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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简介 

 

四川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其学术渊源可上溯到 2100 多年前的文翁石室。

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守文翁在成都设立石室，推行“七经”教育，开启了巴蜀大地重文尊儒

的学风，也奠定了“蜀学”的学术底蕴和优良传统，史书有所谓“蜀学之盛比于齐鲁”之说。

自西汉文翁兴学以来，二千年间，“石室”都是成都地区居于首位的高等学府，是儒学在巴

蜀大地传播的重要机构，也是古代巴蜀人才培养的摇篮。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原文翁石

室旧址上兴办“锦江书院”，光绪元年（1875）由张之洞倡办“尊经书院”，民国初年，又

开办“存古学堂”（后改“国学院”），都是近世四川研究和传播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基

地。随着学校的归并和院系的调整，这些机构又都成为了今天四川大学的重要源头。为了继

承和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推进儒学的研究和教学，发挥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存古学堂和

国学院以来积淀的学术优势，四川大学与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共同组建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正式名称：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主办单位：国际儒学联合会 

       中国孔子基金会 

       四川大学 

  理事单位：国际儒学联合会 

中国孔子基金会 

          四川大学 

          四川博能集团 

          成都市纵合世纪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 

 

一、机构宗旨 

本院宗旨是：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和整理儒家典籍，培养儒学研究人才，传

播儒学知识，努力将本院建设成西部领先、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儒学研究与教育机构。 

“弘扬儒学、服务社会、面向世界、刚健笃实”是本院的建院方针。“学术上追求卓

越，生活中面向大众”是本院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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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目标 

本院集儒学研究、儒学教育、儒学普及及儒学产业诸功能于一体的非盈利性学术文化

机构。继承我校儒学研究“通经致用”、“关注现实”、“学术至上”、“推陈出新”的传统，本

院力图：1、打造大型的儒学研究成果，2、培养优秀的儒学研究人才，3、重建优雅的儒家

大众文化，4、开拓高效的儒学文化产业。力争开创儒学研究和儒学普及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三、学术机构 

为实现上述目标，研究院拟设“二所”、“三室”、“一平台”，综合推进儒学的更深层次

研究和更大规模普及。 

（一）“二所” 

1、中国儒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儒学史、儒学理论、儒学与当代社会等研究，加强“大

众儒学”、“生活儒学”的推广研究。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儒学”博士点的功能，培养更多

更好的儒学研究人才。在科研方面，主要打造大型传世的标志性成果《儒藏》、《中国儒学通

案》、《巴蜀全书》等。 

2、“青城国学研究所”：与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合作，开展国学其他领域的研

究，拟编纂《两岸三地国学辞典》。 

（二）“三室” 

1、儒商文化研究室：儒家提倡“人文化成”，百业各行都应有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特

别是儒家精神指导的商业活动，更具有中国特点，号称“儒商”。当代中国企业在应对各种

竞争的同时，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是其中最无形也最有价值的“软实力”。本研究室将以儒

家文化为内容，对中国当代各型企业的文化建设提出有益建议，义务开展儒学文化讲座等活

动。 

2、宋代文化研究室：宋学是中国儒学的主要流派，宋代则是中国文化的高峰时代，本

校是宋代文化研究重要基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已经形成“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

编纂《全宋文》360册，出版“宋代文化研究丛书”，本研究室将继续发挥这一优势，与校内

从事宋代文化研究的专家整合，以便更有计划地开展以宋学为核心的宋代文化研究。 

3、海外儒教研究室：近代以来，出于对西方宗教侵略的抗衡，一批爱国志士发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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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目前已成为海外华人华侨保持中国文化和民族特性的重要精神寄托。如何规范海

外“孔教”的运作，发挥其凝聚海外爱国力量的功能，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服务，

已经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一平台” 

