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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2011 年工作总结暨 2012 年工作要点 
 

 

一、2011年工作总结 

 

本年度，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四川大学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院同仁

的努力，各方面工作都有序地开展，超额完成了本年度的工作计划。现将本年度工作总结如

下： 

 

(一)儒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1、《儒藏》史部编纂出版接近尾声 

2011年，我们主要进行《儒藏》史部的两部分，即“礼乐”与“杂史”类的编纂工作，

预计 2012年出版，共 80册，从而完成整个《儒藏》史部的编纂，届时史部将完成出版任务

328 册。 

 

2、网络《儒藏》编纂工作完成过半 

网络《儒藏》主要是实现《儒藏》的数字化、现代化。这一工作现已完成经部、论部约

40万页的数字化排版制作、校对，占整个经部、论部的三分之二。 

 

3、成功申报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 

为了更好地研究传统文化，推动儒学研究在四川的进一步发展，促进蜀学的复兴和重建，

我们以既有的学术积淀、团队优势和社会资源，成功申报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儒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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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以“儒学与传统文化”、“儒学与当代文化建设”、“巴蜀儒学与文献研究”为主要

方向，将致力于儒学学科建设、儒学文献整理、儒学历史研究、蜀学现代重建、儒学普及等

方面，承担全省性规划招标和组织实施的任务。 

 

4、出版了一批有质量的儒学研究成果 

本年度本院共出版专著 14 种、发表学术论文 50 篇，其中重要的儒学著作有： 

（1）彭华著《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48 万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 

（2）吴洪泽著《吴之英评传》（与吴洪武等合作），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10 月。 

（3）王小红编《章太炎儒学论集》（上下册，130 万字），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5

月。 

（4）王小红著《宋代〈禹贡〉学研究》（37 万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 

（5）张尚英著《宋代〈春秋〉学专题研究》（29 万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 

（6）李冬梅著《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30 万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 

（7）郭齐《二程文选译》，凤凰出版社 2011 年 5 月。 

 

(二)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 

以《全宋文》编纂为契机，我单位形成了宋代文献整理和宋代文化研究的特色，目前已

经成为我们的学术传统和优势，是我们一贯坚持的重点研究方向。2011 年，编辑出版了连

续论文集《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九辑，收录中外文章 20 余篇。在文献整理方面，继续完成

《类编宋大诏令集》（1500 万字）、《全宋文篇目分类索引》、《宋会要辑稿》（1300 万字）等

中型项目，预计 2012 年内可以完成。 

在《儒藏》和《巴蜀全书》编纂中，宋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占了相当的比重，使我们

的宋代文献整理和宋代文化研究特色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三)巴蜀文献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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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我院积极参与文化强省项目，领衔的《巴蜀全书》编

纂工作已从规划阶段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本年度，进一步修改了编纂方案、整理书目，还完

善了编纂机构的组织、人员和工作程序。2011年 7月 29日，召开了《巴蜀全书》编纂领导

小组会议，标志着《巴蜀全书》编纂出版工程由初期的规划、筹备阶段正式转入全面实施和

大力推动的新阶段。特别是为了《巴蜀全书》的编纂和巴蜀文化建设，在《光明日报》理论

版上连续刊发了系列文章。 

目前，《苏过诗文编年笺注》（60余万字）已完稿送交中华书局出版，《廖平全集》（600

余万字）基本完成，已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其他如《巴蜀文献通考》、《现存巴

蜀文献版本目录》、《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宋代蜀文辑存校补》、《两苏经解》、《张栻全

集编年校注》、《魏了翁集》整理等子项目也进展顺利。下一步是积极争取四川省经费到位，

以便更加系统地开展此项研究。 

 

(四)研究生的培养 

目前有在读中国儒学与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 18人、博士研究生 17人、博士后 6人，

毕业硕士 5人、博士 3人。学生学习努力，科研积极，许多人都参与了《儒藏》、《巴蜀全书》

等科研项目工作。 

已毕业的 5名硕士中，有 3人获得四川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2人获得国际儒联所

设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金”。目前全部就业，就业率百分之百。 

 

(五)学术交流和学术论坛 

1、学术交流 

克服偏远闭塞状况，加强学术交流，是我们历来重视的一项工作。本年度我院先后派出

7 人 14 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邀请外来专家 8 人次，加强了不同领域或不同学术风格

