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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与《岭南文库》编纂出版经验交流会     

在川大举行 

2017 年 3 月 13 日上午，《岭南文库》编纂组、广东人民出版社负责人造

访《巴蜀全书》编纂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双方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

科楼五楼复性书院举行了座谈。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钟永宁，广东人民出版社

原社长、《岭南文库》执行副主编陈海烈，广东省出版业协会副会长、《岭南文库》

副主编曾宪志，《岭南文库》编辑部编辑夏素玲，分别介绍了《岭南文库》编纂

出版情况，并询问了《巴蜀全书》的相关问题。《巴蜀全书》总编纂、四川大学

古籍所所长舒大刚，古籍所副所长尹波，副教授王小红、张尚英、李冬梅等，参

加接待并交流了编纂心得。 
《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介绍了《巴蜀全书》的编纂出版情况，包括

项目编纂内容、编纂体例、实施办法、组织机构、项目经费、出版成果、社会影

响等方面。经过六年的探索、调整，目前已形成“巴蜀文献联合目录”“巴蜀文

献精品集萃”“巴蜀文献珍本善本”“蜀学丛刊”“文献集成”五大系列，已出版

阶段性成果 130 余种 6000 余万字，即将出版 100 余种 5400 余万字，收集到

各类文献目录 10000 余种，获得各类奖项与国家级出版资助 15 项，获得国家

社科基金两次滚动资助。出版成果已赠送川渝县级以上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

以及全国综合性高校图书馆、研究机构 300 余家，达 11000 余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钟永宁先生介绍了《岭南文库》的缘起、发展历程、

编纂内容、经费来源与运转等情况。据介绍，《岭南文库》于 1991 年正式启动，

具体编纂工作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下设的《岭南文库》编辑部负责，建立有《岭南

文库》基金，主要出版海内外学术界研究岭南的具有较高水平的著作、选择性重

版岭南相关历史文化名著以及古籍文献，被誉为“研究岭南历史文化的百科文库”。

目前已出书 110 余种，其姐妹丛书《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已出版 200 余种，计

划推出《岭南文库·译丛》《岭南文库·近代史著述》《岭南文库·文献丛刊》等

系列。 
随后，《岭南文库》副主编曾宪志先生、执行副主编陈海烈先生、编辑夏素

玲女士，以及川大古籍所王小红副教授、张尚英副教授、李冬梅副教授围绕古籍

整理经费筹集、出版规划、资料搜集、质量管控、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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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双方表示，《巴蜀全书》与《岭南文库》、川大古籍所与广东人民出版社

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出版方面，仍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能发挥各自优势，

实现强强合作，共同促进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座谈会由古籍所副所长尹波主持。 

（供稿：刘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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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文物局局长周思源一

行到《巴蜀全书》编纂组调研 

 

2017年 3月 13日下午，四川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文物局局长周思源

一行，到《巴蜀全书》编纂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巴

蜀全书》总编纂、古籍所所长、儒学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古籍所副所长、儒学院

副院长尹波教授陪同参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陈廷湘，儒学研究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导郭齐，儒学院副院长、《巴蜀

全书》“史部”主编、教授、博导杨世文，儒学院副院长、《巴蜀全书》“别集类”

主编、副教授、硕导吴洪泽，及古籍所的其他多位老师参加了调研交流会。 

会议主要就巴蜀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进行了交流。 

省文化厅厅长、文物局局长周思源主持座谈。周厅长首先说明调研来意，本

着落实“两办”下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文件精神，在四川继承

和发扬好巴蜀的优秀文化。他说，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搞清楚巴蜀文化的内涵

与外延。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再来思考如何去传承，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创新和

传播上。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随后，古籍所所长、儒学院院长舒大刚教授介绍了古籍所主要科研人员的研

