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方教师个人简介 

 

蔡佳禾：男，1953 年出生。1992 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获博士学位，现担任南京

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南京大学历

史系博士生导师。1985 年起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

究中心任教至今。曾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政治研究院作访

问进修，并在美国俄亥俄大学现代史研究所作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主要

研究方向：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美国当代外交政策、冷战后国际关系。

主要代表成果有专著：《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当代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研究》、《国际经济和政治 》、《南

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获得南京大学社会成果一等奖、省高校社会成果二等

奖等奖项。开设过的课程：新中国外交史，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美国外交史、美国对外政策、

新中国的发展道路等。 
 

董国强：男，1962 年出生，2002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

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研究和“文革”史研究。曾赴美

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研究。共出版学术著

作 6 部，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图书评论》等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近期将有重要论文在 The China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和 Th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上发表。曾经上过

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等课程。 
 
范可：男，1957 年出生，于 2001 年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获得博士学位。赴美留学之前

曾任教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

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兴趣集中在全球化问题与族群性，尤其对福

建南部的穆斯林历史文化与社区有独到的研究。多次应邀到英国、日本、挪

威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等地讲学。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代表作有：

1）Traditiona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among the Ding Hui Community in South 
Fujian 2）他者的再现与国家政治。曾开设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族群性与民族

主义、政治人类学等课程。 

 
方先明：男，1969 年出生，于 2004 年取得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其后进入南京大学理

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金

融、风险管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方向的研究。现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金

融数学、投资学等课程。在中心开设金融学基础。近年来在专业学术期刊《金

融研究》、《经济科学》、《经济学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上发表专业

学术论文近 40 篇，论文“外汇储备增加的通货膨胀效应和货币冲销政策的

有效性”获得第十五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三等奖）。两次获得国泰

奖教金二等奖。 

方勇：男，1973 年出生，2004 年在南京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摩擦、开放型经济发展。台湾

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客座副教授。发表学术论文近 30 篇，学术著作 7

本。代表作有：1）关于出口产品反倾销预警的经济学研究；2）中国的通货

膨胀：外部冲击抑或货币超发。获得国际贸易类最高研究奖项“安子介国际

贸易研究奖”两项，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项、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项。曾开设过国际贸易学、国际贸易研究，国际环境

与企业经营、统计学等课程。 



冯川：男，1970 年出生，2007 年获东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

心讲师。1999-2001 年江苏省电视台记者，2001 年-2004 年南京大学法学院

硕士生，2003-2004 为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员。主要研究方向是法理学与宪

法学。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代表作有：1）论黑格尔伦理学的几个突出创见；

2）儒家思想的社会契约性质。在中心开设课程：硕士生辅导课和中美法律

文化比较。 
 

洪邮生，男，1957 年出生，1998 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国

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1982－

1985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88 年至今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研

究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欧洲国际关系，全球化与国际经

济关系。曾于 1994－1996 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UNY Albany)

作访问学者；1999 参加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在英国莱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Leicester)作博士后研究；2006～2007  参加中美富布赖特

项目，作为该项目研究学者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做

访问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著作 6 本。其代表著：《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起源

和演变，1945－1960》、论文：“当代主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一种综合主权观”， 

“规范性力量欧洲与欧盟对华外交”，“欧盟与美国对华战略比较分析”。开设过的主要课程：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经济关系、欧洲国际关系。 

 

华涛：男，1952 年出生，1989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

为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民族史学

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北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及中国伊斯兰教史；

熟悉中国西北民族历史发展，能够较好运用阿拉伯语等东方语言史料从事西

北民族历史研究。近年来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当代发展，利用历史学的基本

训练从事当代民族社会调查（国家社科基金）和当代民族政策研究。主持南

京大学－哈佛大学文明对话国际会议（2002 年、2005 年、2006 年）。1992
－1993 年燕京访问学者。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获江苏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1 年）。在

