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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巴蜀全书》立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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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编纂方案 
 

 

一、价值和意义 

《巴蜀全书》是收录现今四川和重庆两省市古文献的大型丛书，将对周秦两汉至清末民

初历代学人用汉语言写录的巴蜀文献，进行系统的调查、收集、整理和研究，将实现对巴蜀

文献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体例最新、使用最方便的编录和出版。 

四川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献富省，作为巴蜀文化的载体，历代学人为我们留下了汗牛充

栋、丰富多彩的文献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巴蜀古文献就达 3000 余种。这些资料涉及

面广，举凡政治之兴替、经济之发展、文化之繁荣、军事之胜负、社会之变革，以及思想学

术之精妙、高人韵士之风雅、地理民族之风貌、民风民俗之奇异，应有尽有，多彩多姿。它

们是巴蜀文化的载体，也是我们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资源。加强对这些文化成果的收集和整

理，是保存文明成果、传承历史文化的需要，也是实现古为今用、重建当代文明的需要。 

编纂《巴蜀全书》，就是要打造巴蜀文化的“四库全书”，为保存和传播巴蜀历代的学术

文化成果，促进当代“蜀学”振兴与巴蜀文化的重建，奠定丰富的文献基础，也为突显和再

造中华文化的辉煌历史贡献力量。 

 

二、总体规模 

收集和整理自先秦迄于晚清民初的历代巴蜀学人撰著或其他作者撰著反映巴蜀历史的

典籍，编纂成大型的巴蜀文献的大型丛书――《巴蜀全书》（含《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巴

蜀文献联合目录》、《巴蜀文献珍本善本》），总共将整理出版 1000余册。 

整个工程将对历史巴蜀文献的存佚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将对 2000 余种巴蜀文献编制联

合目录，对 500 余部、20 余万篇巴蜀文献进行精心校勘、注释和评论，对 100 种巴蜀善本

文献进行考察和再造，总计处理信息约 4.6亿字左右。 

 

三、编纂内容 

《巴蜀全书》拟收录历代籍贯为巴蜀的学人的著述；长期寓居巴蜀的学人的代表著述；

内容为巴蜀历史文化的著述；在巴蜀地区刊刻的代表性文献和版本。拟采取以下形式编纂： 

一是编纂《巴蜀文献精品集萃》。精选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巴蜀文献典籍

的稿本、钞本、刻本等予以点校、注释、疏证，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围绕蜀学发展的脉络，

编纂成包含哲学、历史、文学、宗教、地理、民族、艺术、科技、政治、经济、军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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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丛书，总结 2000 多年巴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历代治蜀的成功经验，提炼巴蜀学人

的智慧和巴蜀儿女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拟编纂 500种。 

二是编制《巴蜀文献联合目录》。以目录方式揭示和反映文献是古籍整理和研究最基本

的方法。著录现存巴蜀文献古籍约 2000余种的书籍名称、作者、卷数、序跋、版本、规格、

图章、收藏单位等项。根据国家古籍数字化标准，建立巴蜀文献古籍数字资源库，以目录方

式反映现存巴蜀文献古籍，既避免了重复再版，大大节约了成本，也有利于社会和公众查询

利用。 

三是再造《巴蜀文献珍本善本》。结合传统修复技艺和现代技术，利用现代印刷手段，

重点修复、影印、出版面临老化、破损、虫蛀和濒危的古籍，抢救巴蜀文化遗产，传承巴蜀

文明。拟编纂 100种左右。 

 

四、进度安排 

《巴蜀全书》计划 10年完成。 

1、2010年启动：作好《巴蜀全书》工程全面开展的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机构建立、

班子组成、整理规划、研究方案、撰稿体例、整理书目、出版方式等，都必须在这一年中制

订好、解决好。并且制做出三个系列的样书（占总量 1%），经讨论通过后，供参加者参考。 

2、2011年:  

