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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编纂与出版调研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 

 

2014 年 11 月 6 日，《贵州文库》编纂组调研《巴蜀全书》编纂与出版工作

经验座谈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 200会议室进行。会议由《巴蜀全书》总

编纂、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主持，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秦川、贵州出版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立朴、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曹维琼、贵州民族出版社副总编

辑孟志钢、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图书出版管理处负责人古咏梅、贵州出版集团

公司业务部副主任王立红、贵州出版集团业务部主管刘泽海、贵州人民出版社文

史编辑室主任助理龙建人，以及四川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副巡视员孙先荣、调研员

税维加、干事何国娟，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出版管理处处长李尚清，四川大学

社科处副处长王卓，古籍所原副所长、《全宋文》主编刘琳教授，古籍所教授委

员会主任郭齐教授，古籍所副所长尹波教授，儒学院副院长杨世文教授，儒学院

副秘书长兼院长助理王小红副教授，《儒藏》主编助理张尚英博士，《巴蜀全书》

总编纂助理李冬梅博士，所长助理郑伟博士等出席了此次座谈会。会议主要介绍

了《巴蜀全书》的相关情况与经验，并就《贵州文库》编纂与出版的相关事宜展

开了热烈讨论。 

首先，《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对《巴蜀全书》的相关情况作了具体

介绍。《巴蜀全书》是收录现今四川和重庆两省市古文献的大型丛书，将对周秦

两汉至清末民初历代学人用汉语言写录的巴蜀文献，进行系统的调查、收集、整

理和研究，将实现对巴蜀文献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体例最新、使用最方便的编录

和出版。整个工程将对历史上巴蜀文献的存佚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将对 2000 余

种巴蜀文献编制联合目录，对 500 余部、20 余万篇巴蜀文献进行精心校勘、注

释和评论，对 100种巴蜀善本文献进行考察和再造，总计处理信息约 4.6 亿字左

右。其编纂内容为收录历代籍贯为巴蜀的学人的著述；长期寓居巴蜀的学人的代

表著述；内容为巴蜀历史文化的著述；在巴蜀地区刊刻的代表性文献和版本。拟

采取三种形式编纂：一是编纂《巴蜀文献精品集萃》，二是编制《巴蜀文献联合

目录》，三是再造《巴蜀文献珍本善本》。 

《巴蜀全书》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确保工作的有序推进，

编纂组除制订《<巴蜀全书>编纂出版工作总体方案》外，还成立有编纂领导小组、

编纂组、专家编纂出版工作专家委员会和出版发行组。各个部门职责明确，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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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纵向到底、横向到编、协调联动、全面覆盖的责任体系，以保障整个项目的顺

