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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编纂组参与 

  “多学科视野下的丰都鬼神文化”研究 

 

2015年 4月 20日至 21日，“多学科视野下的丰都鬼神文化研讨会暨社科项

目开题会”在重庆市丰都县举行。来自海内外 50 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

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利用丰都鬼城历史文化遗

产，为当今社会提供“惩恶扬善、唯善呈和”的正能量，使天下名山、上善丰都

成为重庆旅游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支撑进行了深入研讨。《巴蜀全书》编纂组部分

专家及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4 月 20 日上午，“多学科视野下的丰都鬼文化研讨会暨社科项目开题会”

（以下简称“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会议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重

庆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周勇主持，重庆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重

庆市政府原副市长余远牧、丰都县委书记徐世国、县长罗成等领导同志出席。四

川省社科院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古籍

所所长、《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重庆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三峡博物馆原

馆长、西南大学原副校长黎小龙，重庆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敖依昌，长

江师范学院王剑博士等作为代表分别作分课题设计与规划发言。舒大刚教授主要

从儒学视野下的鬼神文化及中外鬼神文化异同比较等角度展开论述，并对本课题

的筹备与进展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4 月 20 日下午，研讨会第二次会议暨丰都县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在

丰都中学大礼堂举行，会议由丰都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玲主持，周勇、陈世

松、舒大刚、叶贵本等四位先生分别作主题报告。舒大刚教授在题为“从中华信

仰看丰都的鬼神文化”的报告中，从“为何重提信仰？”“中国人有信仰

吗？”“丰都鬼神文化定位”“丰都鬼神文化前景”等四方面指出了信仰的重

要性及研究、保护、传承丰都鬼神文化正当其时、大有可为的前景，同时指出，

为保证正面发掘鬼神文化的教化价值，应当学术先行、正本清源，将鬼神文化做

好做美。 

4 月 21 日上午，研讨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与会专家围绕开题会主题，提出

各自见解，《巴蜀全书》编纂组专家杨世文教授、副总编纂尹波教授分别从怎样

利用文化软实力达到教化功用、丰都鬼神文化文献资料汇集角度提出了宝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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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丰都鬼神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次研讨会对研究、保护、传承丰都鬼神文化，实现人们对鬼神文化内涵、

鬼神文化主题的科学认识，弘扬巴蜀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供稿：汪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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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二次《巴蜀全书》子项目评审会会议纪要 

 
 
2015 年 6 月 19 日下午 5：30，2015 年第二次《巴蜀全书》子项目评审会在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六楼古籍所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巴蜀全书》总编纂舒

大刚教授主持，学术委员郭齐教授、杨世文教授、尹波教授、彭华教授、王智勇

教授、《巴蜀全书》总纂助理李冬梅博士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 2015 年 5
份项目申请书进行了仔细评阅和匿名投票。 

与会专家对收到的 5 份子项目申请书从选题内容、主旨、科研条件、价值等

方面进行了认真评阅，提出了以下五点意见： 
（一）从内容上看，5 份子项目申请皆符合《巴蜀全书》的主旨要求，且选

题都有其独到之处，应予以肯定。 
（二）对于符合规划要求，但未列入规划项目的研究性项目，为建设、繁荣

巴蜀文化，鼓励热心弘扬巴蜀文化学人考虑，可将其纳入“辅助研究”系列，以

充实蜀学研究。 
（三）对此次子项目申请中有详细规划，需要马上展开调研、搜集资料工作

的，可以纳入前期培育资助；对于已有部分成果的子项目申请，可以纳入 2015
年的出版计划，实行后期出版资助。 

（四）编纂组要做好子项目的进展跟进工作，以及已完成的子项目成果的审

稿工作，把握好子项目的完成时间与成果质量，确保子项目按时保质完成。 
（五）部分子项目在选题范围上可以再扩大深入，部分子项目名称可稍作调

整。 
最后，与会专家进行了无记名投票，5 份子项目申请以全票通过获准立项。

专家们同时表示，对正在进行的子项目根据项目标准给与前期经费支持，如有切

实成果，可继续追加经费。 
此次 2015 年第二次《巴蜀全书》子项目评审会通过了新一轮子项目的评审，

为下一年度《巴蜀全书》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与会专家表示，编纂组可加大

宣传力度，让更多关心、支持巴蜀文化建设的有志之士加入到这场巴蜀文化盛事

中来，为川版“四库全书”、巴蜀文化的传承与繁荣贡献力量。 
 

                                                 （供稿：刘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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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六周年暨贾顺先教授执教六

