、学生
以及教师研究人员提供并保证了一个年度系列
讲座«人文科学与现代特色»，旨在提高法国及
欧洲语言与文化在华的影响，推动它们与中国
大众的互动。自2012年上半年起，在华(北京、
上海、南京、杭州)参与上述活动的法国合作机
构讲师已达14位。
研究发展与培训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
的首要工作之一。包括法中文化领域在内，学
院研究方针在于积极鼓励学生与研究人员通过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内部规划四项研究计划(intra-SHS)，以多学科
研究方式，围绕不同课题开展比较研究工作。

联系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法方秘书长
卜雨歌教授
admn.ifc.renmin@gmail.com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2010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创建协议签字仪式领导合影

2012年6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苏州校区)成立大会
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出席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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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人文与社会科学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简介
- 中欧环境法发展前景的比较研究
- 通过理论、实验与应用方法推动联合研究项目：激励机制、个
人自主选择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

中欧环境法发展前景的比较研究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简介
上海社会科学院Carla Peng女士访谈
即使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不同，但是中国在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方
面与欧盟碰到了类似的困难。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中欧环境法发展前景的比较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负责人Maljean-Dubois女士撰写

即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使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不同，但是中
国在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方面与欧盟碰到
了类似的困难。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问题，中国开始着手编纂一部完整严密的环境
法典。法国在该研究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在
实施方面也具备更多的经验，适当地比较或借
鉴法国甚至是欧洲的经验将有助于中国环境法
典的研究与发展。
实际上，无论规章条例的分析，还是环境
法的实施，上海社会科学院(SASS)与法国国际
法和欧盟法研究中心(CERIC)的研究团队致力
于相似问题的研究工作。科研合作的实施将有
助于在环境法领域发展比较研究。通过上海社
会科学院与法国国际法和欧盟法研究中心的合
作项目，双方研究团队已经共同研究论述了以
下多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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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
- 中国环境法典
- 环境法与公众参与原则：比较分析

2012年法中双方领导会面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从左至右依次为：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 环境资源法中心主任，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中方负责人何卫东先生；上海社科院研究主任史建
三先生；法科研中心研究主任，法国国际法和欧盟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法方负责人Sandrine MaljeanDubois女士；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成员Vanessa Richard女士；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法学研究所
所长叶青先生；上海社科院研究人员彭辉先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始与法国同行建立了学术联系，自2007年从事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中欧环境法发展前 研究工作起，我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上海社会
景的比较研究 »项目参与人员 Carla Peng 科学院与法方的合作网络。
女士访谈
在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建立之前，法国国家科

200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
中心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法和欧盟法
研究中心取得联系，希望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在多次交流与沟通后，国际法和欧
盟法研究中心关于环境法的专业研究引起了中
方浓厚的兴趣，中国基础与应用研究领域的相
关机构希望可以编纂一部完整严密的环境法
典。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也正是其源于此。我个
人早在2005年已通过法国外交部尔菲尔博士奖
学金在法国进行了博士课程的学习(博士研究生
联合培养项目)。期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已经开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请你讲述一下你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是 学研究中心国际奖学金资助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
怎么成立的？项目的科研主题是什么？ 主任何卫东先生于2008年在法国国际法和欧盟法
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2月的访学。在2008年底，
法国大陆法系基金会的资助下，上海社会科学院
成功主办了环境法国际研讨会(主要针对讲法语
的研究学者)，并邀请了法国国际法和欧盟法研
究中心、法国拉罗谢尔大学、比利时荷语鲁汶
大学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多位讲法语的教授参
加。200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发行了法中
双语一书«对话：城市、环境与法制»。为保持持
续深入的合作关系，我方法国国际法和欧盟法研
究中心在2010年成功申报了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中欧环境法发展前景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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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国际研讨会在国立台湾大学成功召开