利开展。 

《巴蜀全书》项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得到

了国家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已经连续两次滚动

资助，四川省财政亦批准资助经费 3000万元，并专门制订了《关于做好<巴蜀全

书>编纂出版工作的通知》、《编纂出版<巴蜀全书>省财政补助经费安排使用总体

方案及管理办法》、《<巴蜀全书>编纂出版经费管理实施细则》等管理办法，在政

策和经费上都给予积极的配套支持。 

对比《巴蜀全书》项目在编纂方案、组织架构、经费政策等方面的编纂出版

经验，《贵州文库》编纂组的贵州出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立朴先生也向与会领

导和专家介绍了《贵州文库》的大体构想。《贵州文库》拟以今日贵州省疆界为

准，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为贵州文献，下编为贵州研究。以上编为主，收录籍

贯为贵州学人的著述、长期寓居贵州的学人的代表著作、内容为贵州历史文化的

著作、在贵州刊刻的代表性文献和版本，上至周秦下至 1949 年；下编的贵州研

究则不限籍贯，拟分为通史、专题史、名人评传、名人传略、贵州考古、贵州风

物等方面的研究和档案资料整理。《文库》坚持“古代从宽，当代从严”的原则，

选择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能推进当今社

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有借鉴价值的著作，注意发掘稀见的古籍。对已有整理本或

有条件进行整理的贵州文献采取排印出版，对历史文化价值较高而暂不能进行整

理的文献进行影印出版，对能够代表贵州文化最高水平的初刻本、初印本、善本、

孤本、稿本等视具体情况采用影印和排版结合方式出版。文献整理拟采用不拘一

格，有点有校，校注、校笺、笺注、注译等方式进行，影印则选择初印本或善本

为底本。《文库》收录的著作以年代排序，《文库》总目录拟做分类索引，古籍采

取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其他则采用现行分类法。 

与会专家根据李立朴先生的介绍，参照《巴蜀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经验，

对《贵州文库》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热烈讨论，肯定了《文库》的设计，同时亦提

出了一些经验和建议： 

第一，贵州文献因为量少，故可求全，在范围上可适当放宽，比如收入诸如

家书、碑刻等民间文献；时间上可拉长至建国前。但是也存在资料难以收集的困

难，需要花精力去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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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立一个全面、扎实的总目录，做好文献资料摸底工作，理清黔学渊

源。资料收集上可从贵州或历史上曾属于贵州的省、市、县、各大学、中学图书

馆、档案馆、文化馆等着手。 

第三，《贵州文库》的结构框架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历代著作，主要是成书的、完整的并进行校点的著作，有条件可进一

步进行校勘； 

（二）资料辑录，即散见于各种文献著作中的贵州相关资料，可具体分为历

史人物、历史事件、民族风俗、地理沿革等专题； 

（三）研究成果，即从古至今对贵州历史文化的相关研究。比如涉及贵州民

族史方面的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有许多从未发表过的，抗战时期学者在贵

州进行民族地方调查的资料和论文。 

第四，目标明确，分层推进，领导小组要立实，编纂组要立专，专家组要立

精，出版组要立公。比如整理者方面，要依托一个或者几个人才集中、资料丰富

的学术机构，责任明确，落实到个人。各个子项目可以招标和委托等方式进行，

针对这个问题要做好预防工作，防止资金流失。具体来说，可根据其前期所做工

作进行评审，实行后期资助；或是与省社科规划办挂钩，寻找约束机制。 

四川与贵州两省地域上相邻，语言上相近，人口互相迁徙，文化多有互通之

处。此次《贵州文库》一行来川与《巴蜀全书》领导和专家交流编纂出版经验，

双方相互探讨、学习，皆有颇多收获。这对于《巴蜀全书》、《贵州文库》的编纂

和出版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的文化交流，推动了蜀学与黔

学的发展和复兴。 

 

（供稿：刘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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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座谈 

暨《儒藏》“史部”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4 年 12 月 4 日上午，“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座谈暨《儒

藏》‘史部’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 2 楼 200 会议室召开。四

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朱丹枫，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

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李言栋，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四川省社科联党组副

书记、副主席唐永进，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儒学院学术委员会荣誉主任、《儒藏》

学术委员会主任项楚，西南民族大学资深教授祁和晖，四川大学资深教授胡昭曦、

刘琳，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万本根，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蔡方鹿、历史文化

学院院长王川，成都融信恒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四川大学宣传部、社科

处、出版社有关负责人，以及儒学院、古籍所师生共约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两个议程进行： 

一、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座谈会 

第一阶段的座谈会由万本根副院长主持。会上，朱丹枫、李言栋、唐永进、

罗中枢等先后致辞，他们纷纷代表各级单位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朱丹枫部长希望大家以此次会议的召开为契机，全面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精神，携手共进、通力合作，为振兴儒学、弘扬蜀学，

全面保护和发掘我省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实现我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续写新

的篇章！省委宣传部将一如继往地支持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主持的省重大文

化工程《巴蜀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同时也要将儒学院的标志性工程“《儒藏》

编纂”深入向前推进，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李言栋理事长表示：近年来，弘扬儒学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而《儒

