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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北京论坛（2008）即将在北京隆重召开

北京论坛第五届年会——北京论坛（2008）

术地位的宗旨。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北京论坛

即将于2008年11月7日-9日在北京隆重召开，这

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每年根

次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文明的普遍价

据国内外发展形势适时提出一个副主题，并针对

值和发展趋向”为主题的学术盛会，将吸引来自

实时热点问题设置不同的分主题，层层深入，既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位海内外知名人士和学

高屋建瓴，又联系实际。今年，北京论坛副主题

者参会。本届论坛，依然得到中国教育部和北京

为“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同时针对能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

源、环境、奥林匹克、国际关系等当前热点话题

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

展开讨论，致力于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分析问
题，为解决问题提供学术支持。

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论坛召开进
入倒计时阶段。大会很荣幸地邀请到了2007年诺

2. 分论坛设置上注重人文社会学科和理工学科

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的结合。

化专门委员会（IPCC）副主席默罕 • 穆那辛何

继去年引入跨学科分论坛组织机制之后，今

（Mohan Munasinghe），英国皇家历史协会及

年论坛首次突破了人文社科领域，引入理工学科

大英历史学会副主席、著名历史学家哈里 • 托

的相关题目（比如环境科学），进一步扩展了论

马斯 • 狄金森（Harry Thomas Dickinson），

坛的视角，引入了多角度的解读，将论坛的发展

日本东京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工程学家小宫山宏

带入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Hiroshi KOMIYAMA），以及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担任主旨报告人。此外，还

3. 形式上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强强联合，搭

将有来自25个国家的41位大学校长参加研究型大

建国际化高等教育研讨平台。

学圆桌会议的讨论，其中包括日本东京大学、印

继去年的成功合作之后，北京论坛今年继续

度尼赫鲁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美国印地

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合作。作为协办单位之

安纳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

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将在国际关系分论坛中

国际知名大学的校长。

设立一个Berkeley Session。这种与世界名校合
作的模式有利于提升双方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品

除了承续北京论坛高端性与规模性的特征之
外，本届论坛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牌价值。此外，今年的研究型大学校长圆桌会议
首次与“蒙特利尔公立大学联盟”和“东亚四国
大学校长会议”实现合作，突出资源共享。

1. 选题上坚持延续性与时事性相结合。
北京论坛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促进世界学

今年，适逢北京论坛创办五周年纪念。我

术对话、探索当前面临问题的解决之道，服务和

们共同见证北京论坛不断脱颖为人文、社会科

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设、提升首都北京国际学

学领域国际知名论坛的成长历程。5年来，北京

论坛始终秉承其创办宗旨，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前
进，逐渐形成自身特色，打造世界学术品牌。她
所高举的“和谐”旗帜，在国内外正引起日益广
泛的共识与普遍的关注。即将召开的北京论坛
（2008）是北京论坛发展历程的一个关键契机和
重要转折点。它将继往开来，承北京论坛之传
统，扬北京论坛之优势，以丰富的学术成果，为
北京论坛的发展轨道又增添上一枚完美的足迹，
为北京市的学术发展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关于北京论坛（2008）的更多信息，欢迎登陆北京论

经济学研究生学位，并获得多个荣誉博士学位。
穆那辛何教授现为位于科伦坡的穆那辛何发展研
究所（MIND）主任、斯里兰卡政府荣誉高级顾
问以及东京联合国大学客座教授。在其35年杰出
的公共服务生涯中，穆那辛何教授曾任斯里兰卡
总统的高级能源顾问、美国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
顾问以及世界银行高级顾问及主管。他曾被聘为
国际上多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并因在研究及
应用方面的成就而赢得多个国际奖项及奖章。穆
那辛何教授著书90本、发表学术论文逾300篇，
这些论著涉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电
力、能源、水资源、运输、环境、灾害及信息技
术等方面。穆那辛何教授现为多所国际著名科学
院的院士，并担任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

坛网站www.beijingforum.org。届时，北京论坛（2008）
召开期间，网站上也会有实时的直播和报道，欢迎您
的关注！

论坛嘉宾

主旨报告人：
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

主旨报告人：
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默罕 • 穆那辛何

默罕 • 穆那辛何教授是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共同获得者—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副主席。
穆那辛何教授出生于斯里兰卡，先后于英国
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拿大麦吉尔大
学及康考迪亚大学取得工程学、物理学及发展