的理念互动。 

 

2、《儒藏》学术系列讲座 

“《儒藏》学术系列讲座”2011年继续举办讲座 9场，邀请专家 8人，如台湾东吴大学黄

兆强、廖伯源，台湾东华大学黄汉光，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清华大学廖名春，吉林大学陈恩

林，辽宁师范大学常金仓，浙江社科院吴光等教授，先后莅临我院，进行访问和讲学。 

 

3、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论坛 

2011年 6月 2日，四川大学与《光明日报》社共同举办了“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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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我院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成为重要议题。首席专家舒大刚

教授主持了学术报告会，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章玉钧先生，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先生、林向

先生，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先生，西南大学教授蓝勇先生，四

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万本根先生，分别以《培根延脉固本，推进文化强省》、《蜀学与中华学

术文化》、《“巴蜀文化区”的“水库效应”》、《神奇、神秘、神妙：巴蜀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

特征》、《巴蜀休闲风尚历史考》、《让巴蜀文化尽快长入创意经济之中》为题，作了精彩的学

术演讲。《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了“巴蜀文化”专题文章，《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

科学报》相继发表了长篇报道。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网”就巴蜀文化和巴蜀文献，专题采访了我校教授胡昭曦、粟品

孝、舒大刚等先生，采访录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巴蜀史志》上发表。 

 

二、2012年工作要点 

 

2012年度，我院将要开展和完成的任务主要有： 

(一)科学研究方面 

1、纸质本《儒藏》史部的编纂工作，争取完成《儒家礼乐》、《儒林杂史》两个部

分，共约 80 册的编校和出版，届时整个史部将全部出版完毕。 

2、积极推动《巴蜀全书》编纂工程，首先是于上半年认真迎接国家重大项目（两年

为期）的中期检查工作，争取国家继续支持；其次是积极促进四川省项目的经费投入，

在目前的规划基础上进行公开招标和组织实施；其三是促成《廖平全集》的正式出版。 

3、完成舒大刚等著《儒学文献通论》的出版工作。 

4、完成宋代文献史料整理工程《宋会要辑稿》（1300 万字）终审工作，完整地交付

出版社审稿出版。 

5、编辑和出版《宋代文化研究》第 20 辑、《儒藏论坛》第 7 期、《经学年报》创刊

号。 

6、认真组织好儒家经典通释系列——《六书十三经通释》，该项目目前由海南民丰

公司给予前期经费 20 万元资助，已经全面启动，预计 3年内完成。目前已经有三种书完

稿。 

其他上年结转的项目还有《中国儒学通案》，已经出版最大的 1 种《清儒学案》，其

余 9种出版稍显滞后，本年度要大力争取出版 1到 2种。 

《类编宋大诏令集》（1500 万字）终审、《全宋文篇目分类索引》结项、《金景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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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400余万字）编纂整理，等等。 

 

(二)人才培养方面 

一是招收中国儒学硕士生、博士生共 10名左右。 

二是改革“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评奖办法。第一，扩大评选范围，从原来只面向四川

大学师生，扩大到面向整个四川（甚至重庆）从事儒学教学和研究的师生，使更多的人投身

到儒学研究和教学中来；第二，扩大评选名额，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番；第三，增加单项奖，

特别是优秀成果奖、优秀论文奖、优秀普及奖和学科建设奖。 

三是加强儒学学科建设，编撰“中国儒学”系列教材和普及读物 3－5种。 

 

(三)学术活动方面 

1、启动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的规划和招标工作。围绕

儒学研究、儒学学科建设、儒学人才培养、儒学普及等四个方面，进行认真规划，发布课题

招标，委托专项研究。 

2、协助国际儒联，承办好 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做到周密、周到细致、服

务热情，力争圆满完成研讨活动。 

3、继续组织“《儒藏》学术系列讲座”，预计邀请 5－8人开设讲座。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2012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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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儒学研究中心简介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于 2011年 11月挂牌成立。主要依托

于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四川大学联合共建的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整

合并优化了国内外尤其是四川省内文、史、哲等学科的研究力量，是一个集儒学研究、儒学

普及、蜀学振兴和儒学文化开发等功能于一体的学术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负责全省的儒

学研究与普及的规划、招标和组织实施，促进全省乃至西南地区儒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儒学