藏》编纂是孔子基金会一直重点支持的项目。十八大召开以后，新的领导集体对

传播传统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习总书记对文化的重视有目共睹，儒学作为中

华文化的核心，已经渗透到执政理念，儒学的前途是光明的。在这种形势下，中

国孔子基金会将加大对川大《儒藏》的支持力度，相信在中国孔子基金会、四川

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儒藏》编纂各位同仁、山东省委、四川省委宣传部的支

持下，一定能使《儒藏》编纂尽快圆满完成。 

唐永进副主席从哲学层面审视儒学院五年来的工作。他认为，从“形而上”

的角度来说，儒学院推动了儒学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创新，推出《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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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等科研成果；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说，儒学院培养了大量硕士生、博

士生，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甚至国际上传播了正确的儒学理念。儒学院五年来的

工作成绩，可谓“功莫大焉”。 

罗中枢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五年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及

各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在儒学研究、学科建设和

推广普及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校方会积极响应十八大以来国家弘

扬传统文化的号召，加大对儒学院及《儒藏》的支持力度。希望儒学院同仁在习

总书记的感召下，肩负起弘扬儒学的使命，从多角度推动儒学发展，促进儒学普

及，争取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使四川大学儒学院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先锋

重镇。同时表示：愿与在座各位一起共建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的美好明天。 

会议期间，国际学儒联合会和时任儒联秘书长、参与创办川大儒学院的曹凤

泉先生也发来贺电，表示近年来国际儒联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进行的多方

面合作，如共同创办“国际儒学网”、联合举办“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

会”、设立“纳通奖学奖教金”等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希望川大儒学院能

充分依托优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绍先贤，起蜀学，在儒学教育、儒学研究、儒学

学科建设、儒学文化普及等方面，发扬优良传统，继续不懈努力，为中华文化的

传承继续贡献力量！ 

接着，舒大刚院长全面总结了儒学院五年来的工作，并系统介绍了未来规划。

五年来，儒学院在诸多方面取了可喜的成果：一是科研方面，申请到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3项等,共争取科研经费总计 3900 余万元。

二是申请批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大众儒学”普及和“西部儒学”研究。三是人才培养方面，在读和毕业

的硕士、博士、博士后人员共计 77 人，不少已经成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术达

人和管理人才；四是争取到国际儒学联合会在我校设立“四川大学纳通儒学奖学

奖教金”，并扩大为“纳通国际儒学奖”，形成对儒学教学、西部儒学、儒学征文

为重点的奖励格局；五是在学术交流方面，“儒藏论坛”已经举办了 123 讲，在

海内外均产生了良好影响。关于未来规划，舒院长认为儒学院的建设将以三刊

（《宋代文化研究》《儒藏论坛》《四川文献》）、两网（“儒藏网”“巴蜀全书网”）、

一书馆（以收藏儒学文献、宋代文献、巴蜀文献为特征的“国学图书馆”）为平

台，设立一中心（儒学研究中心）、一讲坛（儒藏论坛）、一奖金（纳通国际儒学

奖）、两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两院（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三分（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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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下设经典儒学分会、大众儒学分会、蜀学分会），四所（古籍整理研究所、

