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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科学学院月报 

2014 年第 6 期（总第 6 期）   2014 年 12 月 15 日 

 

科学研究  

 一、著名经济学家史蒂夫·基恩教授应邀访问我院 

史蒂夫·基恩教授是著名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英国金斯顿大学经济、历

史和政治系的系主任。他长期从事债务通缩、内生金融不稳定建模等研究工

作。由于其揭示金融危机发生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被《真实经济评论》授

予里维尔奖。同时，史蒂夫·基恩教授支持经济学教育多元化，是当前经济学

变革中的焦点人物。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关于内生货币与

外生货币理论、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的争论（又称“2K”之争）也引起了经济

学界和媒界的广泛关注。 

2014 年 11 月，史蒂夫·基恩教授受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王有贵教授

的邀请，以“经济学变革的路径（The Changing Face of Economics）”为题，在

师大进行一周的短期课程和讲座，系统地介绍经济学变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期间史蒂夫·基恩教授为我院研究生讲授 10 小时课程，还参加了我院学生社团

新经济学读书会的相关活动。 

11 月 27 日，感恩节之夜，史蒂夫·基恩教授结束了本次访问期间的最后一

门课程，收到了同学们送上的鲜花和祝福，为此次中国之行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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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院副教授陈家伟应邀参加第十一届神经网络国际研讨会 

 2014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2 日，我院陈家伟副教授应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学

和澳门大学，参加 The Elev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ural Networks 第十

一届神经网络国际研讨会（ISNN2014），报告题目为：PERCEPTUAL 

LEARNING MODEL ON RECOGN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汉字认知的

神经学习模型。 

 三、我院教授王大辉应邀参加第 44 届神经科学年会 

2014 年 11 月 15 日-11 月 19 日，我院王大辉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周幻园应邀

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第 44 届神经科学年会，张贴了关于多巴胺和外侧缰核神经

元的时相性活动动力学机制的海报。 

 四、2014 年 11 月 19日《光明日报》第 15版刊登我院副教授陈家伟关于

“姓氏分布与人口迁移”的撰文 

在研究人口迁移方面，中国姓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中国是世

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由于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一般不会改姓，这使

得中国姓氏的传递具有很好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

中国地域广阔，行政区划层级

丰富，具有很好的空间分辨

率，特别适合将姓氏分布与地

理信息相结合，研究人口迁移

的相关问题。  

 以姓氏分布为基础，利用

不同空间尺度的系统分析，配

合运用指标分析、聚类分析、

因素分析等社会统计学的研究

方法，可以探讨与人口迁移相

关的许多问题，如大规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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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迁移事件、地理隔离对群体结构的影响、人口迁移率的计算等，为研究人口

迁移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姓氏分布与大规模人口迁移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会增加迁入地的姓氏多样性，导致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姓

氏分布呈现较高的相似性，因此，通过考察不同地区姓氏分布的特点，能够判

断哪些地区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而为史料中记载的人口迁移事件提

供佐证。我们利用全国 12.8 亿人的姓氏数据，根据同姓率和姓氏距离两个指

标，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大规模人口迁移事件进行了分析。  

同姓率的概念最早由达尔文提出，用来估算近亲结婚的比例，其意指是在

一个地区随机选取两个人，而他们具有相同姓氏的概率。显然，一个地区的姓

氏数量越多，每个姓氏的人数越平均，同姓率就越小，说明该地区有较好的姓

氏多样性，很有可能是人口的迁入地。对比我国的各个地区，可以发现，长江

中下游地区有较低的同姓率和很好的姓氏多样性，这与北宋南宋时期大量移民

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的史实是一致的。相反，在某些比较隔绝的少数民

族聚居区，遗传漂移占主导作用，导致姓氏比较单一，例如甘肃省广河县的 20

多万人口中有 17 万人姓马，同姓率很高。而同样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嘉峪关、

曲靖等城市，由于历史上曾经作为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吸引了大量外来人

口，其同姓率比普通城市还低。 

 姓氏距离是在地区间同姓率的基础上得到的，反映的是每一个姓氏在不同

地区所占人口比例的相似程度，相似性越高，姓氏距离就越小，说明两地之间

可能存在人口迁移。在省级层次上，我们通过聚类分析发现东北三省和山东虽

然隔着北京、天津、河北等省份，但他们的姓氏距离却最小，这反映了“闯关东”