文化产业的推广。尤其要弘扬巴蜀儒学，推动儒学研究在四川的进一步发展，推动蜀学在中

华文化复兴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心的宗旨是：整理古典文献，研究儒家思想，振兴巴蜀学术，服务当代社会。 

中心现设有经学与中华文化研究、儒学与当代社会研究、蜀学与巴蜀文献研究三个研究

方向。中心现由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任主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万本根、四川大学教授粟

品孝、四川大学副教授王小红任副主任。中心还聘请全国各地同行专家组建了学术委员会，

由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担任荣誉主任、四川大学教授郭齐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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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 

人员组成的决定 

 

 

根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和《儒学研

究中心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报请学校批准，聘请以下人员作为

儒学研究中心机构成员，聘期三年。 

 
 

主任 

舒大刚    四川大学教授 

 

副主任 

万本根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粟品孝    四川大学教授 

王小红    四川大学副教授 

 

 

                                     儒学研究中心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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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按照《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和《儒学研究中心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并报请学校批准，特聘请以下教授作为儒学研究中心学术

委员会委员，聘期三年。 

 

荣誉主任 

胡昭曦  四川大学教授 

 

主任 

郭 齐  四川大学教授 

 

副主任 

蔡方鹿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杨世文  四川大学教授 

 

委员 

廖名春  清华大学教授 

舒大刚  四川大学教授 

徐难于  西南大学教授 

唐晓勇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尹  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编审 

吕  健  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 

刘亚忠  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金生杨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儒学研究中心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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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 2012 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儒学研究中心项目的公告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办公地设在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

究院)《2012年度课题指南》，经儒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同意，即日公开发布。现将项目

申报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下称“本基地”)2012 年度

课题立项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中国儒学学科建设和儒学思想普及，注

重中国儒学尤其是蜀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和重要蜀学人物的研究，弘扬巴蜀优秀传统文化，服

务文化强省战略，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繁荣人文社会科学。 

二、本基地课题拟分“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三种类型。“重

点项目”每年 3项，每项经费 5万元左右，系基地规划招标项目，旨在进行比较重大、系统

的课题研究，力求打造精品成果和传世之作；应具有较深的理论性、原创性和总结性，能够

反映中国儒学(或蜀学)研究的前沿状况，代表最新的研究水平。“一般项目”每年 10项，

经费每项 1万元左右，着重进行儒学专题研究和儒学普及，提倡学术自由，促进学术为社会

服务，体现儒学的学术价值和经世价值；应具有专门性、学术性或应用性和现实性，为学术

繁荣、文化重建、移风易俗，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参考。“后期资助项目”每年 5项，每项

1.5 万元左右，此类项目应是申请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获；高

质量的优秀儒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亦欢迎在论文答辩三年后申报。 

三、鼓励有丰富前期研究成果的研究人员申报基地项目；研究人员带项目与经费进入“儒

学研究中心”立项，“儒学研究中心”给予经费补贴。 

四、按照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凡申报批准为本基地项目的，均与

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同等对待；凡有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及本基地项目尚未结题者

不得申报；申请者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若不具有此项要求者，须有两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 

五、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性，严格评审纪律，在评审会召开之前，任何单位或个人均

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评审专家，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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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 2012年度课题指南》所列

条目，旨在大致确定 2012年度中国儒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和范围，为申报者提供研究参考。

申报者可以根据自身研究实力、研究基础等情况自行设计具体题目，鼓励集体攻关课题和围

绕中国儒学学科建设和儒学普及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 

七、本基地一般项目不限其最终成果形式，重点项目最终成果一般要求为专著，成果发

表或出版均须注明“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规划项目”。结项时，

成果形式为论文者，一般项目须提交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篇，其中至少 1篇 C刊；

重点项目提交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篇，其中至少 2篇 C刊或一篇 B刊；后期资助项

目须提交出版社出版证明或正式出版物；如果在研期间同一或相近选题获得教育部或国家级

立项者，可申请免于验收审察。其他具体要求详见每年立项通知。 

八、本年度受理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 2012年 4月 30日截止。申报单位须于截止日期前

将审查合格的申请书(每项一式 3份，其中 1份原件，2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电子文