①撰写《巴蜀文献联合目录》400种著录，占总任务 20%。 

②出版《巴蜀文献珍本善本》20种再造图书，占总任务 20%。 

3、2012－2015年： 

①四年完成《巴蜀文献精品集萃》校点或注释任务 4800 万字，占总任务 44%，完成出

版 30%。 

②四年撰写《巴蜀文献联合目录》1600种著录，占总任务 80%，加 2011年量完成 100%；

于 2015年出版本《目录》。 

③出版《巴蜀文献珍本善本》80种再造图书，占总任务 80%，加 2011年量完成 100%。 

4、2016年－2020 年： 

①五年完成《巴蜀文献精品集萃》校点或注释任务 6000万字，占总任务 55%，加 2010

年（1%）和 2012－2015年量（44%），校点工作完成 100%。 

②完成《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出版工作 70%，加 2012－2015年量，完成 100%出版任务。 

《巴蜀全书》工程至此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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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办法 

1、编纂组制作“招标书”“重点委托书”，采取全省全国公开招标、特别委托的方式进

行，做到目标明确、责任明确、工期明确、质量标准明确。加强过程管理，对编纂项目责任

人及其所在单位，实行“立项通知”和“项目合同”管理，保证进度，保证质量。 

2、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巴蜀全书》编纂与出版，在统一装帧设计、统一质量标准、统

一进度规划的前提下，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承担编纂出版项目。 

3、组织申报《巴蜀全书》的国家立项和出版资助。 

4、编纂组对各编纂项目进行管理，对各项编纂成果进行统稿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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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开题报告会参加人员名单 
 

一、各级领导 

章玉钧（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 

杨泉明（四川大学党委书记） 

王武龙（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处处长） 

朱丹枫（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  均（四川省社联党组书记） 

李兆权（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 

唐永进（四川省社联党组副书记） 

罗仲平（四川省社联党组副书记） 

李忠昊（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孙先荣（四川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 

杨红梅（四川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 

魏凤琴（四川省社联社会科学成果鉴定中心主任） 

黄  兵（四川省社联规划评奖办主任） 

宋  歌（四川省社联规划评奖办副主任） 

赵昌文（四川大学副校长） 

曹  萍（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 

蒋永穆（四川大学社科处副处长） 

王金友（四川大学社科处副处长） 

龙慧拓（四川大学社科处规划科科长） 

 

二、各位专家 

项 楚(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导、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 

谭继和(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巴蜀文化通史》主编) 

胡昭曦(四川大学教授) 

龙 晦(四川教育学院教授) 

钟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赵振铎(四川大学教授) 



 6 

龙显昭(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张邦炜(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万本根(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四川省巴蜀文化中心副主任) 

林 向(四川大学教授) 

刘 琳(四川大学教授) 

廖名春(清华大学教授、博士) 

毛远明(西南大学教授) 

霍 巍(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博士) 

王嘉陵(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 

李远国(四川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 

郭 齐(四川大学教授) 

彭邦本(四川大学教授、博士) 

李文泽(四川大学教授) 

杨世文(四川大学教授、博士) 

姚乐野(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 

蒋宗许(西南大学教授) 

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历史旅游学院院长) 

王智勇(四川大学教授) 

吴洪泽(四川大学副教授) 



 7 

 

《巴蜀全书》开题报告会议程 
 

时间：2010年 7月 26日 

地点：文科楼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赵昌文 副校长 

 

一、主持人介绍今天到会的领导、专家 

二、领导讲话：9:30－10:10 

1、请四川大学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致辞 

2、请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成果处处长王武龙同志宣读立项通知书并发表讲话 

3、请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同志讲话 

4、请四川省社科联王均书记讲话 

三、合 影：10:15－10:30 

四、开题报告：10:40－11:30 

1、主 持：项 楚教授 

2、报 告：舒大刚教授 

（一）《巴蜀全书》编纂方案 

（二）《巴蜀全书》编纂体例 

（三）《巴蜀全书》初选书目 

（四）《巴蜀全书》样稿 

3、专家评议（一）：11:30－12:00 

五、午 餐：12:10－13:00、红瓦宾馆二楼餐厅 

六、午 休：13:00－14:00 

4、专家评议（二）：14:30－17:30 

5、专家组结论 

6、主持人小结 

 

附：秘书组 

1、王小红（四川大学副教授、博士）：13402859087 

2、张尚英（四川大学讲师、博士）：13668155551 

3、李冬梅（四川大学讲师、博士）：13980818029 

4、霞绍晖（四川大学讲师、硕士）：13699033170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2010年 7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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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 

在《巴蜀全书》开题报告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好！ 

今天，由我校舒大刚教授主持编纂的国家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举行开

题报告会，这不仅是我们四川大学的荣誉，也是我们四川省文化事业的盛举。首先，我代表

四川大学，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莅临本次报告会表示衷心地感谢，也向《巴蜀全书》的编

纂人员获此殊荣表示热烈地祝贺! 

