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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编纂与研究第五次会议议程

时间：2013年 10月 25日（星期五）

地点：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二楼会议室

议程：

一、开幕式：

主持人：项楚，《巴蜀全书》评审组组长、《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杰

出教授、博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

（一）主持人介绍与会人员：

1. 项 楚，《巴蜀全书》评审组组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导

2. 谭继和，《巴蜀全书》评审组副组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3. 胡昭曦，《巴蜀全书》评审组副组长，四川大学教授、博导

4. 赵振铎，《巴蜀全书》评审组成员，四川大学教授、博导

5. 林 向，《巴蜀全书》评审组成员，四川大学教授

6. 龙显昭，《巴蜀全书》评审组成员，西华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7. 黎小龙，重庆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博导、《巴蜀

全书》学术委员

8. 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9. 刘学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导、《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10. 李远国，《巴蜀全书》评审组成员，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11. 舒大刚，《巴蜀全书》评审组成员，四川大学教授、博士、博导

12. 万本根，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13. 熊 瑜，四川大学出版社社长、博士、《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14. 郭 齐，四川大学教授、博导、《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15. 曹 萍，四川大学宣传部长、博士、博导、《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16. 姚乐野，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博士、博导、《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17. 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博士、教授、四川大学博

导、《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18. 徐难于，西南大学教授、博士、博导、《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19. 杨世文，四川大学教授、博士、博导、《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20. 尹 波，四川大学古籍所副所长、教授、《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21. 王嘉陵，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教授、《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22. 林 平，四川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博士、教授、《巴蜀全书》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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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宋 歌，四川省社科联规划办副主任

24. 庄 剑，四川大学出版社编审、博士

二、会议内容：

主持人：谭继和，《巴蜀全书》评审组副组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一）《巴蜀全书》总编纂、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做工作汇报及计划

（1）《巴蜀全书》整理书目修改说明

（2）《巴蜀全书》2013年工作汇报

（3）《巴蜀全书》2014年工作计划

（二）与会专家讨论修改书目及相关议题

（三）《巴蜀全书》子项目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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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共铸盛典

——《巴蜀全书》编纂与研究第五次会议纪要

2013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9 时，《巴蜀全书》编纂与研究第五次会议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文科楼二楼会议室隆重举行。会议由《巴蜀全书》评审组组长、《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会主

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先生主持，《巴蜀全书》评审组副组长谭继和教授、胡昭曦教授，

《巴蜀全书》评审组成员赵振铎教授、林向教授、龙显昭教授、李远国教授、舒大刚教授，

《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万本根教授、谢幼田教授、刘学智教授、黎小龙教授、徐难于教授、

王川教授、郭齐教授、尹波教授、杨世文教授及省社科联规划办宋歌副主任、省图书馆王嘉

陵副馆长、四川大学宣传部部长曹萍教授、出版社社长熊瑜教授、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

图书馆副馆长林平教授等 2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就《巴蜀全书》整理书目

修改说明、2013 年工作要点及 2014 年工作计划、子项目评审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专家

们还对全面推动《巴蜀全书》编纂与出版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一、《巴蜀全书》整理书目修改说明

《巴蜀全书》编纂组认真听取意见，积极消化 2012 年 10 月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结

合省《巴蜀全书》领导小组“集中力量编好三个系列”的意见，对整理书目进行了较大规模

修订，将原计划在“巴蜀文献专题集成”中实现的部分选目，改入“精品集萃”的内容，新

增若干专题汇编，以便“专精”与“集成”相结合，还新增设“教育”类目一个，共增书目

54 种，包括《<校正周易古经>校点》、《<易学启蒙小传>校点》、《<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校点》、