以全国重点学科“历史文献学”、部批“中国儒学”博士点为依托，重大科研项目《儒

藏》为标志，设立“中国儒学”奖学金，将本院建成高层次儒学人才培养基地、儒学信息发

布中心、儒学资料库和交流平台。 

具体包括： 

1、《儒藏》大讲堂：已经开展“《儒藏》学术系列讲座”52讲，儒学院成立后举办了13

讲。 

2、“中国儒学”奖学金、奖教金：2009年由北京纳通医疗集团、国际儒学联合会出资

设立。 

3、《儒藏》网站：2004年设立，目前已经形成规模。 

4、《儒藏论坛》：2006年创刊，每年一辑，已经出版1-3辑。 

5、“儒学资料信息库”：现有5万余册图书及电子书。 

 

四、管理机构 

（一）机构设置 

研究院管理机构由顾问组、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院务委员会、院办公室等组成。 

（二）机构职能 

（1）顾问组：由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学术界、文化界、社会活动家组成。对研究院的发

展方向和重大问题提出指导性参考意见。 

(2)理事会：是儒学院最高的权力机构。其职能为：为儒学院的科研、人才培养和学术

活动招募更多资源，审议通过儒学院中长远发展规划，审议儒学院年度工作总结等。设有理

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荣誉理事长、荣誉副理事长及永久理

事等。 

(3)院务委员会：是儒学院常设的事务性处理机构。院务委员会以会议或通讯方式审核

儒学院重大学术与行政事项，监督重大计划的实施。院长兼院务会主任。 

(4)学术委员会：为研究院最高学术机构。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学术委员会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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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和委员。以会议或通讯方式审议儒学院的学术定位与发展规划，评审科研项目、科研奖

金，策划高端学术论坛，推动儒学的弘扬普及。设有荣誉主任、主任、副主任等。 

(5)院办公室：设院办公室主任一人，负责日常事务。 

 

(三)主要负责人 

(1)院长：负责召集院务会议、学术委员会，全面主持儒学院工作，协调各种关系，聘

任副院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 

(2)副院长：协助院长分管儒学院及各所、室工作。 

(3)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院长处理各类文书、对外联络工作。 

 

五、景观建设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第二教学楼为儒学研究院的办公场所。在从事儒学研究的同时，也将

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儒学风情园，逐渐在此地建成“杏坛”、“杏林”、“孔子铜像”，展示

川大儒学教育、儒学大师、《蜀石经》模型，争取在一到三年内，将二教楼及其周边建成为

具有儒学文化底蕴、四川大学特色的研究场所。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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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召开 

 

时间：2009年 10月 24日下午 3：00 

地点：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华活动中心 

主持：赵昌文  副校长 

规模：250人左右 

议程： 

一、主持人介绍参会领导和嘉宾 

二、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宣布《关于联合成立“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的决定》

和儒学研究院机构及人员名单 

三、授牌仪式 

请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滕文生先生、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向国际儒学院院长

舒大刚教授授予“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牌匾。 

四、颁发聘书 

1、请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向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韩喜凯先生颁发“名誉院长”聘书

（请王大千副理事长代领）。 

2、请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向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顾问吴小兰女士、钱逊教授、

章玉钧先生、曹凤泉先生、谭继和先生、赵振铎先生、蒙默先生、刘琳先生、林向先生等颁

发聘书。 

五、请吴小兰女士展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叶选平手书“四川大学

国际儒学研究院”的亲笔题字 

六、领导和专家讲话 

1、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致辞。 

2、国际儒联常务副理事长赵毅武先生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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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家代表钱逊教授致辞。 

4、国际儒联顾问吴小兰女士讲话。 

5、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章玉钧先生讲话。 

七、宣读贺辞、贺信 

1、请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曹凤泉先生宣读“国际儒学联合会”贺辞。 

2、请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王大千先生宣读“中国孔子基金会”贺辞。 

3、请工作人员宣读兄弟单位和个人贺辞。 

八、请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四川大学领导人签署《合作共建四川大学国

际儒学研究院的协议》书 

九、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负责人签署《宋会要辑稿》出版协议书 

十、请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大学古籍所向四川大学校史陈列馆赠送《儒藏》第二批、

第三批出版物 130册 

十一、请与会领导、嘉宾合影 

附： 

出席大会的领导和来宾 

滕文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国

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章玉钧（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 

