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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前沿:GIS 与经济史研究” 

暑期班手册 

 

 本次暑期班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

究》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联合举办。感谢各方对本次暑

期班的大力支持。 

 多方协调下，筹备组对暑期班议程进行了局部调整。特此公布本

暑期班会议手册。  

一、有关事项 

 

时间和地点 

 1.举办时间：2019 年 8 月 10 号-15 号（10 号报到，11-15 号授

课，16 号离会）； 

 2.授课地点：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光华楼西辅楼 207 教室

（HGX207）； 

 3.报到地点和时间：8 月 10 号下午 2 点到晚 9 点；复旦大学邯郸

校区光华楼西辅楼 207 教室；请正式学员务必先来报到再住宿； 

 4.正式学员住宿地点：窝适酒店（杨浦区国定路 506 号）； 

 5.正式学员午餐和晚餐地点：复旦大学卿云宾馆一楼（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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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1.硬件：务必携带安装有正版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及

鼠标；授课教室电源插头有限，鼓励各位学员自行携带插线板；某

些课程章节，可能需要学员连接自己手机热点上网。 

 2.软件安装和下载：每天下午的《ArcGIS 软件原理与实训》课

程，其教学软件及安装方法请见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_rhHlrErD4JADxVOsoUYg ；提取码：

2o02 ；软件版本为 10.2，如已安装更高版本，请先卸载再安装 10.2

版本。特别声明：上述软件仅为教学使用目的，若未来发表正式文

章或论文，请使用正版软件。 

 3.授课教科书：[美] Maribeth Price 著，李玉龙等译：《ArcGIS 地

理信息系统教程（原书第 7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为了

授课效果，建议自行购买本书（京东、当当等有售）。 

 4.重要提醒：请学员务必在 11 号正式课程之前，安装完毕上述

ArcGIS 软件；11 号下午的第一次课程，不再特别讲授软件安装的问

题。如确遇到较大安装困难，报到当日可向现场助教求助解决。 

 5.正式学员请全程参与议程；全部议程和用餐过程均烦请所有学

员佩戴胸牌。暑期班期间上海高温多雨，请学员携带合适雨具和衣

服，注意安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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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联系方式 

 王姣娜，《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电话：13910796446；

wangjn@cass.org.cn； 

 王哲，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电话：17765153368；

wangzhezhe@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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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暑期班议程 

 

 

 

 

8.10 

 

14:00-21:00 会议报到（光华楼西辅楼 207） 

8.11 

上午 

8:00-8:10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致辞 

8:10-8:20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 致辞 

8:30-8:50 光华楼南草坪合影 

8:50-9:00 茶歇 

9:00-10:30 
专题报告（1） 

牟振宇：基于 GIS 的近代上海地价空间研究 

10:30-10:40 茶歇 

10:40-12:10 
专题报告（2） 

王哲：近代贸易和邮政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8.11 

下午 

 

14:00-17:30 

（15:30-16:00 茶歇） 

软件操作课（第 1 次课） 

王一帆：ArcGIS 软件原理与实训 

8.12 

上午 

8:30-10:00 

专题报告（3） 

潘威：历史环境数据的获取、重建及其在经济史

中的应用 

10:00-10:30 茶歇 

10:30-12:00 
专题报告（4） 

吴松弟：旧海关文献及我们在研究中的运用 

 

8.12 

下午 

 

14:00-17:30 

（15:30-16:00 茶歇） 

软件操作课（第 2 次课） 

王一帆：ArcGIS 软件原理与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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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上午 

8:30-10:00 
专题报告（5） 

梁晨：教育史研究中的地理维度及 GIS 技术运用 

10:00-10:30 茶歇 

10:30-12:00 
专题报告（6） 

何捷：空间人文视野下的城市史与景观史研究 

 

8.13 

下午 

 

14:00-17:30 

（15:30-16:00 茶歇） 

软件操作课（第 3 次课） 

王一帆：ArcGIS 软件原理与实训 

8.14 

上午 

8:30-10:00 
专题报告（7） 

余开亮：GIS 空间分析与经济史研究 

10:00-10:30 茶歇 

10:30-12:00 
专题报告（8） 

陈硕：地理信息系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8.14 

下午 

 

14:00-17:30 

（15:30-16:00 茶歇） 

软件操作课（第 4 次课） 

王一帆：ArcGIS 软件原理与实训 

8.15 

上午 

8:30-10:00 
专题报告（9） 

徐建平、党莹：CHGIS 网络平台搭建进展与应用 

10:00-10:30 茶歇 

10:30-12:00 

专题报告（10） 

王一帆：中国历史 GIS 数据及地图制作注意事项

简介 

 