巴蜀之地，风光秀美，文化悠远。它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不仅哺育出

一批又一批杰出的蜀学人物，而且也为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丰富多彩的文献典籍。据不完

全统计，现存巴蜀古文献就达 3000 余种。这些资料涉及面广，举凡政治之兴替、经济之发

展、文化之繁荣、军事之胜负、社会之变革，以及思想学术之奇妙、高人韵士之风雅、地理

民族之风貌、民风民俗之奇异，无不应有尽有，多彩多姿。加强对这些文化成果的收集、整

理和研究，既是抢救巴蜀文化遗产、传承巴蜀古代文明的需要，也是丰富祖国文化宝库、复

兴和建设中华文化的重要课题。 

对巴蜀文献进行调查、研究，一直是历代四川学人追求的梦想。在历史上，许多巴蜀

学人都曾对巴蜀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付出过热情和心血，编纂成各类巴蜀文献的总集、全集或

丛书，如第一部以汇录巴蜀词人作品为主体的《花间集》、地方文章总集《成都文类》、《全

蜀艺文志》，以及以收录巴蜀稀见文献为主要内容的大型丛书《函海》，等等。这些都为巴蜀

文献的编纂、出版做出了重要尝试。但是，这些书籍由于种种局限，远远不是对整个巴蜀古

文献进行的系统收集和整理，也没有编成一部卷帙浩繁、具有集成性质的“巴蜀全书”。二

十世纪初，谢无量先生虽然也曾提出过编纂《蜀藏》的设想，但也因社会动荡而未果。 

我校上承文翁石室之教泽，下继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之传统，具有二千余年古代文化教

育和一百馀年现代科学教育的历史积淀，是教育部属“211 工程”、“985 工程”建设的重点

高校，历史上曾经是“蜀学”的策源地，也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中心。我们在从事儒学文

献整理、编纂《儒藏》的同时，鉴于国家对古籍整理的重视，又燃起整理巴蜀乡邦文献的热

情。以我校舒大刚教授领衔的《巴蜀全书》编纂组通过各种渠道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编

纂《巴蜀全书》，振兴巴蜀文化”的建议和构想，将编纂整理巴蜀文献的课题提到省委、省

府的议事日程。经过多方努力，目前这一愿望已经得到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批准，并进而

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认可，将《巴蜀全书》作为国家、省级双重立项，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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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巴蜀全书》领导小组统一领导，联合全省乃至全国巴蜀文化研究力量，由四川大学具

体组织实施。 

《巴蜀全书》工程计划对巴蜀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收集和系统整理，特别是要对从先秦迄

于晚清民初历代巴蜀学人撰著或其他作者撰著反映巴蜀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进行精心整理

研究，予以重新出版。为此，整个工程将精心整理和重版巴蜀精品文献 600种左右、编制功

能齐全的《巴蜀文献联合目录》、重印 100 余种巴蜀珍本善本文献，以编制《巴蜀文献联合

目录》、编纂《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再造《巴蜀文献珍本善本》三个系列完成对巴蜀文献的

整理和研究，力求为巴蜀文献的保存、传播和研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巴蜀全书》工程计划庞大，任务繁重，不能只局限于一所大学的力量。为了保证质量、

加快速度，特别是达到由文献整理进而推动整个巴蜀文化研究的目标，促进“蜀学”和中华

文化的当代复兴，我们希望借此次报告会以及以后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得到与会诸位领导和专

家的宝贵意见，让我们共襄盛举，一道完成这项大型的文化工程。 

最后，我代表四川大学再次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对我校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并预祝《巴蜀全书》编纂工程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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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处处长王武龙 

在《巴蜀全书》开题报告会上的讲话 

（据录音整理） 

 

巴蜀全书项目是经全国社科规划办建立、报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

的， 这充分体现出了领导小组对该项课题的高度重视，也是对该项目的研究设想、团队的

科研实力的认可。这对四川大学来说是一件大事和喜事。为了优化社科基金，更好地发挥基

金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和促进作用，从去年四月以来，全国社科规划办改进工作思路，