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会议纪要 

     

     2015 年 6月 30 日上午 9:00，由《巴蜀全书》编纂组、四川省中国哲学史

研究会主办的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六周年暨贾顺先教授执教六十

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四川大学北苑餐厅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四川省中国哲学史

研究会会长、《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罗

中枢教授，四川大学教授、学会名誉会长贾顺先先生，四川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学会副会长唐永进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学会原会长蔡方鹿先生，

《巴蜀全书》评审组副组长、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评审组成员、四川省社会科

学院李远国研究员，美国斯坦佛大学谢幼田教授，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教授，西

华师范大学金生杨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杨翰卿教授，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

书记徐开来教授、档案馆馆长党跃武教授、文新学院邱佩篁教授，以及贾顺先先

生的高足和家人等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举行的是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六

周年座谈会。现任会长舒大刚教授首先陈述了学会的发展现状，上届会长蔡方鹿

教授追述了学会的发展历史。学会原属于四川省哲学史学会下属的二级单位，成

员包括四川省各大高校、出版社、科研部门、文化事业单位，以及社会上从事中

国哲学教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1979年 6月，学会在成都锦江宾

馆成立，当时属于四川省哲学学会中国哲学史分会。1992年 10月，经过四川省

民政厅批复，准予成立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成为四川省一级学会，具备全省

性学术社会团体资格。学会自成立以来，举行了 28次学术活动，经过全体会员

和学界同行的不懈努力，联系社会发展实际，深入开展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

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学会科研质量和数量

在四川省各届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中名列前茅，获得了不少国家级、省级优秀奖励。

随后，名誉会长贾顺先教授讲话，表示了对与会人员的感谢并期许学会以后要和

国际儒联联合起来，扩大看问题、研究问题的角度。李远国教授、黄开国教授分

别对学会在道教和儒学、经学方面的发展成就进行了补充，谢幼田教授与詹海云 

教授发表了自己对学会的看法和期许，杨世文教授就学会财务状况作了相应汇

报。 

    随后，会议进入第二个议程——贾顺先教授执教六十周年学术座谈会，贾顺

先教授的高足先后进行了感人肺腑的发言。唐永进书记首先发言，回忆了他跟随

贾老师学习的历程，补充了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的一些发展情况，并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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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千言万语都化为了一句对贾老先生的祝福。徐开来教授随后发言，他谈到自己

虽然由于工作需要的原因没有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但是贾老先生退而不休的精

神依旧对他形成了很大的鼓舞，贾老先生在退休后，一直没有停止做学问，为法

国留学生讲《庄子》，主动挑起了为外国留学生讲哲学的大梁。胡昭曦教授则进

一步谈到了贾顺先教授的治学研究和为人师表，着重强调了当初自己与贾顺先教

授合作培养研究生的往事，并对学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邱佩篁教授将贾顺

先教授的优秀品质归纳为三点：第一，对教育的执着；第二，对学校一草一木、

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第三，为人家教的宝贵榜样，特别是贾教授的优良家风。 

最后罗中枢书记发言，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贾顺先教授的成就，表示“一个

人真正不朽的是思想和学术，是可以长期延续和传承的”，而贾顺先教授就是这

样的一位学者。他在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儒学思

想不仅是研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品德更是体现在了他的一生中。另一

方面，罗书记提出了对未来四川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期许，希望以后能够整合

力量，建立国学研究院，通过学科的整合和优化，把中国哲学史这一块恢复、振

兴建立起来，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建立一席之地。 

 

                                                 （供稿：尤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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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复性书院筹备会会议纪要 

2015年 8月 28日，重建复性书院筹备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古籍整

理研究所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四川大学教授尹波主持，

国务院参事室文史业务司副司长、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文亮先生，

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学中心学术研究处处长朱翔非先生，浙江省社科院吴光教

授，原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陈恩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成都融

信恒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先生，《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以及《巴

蜀全书》编纂组的部分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复性书院系马一浮先生为保存民族文化，于 1939 年在四川乐山乌尤寺主持