《<周易象旨决录>校点》、《<易史>校点》、《<易一贯>校点》、《<读周易记>校点》、《<易经本

义>校点》、《<易义串讲>校点》、《<医易通说>校点》、《<易经古本>校点》、《<易说>校点》、《<

生行谱>校点》、《<易经经释>校点》、《<春秋经解>校点》、《<春秋本例>校点》、《<春秋释例>

校点》、《<春秋分纪>校点》、《<春秋经筌>校点》、《<春秋集传详说>校点》、《<春秋师说>校点》、

《<春秋明志录>校点》、《新编巴蜀教育史料汇编》、《新编巴蜀学案》、《新编巴蜀史料类纂》、

《新编巴蜀文化图录》、《新编巴蜀文化系年》、《新撰巴蜀文化研究》、《新编巴蜀碑刻铭文集》、

《<琉球国志略>校注》、《钟云舫全集新编》、《谢持全集》、《熊克武全集》、《新编尹昌衡全集》、

《新编杨庶堪全集》、《新编张培爵全集》、《戴传贤全集》、《唐君毅全集新编》、《新编川剧集

萃》、《新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巴蜀诗文辑存》、《新编隋唐五代巴蜀诗文辑存》、《宋代巴蜀

诗词辑存》、《元明巴蜀诗文词辑存》、《清代巴蜀诗文词辑存》、《新编 20 世纪巴蜀古体诗文

词辑存》、《新编巴蜀学术文粹》、《新编巴蜀经世文编》、《新编巴蜀军事文荟》、《新编巴蜀楹

联辑萃》、《新编巴蜀游记集成》、《新编巴蜀行吟诗集》、《新编巴蜀闺秀集》、《新编巴蜀碑传

集》、《新编巴蜀歌谣集》等。

二、2013 年工作要点及 2014 年工作计划

2013 年以来，《巴蜀全书》编纂组积极从事调查研究和首批试点工作，认真完成规划任

务，截止 10 月，《巴蜀全书》首批招标和委托项目多数已基本完成，共有目录类 8 项、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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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61 项，正式出版《苏过诗文编年笺注》（3 册，中华书局）、《丹铅总录笺注》（3 册，浙江

古籍出版社）、《养晴室遗集》（2册，巴蜀书社），《张栻集》（4 册，中华书局）、《廖平全集》

（2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廖平著述考》（30 万字，四川大学出版社）等大型全集，《巴

蜀文献要览》（98 万字）等正在有关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另有 5 种已提交评审组审订，拟尽

早列入明年出版计划。积极加强学术交流，与湖南大学、湘潭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功举办

“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交流论坛”两次，参加会议 200 余人次，与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图

书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图书馆、重庆大学、重庆市社科联、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师范

大学、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单位达成亲密合作意向。

2014 年，《巴蜀全书》将全面、稳步推进各子项目及委托招标工作，加强巴蜀文化研究，

继续完成和完善《巴蜀文献通考》、《巴蜀文献版本目录》、《苏轼著述考》、《宋代蜀人著述存

佚新录》、《华阳国志新校注》、《宋代蜀文辑存校补》等项目，力争早日出版。继续加强学术

交流与合作，积极筹备“光明论坛·文化巴蜀”、“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交流论坛”（第三次），

尽早出版《四川文献》（重印和复刊）等学术刊物。

三、子项目评审

截止 2013 年 10 月，《巴蜀全书》编纂组已收到项目申请 36 份，评审组对上述选题给

予了充分肯定，审议通过子项目 18 项，包括《<蜀语>校注》、《杨升庵批点<文献雕龙>校释》、

《杨慎<词品>校笺》、《唐君毅全集新编与研究》、《明代巴蜀学案》、《谢持全集》、《杨遇春资

料汇编》、《巴蜀文化图典（修订）》、《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研究》、《民国时期<川康边政资料

辑要>校点与补注>》、《魏晋南北朝巴蜀文献考》、《<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校点》、《李滋

然<周礼古学考>校点》、《巴蜀石刻艺术编年史》、《隋唐五代巴蜀诗文辑存》、《巴蜀经部文献

考（汉－明）》、《刘景伯<蜀龟鉴>校点》、《苏辙全集》等；建议修改后予以通过的子项目 2

项，包括《扬雄全集编纂》、《<补续全蜀艺文志>整理与研究》等。

四、专家建议

评审组及学术委员对《巴蜀全书》编纂组三年半以来为《巴蜀全书》所做的艰苦卓越

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明确了《巴蜀全书》今后工作的两大原则和四个方向。《巴

蜀全书》作为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应本着有序性和开放性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体系化建设，

