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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通国际儒学奖纳通国际儒学奖纳通国际儒学奖纳通国际儒学奖•优秀征文奖优秀征文奖优秀征文奖优秀征文奖””””

征文启事征文启事征文启事征文启事

为促进西部儒学研究和文化建设，鼓励广大学人参与西部文化、儒学理论、儒学历史、

儒学人物、儒学文献等问题的讨论和探索，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北京

纳通医疗集团支持下，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组织，特设立“纳通国际儒学奖•优秀征

文奖”。

由组委会根据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儒学学科建设、当代文化复兴以及儒学人才培养的需

要，按年度发布专门论题，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高水平学术论著，从中评选最优成果予以推

介和奖励。

2013年首届“儒学征文”活动从即日起正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于此，希海内外

同仁积极参与，共襄盛举。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2013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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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通国际儒学奖纳通国际儒学奖纳通国际儒学奖纳通国际儒学奖•优秀征文奖优秀征文奖优秀征文奖优秀征文奖””””

征文办法征文办法征文办法征文办法

为了促进西部儒学研究和文化建设，鼓励广大学人参与西部文化、儒学理论、儒学历

史、儒学人物、儒学文献等问题的讨论和探索，以文会友，以友辅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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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纳通医疗集团提供资金赞助，特设立“纳通国

际儒学奖•优秀征文奖”。由组委会根据当前西部建设、儒学研究、文化复兴及人才培养的需

要，按年度发布专门论题，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高水平学术论著，从中评选最优成果予以推

广和奖励。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希海内外同仁积极参与，共襄盛举。

一、主办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二、参加资格：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以及海外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学

人，或其他自由撰稿人，均可参与。

三、征文截稿时间：自 2013年 3月 1日公布日起，至 2013年 10月 30日止。

四、征文规定：

（一）2013年度征文主题：

1、西部儒学研究

包含:

（1）儒学与西部文化

（2）儒学与西部社会

（3）“关学”源流及其基本特征

（4）“蜀学”源流及其基本特征

（5）儒学在贵州（“黔学”）、云南（“滇学”）、广西（“桂学”）、甘肃（“陇

学”）的传播及其成就

（6）儒学在西部民族地区的传播及与各族社会、宗教关系研究

（7）西部历代大儒与重要典籍研究

2、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研究

包含：

（1）儒家仁学思想体系研究

（2）儒家教育思想研究

（3）儒家孝道伦理研究

（4）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研究

（5）儒家道德思想研究

（5）儒家天道观与科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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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儒家社会和谐理论研究

（7）儒家礼乐文化研究

（8）儒家道统思想与民族精神研究

（9）儒学流派及其特色研究

3、儒学与当代社会

包含：

（1）儒学与中华民族复兴

（2）儒学与文化自觉自信研究

（3）儒学与当代文明对话

（4）儒学与当代世界新秩序

（5）儒学与当代伦理与价值观重塑

（6）儒学与精神家园建设

（7）儒学的普及与推广

（8）儒家民本思想与当代民主政治

（9）儒学与当代礼仪重建

（二）应征稿件必须契合上列范围和主题，凡另拟主题者此次恕不受理。

（三）主体文字必须是未经发表（包括刊发、出版、网络发布或会议宣读等）的本人原

创作品，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学术价值，要求概念明确、源流清楚、内涵明晰、观点正确，

具有原发性、创新性和建设性。

（四）来稿每篇/部论文/论著正文字数不少于 2万字（以电脑显示为准），上不封顶。

应征稿件必须是规范的学术论文/论著。学术随笔、田野调查手记、文学作品、通俗读本等

不在征文之列。

（五）所有来稿正文一律以中文简体写作，投稿以规定格式以信函和电子邮件发送至指

定地址和信箱（详见“投稿要求”），不符合投稿要求的稿件恕不受理。限于人力，来稿恕不

退还，请自留底稿。

（六）应征者承诺恪守严肃学术道德。凡抄袭他人论著、造假、盗用他人名义者，一经

发现，永远取消其参评本活动所有奖项的资格；如其行为对本活动造成严重危害，组委会保

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七）应征者如果有近五年（2008年 1月 1日—2012年 12月 30日）发表或出版的相