吴小兰（深圳市原副市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 

杨泉明（四川大学党委书记） 

谢和平（四川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罗中枢（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李光宪（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 

陈爱民（四川大学副校长） 

赵昌文（四川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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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武（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纳通医疗集团总裁） 

王大千（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兼副秘书长） 

钱 逊 （清华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曹凤泉（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 

金美华（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秘书长） 

吴 光 （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谭继和（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万本根（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 

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院长） 

赵振铎（四川大学教授） 

贾顺先（四川大学教授） 

蒙 默 （四川大学教授） 

刘  琳（四川大学教授） 

林  向（四川大学教授） 

杨德志（四川博能集团董事长） 

叶 青（成都市纵合世纪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龙运涛（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董事长） 

出席大会的还有有关媒体的朋友，以及校内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本校相关学院的教师

和学生等，共计 25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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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成立贺信（节选） 

 
国际儒学联合会贺信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今天正式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谨向川大师生和

各界朋友致以热烈的祝贺！ 

孔子创立的儒学，历二千五百余载而绵延不绝，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产生

了深远影响。儒学“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仁爱”、“忠恕”、“中

和”、“诚信”为核心的价值观，具有永恒的价值，不仅在当前对构建和谐社会

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全人类长久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思想宝库。 

巴蜀大地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巴山蜀水孕育了许多具有

重大影响的儒学巨子、学术大师和革命志士。四川大学远承西汉文翁石室的遗泽，

近续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四川国学院的文脉，在儒学研究和教育上多有建树。

近年来，又围绕《儒藏》编纂、儒学专题研究、中国儒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硕果累累，产生了重大影响。川大国际儒学研究院的成立，

一定能对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儒学研究和儒学教育，起到推动作用。 

国际儒学联合会是国际性的儒学民间团体，自成立以来，秉承“研究儒学，

兼容并蓄，推陈出新；传播儒学，联系实际，古为今用”的方针开展工作，取得

了可观的成绩，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不久前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纪念孔子 2560 周

年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扶持儒学事业方面，我们和中

国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合办国际儒学院，取得了初步成效。作为川大国际儒

学研究院的合办单位，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她的建设与发展 ，精诚合作，力

争将国际儒学研究院办成研究儒学思想、继承儒学精华、发扬儒学精神、在海内

外有重要影响的机构，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祝大会圆满成功！ 

                              国际儒学联合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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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 

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 

正式掛牌大典成功 
 

四川大學國際儒學院正式掛牌了，國際上又多一個有力的弘儒重

鎮。四川大學國際儒學院是集儒學研究、儒學教育、儒學普及於一體

的學術文化中心，是件可喜可賀的大事。 

 

儒學研究：可以為儒學恢復本來，厘清歷代給它的贅肉和誣蔑，

進而與二十一世紀俱進。 

 

儒學教育：可以提升國人正確認識儒學，重拾仁義禮智信，建立

人文精神面貌，進而成為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部份。 

 

儒學普及：在於落實學儒有多少，以它安身立命，承應“人類在

廿一世紀繼續生存，要回到二千四百多年前，吸取孔子的智慧”，進

而成為“有令人嚮往的文化”。 

 

向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學習！ 

 

時不予我，大家加倍努力！ 

 

共勉                      

   

    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 

    總會長拿督林金華太平局紳 

                                                                        

及全體理事 賀 
                                                                              

孔元 2560，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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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孔教学院贺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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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孔子基金会贺信 

 

四川大学： 

在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成立之际，中国孔子基金会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孔子所开

创的儒家学派与思想学说，以及按照儒家思想构建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卓

越贡献，对世界文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今天，

成立“国际儒学研究院”，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川大学人文底蕴深厚，在弘扬传统文化、继承儒家文化精华、提高国民人

文素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科学研究都取得了突出

的成就和丰硕的成果，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 

长期以年，中国孔子基金会与四川大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希望双方精诚合作，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和社会资源，把“国际