今后工作将从四个方向共同推进，（一）抢救性，积极抢救濒危珍贵的近代文献史料；（二）

补缺性，积极扩大收录范围，对碑刻拓片、宗教图录、藏书名家、民国文献等资料给予充分

的重视和保护；（三）体系性，积极整理出版一批反映巴蜀学派、文化特征源流的文献；（四）

替代性，对已出版的文献资料，本着“急用先出”的原则，对其中的成果再次进行选择性的

整理出版。

同时，与会专家认为，《巴蜀全书》作为省委常委会批准的重大文化工程，工作量大，

耗时滋久，除了四川大学的学人要高度重视、精心策划和妥善组织外，还要鼓励全省学人，

甚至争取地方政府和其他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积极参与，共襄盛举，才能以不辱使命，“编

出水平，编成精品”。与会专家建议：

第一，牵头单位四川大学应当积极争取省《巴蜀全书》领导小组的支持，与省委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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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省财政厅、省社科联、省新闻出版局、省文化厅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共同签发《关于支

持<巴蜀全书>编纂与出版的通知》，使《巴蜀全书》的编纂和出版获得更加明确的政策支持

和文件依据。

第二，建议争取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承担《巴蜀全书》重要子项目整理和研

究者，给予省级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待遇。专家组建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

川省重大文化工程的《巴蜀全书》，承担其子项目达一定规模和数量者，按规定可享受省级

重大项目、省级重点项目和省级一般项目待遇。由《巴蜀全书》编纂组、评审组通过的子项

目申请者，凡三年内承担校点任务 1000 万字以上，或新编或校注任务 500 万字以上者，可

视为国家重点（或省级重大）课题；对三年内承担校点任务 300 万字以上，或新编或校注任

务 150 万字以上者，可视为省级重点课题；其在三年内承担校点任务 200 万字，或新编或校

注任务 100 万字以上者，可视为省级一般课题。出版单位也可根据这一标准，设定相应级别

的国家级或省级出版规划任务。经费由《巴蜀全书》专项统一支付。

第三，鉴于重庆方面也在进行《巴渝文库》的编纂工作，专家组建议，巴蜀分治不分

家，文化建设更应积极协作，共襄盛举，两方的宣传、出版和学术部门应积极探索合作模式，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巴蜀全书》这个文化工程，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

精品。

第四，为了鼓励各方面力量支持和投入《巴蜀全书》编纂工作，专家委员们建议，《巴

蜀全书》编纂可采取三类方式吸纳和资助各个子项目的进行：一是全程性资助，二是补助性

资助，三是后期成果奖励。

与会专家对编纂《巴蜀全书》的意义与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巴蜀全书》

作为巴渝两地学者多年来的心愿，从启动到具体实施，历经三年半的时间，充满了曲折与坎

坷。作为“巴蜀历史上规模最大、跨度最长、体例最新的古籍整理保护工作”，作为“当代

四川最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工程”，《巴蜀全书》的编纂是“当前全省宣传文化战线和学术界共

同肩负的一项重大任务”。正如省《巴蜀全书》编纂领导小组所说，“《巴蜀全书》编撰是一

项传承先贤、泽被后世的重大文化工程”，各方要“树立使命意识”，“真正怀着一种荣誉感、

使命感、充满激情地参与这项工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明确职责分工”，

“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调联动、全面覆盖的责任体系”；要“确

保实施进度”，“各有关部门立即紧张起来，紧锣密鼓地推进编纂工作，确保《巴蜀全书》如

期面世”。本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号称川版“四库全书”的《巴蜀全书》工程正式从顶层设

计走向了实施环节。作为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实施无疑将为四川的全面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践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的政治、

经济、文化、学术与社会意义。

（供稿：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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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 91讲：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

2013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 点，在古籍所会议室，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为历史文

化学院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座。讲座开始

时，主持人舒大刚老师先对刘老师的生平、研究方向、研究和工作经历以及学术成果做了大

致的介绍。刘学智，男，汉族，1947 年 1 月出生于陕西长安，1982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系,后留校任教。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史博士研究生导师。1997 年晋升为教授。