关论著，作者现在仍工作并生活于西部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西藏、新疆、广西）的，可以申请“纳通国际儒学奖”之“优秀论著或教材奖”，敬

请关注相关信息。

五、评奖办法：

（一）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指导下，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采取“网络点评、匿名函

评、会议复评、结果公示”等方式，对投稿征文逐次进行展示和评审。

（二）网评：按命题分组，所有征文均在“国际儒学网”（ht tp:/ /www.ica.org.cn）

和“儒藏网”（http: / /gj .scu.edu.cn；ht tp:/ /www.ruzang.net；ht tp:/ /www.ruza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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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 /www.ruzang.com.cn）上公开展示，供广大读者阅览、品鉴和监督，欢迎广大网友

读者对征文的质量、观点和学术规范作出点评和打分，请将结果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指

定邮箱（地址见后）。

（三）函评：在网评的基础上，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以“匿名函评”方式，从投稿作品

中推荐 10-20篇作品入围，并及时公示，提交复评专家予以会评。

（四）会评：由海内外知名儒学专家组成“纳通国际儒学奖”评奖委员会，对入围作品

进行现场会议评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出最优作品 3篇。

（五）公示：将复评推荐的 3篇最优作品及其评奖理由，在“国际儒学网”、“儒藏网”

上公示，10个工作日无异议，乃上报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北京纳通集团备案。

（六）颁奖：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对评选出的 3篇最优作品颁发奖金和证书，每篇

优秀作品奖金 5万-30万元(税前)。

（七）组委会在保证获奖作品原作者的署名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拥有优先使用权和发

表权，可以对征文作品进行编辑和技术处理，结集发表、出版时不再另付稿酬。其他入围征

文，亦将在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刊物《儒藏论坛》（“纳通国际儒学征文奖入

围作品特辑”专栏，或另按专题结集）发表，每篇由组委会酌付酬金 5,000-10,000元(税前)。

获奖作品和入围作品原作者未经组委会许可，均不得随意另投他用（有特殊声明并自愿放弃

奖项者除外）。

六、投稿要求：

（一）文章格式

1.题 名：应简明、具体、确切地概括文章的要旨，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必要时

可加副题名。题名中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一级标题 3号，二级标题 4 号，三

级及以下标题与正文同用小 4号。俱宋体）

2.作 者：署具本名（4 号楷体）。

3.摘 要：以中文简体写作，应当简洁、准确地概括论文的基本内容和创新点，一般

不超过 300 字（5号宋体）。

4.关键词：选取最能反映论文主要内容的术语 3—5 个。两个术语之间以分号隔开（5

号宋体）。

5.注 释：采用随页脚注的方式，注释序号以阿拉伯数字加圆圈，如①②③……，置

于引用文字或要说明文字的右上方。每页重新编号（小 5 号宋体）。

6.正 文：中文简体。采用合乎现代汉语规范的语体文（小 4 号宋体，从左至右横排）。

7.参考文献：只标列必须的主要文献，用 1、2、3……编序，列于整篇文章之末（5

号宋体）。

8.作者简介：附于论文最后，不超过 200 字。内容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别，

民族，籍贯，所在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已取得主要成果（最多限 10 项），所在城市，

邮政编码、通讯地址（5号楷体）。

9.联系方式：包括联系电话、电子邮箱（5号楷体）。

（二）投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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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同时提交稿件的电子文本和纸质文本，并于征文活动截稿日期前投递，逾期者恕

不受理。投稿日期分别以电子邮件寄发时间和纸质文本投递邮戳时间为准（投稿者请保存凭

据以便查询）。

两种形式投递的具体说明如下：

2．电子邮件：

（1）电子邮件投稿须以附件方式投递：请确认您的电子本投稿邮件包含以下 3 个附件：

《纳通国际儒学征文奖申请表》、《纳通国际儒学征文奖申报信息汇总表》和征文稿件电子文

本（含封面）。请于附件中下载相应表格与封面，按要求认真如实填写。

（2）征文电子文本文件名：

请按“征文命题大类番号-命题大类简称-作者姓名”的格式命名电子文本文件：

例如：张某选择征文第 1大类主题“西部儒学研究”撰稿，其电子文本的文件名则为：

1-“西部儒学”-张某。如选第 2大类主题“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研究”则为：2-“儒学思想