PICS项目帮你实现了什么？
对我个人而言，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不仅使
我有机会在博士毕业后，继续与法国同行进行
学术交流，对法国最新学术动态进行及时的跟
踪研究，将法国环境法的先进经验引入中国学
术界，同时也扩大了本中心在国内欧盟和法国
环境法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奠定了我中心
在该领域的国内优势和领先地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在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执行期间，我们通过
联合举办研讨会，建立了新的学术网络，特别
在我们邀请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的学术同
行们(他们大部分为英美学术背景)参与研讨会
之后，也将法国环境法的最新成果引介到了台
湾，在此基础上，在中国、法国及台湾，我们
已经形成了较稳定的长期合作团队，台湾同行
就气候变化与诉讼主题成功申请到了台法国际
科研合作项目(2012-2013)，在长期以来美国环
境法对中国和台湾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汉语学
者开始关注到欧盟和法国环境法。
通过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的执行，上海社会
科学院越来越重视欧盟法的研究，从2011年起
为硕士生新开设了欧盟法课程，我个人为环境
法专业、宪法行政法专业、法理学专业、法史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讲该课程，这也成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公法专业的特色之一，中国目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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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了欧盟法课程的学校并不多，非常欣慰的
是，在我们的学生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对
欧盟和法国环境法表示出强烈的兴趣。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为期三年，比较长，对
你来说对时间的把握起到了什么作用？
此次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时间较长，从2010
年至2014年。首先，为我方与法国同行之间创
造了长时间系统深入的合作机会，我们每年定
期出版相关学术成果，例如2012年6月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发行的英文书«Climate Change
Law: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Approach» (著者：
何卫东、彭峰); 另一本英文书2013年9月将由
台北大学出版中心发行(著者：叶俊荣)。
其次，在项目合作期间，我们每年定期分
别在上海、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台湾台北就
相关主题联合召开研讨会，通过学术研讨会活
动，我们邀请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扩大了学
术网络，提升了彼此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为与
其他学术机构的合作提供了交流平台。
第三，项目组人员每年定期互访，加深了
双方对彼此感兴趣专业问题的了解，为各自的
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同时也为今后双方进一
步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
编号5716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联合研究项目：激励机制、个人自主选择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
里昂 - 圣艾蒂安经济理论与分析研究团队(GATE Lyon St Etienn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Sylvie Démurger教授撰写

编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号5716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于2011年由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5824混合科研
单位(里昂 - 圣艾蒂安经济理论与分析研究团
队)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SEBA)共同建立，旨在巩固与扩大双方机构间
的科研合作与法中研究人员的教育培训。该合
作项目由法方Sylvie Démurger教授与中方李实
教授共同协调负责。

双方团队科学合作主要围绕以下四
际科研合作项目带来的部分研究成果已于多本
个方面：

在该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框架下，研究人员
通过新方法的开发或新研究思路的应用，长期
致力于个人决定形成过程的研究及其对劳动力
市场的影响，旨在推动研究成果在中国应用领
域的发展。对于我们开发的新方法或应用的新
思路，其特点是建议研究人员同时采用观测数
据(微观经济调查)和实验数据(北京师范大学下
属实验室提供)来实施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主要
涵盖了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
与市场设计。法中双方在这些领域开展的科研
合作非常成功，双方人员共同实施了多项应用
性研究合作。这些合作主要涉及了城市劳动力
市场细分的演变与不平等性研究、对移民的激
励与约束机制研究、内部迁移对始发地社区和
目的地城市的影响研究、面对风险和不平等个
体的态度研究、情感在经济性选择中的作用研
究，以及中国大学录取机制效绩研究等。该国

国际科研杂志中刊登。
自2010年以来，法中双方分别在中国北京
市(2010)、法国意库里市(2011)以及中国成都
市(2012)成功召开三次年度研讨会，第四届年
度研讨会将于2013年4月15日至16日在法国意
库里市召开。在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框架下硕士
生与博士生联合培养方面，一名中国学生已于
2012年4月获得博士学位，两名正处于博士论
文写作阶段。此外，里昂 - 圣艾蒂安经济理
论与分析研究团队2012至2013年度共接待了三
名进行硕士课程学习的中国学生，其中两名来
自中国北京师范大学。由于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的建立，法中科研机构联系更为紧密，双方
借2011年6月在法国意库里市召开年度会议之
机，签署了双方大学间的合作框架协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1) 通过理论、实验与应用方法推动联合研
究项目：激励机制、个人自主选择及其经
济与社会影响
2) 在中国北京市和法国里昂市轮流组织召
开年度研讨会;
3) 硕士生与博士生联合培养;
4) 学生及教研人员的交流互访。

