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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通知 

（第一轮） 

 

    为推动世界地理学科发展，促进各高校世界地理教师和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

和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定于 2018 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10 日在

上海举办“2018 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本次研修班将聘请

国内外名师开设多层次、丰富多彩的世界地理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相

关的专题讲座，组织学术沙龙、推动参与式、互动式和研究性学习，拓宽高校青

年教师的学术视野，启发研究思路，提升学术能力，热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

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同学报名参加！ 

一、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世界地理研究》编辑部 

二、举办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8 月 4 日—8 月 10 日，8 月 3 日报到。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闵行校区） 

三、学员对象 

  1. 全国各高校青年教师、在读博士生或硕士生（100 名）； 

  2. 专业不限，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四、课程设置 

  1. 专题讲座 

  邀请本领域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担任主讲教师，包括“世界地理”专题和“地

缘政治学”专题两大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世界地理研究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前沿、

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及发展趋势、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地缘环境、美国

地缘战略思想和实践的新发展等。 

  2. 学术沙龙 

要求学员根据所学内容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实践，提出相应的学术研究问

题，分组自由研讨并草拟研究方案。 

  3. 考察学习 

提供学员参加一次上海洋山港的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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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师资阵容 

1、秦大河 

秦大河，地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徒步横穿南极第一人。

曾任中国气象局局长、

中国科学院冰冻圈与环

境联合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

土研究所副所长、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等。秦大河长期从事冰川和极地研究，多次组

织南、北极和亚洲腹地及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考察，首次从理论上阐明雪的暖型、

冷型和交替型密实化过程，建立了定量划分标准。2003 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2004 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3 年获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诺贝尔奖”——沃尔沃环境奖。 

 

2、陆大道 

陆大道， 地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

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

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

长。长期从事经济地理

学和国土开发、区域发

展问题研究。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了“点－

轴系统” 理论，获得学术界广泛引用和推崇，参与或组织了《全国国土总体规

划》《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等多项国家级及地区级规划的制订和战略研究。

提出我国“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即以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作为今后几十年我

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一级轴线的战略，被国家所采纳。2003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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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仁伟 

黄仁伟，研究员，上海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

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国

务院台办海峡研究中心特聘研究

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

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台湾研究

会常务理事、全国美国经济学会

常务理事、全国美国历史学会理

事、常务理事、浦东美国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副主任等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主要成果包括专著《美

国西部土地制度的演进》、《独自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崛起的时间与

空间》，合著有《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国家主权新论》。 

 

4、林初昇 

林初昇，香港大学地理系

讲座教授、英国皇家社会科学

院院士。曾任香港大学地理系

主任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中

国地理委员会主席。《美国地

理学会会刊》、《英国地理学

会会刊》、《加拿大地理学会

会刊》、美国《城市地理学报》

编委。著有《红色资本主义：

珠江三角洲之崛起》，先后主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林肯基金会、香港研

究基金会等研究项目 10 余项，国际中国地理研究新生代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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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卫东 

刘卫东，研究员，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所长助理，“一带一路”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特

聘研究员（核心骨干）。兼任

中国地理学会“一带一路”

分会主任、国际区域研究协会

中国分会理事长、国家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专家指导委员会

委员等。2011 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曾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6 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称号（2014 年）。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学及区域发展研究，特别是中国区域发展

问题和经济地理学国际前沿议题的研究，后者包括经济全球化对地区发展的影响

和信息技术应用的空间影响两个领域。 

 

6、Seamus Grimes 

Seamus Grimes，经济地

理学家，爱尔兰戈尔韦国立

大学荣退教授。曾担任爱尔

兰戈尔韦国立大学地理系主

任，爱尔兰发展战略高级顾

问团成员，中国－欧盟信息

社会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

国际投资和技术创新方面的

研究，是国际较早研究信息

技术和区域（乡村）发展的地理学者，对人口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也颇有研究，

在《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Regional 

Studies》、《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等著名国际期刊上发表 100 多篇论文，