究情况，并作了“巴蜀文化继承与弘扬”的报告。舒教授指出，巴蜀文化外延很

宽，包括精神物质、天文地理、衣食住行等等，但其精髓却在于学术思想，这在

历史传统上被称作“蜀学”。今日讲文化，应当重点探讨和展示文化中的信仰体

系和价值观，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知识体系和特有技能，蜀学就包括了这些东

西，可以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展示出来，因而成为巴蜀文化的核心内容，至于衣

食住行、文学、艺术等，都是此种文化精神的各种样态。舒教授简要梳理了蜀学

由先秦到清代的发展情况，并从考古发现和信仰、制度、经典、文字、学术各层

面全面介绍了蜀学的特殊内容。舒教授指出，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蜀刻十三经

是蜀学留给今天的“三宝”，这三宝对于蜀学的发展与推广以及在今天的新发展

都有重要意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陈廷湘教授也围绕巴蜀文化的传承、发扬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陈教授指出，巴蜀文化分成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两个方面，恢复有

形文化可以比较快地见到实效，无形文化即精神文化的发扬还需要各界人士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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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陈教授着重介绍了巴蜀历史上影响较大的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的研究与开

发状况，并指出四川省目前历史与文化价值极高的南部、冕宁县衙档案与高县旧

刻县志刻板，亟待保护、整理与研究。 

儒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导郭齐也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郭教授认为，对于学术界关于巴蜀文化的争议，在具体的工作中可以

暂时搁置，抓住巴蜀文化的一些实际内涵，具体的外延问题可以暂且不论。当前

领导部门首先要“摸清家底”，了解省内巴蜀文化研究的具体状况，然后组织省

内各科研和文化单位的研究资源，共同努力。 

听取了三位教授的发言，周思源厅长表示很受启发，并提出了四点看法。第

一，巴蜀文化涉及面太宽，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中央所讲的“五位一体”中的

“文化”上。第二，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应当做到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学术成

果要走出书斋、走向大众。第三，要把长远与当前结合起来，明确当前的任务，

做好眼下的工作。第四，在全面把握巴蜀文化的基础上，抓住几个核心，以核心

内容为基础向下深化。目前，巴蜀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发扬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

遇，现在我们要分解任务，组织人力、财力，做好基础工作。周厅长又与诸位教

授讨论了“巴蜀文化”的定义，提出“巴蜀文化就是在巴蜀大地上，历史上形成、

持续不断、影响很大、今日尚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称”，引

起了热烈的讨论。 

周思源厅长表示此次调研收获很多，此后类似调研工作还将在各高校与科研

单位展开，希望省内的各界人士、各方力量都能为巴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建言献

策，做出各自的努力。 

省文化厅办公室（法规处）主任、处长杨红梅，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范远泰，

省文化厅文保处副处长何振华，省文化厅秘书詹福建陪同调研。 

（供稿：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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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朱丹枫一行到四

川大学古籍所调研 

2017年 3月 17日上午，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朱丹

枫，办公室主任郑媛、副主任张珏娟、主管张良娟等一行到《巴蜀全书》编纂组、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调研。《巴蜀全书》总编纂、古籍所所长、儒学院院长

舒大刚教授，《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古籍所副所长、儒学院副院长尹波教授陪

同参观。《巴蜀全书》评审组成员、省社科院李远国教授，《巴蜀全书》集部主编、

古籍所教授委员会主任郭齐教授，以及《巴蜀全书》编纂组成员、古籍所教师、

研究生等二十余人参加了调研交流会。 

座谈会由舒大刚教授主持，会议就中国传统文化整理、研究成果出版等问题

进行了交流。 

朱丹枫董事长表示，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就我省出版工作献言献策，以提振四

川的出版水平和影响力，助推四川出版业再上新台阶。 

郭齐教授指出，出版传统文化成果是一项惠泽子孙后世的事业，建议除加强

出版古籍整理类的书籍外，还应加强文学类、历史类书籍的出版工作，并注重研

究性和普及性的有机结合。 

李远国教授指出，出版事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应从图像出

版和经典翻译两方面，加强出版工作。图文并茂的出版物不但能提升读者的阅读

兴趣，还能加强读者对内容的理解。希望我省出版业要扩大视野，加强对中国古

代艺术类、科技类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在古籍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加强中