联系方式：
Sylvie Démurger教授
demurger@gate.cnrs.fe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链接：
http://www.gate.cnrs.fr/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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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简介
- 欧洲“城镇化中国(URBACHINA)”项目
- “欧中比较自由主义(LIBEAC)”计划

“城镇化中国”项目

中国的可持续城市化：
历史和比较的视角，
面向2050年的巨大潮流

合作计划：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第七研究和发展框架计划(7e PCRD)
资助金额：270万欧元
项目期限：4年(2011至2014年)
协调方：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弗朗索瓦•吉布鲁教授)

“城

镇化中国”是一个欧洲合作
项目，由11所著名的中欧研
究机构联合管理。该项目由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弗朗索瓦•吉布鲁教授协
调管理。该项目(2011-2014)旨在分析
在未来几十年里将要构建中国城市化
的大潮流，并围绕一种可持续城市化
的构思打造出具体方案。

“城镇化中国”项目将从以下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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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探索可持续城市化问题：
1.城市化制度的建立
2.土地政策和城乡分化
3.卫生和环境方面的基础设施与服务
4.城市地区生活方式的演变
在该项目隶属于欧中峰会提出的
主要科研合作课题之一，它针对中国
可持续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问
题作出了相应解释。

背景与观念
根据一些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
银行、经济与合作组织)的预测，中国
城市人口将从2005年的五亿七千二百
万上升到2025年的九亿两千六百万。
这种增速相当于每年建造一座上海这
样规模的城市。问题并不在于减缓城
市化的节奏，而是要引导城市化的方
向，以尽可能减少这个进程带来的消
极因素，而使积极影响最大化。

“城镇化中国”项目致力于根据中国经济
增长新导向制定的目标来评估城市化战略，目
前中国已经转向发展内部市场。2008-2009年
的经济危机深刻动摇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城市
化之间的关系。过去三十年里采取的经济增长
模式建立在劳动力密集型的手工业产品出口之
上。这种模式的长期有效性似乎受到了冲击。
尽管这种模式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明显改善，但同时也伴随着很多负面
因素(严重的污染、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化)。

北京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城市的发展还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提出一
些重大问题。应当如何来实现减少单位GDP能
耗、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以及垃圾的收集和
再处理这些既定目标？“城镇化中国”项目还
将探索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即将经历的大规模
城市化对环境、稀有资源需求、原材料以及基
础设施和服务所带来的影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城镇化中国”项目将分析城市化中的一
个决定性因素，即：上亿的农民从农村向城市
地区的迁移。这种强烈的趋势迫使地方政府承
担起新的责任：创造就业机会、公共安全问
题、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口的外
流同时还要求政府在社会保障和教育方面必须
采取新的措施。

昆明

中国城市在政治上显然并没有任何自主权，
然后它们正在重新获得可观的协商权，以推进
邓小平提倡的经济改革。而一些生态组织和居民
协会也开始采取行动，逐渐发展起一个微妙的
空间，公民社会的自治在这当中开始占有一席之
地。“城镇化中国”项目将开发一些新的途径，
来研究新兴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以及中国中产阶级
的政治期望，同时考察那些勾勒出城市轮廓并确
定城市布局内的农村地带的法律法规。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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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城镇化中国”项目的研究试图估量未来
城市化的影响和意义，同时采取了多学科的综
合方法。不同的工作方法将得到应用：收集并
处理统计数据、个案研究、对市政负责人、
决策者、企业主和研究人员进行访谈。以下
学科的研究也是我们的侧重点：经济地理学、
城市经济学、环境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历
史学。这个研究项目选择了四座差别很大的城
市来分析如何应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即上
海、重庆、昆明和黄山市。

目标

- 促进对中国和欧洲的城市化大潮的理解，
致力于对可持续城市化主要方面的识别。
- 加强欧洲与中国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促
成人文社科领域长期研究网络的建立。
通过富有成效的政策，来促使科学界、决策
者和公民社会更加关注可持续城市化的问
题，该政策包括以下方面：发行科学出版
物，在欧洲议会上组织安排项目介绍活动，
推动媒体关注国际科研项目，并参与对科研
成果的介绍与推广，创建网站与博客。

