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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6 日下午，《巴蜀全书》年度工作总结暨评审工作专题会议在

四川大学复性书院举行。四川省委宣传部李酌副部长、出版处聂颖处长，四川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张晓杰副局长、彭雪梅副处长，以及四川大学李旭锋副校长、社

科处高伟副处长等领导莅临会议，《巴蜀全书》评审组与编纂组专家成员项楚、

谭继和、胡昭曦、赵振铎、林向、龙显昭、万本根、舒大刚、尹波、郭齐、杨世

文、王智勇、吴洪泽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巴蜀全书》副总编纂、

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万本根研究员主持。总编纂舒大刚教授向大会汇报了《巴

蜀全书》2015年度总体进展情况及 2016年度工作计划，李旭锋副校长、张晓杰

副局长、李酌副部长就《巴蜀全书》的编纂、出版、宣传、规划等问题发表了讲

话，评审组专家对《蜀学学案》《蜀学丛刊》《蜀藏遗珍》等方案进行了审议。 

《巴蜀全书》项目在 2015 年度出版阶段性成果 10 种 24 册，其中由上海古

籍出版社出版的《廖平全集》（11 册），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为《巴

蜀全书》标志性成果。2015年度启动新项目 15项，前期立项的项目中，已经完

成、正在出版中的项目也有 20种之多。 

学术大典，质量居首。《巴蜀全书》精品集萃系列子项目《宋会要辑稿》，在

获得 2014 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后，再次斩获上海市第十四届

（2013—2015年度）图书特等奖。连续高质量奖项的获得，既是对《巴蜀全书》

编纂组古籍整理工作的肯定，也对提升《巴蜀全书》的品牌效应加大了推力。 

文献资料是《巴蜀全书》工作有力推进的重要基础，2015 年编纂组陆续购

买了近 2000 种巴蜀文献，并通过川大古籍所外聘专家遍访日本藏书机构，收集

了十余部稀见巴蜀文献资料，为《巴蜀全书》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在前期百余种出版成果的基础上，编纂组集中向川渝两地县级以上图书馆、

博物馆，综合性高校图书馆和全国 211、985 高校图书馆以及海内外专家学者与

研究机构进行了《巴蜀全书》出版成果的赠送。截止会前，已赠送川渝县级以上

图书馆、博物馆 219 家 2612册（覆盖率 100%）、川渝综合性高校图书馆 36家 987

册（覆盖率 100%）、全国综合性重点高校图书馆 39家 1537册、海内外专家学者

与研究机构 6138 册，总计赠送图书 11274 册。这不仅扩大了《巴蜀全书》出版

成果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也有利于地方文化的建设和复兴。 

《巴蜀全书》在 2015年度获得了有利推进，2016年度如何更好地组织规划，

也是本次会议集中讨论的重点。总编纂舒大刚教授在会上提出 2016 年要紧抓立

项与出版，争取出版 20 余种成果，启动《蜀学学案》《蜀学丛刊》《蜀藏遗珍》

等项目，加强学术交流与项目宣传，让更多热心支持巴蜀文化建设的有志之士加

入到这场文化盛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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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领导对《巴蜀全书》立项以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编纂组近年

来的工作体现了三个亮点：一是不管人事组织如何变动，始终坚持有序有力推进

工作；二是出版的成果，数量丰硕，质量精良，并有高质量奖项斩获；三是随着

项目宣传报道、获得嘉奖以及成果的广泛赠送，《巴蜀全书》的品牌影响力不断

扩大。同时，对于 2016年项目工作的规划与推动，与会领导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加快调整新的领导小组成员，召开《巴蜀全书》领导小组会议；二、优化规

划，推进编纂出版进度，实行年度子项目评优机制；三、广泛宣传成果，扩大宣

传面和影响力，可召开项目成果发布会，进行人物专访、学者评论、动态报道，

以及在新华门店、省图书馆等场地设立专柜展览；四、《巴蜀全书》现已进入深

入推动阶段，项目经费会有较大缺口，编纂组要做好经费预算工作。 

评审组专家对提交大会的《蜀学学案》《蜀学丛刊》《蜀藏遗珍》方案进行了

细致审议，既指出了不足，也给予了有力的肯定，认为这些方案很有特色与意义，

值得大力支持，并且鼓励编纂组攻坚克难，做好做精。 

行路致远，砥砺前行。此次会议的召开，总结了《巴蜀全书》2015 年取得

的各项成绩，讨论了项目推进中出现的不足与难点，并提出了切实的意见和建议，

规划了项目在 2016年的推进方案，这为《巴蜀全书》进一步开展确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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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结 2015年度《巴蜀全书》的工作情况，制定 2016年度工作计划，拟于