中心开设《中国现代化中的社会问题》和《少数民族与中国社会》课程。 
 

李斌：男，1973 年出生。2006 年获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法、中国涉外经济法。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作短期访问。著有《现代国际法学》、《中国涉外经

济法律制度》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在南京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

开设《国际法学》、《人权法学》、《国际法专题研究》、《谈判与冲突解决》等

课程。 
 

 

李恭忠，男，1974 年出生。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96、1999 和 2002 年分别毕业于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

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政治文化史、中国海洋史。2004、

2006 年分别在澳大利亚 La Trobe 大学、韩国高丽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出版专

著《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发表《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

化》、《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等学术论文 20 余篇，另出版《唤

醒中国》、《压力下的生活》、《历史社会学手册》等译著多部。主讲“中国近

现代史”、“中国现代史”、“社会史导论”、“中国秘密社会史”等课程。 
 



刘厚俊：男，1949 年出生。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 年毕业于

南京大学哲学系，1980－1982 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经济系

专攻经济学。现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南

京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曾赴美、英、法、俄和港、澳、台等 10 余个国

家和地区进行学术研究。从事国际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研究方向：

世界经济、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2009 年获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宝钢全国优秀教师特等奖（2007 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导师（2006 年）；

第七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二等奖（2006 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

等奖（排名第一）（2005 年）。出版著作 1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代表著有：1）《现

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独著）、2）《国际贸易新发展》（第一作者）、3）《中西方贸易》（独著）。

曾开设国际经济学、中西方贸易关系研究、微观经济学和比较中美经济等课程。 

 

闾小波，男，1960 年出生。1993 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与政治思想、当代中国

政府与政治、政治传播。曾于 1997 出访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2000

年赴美国格林奈尔政治学系访问学者、2002 年台湾师范大学参加第四届“海
峡两岸孙中山思想之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08 年赴台湾东吴大学政治

系进行学术交流。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 4 本著作。代表著有《中国

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和《当代中国政府与政

治》等。曾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 
 
马野青，男，1966 年出生，2006 年获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WTO。与南京大学张二震教授合著的《国际贸

易学》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国家级重点教材，并获得中国大学出版社

协会优秀著作（教材）一等奖。近 5 年在《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研究》等

杂志发表 CSSCI 核心论文 14 篇，合作出版专著 4 部、参著 5 部。曾开设：

国际贸易学，WTO 概论，国际贸易学前沿、国际经济学和中美经贸关系等

课程。 

任东来，男，1961 年出生，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历史系世界

史学科博士生指导教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1982 年、1985 年和

1988 年先后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南开

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和世界史博士学位。

1992 年以来，曾经获得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中美富布赖

特项目等机构的资助，在美国、挪威、香港和意大利等学术机构访问研究。

主要学术领域和兴趣集中在美国宪政史、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出版过

《美国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 25 个司法大案》、《政治世界探微》、《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

高法院的历史轨迹》和《小视角下的大历史》等六部论著，在《历史研究》、《美国研究》等

学术刊物上发表百余篇论文和评论。在中心开设《当代中美关系》和《美国最高法院研究》

课程。 
 

石斌，男，1965 年出生，2000 年获南京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1993-1994 年为中心学员。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8 月，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

者。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的思想传统与现代理论、美国对外关系（尤其战后

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以及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学术论著、译著有《杜

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等多

种，并在《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共党史研究》

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学术著作曾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主要讲授“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安全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等本科

与研究生课程。 



舒建忠，男，1964 年，2004 年在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并先后发表了 18 篇学术

论文（其中 CSSCI 收录 13 篇），代表性论文是：1.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与美国

对外政策（《世界历史》1999 年第 2 期）；2.沃勒斯坦的“霸权”理论（《史学

理论研究》2002 年第 4 期）。此外，最近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即《多边贸易

体系与美国霸权：关贸总协定制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2 月版）。

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税兵，男，1971 年出生，2006 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