8.15 

下午 

 

14:00-15:30 分组讨论 

16:00-17:30 圆桌讨论 

 

8.16 

上午 

 

 赋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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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参加名单 

1.参与学员 

分组 姓名  院校  

 

 

 

 

第一组： 

 

助教：李爽 

组长：龚宁 

包银山 教授 内蒙古财经大学 正式 

常旭 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正式 

龚浩 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正式 

龚宁 助理研究员 天津社会科学院 正式 

郭广辉 博士研究生 中山大学 正式 

郭睿君 讲师 安徽大学 正式 

郭士祺 博士研究生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学院 正式 

胡少东 教授 汕头大学 正式 

蒋自然 讲师 浙江师范大学 正式  

焦洋 博士研究生 澳门大学 正式 

李鹏 助理研究员 陕西师范大学 正式 

林矗 讲师 上海财经大学 正式 

刘杰 副教授 南昌大学 正式 

刘骏 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 正式 

 

 

 

 

第二组： 

 

助教： 

刘雅媛 

组长：马光 

罗权 副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 正式 

马光 副研究员 山东大学 正式 

马建华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正式 

马磊 副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 正式 

马硕 

（Maxim 

Korolkov) 

助理教授 海德堡大学 正式 

缪德刚 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正式 

牟立邦 讲师 台中科技大學 正式 

穆崟臣 教授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正式 

荣晓峰 讲师 山西大学 正式 

沈博 博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 正式 

史俊超 博士研究生 南京大学 正式 

史可鉴 博士研究生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正式 

史志林 博士后 兰州大学 正式 

 

 

第三组： 

 

助教： 

党莹 

孙程九 博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 正式 

孙宇辰 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 正式 

王庆明 副教授 南开大学 正式 

吴佩林 教授 曲阜师范大学 正式 

谢阳 讲师 西南民族大学 正式 

杨帆 讲师 河北大学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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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 

赵劲松 

于文浩 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正式 

余露 助理研究员 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 正式 

张庭源 助理研究员 中央研究院（台湾） 正式 

张晓玲 副教授 南京审计大学 正式 

张旭 讲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正式 

赵劲松 副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 正式 

赵凯 副教授 华侨大学 正式 

赵政原 讲师 东南大学 正式 

 

 

第四组： 

 

助教： 

顾哲铭 

组长： 

李金潼 

阿妮尔 博士研究生 中央民族大学 旁听 

邓涵之 博士研究生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旁听 

盖庆恩 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旁听 

高美红 博士研究生 上海财经大学 旁听 

高原 博士研究生 上海财经大学 旁听 

古怡青 助理教授 淡江大学 旁听 

金靖壹 硕士研究生 武汉大学 旁听 

孔得伟 博士研究生 南开大学 旁听 

李建桐 博士研究生 南开大学 旁听 

李金潼 博士研究生 南开大学 旁听 

 

 

第五组： 

 

助教： 

马昭仪 

组长： 

潘明涛 

李婧 博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 旁听 

李阳 博士研究生 西南财经大学 旁听 

刘福星 讲师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旁听 

刘家隆 博士研究生 荷兰莱顿大学 旁听 

刘梦君 博士研究生 南开大学 旁听 

刘莹 讲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旁听 

马秀英 博士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旁听 

倪坤 博士研究生 南开大学 旁听 

潘明涛 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 旁听 

任柳 博士研究生 西南大学 旁听 

 

 

第六组： 

 

助教： 

沈晨思 

组长：张铎 

申良平 博士研究生 上海财经大学 旁听 

申志锋 博士研究生 浙江大学 旁听 

王棣 硕士研究生 芝加哥大学 旁听 

王含梅 博士研究生 清华大学 旁听 

薛梦缘 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 旁听 

杨济菡 博士研究生 南开大学 旁听 

张铎 博士研究生 上海财经大学 旁听 

张子健 博士研究生 中山大学 旁听 

周俊 博士研究生 早稻田大学 旁听 

    

提醒：在分组助教的参与下，烦请各位组长负责课程最后一天下午

的分组讨论，并在总结阶段，汇报组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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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筹备组和会务组 

姓名  院校  

魏众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高超群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黄英伟 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王姣娜 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孙健 博士研究生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薛丽 博士研究生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程军 博士研究生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李哲 硕士研究生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