2016年 5 月 16日下午，在四川大学召开《巴蜀全书》年度工作总结暨评审工作

专题会议。议程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6年 5 月 16日下午 2:30 

二、会议地点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 5楼 519室（复性书院） 

三、主承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 

《巴蜀全书》编纂组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二）承办单位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省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 

四、会议内容 

1.汇报《巴蜀全书》2015年度工作总体进展情况 

2.制定 2016年度工作计划 

3.“蜀学丛刊”规划审议 

4.“蜀学学案”系列工作方案审议 

5.“蜀藏遗珍”项目评审 

6.其他事项汇报 

五、会议议程 

主持人：《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四川省社科院万本根研究员 

（一）《巴蜀全书》总编纂、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汇报《巴蜀全书》2015年度

总体进展情况及 2016年度工作计划 

（二）四川大学副校长李旭锋先生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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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张晓杰先生讲话 

（四）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酌先生讲话 

（五）专题讨论 

1.《蜀学学案》方案审议 

2.《蜀学丛刊》方案审议 

3.《蜀藏遗珍》复制审议 

六、资料准备 

1.《蜀学学案》申报材料 

2.《蜀学丛刊》论证计划及选目 

3.《蜀藏遗珍》介绍资料 

4.新近出版成果 

七、与会人员 

（一）四川省委宣传部领导及嘉宾 

李  酌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聂  颖    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 

（二）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领导及嘉宾 

张晓杰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 

彭雪梅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出版管理处副处长 

（三）四川大学领导及嘉宾 

李旭锋    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 

高  伟    四川大学社科处常务副处长、教授 

王  卓    四川大学社科处副处长、教授 

（四）专家委员会评审组成员 

 项  楚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谭继和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胡昭曦    四川大学教授 

赵振铎    四川大学教授 

林  向    四川大学教授 

龙显昭    西华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五）编纂组主要成员 

舒大刚    《巴蜀全书》总编纂、四川大学教授 

万本根    《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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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波    《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四川大学教授 

郭  齐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导 

杨世文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导 

王智勇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硕导 

吴洪泽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硕导 

李冬梅    《巴蜀全书》总编纂助理、四川大学副研究员 

郑  伟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四川大学助理研究员 

（六）秘书组成员 

何国娟    四川省委宣传部出版处 

汪 璐    《巴蜀全书》财务秘书、四川大学助理馆员 

刘慧敏   《巴蜀全书》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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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巴蜀全书》总编纂  舒大刚）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莅临《巴蜀全书》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今天我主要就

上一年的工作总结和今年的工作计划做一个汇报，请各位参加审议。 

首先向大家汇报的是 2015年度项目总体进展情况。2015年《巴蜀全书》三

大系列——精品集萃、联合目录和善本再造皆有重大进展，正式出版阶段性成果

10种 24册。 

“联合目录系列”出版了《宋代蜀人著述存佚录》，这是一个新考。还有 2016

年 3 月出版的《苏轼著述考》，290 万字，苏轼的各种著述和著作的各种版本在

该书中都得到了体现。 

“精品集萃系列”出版了《廖平全集》《华阳国志新校注》《玉田书室诗稿笺

注》《周诗新诠》等书。廖平被冯友兰定为中国哲学史上最后一位也是蜀学的最

后一位大师，他的著述非常丰富，他在世时编过三套丛书，然而，除了上世纪末、

本世纪初出版的几种廖平选集外，却无全集问世。现在我们把他所有的著作进行

了一次梳理、总结和出版，16 开《巴蜀全书》版的《廖平全集》共 11 册，500

余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10月出版，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

助。《华阳国志新校注》是刘琳先生进行精心校对的新版，增加了 30多万字，这

个版本是目前研究《华阳国志》或者研究巴蜀史、西南史的最佳版本。《玉田书

室诗稿笺注》是谢持的儿子和儿媳的诗稿校注，反映了这一名门望族在民国那个

特殊时代的心路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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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2016年新出版的《周诗新诠》，

是任乃强先生对《诗经》的一个译注本，该书也得到了四川省社科院和巴蜀文化

研究中心的立项和支持，一共 100万字，该书经过任先生及其儿子细心整理和巴

蜀书社的精心校勘，以蜀学的观点来解释《诗经》，可谓别开生面，应该会产生

不一样的反响。 

“珍本善本系列”出版了《南岳总胜集》《春秋名号归一图》《诸葛孔明心书》。

《南岳总胜集》与《春秋名号归一图》是宋刻本，《诸葛孔明心书》是明正德十

二年韩袭芳铜活字本。  

《巴蜀全书》是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规划立项的重大项目，规定要定期汇报

进展和成果，编纂组不定期编有《〈巴蜀全书〉工作简报》，充分报道《巴蜀全书》

的编纂情况，并及时报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寄送海内外专家学者。

我们也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巴蜀文献》，目前已出版两辑，第三辑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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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已经出版的成果有怎样的社会反响呢？首先是前年出版的《宋会要辑