儒学研究院”建成集儒学研究、传播、典籍整理与人才培训于一身的海内外有重

要影响的机构，为进一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孔子基金会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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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李学勤先生贺信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正当举国上下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欣闻四川大学国际儒

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谨向您们并通过您们谨向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

最诚挚的问候！ 

大家都知道，四川大学上承文翁“七经”之教，下继锦江、尊经二书院之统，

儒学研究传统悠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率先开展《儒藏》编纂，系统整理

儒学文献，为往圣承遗教，为后学传薪火，极大的推动儒学研究的发展，成就斐

然，让人甚感钦佩！ 

我们相信，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的正式成立，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播儒

学文化，也有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

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作贡献。 

最后，我们真诚地希望与贵院精诚合作，加强学术交流，共同推动儒学研究

的深入开展。 

                  

                           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  李学勤 

                            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处 

                            2009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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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欣闻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近日即将成立，我仅代表全国中国

哲学史学会以及我本人，向贵院表示衷心的祝贺！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学奠定了中

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在历史上对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发挥了主要的

积极作用。近代以来，儒学经历了最为严厉的历史文化考验；而战后

东亚地区发展的历史，中国大陆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显示出儒

学经受住了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经过创造的转化之后，儒学在

现代焕发了生机，迎来了新的发展的前景。 

四川的儒学发展，至少自宋代以来，积累深厚，大儒迭出；近代

以来，四川的儒学大师，经子并重，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儒学

复兴的今天，四川大学成立国际儒学研究院，一定能发挥本省本地的

优势和传统，与全国及世界儒学研究的同道，一起推进儒学的研究，

使儒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深入、走向兴盛！ 

              

                陈来 

              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2009-10-18 

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清 华 大 学 国 学 院 院 长 
陈来先生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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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贺信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欣悉贵院隆重成立，特此予以最热烈的祝贺！ 

儒学研究是一门既古老又常青的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和社会价值。今贵院成立，实为学界盛事，必将对儒学研究乃至中国

学术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衷心希望并完全相信贵我两院能进一步增

强交流，同庸际会，共襄振兴儒学之盛举！  

衷心祝愿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衷心祝愿贵院事业蒸蒸日上！ 

 

 

孔子研究院 

曲阜 

2009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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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儒学学会贺信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 

获悉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将于近日举行成立庆典，我们浙江省儒

学学会全体同仁感到由衷的高兴，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四川是中华文化发祥地之一。自汉代文翁兴学以来，历来是儒学

发展的重镇：两宋蜀学独具一格，影响深远；近现代更是大儒辈出：

如廖平、蒙文通等，堪称经学大师，唐君毅是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

物之一，又有原籍浙江的马一浮先生，出生于四川，讲学于四川，成

为 20世纪中外学界公认的国学大师与经学名家。当代四川学者则能

继往开来，在研究儒学思想、整理儒学文献方面成就卓著。尤其是由

舒大刚教授主持的《儒藏》文献整理工程，策划周密，规模宏大，品

质上乘，印制精良，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欢迎与盛赞，它必将以跨

世纪的文献巨制载入中国儒学史与中国文化史的史册！ 

当此四川儒学院成立之时，我们衷心祝愿四川同仁再接再厉，为

复兴儒学、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加卓越的贡献！同时也热切希

望四川、浙江两地有志于儒学发展的仁人学士密切联系，互相勉励，

共同为弘道事业贡献我们的心力与才智！ 

 

                              浙江省儒学学会恭贺 

                              2009年 10 月 23 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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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教授蒙培元先生贺信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舒大刚教授： 

欣闻贵院近期即将挂牌成立，非常高兴！ 

四川大学不仅过去是近代儒学当中的蜀学的大本营，历史上曾涌

现过一大批蜀学大师、儒学大师，而且今天仍然是全国儒学的重镇之

一，功底深厚，思想活跃，具有雄厚的儒学研究实力。特别是贵院正

在进行的“《儒藏》工程”已经取得的可喜成果，其所加惠于海内外儒

学界者甚多；贵校近年来一些儒家学者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当代诠

释，也已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重要的影响。 

我相信，儒学研究院的成立，必将更进一步推动四川大学的儒学

研究，并通过建构一种“新蜀学”学派，大有助于当代中国的儒学复兴。 

特此致信祝贺！ 

 