价值”-张某；选第 3 大类主题则为：3-“儒学与当代社会”-张某。

（3）请将电子文本发送至指定邮箱（地址后附），邮件标题注明“纳通国际儒学奖征文

投稿”字样。

3．纸质文本：

（1）请确认您的纸质本投稿邮件包含以下 2 个文件：《纳通国际儒学征文奖申请表》（一

式 3 份）和征文稿件电子文本（含封面，一式 10 份）。请务必将“征文封面”与稿件一同打

印装订。

（2）征文纸质本以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一式 10 份。

（3）征文申请表以 A4 纸打印、无需装订，一式 3 份。

（4）信封收件人请标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纳通国际儒学奖”组委会收，并于

信封背面注明“纳通国际儒学奖征文投稿”字样。

4、若因未按照以上要求投稿，或所投递材料有缺失而导致无法参评者，责任由投稿人

自负。

七、本办法及评审流程最终解释权归“纳通国际儒学奖”组委会。

信件地址： 中国四川成都望江路 29号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纳通国际儒学奖”组委会

邮编 610064

电子邮箱： rxy@scu.edu.cn

联系电话： 028-85412427（办公室）

联 系 人： 钟雅琼 15208204980

舒 星 13982202368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2013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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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通国际儒学奖”的媒体报道

国际儒学联合会拟重奖儒学研究者

本报成都 1 月 6日电（记者李晓东、危兆盖）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纳通国际儒学

奖”今天在成都启动。该项儒学奖年奖金 100 万元，用于奖励长期在西部各省区市从事儒学

研究与推广、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员。同时还专门设立优秀征文奖，鼓励

海内外学人参与西部文化、儒学理论、儒学历史、儒学文献等问题的讨论和探索。

（光明日报 2013 年 1 月 7 日第 9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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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走向国际 川大启动“纳通国际儒学奖”

日前，记者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2012 年总结暨“纳通国际儒学奖”启动会上获

悉，2012 年度，川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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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推动中国儒学学科建设、儒学思想研究与普及和弘扬巴蜀优秀文化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2013 年，川大将在原“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的基础上增设“纳通国际儒学

奖”，以资进一步鼓励广大学人从事儒学研究、推广和人才培养。

作为启动“纳通国际儒学奖”的首个活动“纳通国际儒学奖-优秀征文奖”将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进行。征文按年度发布专门论题，2013 年将围绕“蜀学”

的内涵及历史价值、儒学的现代价值等面向海内外征稿。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指导下，川大

国际儒学研究院将采取网络点评、匿名函评、会议复评、结果公示等方式对来稿进行评审并

给予丰厚奖励。启动会上，谭继和等省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对进一步扩大征文的主题范围和扩

大征文的受奖面等也提出了宝贵意见。（本报记者 罗文碧）

（成都日报 2013 年 01 月 08 日）

百万国际儒学奖在川大设立

本报讯 （记者 黄里）记者 1 月 8 日获悉，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设立的“纳通国

际儒学奖”正式启动，旨在奖励在西部各省区市（含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甘肃、

宁夏、新疆、西藏、广西）从事儒学研究与推广、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员。

“纳通国际儒学奖”包括征文奖、论著奖、教材奖、导师奖等，奖金总额一百万元。为鼓励

广大学人参与西部儒学研究和文化建设，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已经发布了征文相关选

题，公开征集论著。

（四川日报 2013 年 01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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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通国际儒学奖”设立

本报四川讯（记者郭潇雅 实习记者吴运亮）1 月 6 日，“纳通国际儒学奖”启动会在

四川大学召开。

为研究儒家学术、弘扬儒学精神、培养儒学人才、推动西部建设，国际儒学联合会决定

在原“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基础上，增设“纳通国际儒学奖”，用以奖励长期在

西部各省区从事儒学研究与推广、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员。

启动会上，与会者还就“纳通国际儒学奖·优秀征文奖”设立的具体细则进行了详尽的

讨论，并确定 2013 年度征文将围绕儒学、蜀学、关学的相关主题，面向海内外专家学者征

集稿件。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表示，该奖项的设立，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传

承和建设，激励相关专家学者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年 01 月 09 日第 4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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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常务副书记罗中枢会见中国孔子基金会