稿》，获得了两个奖，一个是“2014 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一个是

“上海市第十四届（2013—2015年度）图书特等奖”，二者都是非常高质量的奖

项。 

媒体宣传方面，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四川日报》对《巴蜀全书》的进展、

规划以及获奖成果和积极影响进行了专版报道。已发表的有 3 月 11日《<巴蜀全

书>引领四川出版“重”起来》，即将发表的有《修典承薪  巴蜀巨献》，突出了

《巴蜀全书》重要的地位。 

以上是 2015 年的一些出版的情况，2015 年度编纂组新启动子项目 15 项。

另外，前期立项的项目中，已经完成并交付出版社正在出版中的项目也有 20 种

之多。 

编纂组在 2015 年召开、参与了各个层次的学术研讨会，比如项目总结会与

子项目评审会，向纵深开拓，还有若干学术会议，加强学术交流。《巴蜀全书》

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讲座，召开了《巴蜀全书》2014年的工作总结、《巴蜀全

书》2015 年第一次和第二次子项目评审会，同时参加了一些地方的文化建设，

如 2015年 4月参加的“丰都鬼神文化研讨会暨社科项目开题会”，此次会议主要

是围绕怎样使丰都走出当前困境进行讨论，编纂组与川大宗教所、四川省社科院、

重庆地方史学会与中国文化学会等机构提供学术支撑，对鬼神文化的历史渊源和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对现代文化建设的作用进行了梳理，形成了两

个大的成果：一个是研究性的成果，有 60多万字，一个是资料性成果，有近 100

万字。 

编纂组还开展了对研究蜀学的一些老先生的庆祝活动，比如贾顺先先生，他

是做哲学研究的一位老先生，编纂组在 2015 年 6 月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庆祝他

执教六十周年。另外还参加了在西华师范大学召开的“巴蜀历史文化暨龙显昭先

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2015年 8月编纂组举行了重建复性书院筹备会，复性书院是马一浮先生 1939

年在四川乐山乌尤寺主持创办的，是抗战时期新儒家三大书院之一。马先生选择

在四川创办复性书院，说明他对我们巴蜀文化情有独钟。参会的嘉宾对复性书院

的筹办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2015 年 10 月编纂组举办了“《巴蜀全书》阶段性成果研讨暨第四届巴蜀文

化与湖湘文化高端论坛”，这个会议由四川大学、湖南大学发起，后来又有湘潭

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参与，四校一起做了这样一个两地文化的交流互动，每年一

次，今年举办的是第四次。每次会议都形成了比较丰厚的成果，都有论文集出版，

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亦即将出版。 

2015年 11月编纂组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长寿区人民政府在长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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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庄共同举办“第三届中华长寿文化暨儒学宗师谯定学术研讨会”，这个活动也