创办的一所古典式书院。“复性”即复明仁义道德的“善”的本性。书院以“讲

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

强调“主敬”“穷理”“博文”“笃行”。创办之初，得到最高当局以及社会贤达、

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培养了如袁心粲、金景芳、吴林伯、张德均、王伯尹等一

大批杰出人才。作为抗战时期新儒家三大书院之一，复性书院影响最为巨大。 

在此次重建复性书院筹备会上，《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首先从宗旨、

功能、建制、职事、人选、协同机构、书院活动和预算等方面介绍了复性书院筹

备方案。参会的专家领导在听取舒大刚教授对筹备方案的介绍后，提出了许多有

益建议： 

一、宗旨方面，李文亮司长提出可以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调整为“促进

中华文化新发展”；吴光教授提出宗旨可调整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广国学

教育，弘扬儒家文化，培养德艺兼优的人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促进社会文化

建设”，并概括宗旨为“明道立德致良知，守仁持敬育英才”。 
二、建制方面，与会专家认为可将董事会改为理事会，以体现书院的公益性；

董事会下可设立基金会，以确保经费的有效来源和良性运转，保证学生、教师、

学者无经济上后顾之忧以及书院健康有序发展。吴光教授则建议将讲习会改设为

教研部；叶青总经理建议书院一定要有一批专职的人员来进行服务工作。 

三、书院定位方面，专家们一致建议提高方案中的书院定位，复性书院是一

个体制外、非学历、非功利、公益性的教育机构，可将其定位为依托川大、面向

全国的国学教育机构，名称上可直接称为复性书院。 

四、经费方面，书院以后要有一个稳定的经费来源，才能保障书院的运转

与发展，这主要依靠理事会和基金会今后的运作。 
五、功能与特色方面，与会专家认为需要考虑在传播与研究中，找到复性

书院的独特内核，对此大家提出了许多建议：（一）以马一浮先生的六艺学为特

色，讲六经；（二）面向全国招收研修生，配以讲座，定期开办研修班；（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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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入学者的人格培养和通识教育；（四）对中小学老师的国学培养；（五）全国现

在缺 100 万国学教育专业人才，复性书院可以积极申报国学专业硕士教育；（六）

主要承担教育和出版功能，选择教师、官员、企业家等某一主体作为国学培育对

象，做精做深，切勿求全求宽。 

六、指导思想上，郭齐教授提出可以“浸润心田、陶冶情操”为指导思想，

通过修身达到复性的目的。 

七、场地方面，叶青总经理认为现在设在文科楼的书院可以作为一个窗口，

后续发展上，融信恒业公司可以提供一个 4000 ㎡的场地解决复性书院的藏书、

授课、会讲以及专家学者住宿等方面的问题，以促进书院的成熟稳定发展。 

八、书院的会讲活动可以先行开展，书院的详细规划方案、理事会的组建、

基金会的创设、经费的筹集、山长的选举等等事宜可着手准备，至 2016 年春，

再选定时间举行挂牌仪式，挂牌活动上的第一讲人选和内容亦需慎重考虑。 

此次筹备会议，与会的专家领导对重建复性书院的各项规划建言献策，提

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确定了恢复复性书院的宗旨、指导

思想、定位、建制、功能和特色，为书院的建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理清了思路。

与会专家热切期盼复性书院早日重建，希望复性书院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

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贡献力量，为当代中国民间书院教育树立一面旗帜。 

                                                 

（供稿：刘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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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编纂组出席 

“巴蜀历史文化暨龙显昭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2015年 9月 26日，“巴蜀历史文化暨龙显昭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在

西华师范大学华凤校区隆重进行。会议由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蔡东洲

教授、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教授主持，西华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安平教授、

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健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陈玉屏教授、西南民族大学

祁和晖教授、《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等来自国内 8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巴

蜀全书》编纂组的部分青年教师，出席了此次会议。 

龙显昭教授为原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兼任《巴蜀全书》专家组暨评审组成

员，学识渊博，通贯古今，是秦汉史、宗教史、巴蜀史研究的知名专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深受同行及海外专家的好评。 