教育背景与职业经历
1963-1967年 东京大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
1969年 获东京大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硕士学位
1972年 获东京大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1972-1977年 东京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助理教授
(1973-197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后
1977-1981年 东京大学化学工程学院讲师
1981-1988年 东京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副教授
1988年至今 东京大学化学系统工程学院教授
2000-2002年 东京大学工程学院院长
2002-2003年 日本化学工程师学会主席
2003-2004年 东京大学副校长
2004-2005年 东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2005年至今 东京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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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奖项
1978年获日本化学工程师学会年度最佳论文奖
1992年获日本化学工程师学会年度最佳研究奖
2003年获日本化学工程师学会年度学会奖
专业领域
化学工程，全球环境工程，知识结构化

主旨报告人：
英国皇家历史协会及大英历史学会副主席、英国
爱丁堡大学教授哈里 • 托马斯 • 狄金森

狄金森教授现任艺术和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
历史研究部主任，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及瑞典
22所大学的本科与研究生考试校外考官，并担任
爱丁堡大学及下属学院研究生委员会主任。
狄金森教授致力于跨18世纪（1688至1832
年）英国历史研究，主要研究议会政治、大众政
治和政治思想，并著有军事及海军历史方面的著
作。
狄金森教授是《牛津英伦名仕录》的副主
编，并于1993至2000年担任《历史》杂志的编
辑。

主旨报告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哈里 • 托马斯 • 狄金森教授毕业于英国杜
伦大学，获得杜伦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爱丁
堡大学的研究生学位。在华盛顿文法学校从教
三年后，于1964年担任纽卡斯尔大学格雷伯爵研
究员。1966年狄金森教授离开纽卡斯尔来到爱丁
堡大学，先后担任助教、讲师、高级讲师，并于
1980年被提升为教授。狄金森教授自1987年起担
任南京大学兼职教授，他还是美国五家研究机构
的客座研究员并担任两项教职，曾在中国、日
本、法国、德国和波兰任教。
狄金森教授曾在爱沙尼亚多家大学的历史系
及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成果评估工作，曾以
温斯顿 • 邱吉尔纪念基金研究员身份赴中国从
事研究，并在肯特大学担任过Anstey纪念讲座
讲师。狄金森教授还曾担任CNNA的质量保障机
构、资格认证与课程设置机构、教学质量评估机
构、科研评估机构及马歇尔援助计划纪念委员会
的专业顾问。他曾两度担任英国皇家历史协会副
主席，并于2002至2005年先后担任大英历史学会
副主席与主席。目前，他是英国高等教育院士、
历史学会及爱丁堡皇家学会研究员。

王缉思教授1978至1983年在北京大学国际
政治系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在北京大
学国际政治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副
系主任。1991年9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
究所，任副所长，1993年12月至2005年3月任所
长、研究员。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
际战略研究所所长，2005年3月起任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院长，2007年5月起任北京大学国际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此外，王缉思教授目前还担
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会
长、解放军国防大学兼职教授、《国际政治研
究》主编等。
王缉思教授曾分别于1982至1983年在英国牛
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1984至1985年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1990至1991
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系任访问学者。2001年
8-12月任美国加州克莱蒙 • 麦金纳学院亚洲事

务访问教授，2002年1-2月任新加坡国防与战略
研究所拉贾拉南客座教授。现为美国亚洲协会、
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安全项目等机构顾问，在
《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全
球亚洲》（Global Asia）等刊物任国际编委。
王缉思教授的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
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发表的著述有：
《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世界地
位》（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主编）、
《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总主编）、《国际关
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论文）、《美国霸权
的逻辑》（论文）、《美苏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
国的崛起道路》（论文）、《中国国际战略研究
的视角转换》（论文）等。