               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教授：蒙培元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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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教授陈恩林先生贺信 

 

舒大刚所长： 

欣闻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隆重成立，不胜感佩，特致以最诚

挚的祝贺！ 

儒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古代中华民族的民族之

魂，是中华民族所以成为中华民族而有别于其它民族的文化之根。历

经数千年风雨的考验，证明儒学的生命力是旺盛的，是摧不垮，打不

烂，割不断的。今天它仍是与时俱进、吸纳百家、构建现代和谐社会

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川久为儒学大省，名家辈出，享誉中外。川大适应新时代需要，

赓续前贤之志，依然创立国际儒学研究院，无疑是国内外儒学界的一

件大事。我相信贵校的儒学研究院一定会把儒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

高度。我也愿与川大及国内外儒学研究者共勉，一道为繁荣祖国的儒

学研究事业而加倍努力！ 

 

吉林大学教授、博导：陈恩林 

               2009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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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成立媒体报道 
 

凤凰网>新闻>正文 

 

川大国际儒学院成立 开始全球招收儒学研究生 

 

[本站讯] 昨日，西部高校第一所国际儒学研究院在四川大学挂牌成立。原全国

政协常务副主席叶选平先生亲笔题写了院名。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藤文生先

生、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向国际儒学院院长舒大刚教授授予“四川大学国际儒学

研究院”牌匾。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是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

基金会共同办学，跨院系的研究院。这是继 2006 年中国政法大学儒学院成立以来，

中国内地第二所儒学研究院。 

在 2006 年，川大就提出建立一个儒学研究院的设想，去年年底，这个想法得到

了“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国际

儒学院将利用自身的国内国际联系和学术平台，为儒学研究院的建设进行宣传，促进

儒学研究院与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沟通和交流，并且帮助儒学研究院引进一些教学

和科研项目与经费，支持儒学研究院“中国儒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国际儒学

联合会顾问吴小兰女士在挂牌仪式上说：“儒学有着千年的历史，四川文化底蕴又深

受四川大学影响，这样的学府对于弘扬儒学文化是十分有利的。” 

“目前儒学院有三大任务:第一就是继续完成《儒藏》的编纂工作，第二是培养

研究生，第三是加强儒学学科建设以及与外界的联系。”舒大刚说。四川大学国际儒

学研究院主要是培养儒学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生，这是在川大古籍所基础上联合其他机

构建立的一个跨院系的非实体学院。目前儒学研究院已有 20 余名研究生，他们大都

是川大历史文化学院、哲学系、中文系的学生。所谓非实体学院是指研究生进入儒学

研究院以后，名义上仍然属于原学院，只是在原来的课程上增加儒学研究院特有的儒

学、蜀学等课程，并且参与儒学研究院的研究项目。舒大刚笑着说:“从现在开始，

儒学院开始招收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儒学研究生。” 

网址：http://edu.ifeng.com/news/200910/1026_6978_1404373.shtml(转自 2009 年 10月 26 日《华

西都市报》) 

 

四川大学儒学研究院的成立受到了广大媒体的关注，除凤凰网以外，还有以下媒

体也重点报道了儒学院的成立情况： 

四川新闻网，2009-10-25，网址：http://my.newssc.org/system/20091025/000657040.html 

http://edu.ifeng.com/news/200910/1026_6978_1404373.shtml
http://my.newssc.org/system/20091025/0006570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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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网，2009 年 10 月 25 日，网址：http://edu.bzgd.com/jyxw/200910/68909.html 

成都商报电子版，2009-10-25，网址：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pages/2009102514101/ 

成都晚报电子版，2009-10-25，网址：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pages/2009102514202/ 