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大千

2013年 4月 18日上午，川大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在古籍所会议室会见了中国孔子基

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大千先生，就我校《儒藏》编纂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川大社

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川大《儒藏》首席专家舒大刚教授、资料总监尹波教授以及一些相关

的编纂人员参加了会见。

罗中枢首先代表川大热烈欢迎王大千先生再次光临，感谢中国孔子基金会对川大《儒藏》

编纂工作及儒学、国学研究的大力支持！罗中枢表示川大古籍所拥有一个很好的学术团队，

这个团队老中青结合，甘于坐冷板凳，取得了很多成果。在他们的努力下，现在川大在儒学

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学校对他们主持的《儒藏》编纂也给予了多方面

的支持，希望中国孔子基金会能继续给予更大的支持，以确保整套《儒藏》能在 2015年全

部出版。

王大千非常感谢川大领导的重视，古籍所老师们十年来为《儒藏》编纂付出的努力。王

大千指出，川大《儒藏》是中国孔子基金会资助很大的一个重点项目，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到

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希望能集中精力、财力按计划编纂出版，给学界以及社会关注传统文化

的人一个很好的交待。王大千还表示中国孔子基金会在与川大的合作中也非常受益，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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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在儒学传播领域有很好的作为，比如在“孔子文化世界行”中，希望川大在海外建立的孔

子学院能积极参与，川大能推广普及“儒学”的主题校园建设等。

会见中，《儒藏》首席专家舒大刚就《儒藏》编纂的现状及困难作了汇报。舒大刚说现

已初步编成 80万页，字数不低于 5亿字，如果全部出版将有 1000册，现根据出版社的要求，

将压缩至 550册，预计 2015年全部出完，但现在资料费、排版费还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希望学校与中国孔子基金会能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供稿 张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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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史专题-经学文献选读计划

一、读书宗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二、缘起：李冬梅老师的”经学史专题”课程和文言书院读书会 “经学文献选读”联合进行，

主旨为通过精选和研读经学文献，探究儒学文献源流和学习经典研读方法。

三、读书会形式：

时间：每周四上午 9：3-12：00

地点：研 3-404

形式：共分为十八周七单元，每单元二周到四周，每单元选读一经文献，各参会者提交

一篇读书报告研讨。由主持人事先做好专经研究计划和研读文献搜集， 提前把有关资料发

给成员。

四、读书会成员：

指导老师：李冬梅、王小红、张尚英、潘斌等老师

参与同学：吴龙灿、程得中、刘华卫、袁捷、马琛、方蒙石、赵诗语、牛磊

五、读书进度：

第一单元：《诗》三次，主持人：李冬梅老师，

第二单元：《三礼》四次，主持人：袁捷

第三单元：《易》二次，主持人：吴龙灿

第四单元：《书》二次，主持人：马琛

第五单元：《春秋三传》三次，主持人：赵诗语

第六单元：《四书》二次，主持人：方蒙石

第七单元：《孝经》二次，主持人：吴龙灿

六、参考文献：

1、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

2、舒大刚主编：《儒学文献通论》，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3、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5、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

6、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

7、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二十六册），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1 年-2012 年。

8、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9、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 年。

10、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本），北

京：中华书局，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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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专家委员会会议隆重召开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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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承办的《巴蜀全书》专家委员会会议在成都市望江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嘉宾有

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原党组书记、代理主任、现省社科联主席席义方，原省政协副主席章

玉钧，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均，四川大学副校长石坚，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省文化厅副厅

长李兆权，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晓杰，省社科院院长侯水平。开幕式由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王均主持。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兄弟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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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题包括审查《巴蜀全书》编纂方案，听取《巴蜀全书》工作汇报，审查《巴蜀全

书》首批成果等内容。

开幕式上，四川大学副校长石坚首先致辞，热烈欢迎出席会议的领导与专家学者，对关

心和支持《巴蜀全书》编纂工作的兄弟院校表示衷心感谢。石坚副校长表示，作为地处巴蜀

文化圈中心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四川大学植根巴蜀文明沃土，汲取蜀学文化精髓，形成了具

有巴蜀特质的深厚人文底蕴，是巴蜀文化研究和创新的重镇。目前，我校专家学者在原有研

究基础上，经过加工提高，撰写了《巴蜀全书》首批样稿，为本工程的全面实施，做好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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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准备。同时，为确保《巴蜀全书》编纂组学术队伍的稳定，我校已将《巴蜀全书》列入