创新管理机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比如设立决策咨询项目和中华学术外语项目，推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受到了社科界的欢迎，但从长远来看，基金的使用仍有很

大的开拓空间。在专题调研的基础上，决定通过设立重大委托项目进一步加大对重大基础项

目的资助，特别是要支持重大文化典籍和特色地域文化典籍类项目，推出代表国家水准的重

大标志性成果。开展巴蜀文化研究意义重大：巴蜀全书的编纂将会为我国古代文明成果的保

存和发扬光大做出重大贡献，这一次对古代文化典籍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编纂可以有效保护巴

蜀地区的文明成果，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了解这一地区的灿烂历史和文化，并使其更好

地为现代文明服务，再现辉煌。巴蜀全书的研究将会吸引国内外更多学者将学术目光聚焦于

巴蜀，从而推动川渝地区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 

对项目实施过程提出几点建议：作为首批重大委托项目之一，理应在项目实施的各方面

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在项目管理上，第一，要坚持正确导向，社会科学研究带有很强的意

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巴蜀全书虽然重在典籍整理，但在史料的选择、甄别方

面，也须谨慎，要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第二，从立项开始，就要把成果的学术质量摆

在第一位，树立精品意识，争取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并引领国际学术前沿。第三，遵守学术

规范，倡导优良学风。第四，加强项目管理，合理使用经费。项目课题组成员来自不同单位，

人数较多，需要责任单位精心组织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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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 

在《巴蜀全书》开题报告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专家，同志们： 

  今天，《巴蜀全书》编纂出版工作正式启动，这是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

发掘和保护我省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推动巴蜀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全

国乃至世界的一件盛事。 

巴蜀地区自古号称“陆海”、“天府”，山川秀丽，物产丰富，英才辈出，对中国乃至全

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古代长江文化的源头，

与齐鲁等区域文化同为祖国文化宝库中最为重要也最为灿烂的组成部分。全面系统地整理研

究和传承创新巴蜀文化，是我们这一代巴蜀儿女的责任。 

四川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文化资源之富在全国非常突出，但由于地域与观念等因素影

响，四川并不是一个文化强省，这极大地影响了实现四川新跨越。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四川

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建设文化强省，在“十一五”规划

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西部文化强省”的目标和任务。因此，编纂出版《巴蜀全书》，保

存巴蜀文明成果，传承巴蜀文化，既是巴蜀学术界、文化界的盛事，又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

观、发展我省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省，实现我省“十一五”规划的重大举措，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编纂出版《巴蜀全书》，从提出设想到立项，再到今天正式启动，得到了诸多领导尤其

是国家社科规划办领导的关心。今天，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处王武龙处长专程来参加这个报

告会，更是体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巴蜀全书》领导小组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巴蜀全书》的筹备过程中，主持单位四川大学为这一项目的规划进行了大量调研和

论证工作，为工程的实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有关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相关单位

的专家、学者踊跃参与，建言献策。在此，我也代表《巴蜀全书》领导小组表示深深的谢意！ 

《巴蜀全书》的编纂出版现在正式启动，要高质量、快速度地完成这项工作，任务非常

艰巨，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在这里，我提出以下建议和要求： 

一、要以开放的、发展的眼光传承和创新巴蜀文化，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巴蜀

全书》的编纂出版，是对历代巴蜀文献的收集、整理、传播和利用，对历代巴蜀儿女创造史

和发明史的研究，更是对巴蜀文化特别是“蜀学”精神的发扬和创新，对优秀的中华传统文

化的弘扬。《巴蜀全书》的编纂必须以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指导思想，结合我省各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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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以创新的眼光继承和弘扬巴蜀文化。巴蜀

文化的整理研究要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既要探明巴蜀文献的数量、存佚、传承和收藏

情况，揭示和反映巴蜀文献的历史和现状；又要再造巴蜀文献中的珍本善本，保护巴蜀文献

中珍稀资源；还要整理研究较有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巴蜀文献，深入挖掘其中的丰富

内涵和思想内容，为当代的各项建设提供参考，促进巴蜀的文明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继承

和发展。 

二、编纂委员会要进一步完善编纂方案、条例与选目，并广泛调动各界力量参与这一工

程。目前，在四川大学的组织实施下，编纂委员会已初步拟定了编纂方案、条例与选目，希

望充分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虚心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之进行完善。《巴蜀全