的社会移民现象。姓氏距离还能考察城市之间的移民现象，比如新疆石河子

市，与中原地区很多城市的姓氏距离远小于其与周围地区的姓氏距离，这是因

为石河子的大部分人口是来自河南、安徽、陕西、江苏等地的支边建设者。 

 姓氏空间分布与地理隔离 

  地理隔离是指由于某些地理条件的阻隔而形成的隔离，使生物不能由一个

地区自由迁到另一个地区，从而阻止了基因的交流。地理隔离增强了遗传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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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不仅导致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肤色、体质、体貌、血型等生物学方面存

在明显差异，而且促使不同地区形成独特的观念、宗教、方言、习俗等文化传

统，这些文化因素进一步阻碍了人口的迁移和交流，使得不同地区占优势地位

的姓氏各有不同，增大了地区间姓氏分布的差异。通过分析姓氏空间分布的特

点，能够探讨出我国地理隔离的状况。  

总的来说，姓氏距离一般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两者存在正相关，而

相关性的大小可以反映地理隔离的程度。以美国为例，由于美国社会流动性强

且交通便捷，人口迁移率一直处于世界前列，频繁的人口迁移导致姓氏的空间

分布趋于均匀，姓氏距离和地理距离的相关系数只有 0.17。而大部分的欧洲国

家保持着传统的定居生活方式，两者的相关系数基本在 0.4 以上，德国为 0.51，

法国达到了 0.61。根据 2007 年的人口姓氏分布数据，在省级层次上，我国地理

距离和姓氏距离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64，表现出明显的地理隔离，反映了我国

居民以定居为主的居住习惯。  

 局部来看，我国不同地区的地理隔离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这可以通过分

析一个地区与周围地区姓氏距离和地理距离的关系来考察。分析表明：北方的

大部分城市，与周围城市的姓氏距离都很小，以北京为例，在其周围 800 公里

的范围内，姓氏距离基本没有明显变化，超过 1000 公里才有明显增加，这说明

北方地区的地理隔离不显著。而以福建、广东为代表的大部分南方城市则大不

相同，姓氏距离随地理距离的增长很快，说明这些地区的地理隔离十分显著。  

绘制某个城市与周围城市之间姓氏距离与空间距离的关系曲线，根据曲线

的均值、斜率、转折点等可以对城市的聚居程度、隔离程度、迁移半径等给出

定量化的描述，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刻画城市的迁移特征。根据城市之间的

姓氏距离，可以进一步探测中国人口的地理隔离边界，并寻找引起地理隔离的

自然人文因素，能够为区域边界的划分、民族政策的制定以及社会治理方案的

提出提供科学依据。 

 姓氏分布变化与人口迁移率的计算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但地区间人口

迁移率的计算尤其是长时期内人口迁移率的估算却比较困难，主要原因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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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和方法的变化以及历史数据的缺乏。利用相对容易获得的姓氏数据，使用

一定的统计方法，不仅可以得到每个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人口迁入和迁出的总

量，还可以推断出迁入人口来自哪里以及迁出的人口去往何处，这不论在人口

学还是社会管理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目前，利用姓氏分布计算人口迁移率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仅仅需要