腾讯大成网，2009 年 10 月 25 日 07:52，网址：http://cd.qq.com/a/20091025/000022.htm 

华禹新闻网，2009 年 10 月 25 日，网址：http://www.huaue.com/unews/20091025110817.htm 

天府早报电子版，2009-10-25  ，网址：http://epaper.xplus.com/papers/tfzb/20091025/n22.shtml 

网易新闻，2009-10-25，网址： 

http://news.163.com/09/1025/03/5MEKKURF000120GR.html 

温州网，2009-10-25，网址：http://news.66wz.com/system/2009/10/25/101480031.shtml 

新华网四川频道，2009-10-25， 

网址：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09-10/25/content_18039624.htm 

新浪新闻中心 2009-10-25 网址：http://news.sina.com.cn/c/2009-10-25/071416495609s.shtml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网站，2009-10-26， 

网址：http://hist.sicnu.edu.cn/view_news.asp?ID=1281 

四川电视台科技教育频道，2009-10-26， 

网址：http://www.sctv-8.com.cn/showArDetail.php?arid=3880 

四川经济日报，2009-10-26，网址：http://scjjrb.newssc.org/html/2009-10/25/content_722886.htm 

四川在线四川新闻，2009-10-26， 

网址：http://sichuan.scol.com.cn/dwzw/20091026/2009102680545.htm 

四川大学新闻网，2009-10-26 10:51， 

网址：http://www.scu.edu.cn/news/cdxw/webinfo/2009/10/1255410894958432.htm 

中国教育在线，2009-10-26， 

网址：http://www.eol.cn/yuan_xiao_xin_xi_3988/20091026/t20091026_415196.shtml 

 

 

 

 

 

 

 

 

 

http://edu.bzgd.com/jyxw/200910/68909.html
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pages/2009102514101/
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pages/2009102514202/
http://cd.qq.com/a/20091025/000022.htm
http://www.huaue.com/unews/20091025110817.htm
http://epaper.xplus.com/papers/tfzb/20091025/n22.shtml
http://news.163.com/09/1025/03/5MEKKURF000120GR.html
http://news.66wz.com/system/2009/10/25/101480031.shtml
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09-10/25/content_18039624.htm
http://news.sina.com.cn/c/2009-10-25/071416495609s.shtml
http://hist.sicnu.edu.cn/view_news.asp?ID=1281
http://www.sctv-8.com.cn/showArDetail.php?arid=3880
http://scjjrb.newssc.org/html/2009-10/25/content_722886.htm
http://sichuan.scol.com.cn/dwzw/20091026/2009102680545.htm
http://www.scu.edu.cn/news/cdxw/webinfo/2009/10/1255410894958432.htm
http://www.eol.cn/yuan_xiao_xin_xi_3988/20091026/t20091026_4151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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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理事单位简介 
 

 

◆ 国际儒学联合会 

国际儒学联合会(英文名称为：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ssociation，简称：ICA)

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

与儒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于 1994年 10月 5日在中国北京正式宣告成立；

1995年 7月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登记，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性学术团体。联合会永久

会址设在中国北京。 

  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宗旨是：研究儒学思想，继承儒学精华，发扬儒学精神，以促

进人类之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持久繁荣。 

  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具体工作包括：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与评价学术研究成果；举办

国际学术会议；举办学术讲座与讲演；推广儒学教育；编纂出版学术著作、期刊与资

料；编辑发行本会活动及国际学术信息导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募集国际儒

学研究基金；开拓其他有助于儒学发展的事业。 

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机构由执行机构、议决机构和指导咨询机构三部分组成。执行

机构设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职务，下设秘书处，设学术委员会、宣传出版委员

会、对外联络委员会、传播普及工作委员会、基金管理委员会。议决机构为会员大会，

理事会为常设议决机构，理事会休会期间由常任理事会代行职责。指导咨询机构由名

誉会长、名誉理事长、荣誉顾问、顾问组成。 

 

◆ 中国孔子基金会 

中国孔子基金会是 1984 年经中央批准，由政府拨付专款支持的全国性乃至有国

际性的文化学术基金组织，基本宗旨是：通过社会支持，多方募集基金，积极组织和

推动孔子、儒学及中国传统研究工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促

进国际间文化交流，推动人类和平、团结与进步事业服务。 

  建会二十余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先后在海内外举办了一系列重大的学术研讨与文

化交流活动，使孔子、儒学广泛传播，学术研究领域深入发展；加强了基金管理与募

集工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为社会文明事业做出了应有贡献，受到中央

政府及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中国孔子基金会诚挚感谢海内外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愿与各界朋友继续同心协力、