“城镇化中国”项目第三届研讨会将于2013

年6月3日至5日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联系方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弗朗索瓦•吉布鲁教授
Gipouloux@ehess.fr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城镇化中国”项
目官网：http://www.urbachina.eu/index.php/en/
博客：http://urbachina.hypotheses.org/

“城镇化中国”项目巴黎研讨会，从左至右为：
Hanna Ai (CNRS)、Cristina Marcuzzo (EU commission)、
Stephan Feuchtwang (LSE)、Jacqueline Nivard
(EHESS)、François Gipouloux (CNRS)、
Athar Hussain (LSE)、Andrea Ricci (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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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中比较自由主义”计划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基于欧盟与东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复杂
性挑战的思考，围绕当代中国主要的焦点问
题，“欧中比较自由主义”计划致力于在自由
主义概念与政治分歧阐述方面，针对文化差异
性开创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比较分析，特别专注
于多学科研究方法中(政治哲学、欧洲与中国法
律学以及同韩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等)的经济、
社会与环境法律学研究。

“欧中比较自由主义”计划汇聚了法国、
意大利、捷克、日本与中国(清华大学与北京大
学)的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其中法国马赛第三
大学为其主导机构。

联系方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7316科研混合单
位研究主任、国际科研项目协调人
Gilles Campagnolo教授
gilles.campagnolo@univ-amu.fr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链接：
www.libeac.org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欧

中比较自由主义”计划(2013-2016年)
为欧盟研究执行局(REA)“第七科研
框架计划”所资助的少数计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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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蒙古国人文社科领域研究合作
近年来，法国与蒙古国研究人员个体之间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交流合作的主动性，从侧面反映出了双方希望建立一个稳定而长
久的科研合作关系的意愿。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研究单位 - EA 4512 ASIES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7130科研混合
单位 - 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博士研究生，蒙古语言与文化讲师Charlotte MARCHINA，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编号7130科研混合单位 - 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博士研究生Raphaël BLANCHIER联合撰写

在

法国 法国与蒙古国除了联合考古学研究
任务之外，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合
作关系是非连续性的，并常常取决于研究人员
个体之间合作的主动性，如：法国国立东方语
言文化学院蒙古语读者、蒙古国立大学(MUIS)
法语语言教师、蒙古国立大学人类学系特邀法
籍研究人员。然而，法国与蒙古国科研合作的
众多参与者近年来均表示出希望建立一个稳定
而长久的科研合作关系的意愿。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UNESCO)国际游牧文明研究院(IISNC)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前任院长Jacques
Legrand先生的协调下，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
学院于2012年与两所重要的蒙古国国立大学签
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即：蒙古国立大学与蒙古
国立文化艺术大学(SUIS)。2012年5月，一群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国年轻博士研究生在巴黎成功举办了“蒙古国
周”交流活动。此次活动共吸引来自蒙古和西
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四十余位，主要涉及了
艺术演出、科研协会与学院高校组办的以蒙古
语为交流语言的座谈会及辩论会等。此次活动
的成功举办推动了两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研
究人员的交流与联系，促进了双方科研机构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蒙古文化研究所与法国文
化艺术领域的多所研究教育机构签署了合作协
议。法国与蒙古国研究人员在法科研中心启动
的游牧生活研究项目框架下也保持着紧密的合
作联系。法国与蒙古国在众多研究领域的国际
合作尚且处于初级阶段，但在不久的将来必将
快速高效的发展。

联系方式：Charlotte MARCHINA
charlotte.marchin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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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研究报告：蒙古国畜牧经济
当代牧区做法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其历史时期的大致形态。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研究单位 - EA 4512 ASIES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7130科
研混合单位 - 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博士研究生Charlotte MARCHINA撰写

每

从广义上讲，我的博士研究针对蒙古牧
民家禽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展开，特别致力于
收集与更新考古学研究时所缺少的信息资
料，例如家禽与人类相互影响的模式，或者
具有特殊使命的家禽个体的选择标准等。这
些研究将可以丰富自身研究领域和其它学科
的信息数据，以便研究人员深入了解蒙古国
复杂的动态畜牧业体系。

