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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2012 年工作总结 
 

2012 年度，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四川大学

的大力支持下，在全院同仁的团结努力下，科研工作、人才建设、学术交流、学术平台建设

等工作得到了有序、高效的开展，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超预期地完成了本年度工作计划。

现将本年度工作总结如下： 

 

（一）儒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1、《儒藏》史部编纂出版继续推进 

2012年度《儒藏》编纂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成稿 20册，已交出版社。预计明年将出版 80

册，从而完成《儒藏》史部的编纂。 

积极推进整套《儒藏》编纂：在“网络《儒藏》”编纂的基础上，加紧校对、审稿和分

类，目前收书约 5000 余种的大型网络版《儒藏》已经基本排版完毕。 

2、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首批项目申报及评审工作完成 

依托我院建设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2012 年开展了首批

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工作。经评审专家通讯评审、现场会议评审和结果公示等程序，共立项 23项，

其中重点项目 3项，一般项目１6项（规划项目 11项，培育项目 5项），后期资助项目 4项。在所

有立项项目中，校外 11项，约占立项总数的 48％；校内 12项，约占立项总数的 52％。此项工作为

积极推动中国儒学学科建设、儒学思想研究与普及、研究和弘扬巴蜀优秀文化起到了重要作

用。 

3、《金景芳全集》整理工作结束 

《金景芳全集》的编纂不仅重新整理了金景芳先生生前已出版和发表的作品，还收录了

大量未公开发表的手稿和讲义。《全集》包括著作、讲义、论文等在内，共计 420 万字，是

目前最为完备的金景芳先生的著作集。目前已交付出版社，预计 2014年出版。 

4、经学研究工作顺利开展 

我院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经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年度出版了《经学年报

2010年》。《经学年报 2010 年》以我院青年教师为主，以相关专业硕、博士研究生为辅，对

上一年度大陆地区发表、出版的有关经学的论文、著作进行汇总与综述，反映了过去一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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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区经学研究的整体情况，为研究者掌握研究动态与热点、了解目前国内经学研究的水平、

展望经学研究发展的趋势提供了全面、翔实的依据。 

5、三卷本《儒学文献通论》出版，并获“百佳图书”称号 

《儒学文献通论》由舒大刚主编，杨世文、李冬梅、王小红、张尚英副主编，共 246

万字，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光明日报》

社联合主办的“百佳图书”评选活动中，从 37万种的图书中脱颖而出，荣获“百佳图书”

称号。 

6、《中国〈孝经〉学史》 

舒大刚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孝经学史”的最终成果，约 60余万字（杨世文

撰写 20世纪部分），已经再次修订完毕,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年 3月出版。 

7、项目立项与获奖 

本年度我院新增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 项，使国家社科基金在研项目达到 3 项，其中

1 项为重大项目。新增教育部项目 2 项，省级项目 5 项，新增其他项目 3 项。总计纵向项目

21 项，科研经费 200 余万元。同时，我院本年度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一

项。 

此外，我院遵循集体项目和个人科研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在全院科研人员的辛勤努力下，

共出版专著 4种、论文集 2部，发表学术论文 30篇，其中 CSSCI来源期刊 7篇。 

 

（二）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 

宋代文献整理和宋代文化研究是我院的特色和优势，也是我院科研的重点方向之一。本

年度这一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深化，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果尤为突出，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有： 

1、《宋元学案补遗》，480万字，9册，人民出版社 2012年 6月出版。本书采用民国二

十六年刻《四明丛书》本为底本，由杨世文、舒大刚、邱进之、金生杨、张尚英共同完成校

点，对传记和注疏节录尽可能地校对了原书，对书中的缺字也尽力作了查补，并编制了人名

索引。 

2、《新编宋代诏令全集》，1340万字，14册，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四川省社科

项目，由王智勇、王蓉贵校点，历经 20 余年，尽数搜罗宋代诏令，于《全宋文》所收诏令

之外又增补 3000 余篇 50余万字，并尽力为每篇诏令分类系年，卷帙浩繁而又井然有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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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便了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研究。 

3、《全宋文篇目分类索引》，吴洪泽编。目前进展顺利，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即将由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4、《宋会要辑稿》校点，刘琳、刁忠民、尹波等承担，总字数 1400 余万字。目前已经