书》工程计划庞大，任务繁重，不能只局限于一所大学甚至一省的力量。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巴蜀文化也是天下人共有的文化，为了保证质量、加快速度，特别是达到由文献整理进而推

动整个巴蜀文化研究的目标，促进“蜀学”和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热忱欢迎并礼聘全省、

全国乃至海外专家学人进入编纂和研究队伍，恳请大家积极参与，共襄盛举，一道完成这项

大型的文化工程。 

三、要严格遵守各项法规、政策，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巴蜀全书》的编纂出版，

是政府主导的文化建设工程。要严格遵循现行法规、政策，严格规范编辑出版和财务开支等

各方面的管理和运作。 

盛世修书，传承文明；学术复兴，文献先行。我们可以预期，加强巴蜀文献收集、整理

与研究，无疑将给巴蜀文化复兴带来契机，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产生巨大的影响。《巴蜀

全书》作为四川文化强省建设的成果，必将成为四川的一张文化名片名扬四海。 

最后，衷心祝愿《巴蜀全书》的编纂出版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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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巴蜀全书》开题报告 
专家评议意见 

 

2010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30－下午 18：3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

书》在四川大学举行开题报告会，项目负责人舒大刚同志作了开题报告，对《巴蜀全书》的

编纂规划、体例、选目、进度等，进行了系统汇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四川

大学、四川省社科院、西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四川省图

书馆、四川省教育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以及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社科联、四川大学等管理单位的负责人，共 40 余人，对开题报告的

内容进行了审议。经过全天的审察和修改，原则通过了《巴蜀全书》研究计划和方案，形成

评议如下： 

一、《巴蜀全书》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巴蜀地区自古英才辈出，对中国乃至全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巴蜀历代学

人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学术文化，也留下了汗牛充栋、丰富多彩的文献典籍。这些文

献，既是历代巴蜀学人的智慧结晶，也是巴蜀悠久文化的历史记录。 

对巴蜀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全面研究，一直是历代学人的共同愿望。从五代时的刘赞，

到南宋时的袁说友、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李调元、民国时的谢无量，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四

川当代学人，都有整理巴蜀文献的设想和实践，但都没有能够将巴蜀文献编纂成一套大型丛

书。今天，在多位专家的努力下，在四川省委和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的支持下，《巴蜀全书》

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了，具有弥补历史缺典、重塑文化丰碑的重大意义。 

作为历代学人的圆梦工程，《巴蜀全书》旨在对巴蜀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收集和系统整

理，这既是抢救、保护和传承巴蜀古典文明的基础性研究，也是建设和重构当代川渝文化的

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探讨，是历史继承和现代建设相结合的表现，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都很重要。 

 

二、《报告》提出的编纂方案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可行性 

开题报告设计了《巴蜀全书》的三种编纂形式，即《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巴蜀文献联

合目录》、《巴蜀文献珍本善本》再造。具体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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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蜀文献精品集萃》中，计划精选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巴蜀文献典籍

（特别是未经出版的稿本、钞本），予以点校，或注释、疏证和新编，这符合古籍整理规范

及现代学术要求。同时又能从哲学、历史、文学、宗教、地理、民族、艺术、科技、政治、

经济、军事等多个角度，总结数千年巴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历代治蜀的成功经验，提炼巴

蜀学人的智慧和巴蜀儿女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有利于传承文明，达到古为今用和推陈出

新的目的。 

其次，《巴蜀文献联合目录》，将在对巴蜀历代文献全面调查，探明其存佚、版本和馆藏

等情况的基础上，编制《联合目录》。将对约 2000种文献进行重点著录，揭示古籍之名称卷

帙、作者生平、成书时间、版本流传、内容梗概、收藏馆存等项。这个计划具有极大的包容

性和实用性，是对历代巴蜀文献的一次大阅礼、大盘底。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巴蜀文献古籍数

字资源库，既避免重复再版，大大节省成本，又有利于社会和公众查询，方便实用，合乎实

际。 

其三，“《巴蜀文献珍本善本》再造”系列，将结合传统修复技艺和现代技术，利用现代

印刷手段，重点修复、影印、出版面临老化、破损、虫蛀和濒危的古籍，这既是对巴蜀传统

文化的继承，也是对历史悠久的“蜀本”古籍的全面推广。具有古籍重点保护、广泛传播和

积极利用的多重价值。 

总之，三个系统的计划全面系统，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既可探明巴蜀文献的数量、存