闭幕式演讲嘉宾：
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

调员。此外，还先后担任涉及军控、贸易、知识
产权、社会、电信等各领域的国际会议主席、副
主席、主持人、协调员和专家等职务。
沙祖康先生在就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的副秘书长之前，曾在中国外交领域担任多个
职位。他组建了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并担任首任司
长。在中国履行军控、人权国际条约过程中，他
多次承担中国政府各部门、军队和民间社会之间
的协调工作，提出履约报告，配合履约视察和联
合国工作组和报告员的调查访问，倡导成立中国
非政府组织，推动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
沙祖康先生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与了《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和《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等军控和裁军领域重大
国际条约的谈判和审议，参与起草了联大和安
理会通过的一些重要的关于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决
议。他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积极倡导国际安
全合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地区稳定和安全。
作为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沙祖康先生于
1993年-1994年、参与了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处
理。作为外交部长唐家璇的主要顾问，他于1998
年参与处理南亚核危机，参加五国外长关于南亚
核问题联合声明的起草和磋商，并为此后联合国
安理会通过1172号决议做出了贡献。作为中国大
使，他参与了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对2003年
“非典事件”的处理。

沙祖康先生是一名职业外交官，他于2007年
7月1日起担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副秘书
长。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负责落实联合国主要会议
和首脑会议委派的工作，同时为经济和社会理事
会和大会的第二和第三委员会提供服务。他还是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沙祖
康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
沙祖康先生具有丰富的负责多边国际组织和
组织国际会议的经验。他曾于1994年至1999年担
任联合国秘书长裁军咨询委员会委员；于2002年
至2003年担任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政府组主席；
于2003年至2004年担任第50届贸发大会理事会主
席、第11届贸发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和第11届贸
发大会全体委员会主席；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
联合国人权会和人权理事会“相同观点集团”协

沙祖康先生积极推动中俄、中美以及中国和
其他国家的双边军控合作。作为中方谈判代表，
他参与了中俄和中美关于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
谈判和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促成了中俄两国首
脑于1994年9月发表《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和互不将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声明》，中美两国首
脑于1998年6月宣布战略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
沙祖康先生曾在中国派驻伦敦、科隆坡、新
德里、纽约和日内瓦的外交代表机构任职，先后
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国际司
副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外
交部军控司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
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大使。在长达37的
年外交生涯中，沙祖康先生涉足政治、安全、经
济、社会、人权、人道等广泛领域。
沙祖康先生1947年9月出生于中国江苏省。他精
通英语，法语也较为熟练

北京论坛通讯 Vol.4 No.2

人物访谈
东海岸的儒家哲学思微
——访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
记者：周燕华

安教授：开幕式上的文化展示，只是对中国
文化的介绍，但是这并不能让人们深入了解中国
文化，因为它没有完全展现博大精深的文化；要
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必须要读书。但是，开幕
式还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
贡献，比如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等，吸
引人们去主动了解更多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
去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郝平先生邀请我
为大三的学生讲授一门课，主要讲授我翻译的中
国古代经典著作，比如《老子》《大学》《中
庸》《道德经》。其实，当时我们面临着两个挑
战：第一，如何让中国的年轻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的传统经典文献。第二，如何让他们学会传播这
些经典文化？据我所知，中国三分之一的外交官
出自北外。我们知道，了解传统文化是一回事，
而恰当地传播文化则是另一回事。当你走入西方
时，你必须使用英语，学会用英语传播中国文
化。

他是目前海外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
他对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
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他是东西文明对话的
身体力行者。在当代西方汉学界和哲学界，安乐
哲（Roger T. Ames）都是最响亮的名字之一。
在北京论坛（2008）即将到来之际，记者专访了
这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师，探寻这位儒者眼中的
现代中国和不断成长的北京论坛。
记者：2008北京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您怎
样评价本届奥运会？
安教授：这是最好的一届奥运会——这不是
奉承，是实话。中国政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包
括人力和物力。这届奥运会有三个成功之处：首
先是志愿者精神。我们看到很多怀有共同梦想的
年轻人积极支持奥运，主办方鼓励更多人参与奥
运，这一点让全世界都受益匪浅。第二点是“两
个奥运，一样精彩”，残奥会和奥运会被置于同
等高度。第三点，当然，这一点并不是最重要
的，那就是中国的金牌总数是第一名。
记者：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了很多
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您认为奥运会在传播中华文
化方面做出了怎样的贡献？除此之外，我们还可
以通过什么方式来传播中华文化？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年轻人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比如“孝”的涵义：不仅仅是听从，
还要“谏”——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通过合理
的方式让父母听从正确的意见，并实现“悦”。
这才是“孝”的完整内涵。《孝经》中记录了
孔子和曾子的一段对话，孔子问曾子：何为
“孝”？曾子回答说：服从。孔子说：你根本不
懂“孝”。“谏”和“悦”也是“孝”的组成部
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这两个层次。
所以，传统文化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首先要
深刻理解。
记者：您曾多次来到中国参加北京论坛，能
否谈谈您的参会感受？您是如何理解北京论坛
的？
安教授：中国每年都在改变，中国正经
历着剧烈的变化。我认为，北京论坛是一种
“Intellectual Diplomacy”（“知识外交”），
它的目的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向世界展示
中国的发展目标和意图。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并
不了解中国。有一项调查显示，50% 的美国人认
为中国的崛起带来了经济威胁，51% 的人认为是
军事威胁。其实，超级大国的时代已经逝去，美
国很快就会成为众多大国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
超级大国。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人并不想称霸世界，而是想和谐共存、相互
理解。我想，这是举办北京论坛的目的之一。