推动了《巴蜀文献》第三辑的出版。 

《巴蜀全书》学术讲座定期举行，以前是请名师在学校来讲，现在讲座地点

基本固定在复性书院。这些学术讲座不仅推动了《巴蜀全书》的编纂和巴蜀文化

的研究，还对年轻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他们了解什么是巴蜀文化、什么是

蜀学很有帮助。 

在资料收集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推动，首先加大了采购巴蜀文献的

力度，第二是搜集地方文献，第三是建设“巴蜀全书网”。其中地方文献的搜集

还包括海外巴蜀文献，我们引进了一位日本的博士、副教授，她收集、复印了一

些在日本的巴蜀文献刻本，其中有许多是珍稀孤本，我们计划将这批资料采用传

统线装形式予以再造。另外还有台湾所藏的巴蜀文献，我们计划与台湾故宫博物

院合作，对其所藏巴蜀文献珍稀善本进行联合再造。 

购置巴蜀文献方面，编纂组的推动力度比较大，资金投入也比较多。2015

年购置了《重修四川通志稿》《民国时期地方概况资料汇编》《民国乡村教育文献

丛编》《四川历代方志集成》《中国西南地理史料丛刊》等，最重要的是收集了一

套台湾出版的《民国文集丛刊》《民国时期文学研究丛书》《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

书》《民国史学丛刊》《民国时期经学丛书》《民国诗集丛刊》，总共购置文献近二

千册。 

地方文献收集方面，编纂组在 2015年收集到了孙培吉《孙氏手稿》60余种。

孙培吉，字抱和，晚清民国时期成都学者，其先祖因到成都做知州，后来留居成

都。孙家世代书香，是成都的名门望族。孙培吉为光绪十八年恩科举人，这位老

先生很有文化，他从 17岁开始记日记，一直到去世，长达 58年。这个时期又恰

恰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发生的时段，他的日记可以说是一个大宝藏。

编纂组跟孙先生的后人联络协商，已将《孙氏手稿》全部复印、扫描，最近古籍

所的研究生以《孙氏手稿》中《默室日记》为学位论文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我们

的专家也进行了细致的点评。这样一份地方家集资料十分难得，除日记外，还有

一些诗词、经史著作、理学、注释和札记等资料。这个文集是我们去年非常重视

的一个项目，我想向评审组提出一个申请，把这个文集及时影印刊刻出来，以供

广大学人利用。这套书经历军阀混战、土改、“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仍然得以

保存下来，实在非常难得，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孙氏家人已经把这套书

推到锦江边上准备毁了，恰逢其孙回乡，才将这套书挽救回来。 

《巴蜀全书》的动态与成果要借助网络平台来展示，“巴蜀全书网”由此在

2010年创建， 至目前该网站已收录有关巴蜀各类信息 58000余条，文献典籍 4600

余种，图片 6000余幅。 

《巴蜀全书》的宣传和成果普及也很重要，宣传方面我们还需要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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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的弱项，比如主动联系外面的报纸，还需要省委宣传部的帮助。在《巴

蜀全书》成果推动方面，我们得到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及时把出版成果向全

国，尤其是四川、重庆两省市推广。编纂组向川渝两地县级以上图书馆、博物馆，

综合性高校图书馆和全国 211、985 高校图书馆以及海内外专家学者与研究机构

进行了免费赠送，计有川渝县级以上图书馆、博物馆 219 家 2612 册（覆盖率

100%）、川渝综合性高校图书馆 36家 987册（覆盖率 100%）、全国综合性重点高

校图书馆 39家 1537册、海内外专家学者与研究机构 6138册，总计赠送图书 11274

册，使《巴蜀全书》的学术效应尽量通过这些专家和机构得到体现。 

以上是对去年工作的一个简单总结，下面我介绍一下 2016 年的工作计划，

有些计划已经在做了，有些正在启动。首先，编纂组要加大立项力度，广泛招标，

重点委托，积极开展立项工作。第二，我们要加强《巴蜀全书》的出版工作，去

年本可以多出版一些成果，但是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编辑的意愿和水平，因为这

个项目是古籍整理，编辑要完成任务，要讲字数，看古籍和通俗书籍的字数没有

做区分，编辑们更愿意看通俗书籍，所以我们的《巴蜀全书》书稿送去很久，仍

然没有编出来，这是一个问题。在此，我想和出版局张局长商量一下，希望我们

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模式，下一步能从两个角度来推动出版工作：一是不要资助的

出版社，出得又好又快，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书稿交给他们，二是《巴蜀全书》做

出来有一定的体量，值得我们去做一个阶段性的专项申请。国家有专门的出版基

金，资助力度很大，比如北大申请的《明代别集丛刊》，就有 1800万经费，上海

辞书出版社的《辞海》重修有 2800 万经费，还有很多地方的档案文献、文书文

献、契约文献等，这些申请都有几百万经费，恰恰我们省上比较少，所以我想能

不能把《巴蜀全书》的成果阶段性地申报。我提出这个出版方案，张局长和各位

可以沟通讨论，以后我们再专门汇报相关的详细方案。 

2016 年即将出版以下成果：精品集萃系列有《三苏经解》《古史》《韦庄集

注》《李源澄集新编》《唐君毅全集》《张澜文集》《谢无量著作集》；珍本善本系

列有《唐鉴》等八种成果；联合目录系列有《巴蜀文化名人辞典》；三个主要系

列之外还有《巴蜀文献》第三辑以及《喻朝刚文集》《钟肇鹏先生纪念文集》《贾

顺先教授文集》等其他成果。 

2016 年要启动的、也是专门要向评审组汇报的项目有：《蜀学学案》《蜀学

丛刊》的编纂和《蜀藏遗珍》的再造。第一个是《蜀学学案》，清末时尊经书院

曾经出版过《蜀学编》，属于系列人物传记，从学案的角度来说是不清楚的，与

传统的学案体还有距离。《蜀学学案》是采取通案和专案相结合，一些大家，皆

有专案，比如三苏，有《三苏学案》，张栻、张俊有《二张学案》，魏了翁有《魏

了翁学案》等。 

第二个是《蜀学丛刊》，《巴蜀全书》包括经、史、子、集，也包括一些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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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说是比较全面的，但主要涵盖的是学术上精、学术性强的具有代表性的巴