宋代文化研究所、巴蜀文化研究所、青城国学研究所），将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

究院打造成实体型科研教学机构。最后，舒教授表示：我们应当自觉弘扬川大的

悠久历史、弘扬传统文化，从而提高文化自信，肩负起儒学复兴的伟大使命，希

望四川大学、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子基金会等有关机构及各界同仁继续大力支持

儒学院。 

会上进行重点发言的还有：四川大学出版社社长熊瑜教授、儒学院副院长尹

波教授、儒学院学术委员郭齐教授、儒学院副秘书长王小红副教授分别作“《儒

藏》出版工作汇报”、“‘大众儒学’普及工作”、“儒学院机构调整”、“儒学院理

事会暨‘纳通国际儒学奖’”等报告和说明。 

二、 《儒藏》‘史部’学术研讨会 

第二阶段的研讨会由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主持会议。会上，《儒藏》主编舒

大刚教授对《儒藏》的编纂情况进行了说明，与会专家胡昭曦教授、祁和晖教授、

詹海云教授、万本根教授等纷纷发言，他们对儒学院的工作和《儒藏》编纂成绩表

示充分肯定，并提出宝贵意见。 

舒大刚教授介绍了《儒藏》编纂的渊源与意义，回顾了 1997 年以来川大《儒

藏》的编纂历程，汇报了《儒藏》目前工作进展及已取得史部 274册全部出齐的成

果。并希望川大儒学院以《儒藏》编纂为契机，构建当代儒学复兴的新体系。具体

工作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深入开展以儒学经典新释、学科重建、文献整

理、学术转化和理论更新为内容的“经典儒学”，普遍推行庙学重建、礼义重兴、

道德重振、民间日用和社会实践为内容的“大众儒学”，使两者相携并行；二是实

现《儒藏》圆梦与“儒学十通”翼梦承前启后，“儒学十通”包括已经完成的《儒

学文献通论》《中国儒学通案》，正在进行的《儒经通释》《儒学文献通史》《儒学格

言通览》及即将开展的《儒学通礼》《儒家思想通论》《儒学通志》《儒学通鉴》《儒

学通史》。 

对于舒教授的发言，项楚教授深表认同，他感慨道，与其他编纂《儒藏》的机

构相比，川大《儒藏》是真正全面的《儒藏》，希望《儒藏》《巴蜀全书》工作能够

大力开展下去。 

胡昭曦教授是四川大学古籍所创始人之一，他满怀深情地总结说：我们川大国

际儒学院具有领导强、人员精、能量大、团结紧、合作好、学风正、成果多、影响

广、立足人材培养的特点，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建议今后的工作摊子不宜铺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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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重点突出，二是要多为学校文化建设服务，在传承文化方面为学校做一些切

实可行的工作。 

祁和晖教授认为，儒学院实际上已经成为巴蜀学界的凝聚中心。现任职四川大

学古籍所的台湾学者詹海云教授也表示，他亲身感受到了儒学院强大的组织力、领

导力，这里老师们和谐相处，不计名利，无私奉献；青年教师配合力好；学生能力

很强，无愧为一个优秀的儒学机构。 

万本根教授深感儒学院充满强大的学术能量，对儒学院取得的成果表示钦佩。

会上，他满怀激情，一再呼吁并表示要身体力行加大对川大儒学院及《儒藏》的宣

传和支持力度，将弘扬儒学的精神传播出去。 

会上，中国孔子基金会李言栋理事长代表孔子基金会向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

院授予了“孔子学堂”牌匾。理事会还向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理事会新任国际

理事李言栋、李慧生颁发了聘书。 

此次会议，各位专家、学者达成共识，一致肯定儒学院五年来取得的成绩，并

表示将在人力、物力上对《儒藏》编纂的后续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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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蜀文辑存校补》 

该书系“《巴蜀全书》精品集萃系列”，是 2013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和 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吴洪泽补辑，重庆大学出版

社 2014 年 9月出版，共六册。 

《宋代蜀文辑存》是当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历时十六年编纂的巴蜀地方文献

总集，总计一百卷，收作者四百五十余人，文章二千六百多篇，蕴含有关巴蜀地

方文学、文献以及蜀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内容涉及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法

律、天文地理以及工农业生产等多个方面。 

《宋代蜀文辑存校补》是对《宋代蜀文辑存》进行校点、辑补，并补编了《宋

代蜀文篇目分类索引》，集校注、考证、检索功用于一身，为考察研究宋代蜀文

与宋代文化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料，促进了蜀学文献研究的发展，为巴蜀断

代文献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家园，推

动巴蜀文化建设，为地方经济发展、旅游开发、蜀学研究提供了信实可靠的文献

资料，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 

该书系“《巴蜀全书》精品集萃系列”。郑伟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 12 月出

版。 

《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是近代经学家廖平穀梁学的代表作品，该书历经廖

平经学“初变”、“二变”两个时期，为廖氏经典注疏中最为学界称道之作，也是

清人穀梁学的扛鼎之作，被列入中华书局“清人十三经注疏”计划之中。 

《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选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