进入第三审，陆续提交出版社。 

 

（三）巴蜀文献整理与研究 

经过两年的工作，我院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全书》已从规划阶段正

式进入实施阶段。2012 年 10 月 14日—16 日，召开了《巴蜀全书》专家委员会会议，会上

对《〈巴蜀全书〉编纂方案》进行了审定，对首批试点成果进行了审查。此次会议的召开标

志着《巴蜀全书》的编纂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与此同时我院还完成了一系列巴蜀文献

整理研究的工作，其中重要的成果有： 

1、《华阳国志新校注》，刘琳校注，80余万字，已经完成。 

2、《苏过诗文编年笺注》(三册)，舒大刚、蒋宗许笺注，舒星校补，80 余万字，中华

书局 2012年 12月出版。 

3、《廖平全集》，舒大刚、杨世文主编，600 余万字，已经完成全部校点和排版工作，

清样已经全部提交上海古籍出版社，预计 2013年出版。 

4、《魏了翁全集》，郭齐、尹波等整理，400 余万字，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初步出版

意向。 

5、《张 栻集》，杨世文校点，150 万字，与中华书局签订了出版合同，将列入《理学丛

书》，2013年 5月出版。 

6、《巴蜀文化名人辞典》，王小红等编纂，60余万字，已经完成修订和补充。 

此外，《三苏经解》、《巴蜀文献版本目录》、《巴蜀文献通考》、《苏轼著述考》、《苏辙全

集编年校注》、《张栻集编年笺注》、《廖平著述考》、《宋代蜀文辑存校补》等课题的进展也很

顺利。 

 

（四）人才培养 

我院目前有在读中国儒学、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 14人、博士研究生 11人、博士后 9

人，应届毕业硕士 4人、博士 1人。应届毕业的硕士中，2名继续在我院深造，另 2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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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我院学风良好，学生学习勤奋刻苦，学术态度端正，并积极参加各项科研活动，有 6

名在读或应届毕业生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的项目。此外学生

们还自发组织了读书会、“川上观澜”研究生论坛等学术活动。 

本年度我院有 6 名博士（博士后）、3 名硕士获得国际儒学联合会所设四川大学“纳通

儒学奖学金”。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古文献奖学金”评选中，

有 1名博士获得中国古文献奖学金博士三等奖，1名硕士获得中国古文献硕士奖学金三等奖。 

 

（五）学术交流和学术论坛 

我院积极参与国内外各项学术交流活动，举办了 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巴

蜀全书》专家委员会会议、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交流高层论坛、川渝联合编纂《巴蜀全书》

座谈会等会议，先后派出 13 人 31 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邀请外来专家百余人次，加强

了跨学科、多领域的学术交流与互动。 

1、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 

2012年 5月 19日-20 日，举办了“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国

际儒学联合会、中华孔孟学会、四川大学、台湾大学联合主办，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儒学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本次会议提出了“儒学的经世致用”

这一议题，提交相关论文 50篇。来自海峡两岸从事儒学等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 50余人

参加了会议。   

2、《儒藏》学术系列讲座 

本年度共举办“《儒藏》学术系列讲座”10场，莅临专家 10人，不仅有内地知名学者，

如清华大学廖名春先生、北京大学王中江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先生、中国社科院郭沂

先生、南开大学乔清举先生、湖南大学朱汉民先生、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先生等，也有港台

地区及海外的著名学人，如台湾师范大学董金裕先生、美国斯坦福大学谢幼田先生等。 

3、《巴蜀全书》专家委员会会议 

2012年 10月 15 日，《巴蜀全书》专家委员会会议在成都市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共四川

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大学联合主办，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

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承办。来自省内外

各高校、科研院所及省直主管部门、省图书馆、出版部门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这

次会议对《〈巴蜀全书〉编纂方案》进行了审定，对首批试点成果进行了审查。经过热烈的

讨论和严格的评审，一致认为《〈巴蜀全书〉编纂方案》合理、科学、可行，兼具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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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现实价值；编纂组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首批成果合乎规范，质量上乘。此次会议

的召开标志着《巴蜀全书》的编纂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4、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交流高层论坛 

2012 年 12 月 1日—2 日，由湖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湘潭大学共同主办

的首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交流高层论坛”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