蜀文献，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比较体系化的蜀学丛书，但是这种成体系的丛

书又是学界目前迫切需要的，所以编纂组计划从经、史、子、集、佛、道中精选

出成体系的巴蜀文献，采用分类、分序、小序、提要与影印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出

版，经费方面可以先用国家经费把这个系列做出来。 

第三个是《蜀藏遗珍》，这个《蜀藏》不是我们现在随便取的一个名字，历

史上早有其称。《蜀藏》就是《开宝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雕版《大藏经》，

刻于北宋开宝年间，是后来所有《大藏经》的祖本。现在保存下来的已经不多了，

北京的学者广泛访求，只访到十二卷，他们将其做成了一个精品《开宝藏》。编

纂组与北京文物出版社联系后，获得允准将它纳入《巴蜀全书》，以做精致的钻

研。这个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项目来完成，也请各位评审专家来把关。 

2016 年编纂组要继续加强对外交流合作，首先是下半年准备召开一个“儒

学与蜀学研讨会”，因为最近在外面交流，在介绍巴蜀文化和蜀学时，大家都很

感兴趣，希望能来巴蜀具体感受一下什么是巴蜀文化、什么是蜀学。这次会议我

们计划把四川做巴蜀文化研究的学者专家邀请来，整体展示一下蜀学的内容，以

及蜀学的影响和地位。 

在宣传方面，编纂组需要更主动、系统地推动《巴蜀全书》的宣传和普及，

这方面我们确实做得比较差，需要大力改善和加强。 

此次的报告就到这里，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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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副校长  李旭锋) 

 

尊敬的李部长、张局长、各位专家、同志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刚才舒老师已经对《巴蜀全书》

去年的工作做了总结，现在我从学校的角度来谈一谈《巴蜀全书》的工作。《巴

蜀全书》项目主要是由古籍所牵头，我们学校和各位专家参与的文化工程。学校

主要是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参与，希望能在这项文化工程推动中，以编

促学，以学促研，培养出一批新的人才，薪火相传，把巴蜀文化传承下去，这对

高校和教育机构来说是最重要的，同时这也是整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四川的优

秀文化一个奠基性工作。 

我在学校主要负责校友工作、后勤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学校最近一次的大

修，是在去年完成的，效果还比较好。电梯维修方面，从今年开始陆续招标，计

划将十年以上的所有大型电梯都做一个换新。国家去年拨付了一亿三千万元以作

学校修购华西几栋楼的经费，因为学校招投标做得非常细，余下的钱就多维修了

四个电梯。我们尽量更换有安全隐患的设施，以保障文科楼的内部装修修缮。这

也是从学校的角度尽可能多地为专家、教师和年轻学者提供较好的保障。 

四川大学从 2015 年底开始做了一个改革，要求新进教师先做 3 年专职博士

后，双方满意再续签第二期，才被认定为正式的教师上讲台教学，如果新进者达

不到四川大学副教授的水平，则解聘。这对我们四川大学教师水平的提高，尤其

是站上讲台的教师水平的提高是非常有好处的，这样他们有了一个较好的起点，

学校的教学水平也能随之稳步提高。  

最后要感谢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还有在座各位专家，对我们四川大学

古籍整理工作和《巴蜀全书》编纂工作的支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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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  张晓杰）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再一次和各位专家、领导总结《巴蜀全书》的出版工作，研

究新一年的工作计划。这次会议的召开我感到非常重要和及时，因为《巴蜀全书》

是四川省的重大文化工程，多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是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

的一项工程。去年的工作情况舒教授已经做了全面总结，我觉得《巴蜀全书》的

出版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工作有序、进展正常。如果无序的话，即使受到重视，仍然会非常难以

推动。《巴蜀全书》从开始编纂到现在，领导小组成员从组长、副组长到其他成

员，调整较大。这主要是就行政机构而言，不包括我们的专家委员会。在这样的

情况下，《巴蜀全书》仍能够有序推动，这是一个亮点。 

二是注重宣传、扩大影响，特别是今年两会期间，我也看到了《四川日报》

对《巴蜀全书》的宣传报道，包括我们省新闻出版局，每年的精品工程都一定要

把《巴蜀全书》写进去。 

三是注重学术交流，《巴蜀全书》不仅有优秀的出版成果，也召开、参与了

诸多学术会议，注重与各方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了文化发展。 

四是编好《巴蜀全书》、传承巴蜀文化。说到编书，领导小组成立这么多年，

直到去年才真正把开本、封面定下来。我们当初专门在《新闻出版报》对《巴蜀

全书》的封面设计征集启事、进行公告，找的是全国顶级的设计。对之前工作取

得的成绩我就说这些。 

为了抓好《巴蜀全书》出版工作，我想今后有几个方面还要强化，今天李部

长也在，当时尹书记分管宣传工作，亲自提出要召开《巴蜀全书》领导小组会议，

首先完善充实领导小组，我当时也很激动，后来尹书记又另有重担，现在也不知

道是谁在抓这个工作，所以我对下一步的工作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完善机

构、加强领导。机构不完善，推进工作肯定很慢，按照我们的计划，原来说是十

年完成，按现在的进度我看二十年也出不完这套书。第二，要互通信息。目前只

剩我还在做出版组长，其他的组长都不在任了，以后我也要退休了，所以互通信

息很重要。第三，加强宣传、扩大影响。我觉得现在的宣传力度还不够,按照我

原来的设想，《巴蜀全书》出来以后，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捐赠仪式，还可以利

用我们省最好的图书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请省市领导参加。捐赠普及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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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巴蜀全书》在省图书馆有专门的陈列区。第四，这是件具体的事情，就是