“国家 211工程”、“国家 985工程”建设规划，给予古籍整理研究所等主编机构在办公场地、

人员编制、科研经费、职称评定和岗位职数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和充分保证。石坚副校长说，

希望通过本次专家委员会会议，广泛听取诸位领导和专家的宝贵意见，深入挖掘巴蜀文化的

丰富内涵，确保《巴蜀全书》编纂的成果成为传世精品，为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做出应有的

贡献！

会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宣读了《巴蜀全书》“立项通知”并发表讲话，希望《巴

蜀全书》的编纂要构建开放型合作平台、确立规范化运行机制、高质量保障机制以保障工作

的顺利进行与质量。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专家委员会主任、评审组组长项楚教授代表专家发言，对专家委员

会的工作职责作了说明。项楚教授表示，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中，虽然面临人才紧缺，项目

耗时，周期长，研究经费浩大等众多问题，困难多，难度大，但四川大学有理由，也有勇气、

义务和能力完成这项浩大工程。

总编纂舒大刚教授就《〈巴蜀全书〉编纂方案》作了说明，介绍了《巴蜀全书》编纂工

作的缘起、任务、规划和试点，并向大会汇报了自工程启动两年以来整理研究试点工作的情

况。

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党组原书记、代理主任、现省社科联主席席义方作了重要讲话，

表示省社科联将以此次会议为起点，在做好专家委员会工作的同时，在项目申报、管理、评

奖等工作中，向《巴蜀全书》编纂倾斜，推动工程顺利进行。

随后，与会领导向与会专家颁发了“《巴蜀全书》专家委员会”聘书。

开幕式结束后，专家们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认为《〈巴蜀全书〉编纂方案》科学、合理、

可行，兼具理论、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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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专家们还就如何做好《巴蜀全书》的编纂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在完成全部议程后，省政协原副主席张玉钧做了总结发言，对这次专家委员会会议的成

功举办表示满意和欣慰。

（四川大学新闻网 2012-10-17,文章作者：应厚非 朱康生 摄影: 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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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2012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文言书院读书交流会在四川大学望江

校区东二教顺利举行。我院在读硕博研究生积极参与，总结经验，交流心得，并将“五经文

献选读”拟定为新学期读书会的主题。

■ ——2013 年 1 月 6 日，“纳通国际儒学奖”启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国际儒学联合会决

定在原“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基础上，增设“纳通国际儒学奖”，用以奖励长期

在西部各省区从事儒学研究与推广、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员。

■ ——2013 年 2 月 28 日，我院启动首届“纳通国际儒学奖·优秀征文奖”征文活动。

■ ——2013 年 3 月，四川大学 2013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

学）项目立项项目正式公告，我院郭齐教授申报的“魏了翁全集”获立精品培育项目、副院

长杨世文教授申报的“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获立“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重点

项目）”，青年教师李冬梅申报的“别具鉴裁，通贯执中：龚道耕经学研究”、霞绍晖申报的

“《尔雅》校注”获立“2013 年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

■ ——2013 年 3 月，我院王智勇、王蓉贵教授主编的《宋代诏令全集》由四川大学出版。

该书共计 14 册，860 卷，收文 40000 余篇，1300 余万言，是一部历时近 30 年、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的断代诏令总集。编者在《全宋文》的基础上，又增补了 3000 多篇、近 100 万字的

诏文。比之现存仅 3800 多篇的《宋大诏令集》，本书搜集更为全面，分类更为得当，系年更

为确切，校勘更为精审。

■ ——2013 年 3 月，我院彭华教授的专著《燕国史稿》（修订版）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

社出版。该书全面、深入、详细地论述了燕国八百余年（西元前 11世纪中期至西元前 3世

纪末期）的历史文化，全方位地揭示了“燕国历史文化”的种种内涵，是“先秦时期区域史

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

■ ——2013 年 4 月 18 日上午，四川大学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在古籍所会议室会见了中

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大千先生，就我校《儒藏》编纂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四川大学《儒藏》首席专家舒大刚教授、资料总监尹波教

授以及相关编纂人员参加了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