“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历史形态与交流互动”。我院共派出 17 名代

表，围绕“两大区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湘学与蜀学”、“中国历史上湖湘文化与

巴蜀文化交流发展”、“历史上湘川人物精神气质比较”等议题，与来自湖南及四川其他高

校、科研机构的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讨。闭幕式上，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做了总

结发言，并在会后受岳麓书院之邀，为湖南大学的学子们作了题为“孔子与《孝经》”的讲

座，反响热烈。 

5、川渝联合编纂《巴蜀全书》座谈会 

2012年 12月 17-18日，我院院长舒大刚，副院长尹波，副秘书长王小红，秘书李冬梅

一行四人，前往重庆，与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图书馆、西南大学的专家学人，分别就《巴

蜀全书》和《巴渝文库》合作事宜进行了座谈，达成川渝学人联合攻关，共谋发展的共识。 

 

（六）完善“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评奖工作 

以我院为依托，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宏观指导，北京纳通医疗集团捐助的“四川大学‘纳

通儒学奖学·奖教金’”已进行了两届评选，对四川大学的儒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起到了很好

促进作用。为扩大“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的影响，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到儒学的教学、科

研和实践中来，2012 年评审委员会对该奖的评奖工作进行了改革：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奖金

总额（从 20 万增加到 40 万），增设了儒学学科建设特别贡献奖等奖项，评奖对象从四川大

学的教师和学生，扩展到了四川省各高校、科研机构从事儒学活动的教师和学生（我们还争

取到国际儒联和纳通集团的支持，2013年将扩展至整个西部地区，奖金额度增加到 100 万）。

本年度共有 19位教师和学生获得此奖的各项奖励。 

 

（七）其他 

除以上工作外，本院的儒学普及工作也积极开展。在舒大刚院长的带领下，不少老师走

出书斋，走进机关社区，弘扬与普及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与学术成果，开展多场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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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文化建设建言献策，让儒学走向社会、走向普通民众，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2012

年 6月 22日至 26日，我院王小红副研究员应邀出席了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

马来西亚儒学研究会、印度尼西亚儒教孔庙联合会总会(儒总)联合主办，在印度尼西亚棉兰

市举行的“2012‘儒学践行’国际学术会议暨第六届儒学、第三届儒教国际学术研讨会”，

并宣读了《教育者儒学修养有待提高，中国儒学普及任重道远》论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

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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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第三届“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 

评奖活动的通知 

 

四川省各高校、科研院所： 

    国际儒学联合会在我校设立，北京纳通医疗集团提供资金赞助的“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

学·奖教金”，2011 年度（即第三届）申报评审工作已经开始。该奖学金·奖教金系以四川

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为依托，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宏观指导，面向四川省从事“中国儒学”研

究、教学的老师和同学。凡情操高尚、成绩优秀、成果突出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含

博士后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儒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教师，都可以自愿申请。 

为了搞好本届评奖工作，特通知如下： 

一、 请各单位于今年８月底前，将本单位推荐的获奖候选人名单及材料报送四川大学

国际儒学研究院。过期不报，则视作自动放弃。 

二、四川省各高校、科研院所从事中国儒学．．．．学习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含博士后

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儒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教师，均有被推荐资格。 

三、各高校、科研院所（实体单位）可分别推荐优秀教师、优秀博士、优秀硕士、学科

建设特别贡献奖的候选人各一名，并填写《推荐名单汇总表》。 

四、申请者申报各奖项，需认真填写“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各相应的

《申请评审表》一份，并附《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暂行条例》中所要求的成

绩证明、成果复印件等。《申请评审表》纸质本及附件、各机构《推荐名单汇总表》请寄往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王老师收，电子本发送至电子邮箱 wangxh1718@126.com。 

五、评奖办法(即《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暂行条例》)与各奖项《申请评

审表》可在儒藏网（http://gj.scu.edu.cn/或 http://www.ruzang.net/或 http://www.ruzang.com.cn/

或 http://www.ruzang.cn/）和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网站（http://rxy.scu.edu.cn/）下载。 

 

申请时间：2012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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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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10064 

联系电话：85412427、13402859087 

联 系 人 ：王老师 

电子邮箱：wangxh1718@126.com。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2012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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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 

暂 行 条 例（修订） 

 