现兼任陕西省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实学学会理事、陕西省关学与实学研究会副会长

等。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他已初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路向，即以道家思想、关学思想(儒)

以及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为主攻方向，并提出了一些学术论点，如：关于中国古代哲学

没有不可知论传统的观点，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没有改变儒学宗主地位的观点等

等。十多年来，在国内及港台十多种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孔子研究》、

《人文杂志》、《哲学与文化》(台)、《宗教哲学》(台)、《陕西师大学报》、《大公报》(香港)、

《喀什师院学报》、《唐都学刊》等十多家报刊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核心以上刊物发表

文章 12 篇，被《新华文摘》、《高校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及《哲学原理》、

《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哲学年鉴》等转载、转摘、摘引的文章粗略统计有 27 篇

次。出版专著有《中国哲学的历程》的专著，参撰《中国儒学史》、《中国儒学辞典》、《三秦

文化》等。与张岂之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本人撰写《隋唐卷》)一书，已

经脱稿，即将出版。

刘老师本次讲座主题是“儒释道三教源流与关系”，并通过三个板块对主题进行阐释。

第一、外来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影响。第二、三教关系发展及特点。第三、三教

合一与理学的关系。

一、外来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影响

首先刘老师以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开篇，先提出：“假如古代中国没有佛教的传

入，那么就没有后代中国的灿烂文化，比如宋明理学。”的观点。三教包括儒、释、道教，

在这里提出儒教，但刘老师并不认为儒学是宗教，按中国传统的说法，这里的“教”是教化

的教，不是宗教的教。儒学只能说是在历史上某些时期，发挥过类似宗教的功能，但不能说

它是宗教。从佛教传入中国，道家作为本土宗教出现，再加上传统儒教的发展，三教之间的

发展、冲突和融合就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和脉络。至少从两晋开始，三教各自

发展并融通完全影响了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以儒释道

三教代表之”。”陈先生的评论说的很到位，近些年对于三教关系的研究很热，也有很多成果，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是自东汉发展起来的。儒学的神学化——谶

纬，道家的黄老之学以及佛教的传入都在东汉时期，可以说那是一个宗教的时代。

二、三教关系发展及特点

在通过第一部分的抛砖引玉，引出三教关系问题后，刘老师展开了对三教关系发展及特

点的详细论述。第二部分主要以朝代为划分依据进行论述。

1、汉末至魏晋：这是佛教与道教的磨合、附会时期，这是佛、道二教是在并不相互了

解的基础上有所接触的，所以摩擦在所难免。此时的佛教是初传，要依托黄老道术才能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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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跟。道教是本土发展起来的宗教，但是初生阶段，教规和教义都不完善，很难与佛教单独

抗衡。而儒学依然是官方所推崇，地位不可动摇，它对于外来的佛教既排斥又宽容，佛教表

面上也是迎合儒教的纲常礼教。总之这时期，三教之间有摩擦间隙，但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势

力还在单薄，不足以发生大规模的争斗和冲突。

2、东晋至南北朝：这时期儒释道三教走向鼎立纷争。佛教迅猛发展，道教经葛洪和陶

弘景而发展壮大，同时吸收了些佛教的教义、教规，可以和佛教相抗衡。而儒学作为经学仍

在传沿。佛、道二教的势力迅猛增长，儒教不衰，三教的摩擦必然扩大，此时的冲突南朝和

北朝呈现不一样的特点。南朝以理论抗争居多，北朝以暴力抗衡为主。尤其在北朝，道教有

狭隘的民族意识，排外心理严重，并且道教与皇权结合，佛教的发展也影响了统治阶层的利

益，统治者进行大规模反佛运动（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周武帝灭佛），这阻碍了佛教的传