记者：今年北京论坛的副主题是“文明的普
遍价值和发展趋向”，您认为人类文明是否存在
普遍价值？其认同度高吗？强势文化，比如美国
文化，会影响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吗？
安教授：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拥有
“文化”。比如，动物怪叫，而人歌唱、舞蹈、
演戏；动物抓挠，而人类拥有文学、历史记录；
动物繁殖，而人类拥有家庭、节日、仪式。提到
文明的普遍价值，我认为正如全球化一样，全球
化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是“同”，可以说现在
全世界都在“麦当劳化”，不同国家使用同样的
产品；第二是“和”，在全球化的过程汇总，不
同文化相互理解和尊重。再举个例子，比如面对
全球气候变暖，很多国家寻求互相合作，共谋发
展。
其实，美国文化的力量，正如英语的力量一
样。英语不仅仅是一门语言。英语的发展历程
中，起源于由德国入侵者带来的盎格鲁-费里斯
方言，然后罗马人入侵，带来拉丁语，随后日
耳曼民族入侵，这种语言发展为盎格鲁撒克逊
语。后来，英语又收容了法语、希腊语、意大
利语。这样，目前英语成为词汇量相当大的语
言，因为它吸收了很多其他语言。同样，当我们
讨论美国文化的力量时，其核心就是“整合”
（integration）。美国文化吸收了其他很多不同
的文化，比如我的妻子，她是日裔，她把日本民
族的很多文化元素带入了美国。美国文化与其说
是“melting pot”，不如说是“salad bowl”，
因为它不是单一的文化，而是多样的、有包容性
的文化。
不过，美国文化的弱点是个人主义的过度发
展。在中国申奥成功至举办奥运的七年里，美国
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中国则不
断上升。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社会过于个
人主义化，“非友即敌”的心态以及政治上的个
人主义影响美国的发展。当然，美国也有很多优
点，比如我们拥有民主、人权以及较高的透明
度。但是，我们必须思考，美国社会立足的精神
基础应该是什么。
记者：您多次提到中国古代典籍，而且多年
潜心研究中国儒家文化，您认为儒家文化是否具
有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儒家理念对当今世界问
题的解决有何影响？比如环境问题、气候问题、
战争冲突问题。

安教授：其实，儒家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概念，就是“教”。老师要想成为好老师，就
必须把学生培养成为好学生；同样，父亲要想成
为好父亲，就必须把儿子培养成好儿子：也就是
说双方是相互依赖的。就当今世界来讲，中美关
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只有双方相互信
任，相互依赖，才能共赢。
当然，儒家文化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注重“礼”
和“家”，如果我们按照对待父母兄弟的方式解
决问题，那么可能一切都很好。但是，这也可能
导致腐败。所以，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加强法制，
提高审计透明度，解决腐败问题。而西方文化往
往不重视“礼”，偏重“法”。所以，双方可以
实现互补。
记者：今年是北京论坛创建5周年，您想对北
京论坛说些什么？
安教授：5年来，北京论坛不断成熟，成为一
个国际认可的论坛、一个大家都期待参与的论
坛。5年，是一个成熟的历程，也是一个成年的
过程，它从无人知晓，到无人不晓。未来，论
坛必将继续吸引世界的目光，增强实现目标的力
量，让世界更加和谐。
安乐哲简介
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现任夏威夷大学
哲学系教授、夏威夷大学和美国东西方中心亚洲
发展项目主任、《东西方哲学》主编、《国际中
国书评》主编。曾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
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
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余东旋杰出客座教授、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第五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教授
和第四届蔡元培学术讲座教授。
安乐哲教授的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中西比较
哲学，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经典的翻
译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两大部分。他翻译的中国
哲学经典有：《论语》、《孙子兵法》、《孙膑
兵法》、《淮南子》、 《道德经》、《中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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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文化 • 奥运 • 论坛
采访者：范丹卉