开幕式上，《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首先回顾了当年在西华师范大学

的求学经历，特别是与龙显昭教授的浓浓师生情谊，并代表《巴蜀全书》编纂组

献上“龙德丕显，师道孔昭”书法卷轴，祝愿龙显昭教授“福如东海长流水，寿

比南山不老松”。 

随后，舒大刚教授做“《巴蜀全书》编纂与民间手稿文献整理”的主题发言，

从巴蜀文献的现状、《巴蜀全书》的现状、巴蜀手稿文献的整理等三个方面，对

巴蜀文献的形式、数量，《巴蜀全书》的历史、现实、计划、跨度、内容，手稿

文献收集整理的状况等进行了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并希望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

能积极关注、收集民间手稿文献，为编好《巴蜀全书》增添新的力量。 

此次学术研讨会，《巴蜀全书》编纂组向大会提交学术论文 8 篇，并与国内

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广泛交流与深入探讨。8篇论文分别是《<廖平全集>整理

与研究》（舒大刚、杨世文、邱进之等），《蜀学渊渊：略论巴蜀的石经、群经总

义与经学丛书文献》（李冬梅），《浅述明代巴蜀文学总集编纂》（霞绍晖），《20

世纪以来廖平穀梁学整理研究之回顾与展望》（郑伟），《虞集“别集序跋文”小

论》（杜春雷），《宋代巴蜀临济禅僧初探》（戴莹莹），《宋代巴蜀经学文献概览》

（汪璐），《元代蜀地少数民族兴儒考》（马琛）。 

 

                                               （供稿：马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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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阶段性成果介绍 

1.《华阳国志新校注》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全书 78万字，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年 7月出版。 

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它记载了

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

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此次整理对《华阳国志》进行了全新校注，特别是结合 1997年川、渝分治

后的行政区划，对古今地理进行了新校释。本书在文字校勘上，以廖刻题襟馆本

为工作本，参以张佳胤刻本、刘大昌刻本、吴管《古今逸史》本、何允中《广汉

魏丛书》本、李一公刻本、李调元《函海》本、《四部丛刊》影印钱榖抄本、愚

忠堂抄本、“山水源头”抄本；对传世各本分段不当者，一律重新分段标点；注

释上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简明扼要；书后附有相关地图五幅、附录四种以

便读者查阅。此书的出版为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简明的校注本，为

《华阳国志》的使用提供了最新研究成果。 

 

2.《玉田书室诗稿笺注》 

范问予著，霞绍晖笺注，全书 36万字，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年 6月出版。 

《玉田书室诗稿》乃川籍诗人范问予女士（1900—1969）及其家人的遗作，

在巴蜀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玉田书室诗稿》收诗近 200首，跨时 52年（1917—1968）。诗人以革命家

庭成员的视角，细腻地抒写了其大半生的世事变迁，也从客观上展现了 20 世纪

上半叶的社会演进。该诗集为手抄本，乃诗人收集整理而成，后附有逸文与挽联。

透过诗人笔墨，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中国 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更替和时代变迁，

是研究辛亥革命、民国史、民国时期巴蜀重要历史人物、民国时期巴蜀文化发展

变化的重要参考数据。 

《玉田书室诗稿》的笺注，是按照传统的注释方法，对《玉田书室诗稿》进

行文字校勘、背景梳理、喻意阐发和疑难词汇解释，以便帮助读者更为顺利地理

解诗歌。前面再冠之以序言，对诗歌的作用、作者生平、艺术特色、艺术成就及

其影响等进行论述，全面反映该诗集的文学价值和重要意义，以便读者从整体上

把握该诗集的重要价值。 

 

3.《南岳总胜集》 

《南岳总胜集》是“巴蜀文献珍本善本”系列成果。（宋）陈田夫（今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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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人）撰。 

该书为现存最早的南岳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叙七十二峰灵迹、洞天福地、

历代帝王；中卷叙寺观、岳产珍木、杂药山果、奇花异草、灵禽异兽；下卷叙唐

宋异人高僧并隐逸之士，计四十余类、五万余言，详略取舍有致。书中所记山水

灵胜、佛道沿革，颇为详备。阮元在《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评价该书“征引博

而叙述简，深有体要”，堪称山水志的上乘之作。今据宋刻本整理出版。 

 