一、宗旨 

为研究儒家学术，弘扬儒学精神，建设儒学学科，培养儒学人才，特设立本奖学·奖教

金。 

本奖学·奖教金以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为依托，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宏观指导，北京

纳通医疗集团提供资金赞助，向四川省各类学校从事“中国儒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以及

弘扬、研究、普及儒学文化的老师，学习和传承“中国儒学”的优秀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含博士后）提供资助，使其专心致志地投身到中国儒学的研究、学习、普及中去，为中

国儒学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贡献力量。 

 

二、名称和主管 

正式名称：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 

组织和管理：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指导下，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组织评审，北京纳

通医疗集团提供资金赞助。 

 

三、奖励对象及条件 

1.奖励对象 

A．奖学金：四川省各高校在读的“中国儒学”及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含博士后），可自愿申请本奖学金。 

B．奖教金：四川省各高校从事“中国儒学”教学、“中国儒学”学科建设与研究、儒

学文化普及，编撰“中国儒学”系列教材或普及读物的教师，以及指导“中国儒学”相关专

业研究生的导师，可自愿申请本奖教金。 

C．学科建设特别贡献奖：四川省各高校从事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成绩显著的老师和撰写

了学位论文的学生，可自愿申请本奖。 

2.入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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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奖学金：具备以下条件之四者（一、三、五为必备），可以申请本奖学金。 

（1）品德高尚、德业双修：在遵纪守法和校纪校规的前提下，进而能按儒家“仁义礼

智信”原理修身处事，要求具有爱心，尊老爱幼；坚持原则，富有正义感；待人礼貌，行止

端谨；学习刻苦，善于思考；慎守信用，乐于助人。 

（2）热爱儒学，专业意识强，在儒学专业课或儒家经典学习中成绩突出；对弘扬儒学

有高度热情，具有长期从事儒学研究的决心。 

（3）成绩优秀：入学成绩或年度学习成绩，专业学位课程优良，外语成绩合格。 

（4）科研能力强，积极从事科研活动，具有撰写儒学专业学术论著的实践。 

（5）积极组织或者参加各种儒学学术活动，宣扬推广儒学，热心各种公益事业，乐于

为大家服务。 

B．奖教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本奖励。 

（1）热爱儒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事业，为人正派，关心学生，爱岗敬业，积极从事儒学

推广与弘扬的教师；中国儒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四川省各类学校参与各项儒

学研究、儒学推广和弘扬的人员等。 

（2）从事“中国儒学”、“历史文献学”专业课程教学。 

（3）正式发表研究“中国儒学”学科建设的论文。 

（4）编撰“中国儒学”系列教材或普及读物。 

C．学科建设特别贡献奖 

四川省各高校的教师、学生，积极并长期坚持(三年以上)从事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成就显

著、效果良好者，可以申请本奖励。 

 

四、设奖奖项及等级 

1、优秀教师 

     （1）一等奖 1 名，每年评一次。 

      （2）二等奖 2 名，每年评一次。 

      （3）三等奖 4 名，每年评一次。 

       

2、优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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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等奖，1 名，每年评一次。 

（2）二等奖，2 名，每年评一次。 

（3）三等奖，5 名，每年评一次。 

 

3、优秀硕士 

（1）一等奖，1 名，每年评一次。 

（2）二等奖，2 名，每年评一次。 

（3）三等奖，5 名，每年评一次。 

 

4、学科建设特别贡献奖 

（1）教师学科建设特别贡献奖，每年奖励 3 名，每年评一次。 

（2）优秀儒学博士学位论文奖，每年奖励 2 篇，每年评一次。 

（3）优秀儒学硕士学位论文奖，每年奖励 2 篇，每年评一次。  

 

五、评奖办法 

1、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四川大学研究生院的指导下，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组织