华文化走出去。 

舒大刚教授就全面深化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我省文化标志

性成果提出了“四藏四通”的出版建议，“四藏”为《中华儒藏》《蜀学典藏》《洪

武南藏》和《道藏辑要》，“四通”即《中国儒学通案》《巴蜀文化通史》《儒学通

识》和《国学通览》。舒教授指出，打造传统文化要扩大视野，同时也要注重主

流文化、核心精神和经典文献，突出儒释道与蜀学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他表示，“四藏”“四通”是四川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无论是“藏诸名山、

传之久远”的经典继承，还是“传之民间、显诸日用”的普及性弘扬，都是四川

出版与传统文化复兴的瑰宝。 

朱丹枫董事长对《巴蜀全书》编纂以及古籍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

高度评价。他指出，《巴蜀全书》是由省委常委组织编纂的一部大型地域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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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承和弘扬四川地区特色文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大

型文化工程的推动。他表示，四川大学古籍所全体同仁以非凡的勇气，承担《巴

蜀全书》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在编纂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凝聚了巴蜀学人

的智慧，取得了良好成果，令人钦佩。希望《巴蜀全书》的各项成果能尽可能多

地留在四川出版，为振兴四川出版贡献力量。同时，他指出，要全面振兴我省出

版事业，还应加强出版工作规划，持续加大经费投入，注重培养人才，自觉承担

起文化责任，在出版物的学术性和普及性上，不断进行创造性探索，提高出版水

平。 

古籍所教授尹波、向以鲜、王智勇、彭华，副教授黄锦君、吴洪泽、王小红、

张尚英、李冬梅、郭懿仪，讲师田君、霞绍晖、杜春雷，博士后秦际明以及研究

生们分别就有关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供稿：周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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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委宣传部向宝云副部长一行调研《巴蜀全书》

编纂出版工程 

 

2017 年 3 月 22 日上午，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向宝云、宣传部出版处处长

聂颖一行四人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对《巴蜀全书》编纂出版工程进行调

研并召开座谈会。《巴蜀全书》总编纂、古籍所所长、儒学院院长舒大刚教授，

《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古籍所副所长尹波教授，《巴蜀全书》集部主编、古籍

所教授委员会主任郭齐教授等参加了座谈会。 

向宝云副部长表明了调研来意，希望通过此次交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以及《巴蜀全书》整理出版情况的了解，以推动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巴蜀全书》总编纂、古籍所所长、儒学院院长舒大刚教授详细汇报了《儒

藏》和《巴蜀全书》的整理、研究与出版情况。舒教授首先介绍了《儒藏》的特

色以及研究出版的成果。舒教授说，《儒藏》作为中国古代儒学的物化呈现，将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与《大藏经》《道藏》鼎足而三，滋养中华民族

的心灵。其后，舒教授又介绍了《巴蜀全书》的进展情况和相关成果，并就克服

困难、全面推动《巴蜀全书》编纂提出了建议和设想，希望能加快就相关问题进

行讨论研究，以保障工作推进。 

聂颖处长对古籍所《巴蜀全书》编纂组的工作表示赞赏，认为从事古籍整理

的古籍所学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方面功德无量。聂处长认为，各个

相关部门都应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承担责任，并希望古籍所能就遇到的问

题，提出申请和相关解决方案，供各部门研究讨论。他说，要加强古籍整理出版

工作，从全省进行总体规划，出版好、宣传好《巴蜀全书》各方面的成果。 

向宝云副部长对古籍所的各位学者表示钦佩。他说，古籍所以相关课题为载

体，出成果、出人才，并培养队伍，传承发展了古籍所一贯的优良传统，并对古

籍所各学者虔诚的文化情怀，表示尊敬和欣赏。其后，向副部长就舒教授提出的

几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需要进一步振兴四川出版事业，加大投入，培

养出版单位的文化胸怀，以促进文化振兴。可对《巴蜀全书》编纂出版中的困难

与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为项目的深入推进提供条件。 

古籍所郭齐教授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文献是一切文化的载体，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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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整理工作能获得更大的支持，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与会各领导和学者进行了充分交流，并希望就相关问题的解决进行进一步的