蒙古牧民将意外或屠宰致死的马头骨
放置于石冢之上或侧，
后杭爱省地区，2011年7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事实上，目前在蒙古国境内无法找到考古
学家所研究的历史时期(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匈奴时期与土耳其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准确数
据，对当代牧区做法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历史
时期该方面的大致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
实施比较研究，我在人类学方面的工作主要涉
及了与考古数据相关的课题。研究的三个要点
如下：畜牧业相关技术(畜禽种质与数量、畜群
结构、屠宰技术、肉类消费以及畜牧业产品的
生产与使用等方面的评估)、游牧习俗(营地定
位、间距、群集、游牧原因等)、家禽在现代仪
式中的地位与作用(畜禽骨骸的处理、宰杀畜禽
献祭或祭祖等)。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年，法国与蒙古国联合研究任务一般由
驻蒙考古学家负责指导与管理。西欧科
研机构通常发起多学科研究任务，通过与蒙古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学者的合作共同完成研
究，例如：J. Magail教授代表的摩纳哥史前人
类学博物馆，或是S. Lepetz教授代表的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7209科研混合单位。我作
为民族学研究人员，定期加入到这些多学科研
究团队之中。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是将民族
学、考古学以及孢粉学、地貌学、地形测量学
和生物化学等学科交叉在一起共同开展研究工
作，旨在深入了解游牧民族过去与现在畜牧经
济的相关知识。在这方面，我主要聚焦于目前
蒙古国畜牧业的研究工作。

研究人员Charlotte MARCHINA在蒙古国草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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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研究报告：蒙古传统民间舞蹈
自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以
来，Biyelgee舞蹈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随着蒙古国融入世界大潮，它
已成功地从“民间文化概念”过渡转变为“遗产反思概念”。
法科研中心编号7130科研混合单位 - 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博士研究生Raphaël BLANCHIER撰写

从

2009年之前到现在，作为“夏日旅游”
表演节目之一，蒙古舞蹈给广大游客留
下了民间文化的印象。蒙古国Biyelgee舞蹈源
于西部卫拉特民族(卫拉特是蒙古族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体现并源自
游牧生活。在上世纪40至50年代，它成为蒙古
国家歌舞团编舞者主要艺术灵感的来源。
自2009年被批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
人 们 对 Biyelgee这 一 民 族 舞 蹈 重 新 产 生 了 兴
趣，它再次被全世界视为蒙古民族的象征之
一。Biyelgee舞蹈不仅构成了蒙古国深厚的文
化底蕴，也承载着蒙古文化渊源的基因。表演
该舞蹈时，舞者半蹲或盘腿，通过手、肩和腿
部动作来表现蒙古人的生活方式( 脸部表情丰

会、正宗Biyelgee舞蹈艺术协会以及文化研究
所等科研机构表示出了希望促进研究人员学术
交流，开展长期国际合作的意愿。2010年至
2012年，我在蒙古国实地考察，开展研究工作
的时候，上述机构对我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对
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为我提供了很
多学术交流的机会。自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以来，Biyelgee
舞蹈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随着蒙古国融入世界
大潮，Biyelgee舞蹈已成功地从“民间文化概
念”过渡转变为“遗产反思概念”。

富，肩膀快速而有力的运动－很像马快速
侧对行走的步伐)，其中包括家务劳动，日常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游牧的生活，各种习俗和传统，以及不同民族
的精神风貌。传统上，人们通过师徒、家庭、
氏族或邻里等方式将蒙古Biyelgee舞传承给年
轻一代。Biyelgee舞蹈无论是它的表演模式(蒙
古包、舞台或在公共场所 )，或是在传统节
日( 那达慕 - 蒙古族古老而现代的节日 )、
特别庆典(2011 年传统艺术节 )及国际文化活
动(2012年在波兰的传统艺术节 )活动中的改
编，还是它传承形式的演变(从家庭到乡村或
地区俱乐部 )都引起了舞蹈本身的变化，但从
未对舞蹈真实性的特点带来任何影响。
一部分编舞者 - 研究人员通过其研究与
知 识 信 息 传 输 网 络 ， 设 计 了 一 种 所 谓 «舞 台
Biyelgee» (Tajzny Bielgèè)的舞蹈混合形式，
它可以辨别出长久以来界线模糊的学术蒙古舞
与卫拉特民族舞Biyelgee形式的基本差异性。
文化艺术大学(SUIS)、艺术理事会、蒙古传统
Biy Biyelgee舞蹈协会、Biyelgee舞蹈传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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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舞蹈者