专家成立纳通儒学评奖委员会，负责接受申请、审查资格和评定项奖。 

2、采取自愿申报，评委会评审，初评结果公示，国际儒联和纳通集团批准或备案。 

3、每年年初进行上年度各奖项的申请评审工作。凡在四川省进行教学、学习（或毕业）

或从事其他工作的合乎条件的人员，都可以申请（四川大学校外申请者，须有所在学校或县

级以上单位的推荐意见）。 

4、奖励要求的学术期刊等级以当年的《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分级方案》为准。

出版社等级以相关专业门类所规定的出版社等级为准。 

5、申报者在填报《申请表》的同时，须提供加盖学校主管部门公章的成绩证明、成果

复印件（论文全文复印、著作复印封面和版权页、未刊稿须提供完整稿件，合作成果须有合

作者共同签署的相关证明）、学术活动参与及公益服务证明。 

6、个人成果以近三年为限，上年获奖者下年可以继续申请，但必须凭新成果申请相应

奖项；也可将新旧成果叠加申报，获奖后应扣除旧成果所获奖金部分，补足新奖项之差额。 

7、优秀博士奖与优秀硕士奖，原则上每人只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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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向获奖者颁发“纳通儒学奖学（或奖教）金”荣誉证书。 

9、本办法及评审流程解释权归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评审委员会。 

 

六、奖金发放办法 

1、优秀教师奖、单项奖，奖金一次性全额发放。 

2、优秀博士奖、优秀硕士奖、单项奖，在一年内分两次发放，每次各发放 50%。在第

一次发放后，如发现有违背本奖学金申报条件的不良行为，不再发放剩余部分奖金。 

3、优秀学位论文奖，已经出版的，一次性发放；未出版的，第一次发放 30%，在获奖

者向评审委员会提交正式出版物以后，发放剩余的 70%。对奖励的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

文，如发现有剽窃、做假等问题的，评审委员会将收回奖金并予以公布。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评审委员会 

                                       2009 年 12 月 24 日制订 

                                       2012 年 5 月 4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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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 

评 审 纪 要 

 

一、2011 年 7月 5日，我院向全省 7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寄送了“关于举行第三届‘四

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评奖活动的通知”，并同时在四川大学校园网、国际儒学研

究院网、儒藏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网页上进行了发布，开始了 2011 年度奖学·奖教

金的申报工作。四川省高校、科研机构从事“中国儒学”研究、教学的老师和同学，以及从

事儒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教师，都积极申报，并到现场或打电话咨询相关情况。经个人

申请、专家和班级推荐，截至到 8月 31日为止，共收到申请表 52份。评委会随即对申请者

进行了资格审察，情况汇总，发现申报“学科建设特别贡献奖•优秀学位论文奖”的 4 篇论

文不符合申报条件。 

 

二、2012 年 9 月 30 日下午，评委会按照《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暂行条

例》的评选办法，秉着“公平、公开、公正”和宁缺毋滥的原则，开展了本年度奖学·奖教

金的评审工作。经过严格评审，初步确定了获得 2011年度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 •奖教金”

的获奖名单： 

 

优秀博士研究生(含博士后)  

一等奖：田君 

二等奖：李金玉 

三等奖：程得中    郑伟    杨倩丽    仇利萍 

 

优秀硕士研究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空缺） 

三等奖：黄璇    汪璐    陈立军 

 

优秀教师 

一等奖：蔡方鹿 

二等奖：吴洪泽   王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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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杨世文    余仕麟    金学勤   李冬梅 

 

学科建设特别贡献奖·教师奖 

舒大刚    张志烈    周裕锴 

 

学科建设特别贡献奖·优秀学位论文奖(空缺) 

 

以上初评名单，分别在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儒藏网等相关网站上进行了为期一周

(2012年 9月 30 日—10月 6日)的公示。公示结果无异议。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评审委员会 

2012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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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项目立项揭晓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 2012 年度项目申报、评审工作严格按

照《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管理办法》执行。中心积极组织申报工作，项目申报公告在四川大学社科处网站、儒学

研究中心网站公开发布，并以信件形式邮寄四川省、重庆市各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 

截至 2012年 4月 31日申报结束时间为止，共收到项目申请书 52份。经资格审查，其

中 50份项目申请书符合申报公告要求，2份不符合。经评审专家通讯评审和 5月 20日召开

的会议评审投票表决，同意立项 23项，其中重点项目 3项，一般项目１6项（规划项目 11

项，培育项目 5项），后期资助项目 4项。 

本年度资助经费共 33.5万元，其中重点项目１5万元（每项资助经费 5万元），一般

项目 12.5万元（规划项目每项资助经费１万元，培育项目每项资助 0.3万元），后期资助

项目 6万元（每项资助经费１.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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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研究中心 2012 年度项目立项名单 