相濡以沫、共赴前程，为加强孔子、儒学研究，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推进人类文

明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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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布局在中国西部、“985 工程”和

“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

原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大学经过两次合并而成。 

四川大学承文翁之教，聚群贤英才。百余年来，学校先后汇聚了历史学家顾颉刚、

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李劼人、美学家朱光潜、物理学家吴大猷、生物学家童第周、

植物学家方文培、卫生学家陈志潜、数学家柯召等大师。历史上，吴玉章、张澜曾执

掌校务，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文坛巨匠郭沫若和巴金、一代英

烈江竹筠（江姐）和毛英才等曾在川大求学。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有 50

余位是川大校友；2001 年评选的近代 50位“四川文化名人”中，有 36人是川大校友。 

四川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扎实的办学基础和以校

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川大精神。

近年来，学校围绕创建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的奋斗目标，确立了“以人为本，崇尚学

术，追求卓越”的现代大学办学理念，构建了“以院系为管理重心，以教师为办学主

体，以学生为育人中心”的管理运行新机制，提出了“精英教育、质量为本、科教结

合、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指导思想，确立了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

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的人才培养目标。 

    

◆ 四川博能集团 

四川博能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能燃气）主要从事城市燃气管网的建设

与经营，销售民用燃气、工业用气、农业用气及农村用气，兼有工程建筑安装、酒店

服务等业务的能源股份制企业。总部设在四川成都。 

博能燃气于 2001 年初发起设立，但已有 16 年的城市燃气经营历史，下属 12 个

子公司、一个分公司，总资产近 2亿，年销售收入 1.2 亿，员工 570人。目前有跨省

经营的城市燃气企业 4 个，分别分布在广东、河北、河南等地，均为近年来通过公开

招投标建立的控股或参股子公司，具有当地的特许燃气经营权。 

 

◆ 成都市纵合世纪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市纵合世纪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8月，注册资金 4714万元，

主营房地产开发。其核心运营团队具备丰富的房地产开发经验及企业管理经验。公司

自成立以来，坚持诚信开发,持续创新，秉承“专业、严谨、创新”的开发理念，以

建造完美居住为根基使命。“西贵堂”是公司精心打造的成都首个精品项目。 

成都西贵堂社区是西南首家以儒学为主题的儒家生活试验基地，2008 年被成都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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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国学示范区”称号，2009 年被中国孔子基金会授予“《论语》普及工程示范基地”

称号。在该社区，《论语》名言警句随处可见，处处感受到浓浓的儒家风、国学韵。 

 

◆ 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 

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研发，在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推

广领域用心良多。2010 年 5月 4日，其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地举办了“改造历史

2000-2009年中国新艺术展”。目前正展开关于建设“青城国学论坛”的各项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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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师范学院教

授、浙江工程学院教授吴光先生，于 2009年 10月 24日 19∶00 在我校研究生院 1-104

室举行了“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论‘一道五德’”讲座。 

 

■ ——钱逊教授系儒学研究专家，曾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国际儒学联合

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等学术团体理事或理事长。2009

年 10月 25日 15∶00 ，钱逊教授在我校研究生院 2-101室举行了“修身为本：《论语》

的信心精神”讲座。 

 

■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葛荣晋教授，担任中国哲学和中国管理哲学博士生导

师；兼任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王屋山道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日本老子学会顾问，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顾问，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五十年，是国

内外知名哲学教授与中国管理哲学专家。2009年 10月 26日 19∶00，葛荣晋教授在我

校研究生院 1-204室举行了“铸造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讲座。 

 

■ ——12月，本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黄玉顺教授新著《儒学与生活》，纳入“四川大学儒

藏学术丛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 ——12月，由本院主编的《儒藏论坛》第四辑，由巴蜀书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