播，但是并未导致其根本性的改变。总之，这个时期的三教冲突，主要是由于外来宗教的某

些概念与本土文化概念上的差异，是概念的界定问题。而佛教对于这些冲突，大体上是保持

和合的态度，最早涉及三教关系的著作是佛学家牟子的《理惑论》，牟子一方面引证《老子》

讲解佛教，又引述佛教教义附会《老子》；另一方面以儒者面孔去问，又以儒家思想去解答。

这说明在牟子身上，已明显地表现出了融会儒、道、佛三家的倾向。梁代沈约所著《均圣论》，

阐明“内圣 (周孔)外圣(释迦)，义均理一。”

3、隋唐：这时期三教形成三足鼎立，以佛为主的格局。唐高宗下诏曰：“道大佛小，先

老后释。”高宗自称为老子的后裔，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抬高道教的地位。太宗也

如此，不过太宗以儒治国，站在个人的立场他是不信道、佛的。太宗说：“朕今所好者唯在

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太宗认为道教可以养生，佛教可以化解社会矛盾，儒学是治国之道，

所以他的三教政策是与政治挂钩的，佛、道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到了武则天当政时期曾大兴

佛教，佛教势力迅猛发展。但之后韩愈却大力反佛崇儒，钱穆评价他是：“经学非其所长，

史学非其所愿。”韩愈抬高孟子的地位，使孟子之学迅速升温，汉唐儒学的经学出现传入后

来宋明理学的趋势，但他的反佛却是违背了官方的三教鼎立的格局。高宗至懿宗时期，常请

三教学者进行争论，讨论的文献资料现保存在《古今佛道论衡》一书中。总之这时期三教分

占一地，有摩擦也有吸收，三教鼎立的局面也是统治者希望看到的，这是有利于政治稳定的。

宗密讲三教和合，同归一致，内外相互惟用，同利于社会发展。柳宗元作为无神论者，也讲

统和儒释，欣赏佛教的超脱的处世态度。

4、宋元明：唐末到宋的大趋势是三教合一，宋代的佛教高僧讲三教合一，道教的全真

教也以三教合一为口号，程朱理学也讲合一问题。并且此观念深入民心，在礼庙中同时供奉

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神像。此时三教合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宋明理学和禅宗。不

过刘老师强调这里讲的“合一”不是融为一体，而是三教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吸收另外二教有

利于自己的方面，形成自己新的理论形态。比如禅宗就是吸收了道教的自然主义，儒教的礼

乐人伦而形成自己新的理论体系。儒释道三家可合而有各有奇妙之处。任继愈说：“从三教

鼎立以佛为首到三教融合以儒为主，是唐末哲学发展的总脉络。”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

宋明理学兴起后就改变了这种功能的划分，三教在义理上逐渐合一（这可以参考刘老师的论

文《三教合一的义理趋向》），三教合一在义理上趋同于心性论，心性修养各自服务于自身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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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教合一与理学的关系

在分朝代介绍完三教关系后，刘老师承接宋明三教合一的局面论述了本次讲座的第三部

分：三教合一与理学的关系。“三教合一”这个词最先出现在《三宝心灯》中，汉唐儒学走

经学化的路子，不创新、不追本。唐代的三教互动互融导致了后来理学的产生，也就是汉唐

儒学走向了心性论、本体论。理学以心性、尊天、伦理为主，在吸收佛教的心、本体论，形

成了心性–本体论的新儒学。比如周敦颐讲无极，来自道；张载讲太虚，来自道；程朱讲理，

来自佛教的华严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理学家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吸收了佛、道的东西，

但是表面上却不承认自己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只宣扬崇儒。刘老师指出这是个值得继续探讨

和研究的问题。

最后，刘老师以研究三教关系的意义为本次讲座的总结，第一、在学术上：中国思想文

化是在三教的并存、冲突、交融上产生的，那么就不能孤立的研究其中某一教。第二、学风

上：三教汇通，文学、绘画、艺术都受到三教的影响。第三、在三教研究上学术成果不少，

但也有一些短板方向，比如：“宋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范围内的三教关系和发展”、“明清