书籍的存放和出版方式的问题。《巴蜀全书》出版成果首先要保障书籍数量、质

量和收藏，库存量要够，而且收藏上还有书籍潮湿、生虫等问题要解决，如编纂

组收了两百套书，存放多年后，书籍质量如何保证？再者就是出版方式问题，原

先设想的是以省内为主进行招标，川大和巴蜀书社进行合作，但是现在也有省外

出版的情况，我们出版组也不太清楚目前的具体情况，所以我们还需要加强沟通。 

我就说到这，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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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酌） 

李校长、张局长、各位专家： 

大家好！今天在这里总结《巴蜀全书》2015 年的工作成果，我想一个主要

的目的就是加快《巴蜀全书》的编纂工作，去年的工作舒教授已经做了全面的介

绍，李校长、张局长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我也赞成。这个项目是从 2010 年开

始启动的，到今天成效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去年的工作，我觉得确实有

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巴蜀全书》的编纂工作确实是在有力有序地推进，尽管领导机构的工

作班子有多次调整，但是工作可以说还是有力有序的，包括刚刚舒老师的介绍都

反映了这个项目是在正常地推进、开展。 

二是整个《巴蜀全书》目前的成果确实非常丰硕，前面反映的和现场成果的

展示，还有平时赠送的成果，都集中展示了整个编纂工作的成果，像舒教授介绍

的《巴蜀全书》的精品集萃系列、珍本善本系列，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成果，可以

说非常丰硕。 

三是《巴蜀全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我们蜀学的影响力逐渐被大家认可。

这是非常明显的，这也反映了当时做的战略部署和《巴蜀全书》编纂工作的规划

的正确性，对我们展示巴蜀优秀传统文化和四川形象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 2015年的工作情况，刚才舒教授对《巴蜀全书》2016年的规划我都非

常赞同，我想从宣传单位的角度就几点建议与大家沟通商量： 

第一，要加快调整编纂领导小组的成员，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了解和研究年

度工作和一些重大事项，工作方向该怎么走，哪些工作需要加强，哪些工作需要

调整，都需要领导小组做决定。这些问题之后大家要一起研究，尽快提出意见和

建议。去年尹书记分管宣传的时候，应该说走了一大步，当时已经着手准备各项

事宜，但因后来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事情有所搁置。按照《巴蜀全书》的组织机

构设置规定，宣传部长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所以只要部长就任后，后续的工作

很快就能推进，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 

第二，要进一步优化整个规划，加快推进编纂出版工作的进度，刚才舒教授

也介绍了，有些规划我们可能要进一步优化，优先安排整理和研究体现“蜀学”

特色、地方建设急需、珍稀孤本抄本等文献，扎实有效地加快推进项目进程。我

想之后要对每年出版的子项目实行评优机制，打造一批蜀学精品，全面提升《巴

蜀全书》的品牌效应，所以领导小组要加快调整，我们也要把这些工作做一个梳

理，包括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要总结，要加快出版进程。《巴蜀全书》是一个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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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工程，到底该怎么办要有个基本规划。 

第三，要广泛宣传我们出版的成果，扩大影响力。《巴蜀全书》作为我们的

重大文化工程，不只是我们省委省政府，我们各级各部门也在全力支持，各位专

家也付出了很多精力，所以我们不仅要在成果出版后发挥其影响力，在编纂过程

中也要发挥它的作用。不管是对经济发展，还是在发扬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上，都

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来支撑。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加大宣传，要扩大它的影响力，

比如召开项目成果发布会、成果研讨会以及学术交流会，利用这些专题会议扩大

学术影响力。刚刚张局长也说了，我们需要好好策划一下，让我们《巴蜀全书》

的工作成果能得到集中展示和宣传，以达到真正扩大影响力的效果。实际上，宣

传部对这个工作也有不清楚的地方，当然这是我的问题，我的包袱多了一时没有

关照到那么多，从另一个方面讲，我觉得确实需要宣传它，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

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让大家都关注它，知道我们的工作成果。利用成果也很

重要，我们不能只是将书装在那而无所作为。所以我想，在宣传上、在成果研讨

和学术交流上，我们要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宣传方面，去年两会期间我们一宣

传，效果非常好。当时报道出来后，宣传部发了一个舆情信息收集，各个网站都

反映说大家还不知道省里在进行这么大的一个文化工程，现在才关注到，觉得很

有意义，非常有影响。我觉得可以通过学界书评、人物访谈和公开报道来深入阐

释《巴蜀全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深入解读巴蜀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动态报道