方向为民法与商法。近年在《法学研究》、《法律科学》、《法商研究》、《现代

法学》、《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2008 年获中国民法学会

颁发的“第二届佟柔民商法基金会青年优秀学术成果奖”。先后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青年项目“海域物权法律制度实证研究”及多项省部级课题。曾开设

中国民法、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合同法、中国物权法等课程。 
 

王长江，男，1964 年出生，2005 年获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 年荷兰马斯特里赫特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江苏省金融

学会会员，南京大学金陵学院金融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学。曾出

访荷兰、法国、澳门、台湾、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出版 5 部专著，学术

论文 30 余篇，代表著：《现代投资银行学》，论文：中国证券税制：问题与改

革 ；金融稳定研究：内涵及一个框架。曾开设过的课程：公司金融、金融市

场与投资银行、投资学等课程；在多家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政策性银行

等常年进行学术讲座。 
吴卫星，男，1974 年出生，2006 年于武汉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法与能源法。2007 年 8-9 月，德国哥

廷根大学访问学者；2008 年 9 月，日本青山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出版专著

一部，发表论文近二十篇，代表性的科研成果有：1）《环境权研究——公法

学的视角》（独著），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2）《生态危机的宪法回应》，载

《法商研究》2006 年第 5 期。3）《环境权可司法性的法理与实证》，载《法

律科学》2007 年第 6 期。开设过的课程：环境法导论，环境行政法，环境

权的理论与实证，行政诉讼法。 

 
肖冰，女，1965 年出生，2003 年获厦门大学国际法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已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

出版 5本著作。代表作：1）专著：《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研究》， 2）编著：《国际经济法学》，第一作者，3）论文：《论技术性贸易

壁垒国内法规制的涵义、共性与难点》。曾开设：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

国际私法等课程。南京大学网络课程《国际经济法学》，2008 年 10 月获教育

部 2008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称号。 

 

谢建国，男，1973 年出生。2004 年于南开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到南京大学商学

院工作，2005 年晋升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2007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现为南京大学青年骨干教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发表论文二

十多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3 项。代表性论文有：1）市场竞争、东道国引

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经济研究》，2007 年第 6 期；2）外商直接投

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一个基于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经济学季刊》，

2006 年第 5 卷第 4 期；3）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

倾销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6 年第 12 期。曾开设课程包括：《计量经济学》、《博弈论》、

《产业组织理论研究》、《高级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等。 



肖泽晟，男，1969 年出生，法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

向：宪法学、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人权法学和环境资源管理法学。近年

已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6本学术著作。代表作有：1）社会公共财产与国家

私产的分野，《浙江学刊》、2）坟主后代对祖坟的权益，《法学》。曾开设中国

宪法、行政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专题研究、比较行政法等课程。 
 
 

杨辉忠，男，1970 年出生，2006 年吉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92 年至 1995 年在新疆奇台县人民法院审判员。主要研究方向：刑法、经

济刑法、国际刑法。2002 年 6 月香港参加国际年会，2004 年 6 月到澳门参

加国际学术会议。已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学术著作 3 本。主要代表作：《论

刑法中的身分》、《职务犯罪中的混合身分共犯》。曾经授过课程：刑法、经

济刑法、国际刑法、人权法。 
 

杨维中，男，1966 年出生。1984 年至 1988 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本科。1991 年至 1994 年，

西北大学文艺学硕士。1995 年师从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博士

学位，1998 年获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现为南京大学哲

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佛学、佛教史、

儒道佛哲学比较研究等。曾经参访过韩国、台湾和香港等高校和学术机构。

独立著作 10 部，学术论文 50 余篇，代表著有《新译佛国记》、《新译华严经

入法界品》、，论文有《天人之辨的伦理意蕴》、《孝道与现代家庭伦理》。开

设课程：中国哲学史原著导读、宗教与文化、佛教文化概论、佛教教义学等。 

 
于津平，男，1964 年出生，1999 年获得日本大阪府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 年 2 月至