蒙古孩子正在学习跳Biyelgee舞蹈
蒙古西部省乌列盖市，2013年4月

实地考察研究报告：“手提箱式”贸易
中俄边境贸易，二连浩特市(简称二连)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7528科研混合单位讲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Gaëlle LACAZE教授撰写

今天，蒙古人不再享有自由通行的特权，
但可以在俄罗斯边境地区自由居留。在俄罗斯
其它地区，他们只能自由居留几天，而在中国
他们仍然拥有一个月的免签证居留。俄罗斯远
东地区货物供应问题几乎已被解决：蒙古国个
体贸易商(蒙古语叫做：najmaačin)只为俄罗斯边
境城市供货，但限制它们把中国商品转卖到蒙
古国其它地区。蒙古国显然还属于工业发展比
较薄弱的国家，即：工业产品不能自给自足。
因此，即使在蒙古国最偏远的省份，商店
销售的进口中国货物还是主要依靠于“手提箱
式”贸易。蒙古国个体贸易商采购中国货物最
常去的城市是中国二连浩特市(简称二连)。它
位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与蒙古国
扎门乌德市隔界相望，两市之间的距离为9公
里。每天，数以千计的蒙古人穿越中蒙边境到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自从前苏联民主改革开放以来，蒙古国个体
贸易商(或被称之为“手提箱式”贸易商)开始利
用蒙古国纵横交错的铁路把中国制造的商品销往
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蒙古国经济比较落后的地
区。直到1998年，蒙古人还享受着在中国和俄罗
斯合法自由通行的特权。因此，蒙古国个体贸易
商长年以来一直从事着倒卖中国商品的活动，
即：在通过蒙古国与俄罗斯边境后，直接把在中
国采购的商品从火车的窗口转卖给候车台上等候
已久的几百名俄罗斯商人，他们将其视为“天赐
的货品”。由于蒙古国发达的铁路布局，在西伯
利亚城市的商店里摆满了被蒙古国个体贸易商从
中国以非正式形式进口的产品。

二连浩特采购中国产品，然后再将其转卖给蒙
古国各地的不同市场。扎门乌德意为“道路之
门”，是蒙古国南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界处
的一座城镇，邻近中国边境，是中蒙铁路自中
国进入蒙古国后的第一站。2000年以来，蒙古
和中国政府之间缔结了双边协议，扎门乌德市
处于发展过程中，慢慢开始转变为一个转口贸
易城市。面对蒙古国扎门乌德市，中国二连浩
特市如同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
蒙古语najmaačin源于汉语“买卖”一词，
援引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交易。实际上，当
今巡回贸易展等商业活动就是按照这种传统
模式而组织实施的，即：面对一个货物转口贸
易城市或人口流动门户城市，作为固定商品市
场的中国城市如同沙漠旅行队的客店，屹立于
通往绿洲的道路上。尽管蒙古人在中国拥有一
个月免签证居留，但是由于多年来频繁的出入
中国，某些蒙古国个体贸易商已定居于边境城
镇。今天，越来越多的蒙古人拿着“临时永
久”的身份生活在中国二连浩特市。

联系方式：
Gaëlle LACAZE教授
法科研中心编号7528科研混合单位讲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自

2007年起，我开始进行关于“蒙古国边境
贸易”的研究。自德国柏林墙瓦解和“苏
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计划经济体制崩溃以
来，这种所谓的“手提箱式”贸易广泛流行于内
亚地区。中国自1991年起试图替代前苏联成为蒙
古国的首要贸易和外交伙伴。因此，蒙古国与中
国的正式及非正式交流与合作不断稳步增长。

民族学博士生导师
gaelle.lacaze@misha.fr

蒙古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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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研究报告：联民村
中国田野调查 - 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Isabelle Thireau教授撰写
三十余年来，联民村人类学家张乐天教授
收集了大量有关村落历史的文献资料。这些可
追溯至20世纪中期的珍贵资料主要涉及了人口
普查信息、土地改革实施情况、大集体时期劳
动分配与收入记录、村会议纪要、改革开放后
民营企业发展状况、选举文书资料...这些数以
万计的文献资料、图表以及会计票据凭证与发
票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被损坏或字迹难以
辨认的风险。2007年，我们共同商定对其实施
保护措施，并将其再次展现于广大公众面前。
在中外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利用三年
(2009-2012年)时间，通过当地政府档案资料、村
民口述历史访谈、村落地理信息，以及拍摄的
照片与视频资料使联民村历史文献更为完整，
并已将这些文献资料以数字化方式整理完成。