要在儒家文化中找出“和”与“竞赛”一致的例
子，“射艺”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拉弓射箭人人
都可以完成，但在竞赛中，能够射中靶心的人总
是少数，因为高超的“射艺”要求射箭人在挽弓
的体力与瞄准的智力之间把握精准的平衡，一个
射手只有达到心与身的内在和谐，才能在与他人
的外部竞赛中取得胜利。
杜维明坚信，不同文明是应当而且可以相互
学习的。他举例说，从希腊文化的“理性”传
统衍生出的现代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已发展为
最强势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乎所有顶级科学家都
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并自觉不自觉地信奉其主
张。这种舶来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但是西
方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科学主义支配下，人和
社会的发展是片面甚至畸形的。因此，从“关注
人、讲求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思想资源，
古为今用，用“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抗、平衡科
学主义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次采访国际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杜维
明教授，心中的忐忑与紧张已经淡去许多。杜维
明与人打起交道来，一如两年前那般谦和周到、
令人如沐春风。我想探寻，在过去的两年时光
里，他睿智的头脑在思索些什么，又将为北京论
坛带来些什么？采访结束时，我找到了答案。
文化：“异”是“和”的应有之意
大学者的思想体系及核心观点，通常能在较
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杜维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主张不同文明的对话，至今矢志不渝。他认为，
真正的和谐必须包含差异，只有通过对话，异质
文明之间才能增进了解、相互学习，实现不同文
明的和谐共荣。
“异”是“和”的应有之意。这个观点促使
杜维明较两年前更加注重发掘儒家思想资源中关
于“异”的方面，更加注重考察中国文化与其他
文化的差别，更加注重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现代
重塑的借鉴价值。杜维明始终以“儒家”自居，
态度鲜明地反对“新儒家”这个概念，认为自己
的思想与孔孟一脉相承，自己的研究是儒家第三
期的发展，不存在另起炉灶、新创体系的问题，
因而“新儒家”也就无从谈起。
杜维明认为，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核心
观念几乎完全不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
文化，特别重视“和”的观念；而在希腊奥林匹
克精神中，最核心的观念是“竞赛”。如果一定

奥运：“人文奥运”的承诺，一大挑战
杜维明认为，奥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
对主办国、主办城市来说，更是现代化水平提升
的重要标志。他指出，上世纪60年代，东京奥运
会之后，日本很快步入发达国家行列；80年代，
汉城奥运会之后，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断加
速，经济迅速腾飞，社会发展很快。因此，2008
年北京奥运会，对于北京和中国，是一次非常关
键的机遇。
“人文奥运”是北京奥运会三大特色之一。
杜维明认为，“人文奥运”这一理念，具有抵制
奥运商业化、庸俗化的积极意义。注重“人文”
的意愿，表明中国人对奥运精神的理解达到了新
的高度。但是“人文”氛围属于奥运软环境，它
不像场馆建设、道路交通、服务保障、环境治理
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较显著的筹备进展和质量
改善，人文环境建设需要依托很多社会支撑，实
现“人文奥运”的承诺，是对中国、对北京的一
大挑战，中国应当以平和从容的大国心态，应对
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对自身的审视和评价。
论坛：北京论坛的定位适合北大
迄今，杜维明参加了三届北京论坛的哲学分
论坛，每次都提交论文并作主旨发言，可以称得
上是北京论坛的元老和主力。他认为，几年来，
通过北京大学与多方共同努力，北京论坛业已成

为一个国际学术品牌，今后其品牌价值还将不断
提升。目前，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在中国的北京
和上海各赞助设立了一个论坛，上海论坛侧重经
济，而北京论坛侧重人文与社会科学，这个定位
特别适合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门类齐全、学术实力雄厚、学者国际化程度较
高。杜维明热切期盼北大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更
加突出论坛的人文特色，使北京论坛自始至终地
体现世界一流学术论坛的风采。
杜维明简介
祖藉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
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
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
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
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
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
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
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
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长。1990
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
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
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
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
表论文数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