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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研究中心 2012 年度项目评审会综述 

 

2012 年 5 月 20 日，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

2012 年度科研项目评审会议在望江宾馆隆重召开。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评审专家组组长郭齐，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中

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蔡方鹿，四川大学教授、中心主任舒大刚，四川大学教授、

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世文，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西南大学教授徐难于，西

南财经大学人文学学院院长、教授唐晓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

杂志社编审尹富，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吕健，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金生杨等 10

位中心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组成的评审专家组对申报项目进行了评审。省教育厅

科技处处长潘力，以及省社科联规划办主任黄兵、副主任宋歌等人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中心主任舒大刚介绍儒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他说：儒学研

究中心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于 2011 年 12 月挂牌成立。她主要

依托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并整合国内尤其是省内文、史、哲等学科的优秀

人才而设立，是一所集儒学研究和儒学普及等功能于一体的非盈利性学术文化机

构。其主要从事儒学的学术研究，儒学文化的推广与应用，以及儒学的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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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设儒学研究中心的第

一年，希望学术委员会各位学术委员献计献策，做好儒学研究、学科建设、普及

的中长期规划，以及研究项目的发布、课题研究咨询等工作。 

潘力处长和黄兵主任在会上发表讲话，肯定了中心在前期各项工作尤其是

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优秀成绩，希望中心多出标志性成果，进一步凝练特色和优

势，推动省哲社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在评审会上，他们还代表主管部门向各位学

术委员颁发了聘书。 

儒学研究中心 2012 年度项目申报，自今年 3 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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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题指南》以

来，截至 4 月 31 日申报结束时间为止，共接到来自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师范学院、内江师范学院、

绵阳师范学院、泸州医学院、攀枝花学院、四川省社科院、西南石油大学、宜宾

学院、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河南大学、贵州民族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台

湾元智大学等省内外 19 个单位的申报书 52 份，涵盖了中国历史、政治学、中国

文学、语言文字学、哲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 

在评审会上，评审专家围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中国儒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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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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思想，本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仔细

审阅申报材料，充分酝酿，通过投票表决，评审出重点项目 3 项，一般项目 16

项（其中规划项目 11 项，培育项目 5项），后期资助项目 4项。最后，学术委员

会主任郭齐教授当场宣布了各项目的得票情况和排名顺序，并将立项项目上报四

川省社科联、四川省教育厅审批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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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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

负责人：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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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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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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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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幼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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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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研究中心 2012 年度 

项目申报、评审和立项工作简况 

 

按照《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和《四川省教

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的精神，我中心积极组织 2012 年度儒学研究科研

项目申报、评审与立项工作，争取以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为四川省文化建设和社会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一、发起首批项目申报，公布课题指南 

2012 年 3月 1日，我中心发布了首批项目申报的公告。本年度项目设为“重

点项目”、“一般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三种类型。其中“重点项目”计划

每年资助 3项，每项经费 5万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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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每年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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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每年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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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容上看，本次公布的课题涵盖四大专题，分别是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儒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巴蜀儒学与文献研究、青城国学系列。每一专题下设

数个方向，涉及学科发展史、专经文献、儒学流派、国学文献、儒学文献发展史、

当代儒学的复兴、儒学教育与普及、儒学与当代社会、儒学与孝悌文化、巴蜀学

派研究与学案编撰、巴蜀文献整理与研究、蜀学人物研究、蜀学名著研究、巴蜀

世家研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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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申报工作顺利进行 

我中心首批项目申报工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自 2012 年 3月公布项目申报相关事项起至 4 月 30日止，我中心共接到来自四川

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师范

学院、内江师范学院、绵阳师范学院、泸州医学院、攀枝花学院、四川省社科院、

西南石油大学、宜宾学院、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河南大学、贵州民族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台湾元智大学等省内外 19个单位的申报书 52份，其中重点项目

14项，一般项目 34 项，后期资助项目 4项。涵盖了中国历史、政治学、中国文

学、语言文字学、哲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 

 

三、项目评审工作有序展开 

本次项目评审采取专家通讯评审和现场会议评审两种方式。通讯评审邀请校

内外十名专家进行匿名函评。2012 年 5 月 20 日，中心召开了 2012 年度科研项

目现场评审会议。会议详情见《儒学研究中心 2012年度项目评审会综述》。通过

投票表决，会议最终同意立项 23 项，其中重点项目 3 项，一般项目１6 项（其

中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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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项目立项工作逐步推进 

2012 年 5 月底，本中心项目评审工作完成后，立即将评审结果上报四川省

社会科学联合会、四川省教育厅审批，获得了四川省教育厅批复（四川省教育厅

川教函 [2012] 365 号）。同时，承建单位四川大学发布了《关于对我校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实施科研经费配套的通知》，为我中心配套了科研经费 20