佚、传承和收藏情况，揭示和反映巴蜀文献的历史和现状；又可再造巴蜀文献中的珍本善本，

保护巴蜀文献珍稀资源；还能整理研究较有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巴蜀文献，深入挖掘

其中的丰富内涵和思想内容，为当代的各项建设提供参考，促进巴蜀的文明成果在全国乃至

世界范围内得到继承和发展。 

同时，为实现上述三个系列的编纂计划，开题报告还制订了《巴蜀全书编纂方案》、《巴

蜀全书编纂条例》，对标点、校勘、注释和疏证的体例进行了统一和规范。编制了《巴蜀全

书整理书目》，初步选定了精品集萃、善本再造的整理书目。还制订了《巴蜀全书》编纂出

版的进度和计划，提交了《巴蜀全书》校点和校注的样稿。这些都做得具体认真，科学可行，

为《巴蜀全书》整个工程的全面实施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三、需要改进和补充的几点建议 

《巴蜀全书》是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牵涉面太宽、学术难题也很多。为进一步完善编

纂计划，确保《巴蜀全书》顺利进行，审察小组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1.由于时代跨度太大，巴蜀文献存佚情况不明，今人的研究还不充分。《巴蜀文献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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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立志对历代巴蜀文献的数量、存佚、版本、馆藏以及作者、内容都进行揭示，显然任

务太重，头绪太多，不仅须耗时日，而且内容太过庞杂，使用不太方便。建议在全面普查和

研究巴蜀文献的基础上，分步骤编撰出《存佚目录》、《版本目录》、《馆藏目录》、《总目提要》

等系列专题，各有分工，互相配合，整体完成对巴蜀文献的调查和著录。 

2.《巴蜀文献精品集萃》虽名为“精品集萃”，但许多选目实为史料，它们固然是研究

巴蜀文化的重要资料，但从学术史、版本学上看并不一定都是“精品”。建议慎用“精品”

“集萃”等字样，考虑使用“集成”、“丛书”或“类纂”等中性词汇，从而达到存古鉴今、

兼容并包的目的。 

3.再造《巴蜀文献珍本善本》，不能只限于巴蜀地区收藏的“善本”，应以巴蜀地区收藏

的珍稀版本为基础，尽量搜寻国内外珍本善本予以再造和研究。 

4．《巴蜀全书》的名称，重在一个“全”字。建议在目前列入整理和再造的 500余种古

籍基础上，通过目录方式最大限度地反映巴蜀文献的历史和现状，编撰真正齐全的《巴蜀文

献总目》。同时，运用现代技术，将现存的各类巴蜀文献尽量予以收录，切实做好《巴蜀文

献全文数据库》，以供阅读和使用。 

 

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原则上通过本《开题报告》提出的各项计划和方案。同时希望课题

组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以便形成更切合实际、操作性更强、

也更科学实用的实施方案，确保将《巴蜀全书》“编出水平，编成精品”！ 

 

2010年 7月 26日 

 

评议专家 

1、项 楚(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导、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带

头人) 

2、章玉钧(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巴蜀文化通史》主编) 

3、谭继和(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巴蜀文化通史》主编) 

4、胡昭曦(四川大学教授) 

5、龙 晦(四川教育学院教授) 

6、钟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7、龙显昭(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8、赵振铎(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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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本根(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四川省巴蜀文化中心副主任) 

10、林 向(四川大学教授) 

11、刘 琳(四川大学教授) 

12、张邦炜(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13、廖名春(清华大学教授、博士) 

14、毛远明(西南大学教授) 

15、霍 巍(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博士) 

16、郭 齐(四川大学教授) 

17、彭邦本(四川大学教授、博士) 

18、李文泽(四川大学教授) 

19、杨世文(四川大学教授、博士) 

20、姚乐野(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 

21、蒋宗许(西南大学教授) 

22、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历史旅游学院院长) 

23、王智勇(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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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巴蜀全书》开题报告会媒体报道 

 

四川大学新闻网->首页->川大新闻 

 

我校举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开题报告会 

 

2010-07-28 12:41 

 