重要成果，还要组织编纂《巴蜀全书》的宣传册，我们省图书馆要设立《巴蜀全

书》出版成果宣传讲坛，以进行推广，扩大社会影响。这个主要由出版局张局长

和我一起来做，希望我们编纂组多提供这些方面的资料，我们到时候请一些重要

的媒体集中宣传。《巴蜀全书》、巴蜀文化不仅是在我们四川有影响，在全国我们

都希望加强宣传。 

第四，要加强密切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主要是领导小组和相关部门，比如

成员单位，对编纂出版的具体问题要及时研究、改革，要从经费、项目到专业人

手、古籍资源提供可靠保障。出版发行工作要落实好成果出版、图书收藏、成果

推介的工作，实现成果转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方志馆、资料室以及其

他资料拥有单位要主动为《巴蜀全书》提供资料支撑，教育和文化单位要鼓励相

关人员积极参与编纂工作。我们领导小组成员的完善可能需要一个过程，许多工

作安排和出版问题还需要各部门进一步研究，为工作顺利进行、形成工作合力提

供支持和帮助。 

第五，要落实工作责任，提供政策保障。在经费投入、人事管理、资料提供、

出版发行等方面，形成针对性的支持文件，按计划落实年度经费和出版计划。现

在的经费管理，是按预算管理，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认证和评估，今年不早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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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预算，就会影响明年的经费发放，所以今年七八月份我们要把明年的预算安

排好，是不是要增加，增加的理由是什么？争取九月份安排明年预算时有一个提

前准备，同时鼓励编纂组所在单位在人事管理上给予支持，经费拨付后要落实相

关政策，增加古籍整理成果的考评权重，对参与工程的具有重大贡献的科研人员

应给予重点培养，为《巴蜀全书》的顺利完成提供最大力度的保障。 

我就从这五点提出一些思考，作为一个宣传单位，我们会尽职尽责、全力以

赴，完成这项工作的各项职能职责，同时也借这个机会代表省政府对我们川大，

包括李校长和各位专家学者还有新闻出版局以及在座各位为《巴蜀全书》编纂出

版付出的辛劳表示敬意，同时我们会把相关工作及时做好汇报，对一些重大工作

进行研究，为下一步的工作做好准备。我就讲这些意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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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 月 17日下午，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

室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吴显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何天谷，赴四川

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巴蜀全书》总编纂、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儒学院院

长舒大刚教授，副总编纂、四川大学古籍所副所长、儒学院副院长尹波教授等就

双方开展合作事宜进行交流座谈。 

舒大刚教授向吴显奎主任和何天谷馆长介绍了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

发展历程、现状以及重大研究课题和成果，着重介绍了《巴蜀全书》工程进展情

况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吴显奎主任、何天谷馆长详细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

吴显奎主任表示，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富强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离不开

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编纂《巴蜀全书》无疑是在重新找回并重建这个精神

家园，恢复中华民族业已中断的“文脉”，这项工作可以说意义非凡。希望利用

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现有的资源，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逐步推进与四川大学

在巴蜀文化的保存、整理、研究、传播、普及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优势互补，

做大做强。 

会议议定： 

（一）学术交流。在今年 6、7 月份，舒大刚教授在省政府文史研究馆作一

次学术讲座，时长 90 分钟左右；舒大刚教授及研究所工作人员 1-2 人参加 6 月

6-8日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中共眉山市委、

眉山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苏东坡民本思想及文学成就学术研讨会”；古籍所可向

《文史杂志》推荐文章；《巴蜀全书》在编撰过程中也可以请馆员参与撰写补充

性材料。 

（二）成果利用。在 3-5年内，对蜀学史上的名家大儒展开全面研究，并结

合《巴蜀全书》《蜀学丛刊》的编纂，以系列研究成果为载体，举办具有国内外

影响的专题或专人学术研讨会。如适当时候，召开《廖平全集》《谢无量全集》

专题研讨会，届时邀请省政府、中央文史馆的领导及相关部门参加，从而重振蜀

学，繁荣文化。 

（三）科研申报。系统总结蜀学的历史与成就，联合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等

各级别科研项目，将蜀学的总结和研究向纵深推进。 

（四）文献共享。双方相互开放馆藏资源，实现文献资料互传共享。 

（五）联合共建。联合培养蜀学人才，建立博士后合作机制，为蜀学的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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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繁荣储备人才资源。 