书》本为底本，经、传文字以阮刻《十三经注疏》为准，对于廖平改经之处，不

改原文而出校记说明。对注中引文，皆一一核对原文，并参考学界已有成果。 

 

《廖平著述考》 

该书属于“《巴蜀全书》联合目录系列”。郑伟著，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2月出版。 

本书根据现存史料，对廖平文献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分类。据统计，廖平著述

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总计文献 550种，另有丛书汇编 5种。其中以经学和

子学为盛，堪为“蜀学典式”，“垂辉千春”。鉴于学界对廖平学术的研究仅局

限于经学方面，该书系统、全面梳理廖平著述的总体面貌，对于完善、充实廖平

研究资料，完整再现其学说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该书以经学文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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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考证为基础，为推动未来对廖平学术成就的整体性研究，特别是为专经体系化

研究和专经学史意义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参考。 

 

《巴蜀文献》第一期 

该刊是原台湾《四川文献》的复刊。原《四川文献》是 1960年在台湾组建的

“四川文献研究社”主办的一份人文社会学期刊(初为月刊，后改为季刊)，该刊

创刊于 1962年，1981 年停刊，共发行 181期，主要刊载在台四川人撰写的有关

四川历史文化的文章以及介绍四川名贤事迹、传记、年谱、著作等。《巴蜀全书》

编纂组专家认为可以复刊《四川文献》，来进一步推动巴蜀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

的深入进行。复刊后的《四川文献》，改名为《巴蜀文献》。计划先以论文集的形

式出版发行，再逐步申报为学术期刊。刊载内容，将承袭原刊之精神，主要为研

究巴蜀历史文化、考证巴蜀文献的论文和巴蜀先贤调查访谈录等，旨在为弘扬巴

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巴蜀文献》第一期已正式出版，共

收录了文章二十余篇，涉及巴蜀儒学、巴蜀文人、蜀中家族、巴蜀考古以及《巴

蜀全书》编纂和访谈等内容。 

 

 

 

简  讯 

* 2014 年 11 月 6 日，《贵州文库》编纂组调研《巴蜀全书》编纂与出版工

作经验座谈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 200 会议室进行。会议由《巴蜀全书》

总编纂、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主持，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秦川、贵州出

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立朴、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曹维琼等编纂组人员，以及四

川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副巡视员孙先荣、调研员税维加、干事何国娟，四川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出版管理处处长李尚清，四川大学社科处副处长王卓，《全宋文》主

编刘琳教授、古籍所教授委员会主任郭齐教授、古籍所副所长尹波教授、杨世文

教授等《巴蜀全书》编纂组成员出席了此次座谈会。会议主要介绍了《巴蜀全书》

的相关情况与经验，并就《贵州文库》编纂与出版的相关事宜展开了热烈讨论。 

 

*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00，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

志明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研究生院 3-507 教室为全校广大师生带来了题为

“国学讲什么”的精彩讲座。此次讲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舒大刚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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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场的还有张尚英、郑伟等老师以及古籍所在读研究生和各学院学生。 

 

* 2014 年 11 月 11 上午 9:00，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研究生院 3-505 教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志明老师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目为“国学的精神传

承”的精彩讲座。此次讲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所副所长尹波老师主持。古籍所的老

师、研究生以及诸多来自校内外的青年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 2014 年 11 月 11 月下午 3:00，在研究生院 3-507，中国人民大学张践教

授为川大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儒家孝道思想的现代价值”的讲座，讲座由四川

大学古籍所所长舒大刚教授主持。 

 