[本站讯]7 月 26 日上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开题报告会在我校

文科楼二楼会议室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成果处处长王武

龙、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四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王均、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章玉

均、我校副校长赵昌文出席了课题报告会。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专家组成员赵振铎以及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

社科联、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院校、

部门的其他专家教授，学校党办、宣传部、社科处、图书馆、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所）等部

门有关负责人参加了开题报告会。报告会由副校长赵昌文教授主持。 

开题报告会上，杨泉明书记代表学校致辞。他首先向出席报告会的领导和专家表示欢迎

并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向我校舒大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

举行开题报告会表示祝贺。杨泉明书记表示，《巴蜀全书》获批为国家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

目既是四川大学的荣誉，也是四川省文化事业的盛举。加强巴蜀文化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对抢救巴蜀文化遗产、传承巴蜀古代文明，丰富祖国文化宝库、复兴和建设中华文化有着重

要意义。对巴蜀文献进行调查、研究，一直是历代四川学人追求的梦想，四川大学在历史上

曾是“蜀学”的策源地，也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中心。我校在从事儒学文献整理、编篡《儒

藏》的同时，又担起整理巴蜀文献的重任，我校此次的《巴蜀全书》工程将为巴蜀文献的搜

集、整理、研究、保存和传播做出应有的贡献。杨泉明书记指出，《巴蜀全书》计划庞大，

任务繁重，要求高，希望借此报告会以及以后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得到与会诸位领导和专家的

宝贵意见和大力支持，共襄盛举，圆满完成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成果处处长王武龙在致辞中首先祝贺四川大学《巴蜀全书》项目获

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并宣读了立项通知书。王武龙介绍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设立的背景，强调了《巴蜀全书》的重大意义。他希望项目组保持精品意识，保证成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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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国家水准；恪守学术规范，加强项目管理，力求出精品，大力推动巴蜀文化的大发展大

繁荣。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同志在报告会上致辞。朱丹枫表示，四川大学主持的《巴蜀全

书》项目既是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也是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和推动巴蜀优秀传统文化

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盛事。希望项目组以开放的、发展的眼光传承和创新巴蜀文化，坚持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一步完善编篡方案、条例与选目，并广泛调动各界力量参与，确保

项目出精品出特色。 

省社科联书记王均同志在会上表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有

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一个操作性、实践性、导向性很强的项目。国家和省政府

很重视这项工程，省社科联也将全力支持，希望课题组的高水平高质量成果早日面世。 

开题报告会上，我校《巴蜀全书》项目首席专家舒大刚教授从《巴蜀全书》编篡方案、

编篡体例、初选书目、全书样稿等方面作了专题汇报。与会专家对课题组的研究方案进行了

讨论，深化了对《巴蜀全书》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认识，肯定了《巴蜀全书》项目组扎实的前

期工作，并从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重点和难点、研究成果评价、研究成果应用等层面展开

了讨论，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网址：http://www.scu.edu.cn/news/cdxw/webinfo/2010/07/1278637686044987.htm） 

 

《巴蜀全书》的开题报告会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多家媒体对该报告会进行了报道：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2010-08-15 10:31:21 ，网址： 

http://www.sinoss.net/2010/0815/24848.html 

四川社会科学在线，2010-8-20，网址： 

http://www.sss.net.cn/ReadNews.asp?NewsID=30324&BigClassID=8&SmallClassID=55&SpecialID=0&bel

ong=sky   

儒藏网，2010-07-27，网址：http://gj.scu.edu.cn/news/xiaoxi/12809003771298.html 

 

 

 

 

 

 

http://www.scu.edu.cn/news/cdxw/webinfo/2010/07/12786376860449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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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6月 4-10日，国际儒学联合会、台湾中华孔孟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

学交流研讨会”在台北举行。我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应邀赴会，作《拟圣仿经：唐代模仿

〈孝经〉之作概观》学术报告。 

 

■ ——7月 7日，我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编纂〈巴蜀全书〉，

弘扬“蜀学”精神》（《光明日报》2010年 7月 7日第 12版）。 

 

■ ——7月 20-24日，“海峡两岸郑玄与经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高密举行。我院院长舒大

刚教授应邀出席，并发表《迷雾浓云：〈孝经郑注〉真伪诸说平议》学术论文。 

 