一、重点项目 3项： 

项目名称 
预期 

成果 

项目 

类别 

项目 

批准号 

完成 

时间 

项目经费 

总额（万元） 

项目 

负责人 

经学年报 2011 专著 
重点 

项目 
RX12Z01 2012年12月 5 

四川大学国际

儒学研究院 

中国儒学文献通史 专著 
重点 

项目 
RX12Z02 2015年12月 5 舒大刚 

易学编年史（清代

卷） 
专著 

重点 

项目 
RX12Z03 2013年12月 5 杨世文 

 

二、一般项目 16项： 

项目名称 
预期

成果 

项目 

类别 

项目 

批准号 
完成时间 

资助经费 

总额（万元） 

项目 

负责人 

《礼记郑注》整

理与研究 
专著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01 2014年12月 1 詹海云 

《孝经》学谱 专著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02 2013年5月 1 杨玲 

魏晋儒学编年

史 
专著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03 2013年5月 1 宋桂梅 

《仪礼郑注》整

理与研究 
专著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04 2013年12月 1 潘斌 

20 世纪以来法

国儒学研究编年 
专著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05 2014年6月 1 舒星 

朱熹年谱研究 论文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06 2013年12月 1 尹波 

《周礼郑注》整

理与研究 
专著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07 2014年5月 1 夏微 

明代《春秋》学

研究 
论文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08 2015年5月 1 张尚英 

由戴学走向惠学

的刘师培蜀地学

术研究 
论文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09 2013年12月 1 黄锦君 

虞翻、尚秉和

《易》学思想比

较研究 
论文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10 2013年5月 1 李利 

蒙文通先生的三

教合一思想研究 
论文 

一般项目

（规划） 
RX12Y11 2013年12月 1 刘兴淑 

廖平文献著述考 论文 
一般项目

（培育） 
RX12Y12 2014年5月 0.3 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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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学案 专著 
一般项目

（培育） 
RX12Y13 2014年5月 0.3 钟雅琼 

魏了翁经学阐微 专著 
一般项目

（培育） 
RX12Y14 2013年5月 0.3 李东峰 

“本体－工夫”

与“内圣外王”：

宋明儒家经学的

政治哲学诠释研

究 

论文 
一般项目

（培育） 
RX12Y15 2013年5月 0.3 郑建中 

清代汉宋关系的

解释学探究 
论文 

一般项目

（培育） 
RX12Y16 2013年5月 0.3 崔发展   

 

三、后期资助项目 4项： 

项目名称 
预期

成果 

项目 

类别 

项目 

批准号 

完成时间 资助经费 

总额（万元） 

项目 

负责人 

《玉田诗集》笺

注 
专著 后期资助 RX12H01 2012年12月 1.5 霞绍晖 

韦昭《国语解》

整理与研究 
专著 后期资助 RX12H02 2012年12月 1.5 仇利萍 

孟子伦理思想研

究——以列维纳

斯伦理学为参照 

专著 后期资助 RX12H03 2013年5月 1.5 李凯 

古《乐》七考 专著 后期资助 RX12H04 2013年5月 1.5 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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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献通论》入选 2012 年度“百佳图书” 

  

    据《中华读书报》2012 年 12 月 26日报道，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年 3月出版的舒

大刚主编《儒学文献通论》（杨世文、李冬梅、王小红、张尚英副主编），入选本年度

“百佳图书”。 

    “百佳图书”评选活动系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旨在

对当年出版最具影响力的图书进行评估。举办该活动的目的不在于评奖，而是向读者

推荐好书。 

    据悉我国近年年均出书在 37 万种左右，《儒学文献通论》能在如此众多的出版物

中脱颖而出，成为“百佳图书”，实属不易。《中华读书报》发表此书的评语曰：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当代重要的文化资源。本书从‘儒学文献的源与

流’、‘经学文献’、‘儒论文献’、‘儒史文献’四部分研究儒学文献，探讨其产生、发

展、演变的过程，考辨其渊源、流别、类型和体系，并选择要籍评析其价值和意义，

首创了‘经’‘论’‘史’新型分类体系，提出‘丛书’兼‘类书’的著录原则。对中

国儒学研究、 哲学研究及文献学研究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读者从中不难看出其推荐价值。 