单个时间点的姓氏分布情况，根据中性理论，得到姓氏数量、人口数量、人口

迁移率之间的关系，进而计算出地区的人口迁入率。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群

体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使用这种方法估算了意大利 91 个省的人口迁入率，和

人口普查结果具有明显相关性。另一种方法是根据两个时间点各个地区姓氏分

布的变化，用统计学方法得到地区间的人口迁移率。利用这一研究线路，卡瓦

利·斯福扎计算了撒丁岛九个地区之间 1871 年—1970 年间的人口迁移矩阵；还

有学者计算了巴黎和周围某些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率，其结果都与实际数据有

很好的对应。  

我们利用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万分之五的抽样数据，以及 2007 年

全国人口的户籍数据，计算了该时期省际之间的人口迁移率，但结果并不理

想，这是因为 1982 年的数据是由 300 多个调查点的数据加总而成，而中国人同

姓聚居的特点使得每个省十几个调查点的数据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姓氏比例。利

用我国人口普查的完整数据或者某两个时间点的各地区的户籍数据，就能克服

因数据抽样导致的误差，从而比较准确地计算该时期内地区间的人口迁移率，

为我国制定人口政策提供依据。    

  五、讲座 

 主讲人 学术头衔 主持人 题目 时间 地点 

1 贾韬 
博士，北京邮电大学讲

师 
狄增如 

Understanding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11 月 26 日 317 

2 
史蒂夫·基

恩 

后凯恩斯经济学家，英

国金斯顿大学经济、历

史和政治系的系主任 

王有贵 

Failure of old paradigm and 

promising alternative 

paradigm 

11 月 25 日 
教四 

104 

3 王有贵 
From linearity to 

nonlinearity 
11 月 24 日 

教四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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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有贵 
From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nonequilibrium approach 
11 月 25 日 

教四 

106 

5 王有贵 

Dragging economics into the 

20th century with basic 

system dynamics for 

economics 

11 月 26 日 317 

6 王有贵 
From real economics to 

monetary economics 
11 月 26 日 

教四 

104 

7 王有贵 
How endogenous money 

alters macroeconomics 
11 月 29 日 217 

8 赵春明 
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教授 
周亚 

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培养与构

建 
11 月 16 日  

9 胡海峰 
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 
鲍建樟 

如何分享中国资本市场的财富

盛宴 
11 月 30 日  

多彩生活 

 一、系统科学学院举办消防培训会 

11 月 28 日，系统科学学院举办消防培训会，保卫处消防安全办公室的秦建

华老师、吕刚老师来院做了专题培训报告，学院安全稳定工作小组组长李红

刚、狄增如老师以及各部门、办公室和实验室的安全员、师生代表共 20 余人参

加会议。 

会上， 秦建华老师从燃烧与火灾、灭火基本知识、火灾处理及员工消防职

责等方面出发，以近年来发生的火灾事故和日常工作中常见的问题为例，为我

院师生讲解了各类消防知识，并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让大家认

识火灾，学会如何在火灾中自救和逃生。秦老师指出，消防安全责任要落实到

人，要杜绝插线板串接、室内吸烟、使用违章电器、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容易

引发火灾的不安全因素。秦老师还特别强调，遇到火灾，生命第一，安全逃生

为第一要务，同时注意第一时间向学校保卫处报警。学校保卫处报警电话为

58806110 和 58808051。 

会后，学院党政领导陪同保卫处工作人员检查了我院各办公室、实验室的

消防安全设备以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及可能存在的其他安全隐患。 



 7 

在检查过程中，李红刚书记强调指出，安全稳定工作是头等大事，全院师

生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尤其是各个部门、办公室、实验室的安全员要切实

明确肩负的责任，严格遵守学校和学院的相关规定，确保各项消防安全制度的

落实；各部门要加强消防安全检查，排除消防安全隐患，加强对全体师生的安

全教育、培训和实操演练，切实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和消防技能应用水平。 同

时学院要为迎接 12 月份我校“创建平安校园”验收工作做好准备，以评促建，进

一步扎实有效的推进各项安全稳定工作。 

 

 二、系统科学学院院衫设计大赛落幕 

经过系统科学学院全体学生和老师的两轮投票，系统科学学院院衫设计大

赛选拔产生前三名

作品。 

根据总得票

数，系统科学学院

2012 级研究生周梦

宇获一等奖，系统

科学学院 2013 级研

究生楼晓丹获二等

奖，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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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2012 级本科生况兴轩获三等奖。 

 对这三名获奖同学表示祝贺！ 

 三、系统科学学院首届桌游峰会成功举办 

 11 月 12 日下午，由系统科学学院团总支、研究生会、MPM 中心、院工会

联合举办了“系统思维演绎推理，通力合作增进友谊”为主题的学院首届桌游峰

会。 

 