■ ——7月 26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开题报告在我校举行，国家社

科规划办、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以及学校多位领导莅临，50馀位专家教授对院长舒大

刚所作的《开题报告》进行了认真评议和审理。 

 

■ ——2010 年 8 月 19-21 日，“中国十至十三世纪历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

第十四届年会在武汉举行，我院副院长尹波副教授应邀出席，并发表《文天祥与江万里

兄弟交游考》学术论文。 

 

■ ——9月 16日，德国著名学者、波恩大学教授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访问我院，

接受“国际儒学网”专访，并被聘为我院荣誉教授。 

 

■ ——9 月 17 日，由我院主办的“儒藏论坛”系列学术讲座第 67 讲在研究生院 1-204 举行。

题目为“德国儒学研究——从德国汉学研究看孔子与宗教的问题”，则德国著名学者沃尔夫

冈·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主讲。 

 

■ ——10 月 12 日，我校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签署“联合建设‘国际儒学网’的协议”，我院接

受委托具体实施这项工作，该网站将建成国际儒联门户网站和国际儒学交流平台。 

 

■ ——10 月 18 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与出版部副主任孙秀峰、《儒风大家》编辑吕玉峰来

我院访问，就《中国儒学年鉴》的改版问题听取了我院教师意见。《儒风大家》杂志还就《儒

藏》编纂的许多问题对《儒藏》课题组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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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2－24 日，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汉唐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研讨会”

在西安举行，我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应邀出席，提交《移风易俗：两汉“孝治天下”国策

述论》论文。 

 

■ ——10 月 28 日，“中国古城文化与区域发展高峰论坛——纪念绍兴建城 2500 年学术研

讨会”在绍兴召开，我院副院长尹波副教授应邀赴会，发表《水·桥·池·园·山——

陆游笔下的成都与绍兴》论文。 

 

■ ——10 月 29 日，我院教授王智勇先生申报的“类编宋代诏令全集”课题，获四川省哲学社

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项目立项。 

 

■ ——10 月，由我院 10 馀位研究人员合力完成的《中国儒学通案》第十种《清儒学案》

10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主编为我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副院长杨世文教授，本

次出版的《清儒学案》校点者还有本院研究人员王智勇、李文泽、刁忠民等教授，以及

校外的邱进之、金生杨教授。 

同时，由我院发起并主持的《20 世纪儒学大师文库》首批 10 种，顺利出版了 8 种

10 册。该计划预计出版 50馀种，可视为《儒藏》的续编。 

是月，我院青年教师张尚英申报的“20 世纪《春秋》学史”，获得教育部社科基金

立项。 

 

■ ——11 月 2－4 日，“纪念鹤山书院成立 860 周年暨魏了翁思想国际学术研究计会”在四

川蒲江举行，我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副院长杨世文教授、尹波副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分

别提交《从鹤山书院富于典藏，看历代巴蜀学人的藏书传统》、《从〈周礼折衷〉看魏了

翁的经典观》、《鹤山集校点前言》的交流论文。 

 

■ ——11 月 5 日至 8 日，“纪念叶适诞辰 86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瑞安举行，我院院

长舒大刚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发表《孝悌与功利：谈谈叶适的孝道观念》学术论文。 

 

■ ——11月25日～28日，“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在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举

行，我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应邀出席，发表《明代重申“孝悌”与〈孝经〉之普及》学术

论文。 

 

■ ——11月，我院多位教授和博士承担撰稿、院长舒大刚教授负责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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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儒家文献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儒学文献通论》，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立项，即

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12月18-24日，吉林大学教授吕文郁教授应邀来我校举行“先秦诸子十讲”系列学术

讲座。 

 

■ ——12月24日上午，著名经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林庆彰教

授，应邀来我校作“论中国经学的特质”学术报告。 

 

■ ——12月28日上午，中国孔子基金会第五届三次理事会在济南召开，我院院长舒大刚当

选为理事，成为基金会18位理事之一。下午，《中国儒学年鉴》10周年座谈暨编辑会议在

济南召开，我院院长舒大刚、副院长杨世文教授出席，《年鉴》编辑部委托我院负责《年

鉴》“经学研究”、“儒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儒学大事记”三个栏目撰稿。 

 

■ ——12月，由本院编纂、郭齐、舒大刚主编的《儒藏》史部《学校史志》68册，全部交

付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