档及项目负责人详细联系方式报送本基地，逾期不再受理。 

九、项目申报需要的各种材料(包括课题指南、申请书)请从四川省儒学研究中心网站下

载(网址：www.rxyjzx.com 或 http://edu.rxyjzx.com)。本公告及有关材料同时在“四川社

会科学在线”和“四川大学社科处”网站上发布，欢迎访问、查询、下载。 

十、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 29号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四川省儒学研

究中心  邮编：610064 

办公电话：028-85412427； 

E-mail：shudagang@scu.edu.cn，rxr2011@126.com 

联系人：舒大刚  王小红 

 

附件 1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 2012 年度课题指南 

 

                

 

                          儒学研究中心 

     

二○一二年三月一日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http://www.rxyjzx.com/�
mailto:shudagang@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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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 

2012 年度课题指南 

 

1、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1)中国儒学学科发展史研究 

(2)中国儒学流派史研究 

(3)儒家专经文献研究史 

(4)国学文献研究 

(5)儒学文献发展史研究 

(6)易学编年史 

 

2、儒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 

 (1)当代中国的儒学复兴研究 

(2)儒学教育与普及研究 

(3)儒学与和谐社会 

(4)儒家孝悌文化研究 

(5)儒学社区建设研究 

 

3、巴蜀儒学与文献研究 

(1)巴蜀学派研究与学案编撰 

(2)巴蜀文献整理与研究 

(3)蜀学人物研究 

 (4)蜀学名著研究 

(5)巴蜀世家研究 

 

4、青城国学系列 

(1)《周礼郑注》整理与研究 

(2)《仪礼郑注》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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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礼记郑注》整理与研究 

 (4)李光地《古乐经传》整理与研究 

(5)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整理与研究 

(6)赵歧《孟子章句》整理与研究 

(7) 杨倞注《荀子》整理与研究 

(8) 韦昭《国语解》整理与研究 

 

说明：课题申报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实际，另拟题目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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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献通论》出版 

 

舒大刚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3月出版。16开，上、中、下精装三册。 

全书共 250余万字，是目前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儒学文献的专著。全书共分“概论”、

“经学文献”、“儒论文献”、“儒史文献”等四编，分别对儒学文献的源流、概况以

及经学、儒论、儒史各类文献之流变、内容、数量与分布，进行了考察研究，还对其中

重要文献进行了专项述评。 

第一编“儒学文献的源与流”，对历代儒学文献总体面貌进行了概述。共分 4 章，

第一章《先秦儒家及早期儒学文献》，考述儒家诞生及儒学文献的早期情态；第二章“儒

学的发展与分期”，概述中国儒学发展的四种形态（子学、经学、理学、新学）和八个

时期；第三、四两章“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流变”，对整个儒学文献进行了历时性考述，

特别是对各个时期儒学新文献的产生进行了重点揭示。第五章“儒学文献的研究与分类”，

回顾和论述了历代学人整理和研究儒学文献的状况，并提出了儒学文献新的分类设想。 

第二编《经学文献》，对儒家阐释研究经典的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和评述。本编共分

17 章，第一章《“十三经”与“经部”文献》，追述了“经”“传”“说”“记”等儒

学文献的含义及其功能，厘清了从“六经”到“十三经”的形成过程，也讨论了日益丰

富的经学文献之类型。其下各章按儒家“十三经”和“四书”等分类，专题介绍各经文

献的发展和流变，依次为“《易》学文献”、“《尚书》文献”、“《诗经》文献”、

“《周礼》文献”、“《仪礼》文献”、“《礼记》文献”、“《三礼》总类”、“《乐

经》文献”、“《春秋》文献”（下分《春秋》、《左传》、《公羊》、《谷梁》和《三

传》总类）、“《孝经》文献”、“《四书》文献”、“《尔雅》文献”、“谶纬文献”、

“群经总义文献”、“儒家石经文献”、“出土儒学文献”等。对各经各类文献，皆考

其渊源，明其流变，审其类型，计其多寡，揭其分布；每类还评其要籍，详其优劣。 

第三编“儒论文献”，是关于儒家理论文献亦即子学著作的研究。本编共分 7 章，

第一、二章考察了儒论文献的发生、发展及其类型与分布，以下各章按“儒家文献”、

“性理文献”、“政论文献”、“礼教文献”以及“杂论文献”，分别概述。每类文献，

都进行了寻源溯流式探讨，对其产生、衍变、流传、分布，进行较全面的探索。对各类

文献，还择其精要者，进行个案研究，揭示其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 

第四编“儒史文献”，是关于儒学历史资料的研究。本编共分 8 章，首先在第一章

追述了儒学史文献在历史上的发生和发展情况，然后分“孔孟史志”、“学案源流”、

“教育科举”、“正史儒传”、“名儒年谱”、“儒林别传”、“礼乐制度”等章节，

分别对各类文献的内容和结构、体系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也对其中特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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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儒学史料，进行了系统评说和导读。 