时期的三教关系”、“近代三教的转型”、“藏传佛教与儒、道德融合”、“汉唐之前统治者对三

教的政策”等等方向，这也是刘老师对在场学生提出的希望与建议，望学生们在这些问题上

进一步研究，为现在学术界对于三教研究或者是我国文化研究做补正和发扬。

总结

在刘老师的论述结束后，在场师生都积极发言与老师友好互动，既有对老师某个观点的

补充，也有自己对于某些三教问题的困惑，刘老师都一一为大家详细解答。大家既被刘老师

精彩的论述所折服，又对刘老师广博的知识功底和他对学术研究的认真严谨深感敬佩，对大

家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大有启发。这次讲座圆满结束，大家意犹未尽，期待刘老师下一

场精彩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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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 92讲：关学源流、特征与精神气象

2013 年 10 月 24 日，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以“关学源流、特征与精神气象”为题给

川大师生带来了一场见解独到的学术讲座，这是继以“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

为主题的讲座后，刘学智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第二场精神盛宴。

刘教授首先谈到了关学与蜀文化的渊源，随后简单讲解了张载的生平经历，早年张载游

历蜀地，后见二程，王安石变法间辞官不受，醉心学术，定居关中，方创立传于后世的关学。

本期讲座刘教授从关学的定义、源流、特征及精神气象几个方面为我们阐述了关学概况：

一、关学的定义。

关闽廉洛，关中之学，北宋时期大显于天下。关学的定义，较流行的说法有两种：一是

张载及其弟子的学说，时间范围仅限于北宋；二是张载及其之后的关中理学，时间范围延伸

至清末。刘教授认为这两种流行说法均有偏颇之处，前者狭隘，后者广阔，由此提出关学定

义的独到见解，认为关学学者一定要具备三点要求：一为需是关中人，二为需是理学家，三

为学者之学术需与张载学说相关。总结而言关学即“由张载创立及后来继承张载学说并与张

载学风相关的学说”。

二、关学的源流

关于张载师承问题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其师承于申侯、二是师承于范仲淹、三是源于

二程洛学。对此刘教授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张载学无师承，关学的行成是在相关理论历史

累积的基础之上的。张载反佛从儒，赞同儒学不应纠于章句，并能够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

与韩愈等人思想一脉相承。

三、关学的特征及其精神气象

张载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刘教授特别强调了“辨一两，论太和”“天人合一”以及张载

“四句”的解读，他提出了新的儒家世界观，“斗争而和解”，即矛盾能够互相转化。张载的

思想集大成地体现在他广为流传的“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天地本无心而人有心，需为世人取立正确的生活原则和命运方向，尧舜至

孟子之学为往圣绝学，继前世绝学开后世太平。张载之学特别强调躬行礼教，身体力行。身

体力行的强调使得关学在后世中得以绵延传承。

刘教授的讲解给在场的学生启发颇多，师生交流环节十分活跃，刘教授耐心而细致地一

一作答和讲解，让大家受益良多。

（供稿 王小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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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2013年 10月 23日上午，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在古籍所会议室为古籍所师生们

带来了一场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为《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

91 讲。

■ ——2013 年 10 月 24 日，刘学智教授在研究生院继续主讲《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 92

讲，题为“关学源流、特征与精神气象”。

■ ——2013年 10月 25日上午，《巴蜀全书》编纂与研究第五次会议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

科楼二楼会议室隆重举行。大会邀请了著名学者项楚、谭继和、胡昭曦、赵振铎、林向、龙

显昭、李远国等 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就《巴蜀全书》整理书目修改说明、

2013年工作要点及 2014年工作计划、子项目评审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明确了《巴蜀全

书》今后工作的两大原则和四个方向，审议并通过了修订本《<巴蜀全书>整理书目》、2014

年《巴蜀全书》子项目申报（34项），与会师生受益颇多。

■ ——2013年 11月 18日至 12月 5日，根据《“纳通国际儒学奖•优秀征文奖”征文办法》，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请广大网友对经资格审查合格的 37篇参评论文进行了首届“优秀

征文奖”的大众网评工作。

■ ——2013年 11月 19日至 12月 15日，我院启动了首届“纳通国际儒学奖·优秀成果及

贡献奖”的推荐申报评审活动。共设有优秀论著/教材奖，优秀课程奖，优秀导师奖，优秀

推广与践行奖等四个奖项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