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中两国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不
断变化，以应对下列问题：在适当或可
以共同完成研究的过程中，对研究主体的认
知与理解何时达到最好程度？为了使资料、
调查实践与报告受益于相交观点的扩展性，
最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共享与交换形式？目
前，应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引起了一个对私人
和机构档案进行优先收集与保护的做法，这
些档案涉及了书面、语音或视频等信息。例
如一项已开展三年之久的合作项目，聚集了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
和法国巴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社
会科学研究院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
8173科研混合单位)的多位研究人员共同创建
联民村(浙江省)数据库。这个多学科研究团队
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
家和地理学家共同组成，且涉及了博士研究
生以及博士后等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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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资料收集过程中，多位当地村民
希望加入法中研究团体，并按照培训每天对
联民村进行生活纪实。另外，我们还录制了大
量的村民访谈资料，听取了当地村民对个人生
命历程的详尽回忆与述说。这是一个关于中国
普通村落历史介绍的前所未有的完整信息库，
它全方位地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浙江北部的一
个普通村落中村民的生活场景与生命历程。目
前，“中国田野调查 - 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
的建设已经初步完成，并将于近期向广大公众
开放。数据库科研资料的使用在未来将需要提
交申请，新的历史与人种志资料信息源也将逐
步丰富数据库内容。反观，该项目也引出了一
个令人兴奋的交叉思考：人种志调查问题(在法
中两国一项优秀的人种志调查应该如何实施？)
；档案文献在法中两国提交问题；个人、机构
与政府档案资料的区分问题；以及它们的分类
和保存形式等问题。

联系方式：
法科研中心研究主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
究院研究主任Isabelle Thireau教授
thireau@ehess.fr

实地考察研究报告：中国藏区人类学研究
法国喜马拉雅研究中心 - «在汉藏边缘的领土、社区与交流»

«在汉藏边缘的领土、社区与交流»将针对
该地理区域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它涉
及了汉学家、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
语言学家以及地理学家。西方人文科学相对忽
视了对这一地区的研究，该项目的建立旨在巩
固法中双方学术方面的交流，并创建一个积极
且充满活力的合作网络。

“历史 - 民族区域”研究角度来建立
民族格局整体视野对中国当前的民族研究有
重要启示作用。由中国杰出的人类学家费孝
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比较准确、
简约地概括了这一特殊区域的人文特点。
该地区自古以来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
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
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孔
道。致力于该研究项目的历史学家与人类学
家计划将这些促进了该地区发展的多方交流
与沟通作为研究的重点，旨在了解该区域的
历史动态，以便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探索，而
不是单纯的将其视为边缘地带。

这一研究项目也将使法国喜马拉雅研究中心
扩大对喜马拉雅山东部，以及四川和云南省内藏
区等地的专业知识的范围，并提高有关喜马拉雅
山地区的文献资料内容(目前，欧洲有关喜马拉雅
山地区最重要的信息库储备参考资料15000条)。
该项目受到欧洲研究委员会“创业研究人
才奖金”资助，详细信息如下：Support for frontier research (SP2-Ideas), Starting grant n° 283870

联系方式：
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Stéphane Gro 教授
sgros@vjf.cnrs.fr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在

汉藏边缘的领土、社区与交流»是一
项聚集了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合
作研究项目，旨在对四川与云南省边境地区的
交流史进行研究。该项目受到欧洲研究委员会
(ERC)“创业研究人才奖金”(2012-2016年)资
助，隶属于法国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由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施帝恩先生协调管理。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编号299自主研究单位(CNRS -UPR 299)
喜马拉雅研究中心(CEH)研究人员施帝恩(Stéphane Gros)撰写

八邦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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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东亚人文科学法文杂志« Croisements »
法国驻华大使馆教育合作专员毛飞(Philippe Mogentale)先生撰写