万元，我中心也自筹经费 20 万元。7 月，在学术委员会指导下，我中心制订了

《儒学研究中心项目管理办法》、《儒学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立项通知书》、《儒学研

究中心项目合同书》、《儒学研究中心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儒学研究中心课题

结题表》等系列文件，规范了项目的管理工作。9月，中心将《儒学研究中心科

研项目立项通知书》、《儒学研究中心项目合同书》以及回执寄往立项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科研处，与项目负责人签订了《儒学研究中心项目合同书》。在收到回

执和《合同书》后，我中心分批将项目经费的 50%作为启动经费拨付给了项目负

责人所在单位。 

(供稿：钟雅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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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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中华读书报》2012年 12月 26日第 8版。 

 

（供稿：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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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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总结暨 2013年工作要点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依托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

究院，本着推动中国儒学学科建设和儒学思想普及的精神，以中国儒学、尤其是

蜀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和重要蜀学人物的研究为重心，以弘扬巴蜀优秀传统文化为

目的，以服务文化强省战略、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为宗旨，经

过一年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2012 年，我中心制定并落实了

重点基地的建设计划；制定并完善了科研管理、工作管理、档案管理等基地建设

规章制度；制定了重点基地的中长期科研规划和课题指南，积极组织全省儒学项

目的申报、评审和立项工作；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并组织了学术委员会的活动；

参与承办了 2012 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省部

级科研项目，出版了儒学中心系列学术丛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儒学传播与普及

工作。 

 

一、2012年工作总结 

 

2012 年度，在全体同仁的辛勤努力下，本中心各方面工作得到了有序、高

效地开展，高质量、超预期地完成了本年度工作计划。 

 

(一)项目申报与评审 

1、发起首批项目申报，公布课题指南 

2012 年 3 月 1 日，我中心公布了首批项目申报的公告。本次申报从形式上

分“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三种类型。其中“重点项目”

每年 3项，每项经费 5万左右，系基地规划招标项目，旨在进行比较重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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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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容上看，本次公布的课题涵盖四大专题，分别是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儒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巴蜀儒学与文献研究、青城国学系列。每一专题下设

数个方向，涉及学科发展史、专经文献、儒学流派、国学文献、儒学文献发展史、

当代儒学的复兴、儒学教育与普及、儒学的当代社会、儒学与孝悌文化、巴蜀学

派研究与学案编撰、巴蜀文献整理与研究、蜀学人物研究、蜀学名著研究、巴蜀

世家研究等方面。 

2、项目申报工作顺利进行 

我中心首批项目申报工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自 2012 年 3月公布项目申报相关事项起至 4 月 30日止，我中心共接到来自四川

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师范

学院、内江师范学院、绵阳师范学院、泸州医学院、攀枝花学院、四川省社科院、

西南石油大学、宜宾学院、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河南大学、贵州民族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台湾元智大学等省内外 19个单位的申报书 52份，其中重点项目

14项，一般项目 34 项，后期资助项目 4项。涵盖了中国历史、政治学、中国文

学、语言文字学、哲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 

3、项目评审工作有序展开 

本次项目评审采取专家通讯评审和现场会议评审两种方式。通讯评审邀请校

内外十名专家进行匿名函评。2012 年 5 月 20 日，中心召开了 2012 年度科研项

目现场评审会议。 

此次会议在成都望江宾馆举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评审专家组组长

郭齐，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蔡方鹿，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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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舒大刚，四川大学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世文，清华大学教授

廖名春，西南大学教授徐难于，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学院院长、教授唐晓勇，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编审尹富，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吕健，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金生杨等 10 位中心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组成的评审专家组对

申报项目进行了评审。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潘力，以及省社科联规划办主任黄兵、

副主任宋歌等人出席会议。各位参会的专家本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仔细审阅申报材料，充分酝酿，通过投票表决，同意立项 23 项，其中重点项目

3 项，一般项目１6 项（其中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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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项目立项工作逐步推进 

2012 年 5 月底，本中心项目评审工作完成后，立即将评审结果上报四川省

社会科学联合会、四川省教育厅审批，获得了四川省教育厅批复（四川省教育厅

川教函 [2012] 365 号）。同时，承建单位四川大学发布了《关于对我校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实施科研经费配套的通知》，为我中心配套了科研经费 20

万元，我中心也自筹经费 20 万元。7 月，在学术委员会指导下，我中心制订了

《儒学研究中心项目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规范了项目的管理工作。9月，中

心将《儒学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立项通知书》、《儒学研究中心项目合同书》以及回