（《中华读书报》2012 年 12 月 26 日第 8 版） 

 

（供稿：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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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定期举办读书会 

 

一、再续“川上观澜” 

为培养学生的学术研讨能力，方便他们交流学习心得，去年由彭华教授负责指导，

我院推出了“川上观澜”论坛，举行两期研讨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年度再续

此论坛，举行了第三期至第五期活动。第三期由一年级博士生钟雅琼主讲，主题是“张

栻与湖湘学——以张栻对胡宏思想的传承与调整为例”；第四期由一年级博士生任利荣

主讲，主题为“社会史视野中的书籍史——以《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研究》为例”；第

五期则由博士后吴龙灿做了题为“汉魏儒学文献源流考”的主题报告。活动中，我院

与其他院系学生积极参加，热烈讨论，形成了良好的学术研讨氛围。 

二、启动“文言书院” 

礼失求诸野，儒学在民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在百年衰微之后，重

遇复兴、必兴之盛世，国际儒学研究院因此倡导重光书院精神、研读儒家经典，推出

了“文言书院”读书会。读书会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之载体为文

言，教育之载体为书院，发扬文言传统和书院精神，是复兴中国文化、弘扬儒家传统

的必要途径。文言书院以张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

太平”为宗旨，以研读儒家经典、探讨道德学问、推进文化创建为要务。 

文言书院读书会每周定期研读儒家经典，从 2012年 9月 16日开读以来，共举行

了十次，主要选读了《朱子语类》、《周易折中》等经典，参与者以四川大学人文学科

硕博研究生为主。在 12月 31日的本年度末期读书交流会上，同学们通过总结本学期

历次读书会经验教训，拟定了新年读书计划，确定新学期读书会主题为“五经文献选

读”，主旨为通过精选和研读五经文献，探究儒学文献源流和经典研读方法，商定读书

会举行形式、研讨频次和研读分工。 

在国际儒学院院长舒大刚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文言书院有着良好的研读场所和举

办条件，国际儒学院从事儒学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也经常到场指导和开办讲座。 

 

       （供稿：张尚英 吴龙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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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2012年 6月，我院舒大刚教授、杨世文教授、张尚英博士等点校的《宋元学案补遗》

（全九册，480 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舒大刚教授主编的《中国儒学通案》

中的一部分。 

 

■ 2012年 6月，我院师生共同撰写的《经学年报 2010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 2012年 12 月，我院编纂的《儒藏论坛》第 6辑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 2012年 9月，我院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再获得国家社科

规划办资助。 

 

■ 2012年 11 月，第三届“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评选结果揭晓，我院共

有 5名教师、2名博士后、4名博士、3名硕士获奖。 

 

■ 2012年 10 月 13日，我院舒大刚教授、郭齐教授、尹波教授、彭华教授、王小红副

教授、张尚英博士、吴龙灿博士后，应邀参加了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的“蜀学与中国

哲学”学术研讨会。舒大刚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再谈儒家经典体系嬗变及其当代启

示》的主题发言。 

 

■ 2012年 10 月 15 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大学联

合主办，我院与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古籍整理

研究所承办的《巴蜀全书》专家委员会会议在成都市召开。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

《巴蜀全书》编纂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 2012年 11 月 24－26日，我院舒大刚教授受国际儒学联合会邀请，参加“儒学分期

研究”总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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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12 月 1－2日，我院与湖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湘潭大学在岳麓书院共同

举办了首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交流高层论坛”，我院舒大刚、郭齐、李文泽、尹波、

彭华、黄锦君、王小红、张尚英、李冬梅、霞绍晖、吴龙灿、王万洪、钟雅琼等师生

参加了此次论坛。 

 

■ 2012年 12 月 15日，《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 85讲在四川大学古籍所会议室开讲，

深圳市博物馆张一兵博士应邀做了“明堂制度概说”的主题讲座。 

 

■ 2012 年 12 月 17-18 日，我院院长舒大刚，副院长尹波，副秘书长王小红，秘书李冬梅

一行四人，前往重庆，与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图书馆、西南大学的专家学人，分别就《巴

蜀全书》和《巴渝文库》合作事宜进行了座谈，达成川渝学人联合攻关，共谋发展的共识。 

 

■ 我院王小红所撰专著《宋代〈禹贡〉学研究》获四川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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