4.《春秋名号归一图》 

《春秋名号归一图》，（后蜀）冯继先撰，是“巴蜀文献珍本善本”系列成果。

该书专列《春秋》一书中的人物名号，分上下两卷，上载周、鲁、齐、晋，下载

楚至杂小国。上下卷后依次又有《春秋二十国年表》及《春秋图说》，为学者研

读《春秋》提供了诸多方便。今据宋刻本整理出版。 

 

5.《诸葛孔明心书》 

《诸葛孔明心书》，（蜀汉）诸葛亮撰，是“巴蜀文献珍本善本”系列成果。

该书是一部侧重于心战、专论为将之道的精彩兵书。全书分兵机、逐恶、知人性、

将才、将器等，共五十篇，五千余言，一篇一题，言简意赅，是反映我国古代军

事思想的代表作。今据明正德十二年韩袭芳铜活字本整理出版。 

 

6. 《宋代蜀人著述存佚录》 

许肇鼎著，许孟青等修订，是“巴蜀文献联合目录”系列成果，全书 56 万

字，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年 6月出版。 

本书收录宋代、由五代入宋以及由宋入元之蜀人著作，以《宋史·艺文志》

及《蜀中广记·著作记》之著录作为基础，并以有关史书中之艺文志、经籍志、

通志、通考、地方志、文集以及多种公私藏书目录之记载作为补充，在许肇鼎

1986 年巴蜀书社出版的同名著作所考近五千条信息基础上，增加两宋蜀人著述

一千余种，比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所录宋代 1005 种巴蜀文献多出若干。

修订本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蜀人的著述，为宋代蜀学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查找路

径及翔实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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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2015年 1月 10日、1月 11日、1月 12日，台湾元培科技大学朱荣智教

授分别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综 C405 教室、望江校区文科楼古籍所会议室带来了

题为“孔子仁爱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庸》是处世待人的不朽瑰宝”“知止的

智慧”的三场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特聘教授、原台湾元智大学詹海云教

授主持，古籍所众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 2015年 3月 5日、3月 6日、3月 10日、3月 12日，日本学习院大学东

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研究生院 3-501 为川大师生带来

了四场题为“礼失求诸野——从自身研究经历看和刻本汉籍的价值”“《论语》

开篇发覆——以文献学方法解读思想史的个案尝试”“破解《隆平集》作者之

谜”“碑志不可尽信”的精彩讲座。讲座分别由《巴蜀全书》编纂组舒大刚教授、

郭齐教授、杨世文教授、詹海云教授主持，古籍所及学校众多师生聆听了讲座。 

 

◆ 2015年 3月 15日、3月 16日、3月 17日，中国人民大学葛荣晋教授分

别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古籍所会议室、北苑茶楼、研究生院 3-501、研究

生院 3-502，以“学术创新”“成功人生座谈会”“儒学智慧与快乐人生”“立

志与成才之道”为话题，同川大师生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由《巴蜀全书》总编纂

舒大刚教授、编纂组成员杨世文教授主持，古籍所研究生及青年教师参加了座谈。 

 

◆ 2015年 3月 20日，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 A305教室

做了题为“用中华经典滋养自己的心灵”的主题报告，《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

刚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 

 

◆ 2015 年 3 月 20 日，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为川

大师生带来了一场名为“关于‘关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座。本场讲

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特聘教授、原台湾元智大学教授詹海云先生主持。 

 

◆ 2015 年 3 月 20 日，第五届“纳通国际儒学奖”颁奖典礼在四川大学望

江校区文科楼举行。四川大学常务副书记、纳通儒学奖学•奖教金评审委员会主

任罗中枢，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北京纳通医疗集团董事长赵毅武，西北大学

教授、名誉校长张岂之，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医学与生

物工程院院士张兴栋，四川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唐永进，原西南政法大

学副校长、重庆社科院院长俞荣根，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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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术委员刘学智，台湾元智大学、四川大学特聘教授詹海云，四川巨人文化有

限公司董事长、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理事李彗生，成都融信智慧地产公司总

经理、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理事叶青等出席典礼。颁奖典礼由《巴蜀全书》总编

纂、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教授主持。本届“奖学奖教金”评出优

秀教师 5 人，优秀博硕士生 12 人。“优秀征文奖”与“优秀成果及贡献奖”评

出优秀征文 3篇，“优秀成果及贡献奖”6项。 

 