师生一行二十余人来到五道口一刻桌游吧，大家比拼心智、锻炼思维，增

进了师生友谊。 

 活动开始时，大家根据随机抽牌分为 4 组，各组自行协商决定所玩的桌牌

游戏。同学们在这次活动中学到了很多新的桌牌游戏，比如炼制毒药、神机妙

算、占领城堡、七大奇迹等，活动过程中未知性和不确定性，有的游戏氛围紧

张，有的游戏笑声满堂，其乐融融。桌牌游戏包含丰富的博弈思想，同学们在

整个活动中开动了脑筋，也释放了学业的压力，同时也增进了师生的友谊。 

 四、我院师生赴国家大剧院聆听经典艺术讲堂 

11 月 25 日下午，我院团总支组织学院师生参加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

2014 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之北京高校学生走进国家大剧院，聆听经典艺术讲

堂：月光下的凤尾竹——傣族音乐的曼妙旋律。参加本次活动的有陈家伟老师

和 14 名研究生同学。 



 9 

本次讲堂是在国家大剧院的顶层的花瓣厅进行。师生在在这次讲堂中了解

到了鲜为人知的傣族文化，包括傣族人的地域分布和分类、傣族的民间音乐和

器乐、傣剧等。期间，由中央民族大学的两名本科生表演了傣族的舞蹈，以及

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博士生表演了葫芦丝和巴乌两种器乐的演奏。讲堂的最

后，师生们观赏了完整的傣族音乐“月光下的凤尾竹”的表演。石永彬同学在期间

感叹道：“当年高中为了平复年少而浮躁的心，经常听月光下的凤尾竹、竹林深

处等经典傣族音乐。当初听这些曲子的时候，内心会变的很平静，会感觉到自

己内心的小宇宙更加地宽广，似乎可以容纳更多的事与物。而如今坐在国家大

剧院的最高楼聆听这些音乐，更多地是感受到了傣族的艺术文化对我的冲击。” 

讲堂结束后，师生们参观了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精致、辉煌的建筑让

大家眼界大开。有专研和学理精神的大家在感受国家大剧院装设之美的同时，

还特别积极地讨论了大剧院各种内部和外部设置的合理、科学之处。本次活动

大家受益良多，希望再有机会来国家大剧院参观演出。 

 

 五、我院与政管足球联队闯入八强 

2014 年 11 月，我院与政府管理学院足球联队，闯入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一届

研究生足球联赛前八强。对师生文体联谊会足球社的健儿们表示祝贺！  

院友佳音 

 系统科学学院成功举办第二期院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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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1 月 28 日晚，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举办第二期院友论坛。

邀请 2009 届李立书和 2003 届韩笑萌两位院友返校分享自己的职场和人生感

悟，系统科学学院院长狄增如及学院二十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院直属党

支部书记李红刚担任论坛主持。 

李立书，2009 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系博士学位，注册金融分析师

（FRM），曾任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风险管理部、德勤企业咨询（中国）金

融风险管理部门经理，现就职于华夏银行计划财务部。 

韩笑萌，2003 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系学士学位，后获得中科院心

理所应用心理学研究生学位。在民营企业、外企、国企有 10 余年人力资源管理

经验，现任国家开发银行金融投资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 

李立书学长结合自己在“四大”的经历，详细介绍了企业咨询行业及银行风险

管理业的基本情况。包括行业风险、业务内容、行业成长经验等，帮助同学对

该行业有了大致的了解，为同学们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演讲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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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学院师生和李立书学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袁强老师关于银行理

财产品和李立书学长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同学们则更加关注企业咨询行业、风

险管理部门的入行准备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接着，韩笑萌学长结合自己

在投资行业中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一方面介绍了投资行业基本情况和特

点，另一方面也鼓励同学们从行业知识、金融基本知识、时事政策、逻辑分析

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情商方面全面锻炼自己，她认为一个人

的能力=心态*沟通*知识，任何一个方面的不足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另外，她也从 HR 的角度为同学们分享了简历制作和面试方面的经验，以及对职

场和人生的感悟。韩笑萌学长内容丰富的演讲为同学们全面提升自己的个人能

力提供了帮助。 

论坛结束后，师生们意犹未尽，围着两位学长继续进行交流和咨询，学长

们也知无不言，乐于将自己的经验和感悟进行分享，现场融洽的气氛令人动

容。系统科学学院通过举办院友论坛，邀请优秀的院友返校交流，帮助在校生

了解社会、行业，更好的认识自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职业观，得到了学院

师生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