东

亚人文科学法文杂志«Croisements»主要集结了来自中国大陆、
韩国、香港、日本及台湾等地法语研究人员围绕人文科学议题
所投的文章。出于不同观点及领域的互补性，«Croisements»东亚人文
科学法文杂志成为了大学讲师和研究学者以法文为工具的交流平台，
旨在指引研究人员对当代世界的复杂性进行深入思考。2011年9月，
围绕“身份”问题的首届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市成功召开。随后，“城
市”主题研讨会于2012年9月在中国杭州市召开。不同主题的年度研
讨会主要围绕杂志发表的科研文章进行了深入探讨。«Croisements»东
亚人文科学法文杂志下期主题将聚焦亚洲与非洲。(获取更多信息，
请登陆以下链接：http://www.croisements-revue.org)

«Croisements»东亚人文科学法文杂志第四期征文– 2014
第四期«Croisements»东亚人文科学法文杂志的主题为：东亚地区之«旅行，芳邻»
在当今世界中，国家、土地与空间已成为多重影响力牵涉的核心，它们使其范围或边界的概
念越来越模糊。文化、政治、战略、经济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往往这也显示出难以界定
领域概念的特点。旅行的概念是在悠久传统中慢慢形成的，它通过人、思想和物品真实或虚拟的
移动将不同空间连接在一起。
乌托邦、躲避、流亡以及财富的流转或差异性的传播都表现出了恐惧现实的一种自愿性或强
加性的发现。旅客在其中成为了中心偏移和质疑社会规范的主体，以及通过个人形式接近世界的
主要参与者。芳邻是一个必要的对等体：人与思想具有同时游牧和定居的特点，它们试图使自己
归并于某块土地，并竭力在地理版图上留下某些曾经存在过的可靠性痕迹。因此，从自由到流浪
最终退让为群居生活。旅行则变为了跨越边界的一种活动，地图绘制人员恰恰就是将其途径的地
理信息记录于图纸上的旅客。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学和电影艺术都为我们
研究这一复杂性带来了大量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社会中的法规条例。同时，这些规范又
将人完全的投射于现实世界之中，使人们回归于这个敌对的生活空间。
期刊负责人在杂志调整与综合成册之前，需将投稿文章提交阅读委员会进行审查。投稿邮件
地址如下：croisements@france.or.kr

投稿要求：科研文章请不要超过7000字，同时请附加不超过
170字的英法双语摘要和一段作者简介。

联系方式：
法国驻华大使馆教育合作专员毛飞(Philippe Mogentale)先生
philippe.mogentale@diplomatie.gouv.fr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链接：
http://croisements-revue.org/recomma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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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要科研活动：
中法可持续能源国际联合实验室将于上海召开年度会议

中

法可持续能源国际联合实验室(LIA-LSE，化学工程和工艺工
程研究领域实验室)与中国华东理工大学将于2013年10月20日
至22日在上海召开年度会议。此次会议的目标是在可持续能源领域
(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氢能源、电能、地热能源，以及能源
储备与能源有效利用等研究)创建法国与中国新的科研合作机会。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如果您希望参加此次会议或者在会议上发言，请于2013年5月
31日前发送邮件至以下地址：xgzhou@ecust.edu.cn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链接：http://skloche.ecust.edu.cn/lia-lse2013

人文社科创新力 -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沙龙

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法国国家人文社会科研联盟(ATHENA)将于2013年5月16日至17日
在法国巴黎市联合举办首届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沙龙，旨在指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创
新力、有效性以及在职位创造方面的潜能。此次活动将围绕«领土»、«财富»、«教育» 和«专业知识
与技能»四个主题向大家介绍来自法科研中心实验室的48个研究项目(筛选自120个提交项目)。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链接：http://www.cnrs.fr/inshs/innovatives-shs2013/presentation.htm

科研项目与招标: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研究人员出访项目招标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征集欧盟成员国或合作国家
研究人员实施为期1至2年的
研究出访任务。该项目为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奖
学金项目，由欧盟第七研究
和发展框架计划资助。

项目申请方法：
请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将个人简历和研究
项目概述(1-2页)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以下地
址：aaroquiame@cefc.com.hk (不符合项目招

标资格或未明确指出接待机构的申请人员将
不被列入候选人名单)
欲了解更多项目筛选标准或其它信息，请
登陆以下链接：www.cefc.com.hk
http://www.cefc.com.hk/rubrique.php?id=115&aid=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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