出版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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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蓓蕾 

范蓓蕾，密歇根州立大

学（MSU）规划设计建设学

院和全球变化和地球观测中

心的副教授，同时也是 MSU

地理系的兼职教授。拥有麻

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发展博士

学位和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

学硕士学位，联合国大学世

界 发 展 经 济 学 研 究 所

（UNU-WIDER）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顾问/经济学家。研究侧重于城市环境、创新

和经济发展，发表了 50 多篇关于创新、经济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同行评议

文章。其研究项目资助包括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和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NSF）,如“全球变化和转型经济体下的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东南亚，

东亚和北亚综合研究” （Lead PI, 2015-18）,“ 在未来的气候变化下中国的城市化

和可持续发展”（（Lead PI, 2009-2013）和 “中国式创新”（Co-PI，2011-2013 年）。

还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 EXECUTIVE EDUCATION 的特邀教授（2008 & 

2017）。 

 

8、宁越敏 

    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

双聘教授，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城市研究》主编。2010 年上海世博会

主题演绎顾问，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主要

从事城市地理、城市经济、城市规划研究，主

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研究项目，

并参与多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代表著有《中

国城市发展史》（第一作者），《城市地理概

论》（第二作者），《城市地理学》（第三作

者），《从劳动空间分工到大都市区空间组织》（第一作者），《企业空间组织

与城市-区域发展》（第一作者），在国内外发表 80 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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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曾刚 

曾刚，教授，现任城市发展研究院院

长、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

心主任、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兼

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咨询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特聘专家以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

会常务理事及区域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地理学会长江分会副会长/世界地理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近年来，先后在国外

出版著作 6 部、国内出版著作 8 部，在中

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0 余篇，在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模式、企业网络与产业集

群、区域创新与技术扩散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列重要研究成果。 

 

10、杜德斌 

    杜德斌，教授，华东师范大

学地球科学学部副主任、城市与

区域科学学院院长、全球创新与

发展研究院院长。还担任上海市

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中

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

会主任、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会常

务理事、《世界地理研究》主编、

《地理学报》编委等学术和社会

兼职。长期从事科技创新战略、地缘安全战略、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等问题的研

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0 多篇，代表著作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动

力与模式》、《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发展、影响及对策研究》、《跨国公司 R&D

全球化的区位模式研究》、《世界经济地理》等。向中央、国家有关部门提交

20 多份决策咨询研究专报，多份报告获得党和国家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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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名与录取 

（一）报名办法 

填写报名表（附件 1），发送至邮箱：cqxy@ecnu.edu.cn，邮件“主题”栏注

明“姓名+学校+专业方向”，并将学生证或工作证扫描或拍照，作为附件一并发到

上述邮箱。 

（二）报名截止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 

（三）录取情况公布 

   主办方将于 2018 年 7 月 15 日前在学院网站和“华师城区”微信公众号公布

录取名单。 

   暑期研修班招生、录取与教学相关信息公布网站与微信平台如下： 

1.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网站（http://www.urban.ecnu.edu.cn/） 

2. 微信公众账号：“华师城区” 

 

七、费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1. 本次课程向学员收取学费。青年教师学费 2000 元/人，研究生学费 1500

元/人。学员报到时须携带身份证、学生证或工作证。 

2. 正式录取的学员，住宿费、交通费、食宿费用自理。 

3. 本次课程不安排接站，自行前往。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杜德斌（课程负责人） 

顾春香（学员咨询）；电话：021-54341305 

联系邮箱：cqxy@ecnu.edu.cn 

通讯地址：上海市东川路 500 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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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8 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报名表》 

 

请有意者尽速填妥报名表，email 至研修班报名处 

报名于 6 月 30 日截止，名额有限，择优录取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类别  A 博士研究生   B 硕士研究生  C 教师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或

就读学校及

院系 

 
专业和研

究方向 

 

通信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Email  

 

我本人保证以上信息完全属实。 

 

 

                                           申请者本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注：发送本人签字扫描版报名表至报名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