1993 年 3 月任南京理工大学讲师；1999 年 4 月至 2002 年 3 月任日本大阪府

立大学经济学院讲师；2002 年 4 月至 2005 年 5 月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2005 年 6 月至今任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

易和国际投资。曾访问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

在国内外期刊和会议共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要代表作：（1）“中国贸易顺差

成因研究-基于跨时最优消费理论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2008 年第 12
期；（2）“汇率变化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经济》2007 年第 4 期；（3）“外资政策、

国民利益和经济发展”《经济研究》2004 年第 5 期。曾经开设的课程包括：国际经济学、计

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 
 
赵曙东，男，1949 年出生，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业方向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投资。1982 年在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2
－1990 在江苏省农科院农业经济和系统研究室工作并任研究室副主任；1990
年回到南京大学商学院任教至今。1992－1993 年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已

发表 10 余本著作。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南开经济研究》、《亚太

经济》等杂志上发表国际经济和国际投资相关的学术论文。代表作《期货投

资与期权》、外商直接投资：垂直型还是水平型？经济研究，No.12  2007 。
曾开设国际经济学、期货投资和期权、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和东亚经济等多门课

程。 

翟学伟，男，1960 年出生。1988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91 年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2
年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心理学

系主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 2004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目前主要从事中国人的关系网络、权力

与权威、社会流动与信任、价值观、社会与组织心理与行为等方面的研究。

曾出访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英国剑桥大学与伦敦经济学院、台



湾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理工大学，今年底将出访日本东京大学。在《中

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一流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0 篇，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30
篇，许多观点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读书》、《人大复印资料》

等书刊上全文或部分转载，是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界本土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华人学术

界有较大影响和较高评价（有学术评论和书评）。代表作有：《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2000 年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中国人的脸面观》（台湾桂冠图书公司 1995 年版）等。

开设的课程：中国社会的微观研究、中国人社会行为分析、学术论文写作、中国人际关系专

题等课程。  
 
张仁善，男，1964 年出生，1996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4 年至今，任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

中心兼职教授；《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主编；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会党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法律史与法哲学、中国法

律社会史、法律文化史。2009 年 9 月至今，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费城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访学。开设过中国法律史与法哲学、中国法律社会史、

中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出版专著《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司法腐败与社会失

控：1928～～1949》、《法律社会史的视野》等。  

 

郑安光，男，1975 年出生，2004 年获得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和

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关系、世界

政治与全球治理等。2005 年 1-3 月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从事“非政府组织和

冲突解决”问题的研究。2007 年 8 月-2008 年 8 月作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

际交流学者在韩国从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项目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

专著二本、合著二本，合译著一本，并有十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研究》、《国

际政治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和《国际关系评论》等杂志。代表作为：1）
民主和评论及其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美国研究》，1999 年第 2 期；2）后冷

战、反恐和防扩散——美国小布什政府军控政策研究，《太平洋学报》，2008 年第 1 期。

3）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全球治理论与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专著）。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美国文化与外交”、“国际组织概论”、“当代世

界主要问题”、“当代国际关系”、“谈判与冲突解等。 

 

周长征：男，1971 年出生，2001 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2004 年挪

威奥斯陆大学访问学者，2006 年获得加拿大研究特别奖(SACS)，2006-2007

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著作包括《全球化与中国劳动法制问题研

究》、《劳动法原理》、《社会正义的十年探索》、《劳动派遣的发展与法

律规制》等。曾开设中国经济和商业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房地产法等

课程。  

  

周桂银，男，1966 年出生。1999 获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战略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国际战略问题和美国外交。

曾于 2001-2002 在联合国刚果（金）特派团为军事观察员；1997 年 9 月-12
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亚澳学院访问学者。发表学术论文和著作共

30 余篇。代表作有：1）奥斯威辛、战争责任和国际关系伦理；2）中国、

美国与国际伦理—人道主义干涉伦理比较研究。在中心开设《战略研究》课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