* 2014 年 11月 12日上午 9：00，在研究生院 3-507教室，继两场精彩的讲

座——“国学讲些什么”、“国学精神传承”之后，宋志明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

了第三场题为“国学价值导向”的学术讲座。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

刚教授、副所长尹波老师以及诸位专家学者、青年教师以及四川大学在读本科生、

硕博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 2014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3：00，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3—507，中国人民

大学的张践教授以“从儒教的产生看儒教的性质”为主题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

场精彩的讲座。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杨世文教授、王小红副教授等及古籍

所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 2014 年 11月 18日下午 3：00，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恩林教授在

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3-505教室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题为“论《易传》人性的‘善恶

统一’说”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舒大刚教授主持。 

 

* 2014 年 11月 21日下午 3：00，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恩林教授再

次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研究生院 3-505教室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易•乾卦》

汇解”的精彩讲座，舒大刚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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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1 月 24 日，《巴蜀全书》编纂组舒大刚教授、谢幼田研究员、尹

波教授、彭华教授、王小红副教授、张尚英博士、李冬梅博士、郑伟博士等学人

赴贵阳孔学堂商讨具体合作事宜，双方在孔学堂六艺学宫召开了座谈会。会议由

孔学堂理事会秘书长候楠主持，会上主要就《巴蜀全书》与孔学堂的进一步合作

事宜进行了热烈讨论，双方在学术合作交流、科研成果出版与发表、人才培养等

方面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 2014 年 12 月 4 日，“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座谈暨《儒藏》

‘史部’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 2 楼 200 会议室召开，四川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朱丹枫，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李言栋，四川

大学校常务副书记、工会主席罗中枢，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四川省社科联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唐永进，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儒学院学术委员会荣誉主任、《儒

藏》学术委员会主任项楚，西南民族大学资深教授祁和晖、四川大学资深教授胡

昭曦、刘琳，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万本根、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

川、首席教授蔡方鹿、成都融信恒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四川大学宣传部、

社科处、出版社有关负责人，以及儒学院、古籍所师生共约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 

 

* 2014 年 12月 6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教授、尹波教授、

郭齐教授、杨世文教授、王智勇教授、彭华教授、郑伟博士、杜春雷博士等人参

加了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的“朱熹与巴蜀文化及朱熹思想的影响和现代价值学术

研讨会暨会员代表大会”，省社科院、西南财经大学等省内 17所科研院校的近百

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大会主要围绕“朱熹与巴蜀文化及朱熹思想的影响和现代

价值”这一主题展开，与会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朱熹思想的现代价值、中国哲

学和巴蜀文化的相关问题作了探讨。会上还进行了四川省朱熹研究会换届选举，

并就第三届四川省朱熹研究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规划。 

 

* 2014 年 12月 6日至 7日，四川大学古籍所詹海云教授、黄锦君副教授、

吴洪泽副教授、王小红副教授、张尚英博士、戴莹莹博士、马琛等人参加了在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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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举办的“湘学、蜀学与区域学术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

论坛”。此次论坛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安徽文史研究馆、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西南民族大

学等文史研究机构和高校的 1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大家对湖湘文化、巴蜀文化、

淮扬文化、安徽文化等长江流域内的区域文化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分享了各自在

区域文化典藏、历史人物、诸家学说、思想源流、文化交流途径与通道、文化遗

产继承与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心得。 

 

* 2014 年 12月 16日晚上 7：00，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俞荣根教

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研究生院 3-121教室为本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礼法传

统与现代法治”的学术讲座，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教授主持了此

次讲座。 

 

* 2014 年 12月 23日晚上 7：00,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浙江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吴光教授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3-412 教室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

题为“谈谈民主仁学的体用论、文化观、价值观及其当代意义”的精彩讲座，讲

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舒大刚教授主持。 

 

*2014 年 12月 24 日下午 3:30, 继“谈谈民主仁学的体用论、文化观、价值

观及其当代意义”的讲座之后，吴光教授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3-412教室为全校

师生再次带来一场题为“国学的内涵、结构、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的学术讲

座，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