讨论和研究。 

四川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张祯军、出版处何国娟陪同调研，《巴蜀全书》

史部国史类主编王智勇教授、集部总集类主编吴洪泽副教授以及古籍所其他《巴

蜀全书》编纂组成员、教师参加了座谈会。 

（供稿：周章坤） 

 
 
 
 
 
 
 
 
 
 
 
 
 
 
 
 
 
 
 
 
 
 
 
 
 
 
 
 
 
 
 
 
 
 



9 
 

 
 
 
 

简  讯 

 

1. 2017年 3月 13日，《岭南文库》编纂组、广东人民出版社负责人造访《巴

蜀全书》编纂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双方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五

楼复性书院举行了座谈。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钟永宁，广东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岭南文库》执行副主编陈海烈，广东省出版业协会副会长、《岭南文库》副主

编曾宪志，《岭南文库》编辑部编辑夏素玲，分别介绍了《岭南文库》编纂出版

情况，并询问了《巴蜀全书》的相关问题。《巴蜀全书》总编纂、四川大学古籍

所所长舒大刚，古籍所副所长尹波，副教授王小红、张尚英、李冬梅等，参加接

待并交流了编纂心得。 
 

2. 2017 年 3 月 13 日，四川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文物局局长周思源

到《巴蜀全书》编纂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巴蜀全

书》总编纂、古籍所所长、儒学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古籍所副所长、儒学院副院

长尹波教授陪同参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廷湘，儒学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郭齐，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巴蜀全书》“史

部”主编、教授杨世文，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巴蜀全书》“别集类”主编、

副教授吴洪泽，及古籍所的其他多位老师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就巴蜀文化的传

承与发扬进行了交流。 

 

3. 2017年 3月 17日，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朱丹

枫到《巴蜀全书》编纂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调研。《巴蜀全书》总编纂、

古籍所所长、儒学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古籍所副所长、

儒学院副院长尹波教授，《巴蜀全书》评审组成员、省社科院李远国教授，《巴蜀

全书》集部主编、古籍所教授委员会主任郭齐教授，以及《巴蜀全书》编纂组成

员、古籍所教师等二十余人参加了调研交流会。会议就中国传统文化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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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出版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4.2017年 3月 17日，巴蜀全书子课题成果验收与绩效奖励管理办法讨论会

在四川大学文科楼古籍所会议室召开。 

5. 2017 年 3 月 17 日，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吴龙灿副研究员在四

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为川大师生带来一场题为“中西儒学研究比较刍

议”的学术讲座。古籍所部分老师、同学，以及校内外多位学友到场聆听。 

 

6. 2017 年 3 月 22 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向宝云、宣传部出版处处长

聂颖一行四人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对《巴蜀全书》编纂出版工程进行调

研并召开座谈会。《巴蜀全书》总编纂、古籍所所长、儒学院院长舒大刚教授，

《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古籍所副所长尹波教授，《巴蜀全书》集部主编、古籍

所教授委员会主任郭齐教授等参加了座谈会。 

 

7.2017年 3月 22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彭华教授在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做题为“王国维的文化精神与生命价值”的学

术讲座。古籍所部分老师、同学，以及校内外众多学友到场聆听。 

 

8. 2017年 3月 31日，马宇医师主讲的“中医预防治疗春季多发病浅说”

讲座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举行。马宇医师顺应天时节气，结合中

医医理，从饮食、运动、调理等方面对春季可能出现的各种多发病做了详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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