执寄往立项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科研处，与项目负责人签订了《儒学研究中心项

目合同书》。在收到回执和《合同书》后，我中心分批将项目经费的 50%作为启

动经费拨付给了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二）儒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1、《金景芳全集》整理点校工作结束 

此次《金景芳全集》的编纂范围不仅重新整理了对金景芳先生生前已出版的

作品，对以前版本中的错讹进行了纠正，并收录了大量未出版的手稿。《全集》

包括著作、讲义、论文等在内，共计 420万字，是目前最为全面的金景芳先生的

著作集。目前已交付出版方，预计 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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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学研究工作顺利开展 

在儒学研究取得坚实、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中心逐步展开了经

学领域的研究，并于本年度出版了《2010 经学年报》。《经学年报》以我中心青

年科研人员为主，以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相关专业硕、博士研究生为辅，对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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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三卷本《儒学文献通论》获得广泛好评 

由我中心科研人员舒大刚主编，杨世文、李冬梅、王小红、张尚英副主编的

三卷本《儒学文献通论》2011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共 246 万字，获得国

家出版基金资助。据《中华读书报》2012 年 12 月 26 日报导，该书入选由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百佳图书”。《中华图书报》对此书

的评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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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国〈孝经〉学史》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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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文教授撰写 20世纪部分），已经再次修订完毕,即将由福建人民出版

社于 2013 年 3月出版。 

 

（三）巴蜀文献整理与研究 

经过两年的试点工作，我中心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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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中心科研人员还完成了一系列巴蜀文献整理研究的工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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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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三册)，舒大刚、蒋宗许笺注，舒星校补，

80余万字，中华书局出版。 

3、《廖平全集》新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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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

列入《理学丛书》，2013 年 5月出版。 

6、《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古代卷)，王小红等编纂，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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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和学术论坛 

1、学术交流 

尽管有着交通不便等种种客观因素，我中心仍克服困难，积极参与国内外各

项学术交流活动。本年度我中心先后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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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的理念互动。如我中心主任舒大教

授于 2012 年 7月前往山东平原参加“任继愈百年诞辰研讨会”，提交《任公“儒

教”说的现代价值》一文，其后又前往太原参加“姚奠中百年诞辰纪念既国际经

学研讨会”，提交《经典释名》一文。2012 年 6 月 22 日至 26 日，我中心副主

任王小红副研究员应邀出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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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会由国际儒学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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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会上宣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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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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藏》学术系列讲座 

本年度共举办“《儒藏》学术系列讲座”讲座 10 场，莅临专家 10 人，不仅

有国内知名学者，如中国社科院郭沂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先生、清华大学

廖名春先生、南开大学乔清举先生等，也有港台地区及海外的著名学人，如台湾

师范大学的董金裕先生、美国斯坦福大学谢幼田先生等。 

3、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 

2012 年 5 月 19 日-20 日，“2012 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在成都望江

宾馆隆重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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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儒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

究院联合承办，本次会议主题为“儒学的经世致用”，提交相关论文 30 篇。来

自海峡两岸从事儒学等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 50余人参加了会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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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宾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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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四

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具体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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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和专家经过严格的评

审和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巴蜀全书〉编纂方案》合理、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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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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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交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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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共派出 10余名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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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舒大刚教授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并在会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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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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3年工作要点 

     

2013 年，我中心将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项目规划与申报评审工作 

2013 年，我们将继续推进本中心项目规划与招标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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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专项课题研究。 

（二）科研工作 

1、继续推进《儒藏》编纂工作，在 2012 年完成《礼乐志》20 册基础上，

2013年完成《礼乐志》和《儒林杂史》共 80 册的校点工作。 

2、加快《中国儒学通案》出版，在 2012 年工作的基础上，争取 2013 年完

成所余几种约 1000万字的出版工作。 

3、加快完成《金景芳全集》的整理，继续出版《二十世纪儒学大师文库》

系列，继续出版《儒藏论丛》系列成果。 

4、扎实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

编纂，争取出版 5-10 种成果。 

 (三)学术交流与儒学普及 

1、继续组织“《儒藏》论坛”学术讲座，预计邀请 5－8人来讲。 

2、召开一次国内儒学学术研讨会。 

3、研究人员继续深入机关企业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儒学讲座与儒学文化

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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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2012年 6月，我中心舒大刚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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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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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师生共同撰写的《经学年报 2010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 2012年 10月 15日，我中心舒大刚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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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具体承办的

《巴蜀全书》专家委员会会议在成都市望江宾馆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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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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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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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博物馆馆员张一兵博士应邀做了“明堂制度概说”的主题讲座。 

 

■ 我中心副主任王小红所著专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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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