◆ 2015 年 3 月 26 日，四川大学入驻孔学堂中华文化国际研修园签约仪式

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举行。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孔学堂理事会理事长朱新武，贵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李作勋，《巴蜀

全书》总编纂、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

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座教授王瑞来以及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的部分领

导、专家学者出席签约仪式。签约仪式由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和贵阳孔学

堂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孔学堂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周之江共同主持。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中华文化研修、科研成果出版与发表、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积极促进两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 2015年 4月 20日至 21日，“多学科视野下的丰都鬼神文化研讨会暨社

科项目开题会”在重庆市丰都县举行。来自海内外 5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就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利用丰都鬼城历史文化

遗产，为当今社会提供“惩恶扬善、唯善呈和”的正能量，使天下名山、上善丰

都成为重庆旅游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支撑进行了深入研讨。《巴蜀全书》编纂组部

分专家及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在研讨会上

作“从中华信仰看丰都的鬼神文化”学术报告。 

 

◆ 2015 年 5 月 17 日，通化师范学院院长康学伟教授在四川省都江堰文庙

带来了一场以“《周易》的人生智慧”为主题的精彩讲座。《巴蜀全书》总编纂

舒大刚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到场的听众有都江堰的专家学者、四川大学古籍所

师生和都江堰当地民众。 

 

◆2015 年 6 月 8 日，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

院举办的孔学堂招标课题——《近百年国学教材调研与新时期传统文化教育体系

研究》开题报告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 2楼 200会议室举行。《巴蜀全书》

编纂组部分成员及四川省的相关人员参与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

研究所副所长、《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尹波教授主持。课题负责人《巴蜀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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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纂舒大刚教授对《近百年国学教材调研与新时期传统文化教育体系研究》这

一课题进行了开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为课题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 2015年 6月 8日，四川省扶贫基金会栋梁工程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

院的座谈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 2楼 200会议室召开。四川省扶贫基金会

栋梁工程分会邹涛会长及工作人员和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的老师参加了本

次会议。邹会长汇报了有关栋梁工程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规划，《巴蜀全书》总编

纂、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教授介绍了与会儒学院教师的部分学术成就，这

些学术研究都能对“栋梁工程”有所贡献。邹会长对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为“栋梁工程”提供的帮助和在项目合作中起到的智力支撑作用表示了感谢。 

 

◆ 2015 年 6月 19 日，2015 年第二次《巴蜀全书》子项目评审会在四川大

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六楼古籍所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

授主持，学术委员郭齐教授、杨世文教授、尹波教授、彭华教授、王智勇教授、

《巴蜀全书》总纂助理李冬梅博士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 2015 年收到的

5 份项目申请书进行了仔细评阅和匿名投票，原则同意批准立项 5 项。 

 

◆ 2015年 6月 30日，“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六周年暨贾顺先

教授执教六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四川大学举行。会议由《巴蜀全书》总编纂、

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舒大刚教授主持，来自四川省社科联、四川大学、

美国斯坦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农工党广西区委、四川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大

学等 5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对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的

发展历史、现状以及学会在四川儒学、经学和道家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做了发言，

并对贾顺先教授执教六十周年致辞，对贾教授一生的治学研究与为人师表的品德

做了高度的肯定。 

 

◆ 2015 年 8 月 28 日，重建复性书院筹备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举

行。会议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尹波教授主持，国务院参事室文史业

务司副司长、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文亮先生，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

学中心学术研究处处长朱翔非先生，浙江省社科院吴光教授，原吉林大学古籍研

究所所长陈恩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成都融信恒业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叶青先生，《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以及《巴蜀全书》编纂组的部分

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主要就复性书院的筹备方案进行了讨论，参会领

导专家针对重建复性书院的宗旨、功能、建制、职事、人选、协同机构、活动以

及经费预算等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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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9月 26日，《巴蜀全书》编纂组出席了在西华师范大学华凤校区

举行的“巴蜀历史文化暨龙显昭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会议由西华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蔡东洲教授、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教授主持，西华师

范大学党委书记王安平教授、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健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原校

长陈玉屏教授、西南民族大学祁和晖教授、《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等来

自国内 80 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巴蜀全书》编纂组的部分青年教师，出席了此次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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