以上四编，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完成对历史上儒学文献的系统调查、分类著

录以及综合概述和个案研究，为儒学文献著录体系的建立、儒学资料的分类研究、儒家

思想与学术的专题探讨，提供了有益参考，基本完成“儒学文献学”、“儒学目录学”

与“儒学史料学”等三大任务。 

本书由舒大刚主编，杨世文、李冬梅、王小红、张尚英副主编；舒大刚、金生杨、

王小红、张尚英、李冬梅、夏微、潘斌、田君、刘平中、詹勇、霞绍晖、李东峰、汪舒

旋、彭华、李梅、杨世文合著。2005年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10年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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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2011 年 12 月，我院组织的“《儒藏》论丛”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王小红

《宋代〈禹贡〉学研究》、张尚英《宋代〈春秋〉学专题研究》、李冬梅《宋代〈诗经〉学

专题研究》、夏微《〈周礼订义〉研究》、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刘兴淑《学案体

研究》、马泓波《宋代家法族规研究——儒家理想中的家庭秩序》7种系四川大学近年培养

的儒学博士和博士后的论文和报告，《阴阳五行研究》则是我院彭华教授的著作。该论丛的

出版反映了我院近年来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状况。 

 

■ ——2011 年 12 月底，由本院编纂的《宋代文化研究》第 19辑，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 ——2012 年 1 月 11 日，香港、澳门“21 世纪儒学教育之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大学

召开。本次会议由国际儒学联合会、澳门中西创新学院、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共

同主办，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协办。本次会议以儒学与教育的关系为重点，着重讨论以儒

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澳门地区的影响力；探讨儒学教育思想如何与当代学

校教育实际相结合；交流香港、澳门地区与内地儒学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方面的经

验和信息。来自内地和香港、澳门地区的 60 名学者以“21世纪儒学教育之发展”为总

题，围绕“儒学与当代学校教育”、“中华美德与公民道德建设”、“儒家思想与民族

精神”、“儒家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四个子题展开研讨。我院舒大刚教授应邀出席了

会议。 

 

■ ——2012 年 2 月，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结果公布，我院彭

华教授的“会通与建设：贺麟文化思想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资助。 

 

■ ——2012 年 2 月 24 日至 27 日，我院舒大刚教授、尹波教授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

邀请，赴台调查巴蜀文献资料，期间与“中研院”文哲所戴琏璋、钟彩钧、林庆彰、陈

鸿森、蒋秋华、杨晋龙等先生座谈，还考查了四川同乡会所藏图书，双方就这批图书的

开发利用达成了初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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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3月，我院舒大刚教授、杨世文教授、李冬梅博士、王小红博士、张尚英博

士等共同完成的《儒学文献通论》（三卷本）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获得 201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该书全面评述了

中国儒学文献的历史和现状，对儒学文献的发生、发展和流变，现存状况，数量和类别，

以及儒家经学、子学和史学各类中的重要著述，进行了研究和阐述。既具有开创性和总

结性，也具有工具性和实用性，对从事中国儒学研究、 哲学研究、文献学研究具有广泛

的应用价值。 

 

■——2012年３月１日至７日，第一届“中国老子文化节”暨西安楼观道教文化区落成仪

式，在西安市周至县楼观古镇举行。本届文化节举行一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包括老子思

想与和谐社会建设学术会议、老子像落成典礼、道教文化区落成典礼暨正山门揭幕仪式

等，旨在传承中华文明，挖掘旅游文化资源，将老子文化研究探索推向一个新阶段。我

院舒大刚教授应邀参加会议，进行学术交流。 

 

■——2012 年 3月 23 日，我院全体教师与部分学生在儒学院大门前举行了植树活动，践行

了儒家的生态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