 四川大学儒学院理事会副秘书长王小红副教授，《儒藏》总编纂助理张尚英

副教授，《巴蜀全书》总编纂助理李冬梅副教授，所长助理郑伟博士，省政府参

事室文史研究馆文史处副处长伍文等参加了交流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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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年 6 月 13 日至 14 日第 31 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 2015 年度优

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在广西桂林召开。《巴蜀全书》“精品集萃系列”子项目《廖

平全集》《周诗新诠》从众多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 2015 年度优秀古籍图

书一等奖。 

据悉，此次评奖会共有 36 家古工委成员单位参评，收到各家参评材料 207

种，其中参评古籍类图书 181 种，普及类图书 26 种。207 种参评图书均符合参

评要求，其中 77 种获得过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此次《廖平全集》《周

诗新诠》荣获“2015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是《巴蜀全书》继子课题《宋

会要辑稿》接连获得“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与“上海图书奖

（2013年-2015年）特等奖”后，又一次斩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高质量奖项，为

《巴蜀全书》的品牌质量和声誉再添新力。 

《周诗新诠》（一册） 

任乃强 著 

16开 649页 巴蜀书社  2015年 12 月 1 版 1 次 

《周诗新诠》是《巴蜀全书》“精品集萃”系列子项目的出版成果，全书

100万字，是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重要遗著，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

助。 

任乃强，字筱庄，四川南充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是

中国近代藏学的奠基人和先驱者之一。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

教授和中国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任乃强先生治学严谨，博学多才，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坚

实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学术研究中能兼收并蓄，独辟蹊径。《周诗新诠》一书中

任先生在传统章句解读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综合比较研究，解析、诠释、考证《诗

经》，见解独到，别出新意，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廖平全集》（十一册） 

舒大刚、杨世文 主编 

16开 586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 1版 1次 

http://baike.so.com/doc/5377669-5613808.html
http://baike.so.com/doc/5639871-5852502.html
http://baike.so.com/doc/5639871-5852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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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全集》是《巴蜀全书》“精品集萃”系列子项目的出版成果，全书

11册，5050千字，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县人，他生当晚晴民国，治学勤奋，

自经学而哲学，从人学而天学，是近代蜀学复兴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中国近代最

著名的经学大师和思想家。廖平一生潜心学术和教育，著述等身，声华盖代，弟

子遍蜀中，成就斐然，培养出吴虞、蒙文通、李源澄等知名学者。他的著作曾影

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的思想曾是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他逝世后，蒋介石、

孙科等敬送挽联，章太炎亲自撰墓志铭，高度评价其学术贡献；蔡元培等人发唁

电称其“能汇通百家，冠冕诸子”；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其列为经学时

代的殿军。 

廖平著作数百种，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四部，范围极为广博。然而，除

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版的几种廖平选集外，却无全集问世。舒大刚、杨世文、

邱进之、郑伟等学者历经四年，广搜博采廖平已刻、未刻各类著述，并将散落各

种杂志的单篇文章，收编为文集，还附录了廖氏年谱、传记，以及钱穆、冯友兰、

闻一多、蒙文通等学者的评论资料，归为群经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三

礼类、春秋类、杂著类、医书类、术数类、附录，共收廖平专著 107 种，集外单

篇 48 种，共计 155 种，为学界了解和研究廖平的生平、治学、著述、思想等提

供了资料完备、校勘精良的研究文献，也为“蜀学”的当代复兴打下了坚实的文

献基础。 

《廖平全集》出版后，学界反响热烈。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称该书具有

“全面汇辑廖平著述”“编次校核皆称精审”“清晰反映了廖平经学六变的脉络”

三个编校特点与学术贡献，并评价其“作为一部文献集成性成果，为近代蜀学和

廖平学术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原始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必将以其精良的学术品质载入蜀学文献整理和中国经学文献整理的史册，并传

之永久”。（林乐昌：《近代蜀学大师的文献集成性成果——舒大刚、杨世文主

编<廖平全集>简评》，《孔子研究》2016年第 2期） 

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对《廖平全集》的学术价值大加赞扬，认为“全集

的出版，终使研究者得以总览廖平学术全貌，成就一桩嘉惠学林的喜事”，“为

人们通观廖平思想提供了直接数据和一手材料。得此之利，必将推动廖平研究的

进一步深入开展”。（蔡方鹿、王雯雯：《总览廖平经学全貌》，《中国社会科

学报》2016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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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四川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华古籍

网”“国学新知网”“腾讯网”“国学网”等媒体纷纷加以报道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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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大地，文脉繁盛，底蕴深厚，自古有“比于齐鲁”之称。巴蜀文献，内

涵丰富，包罗广泛。回溯巴蜀历史，五代赵崇祚编《花间集》，宋代袁说文编《成

都文类》，明代杨慎编《全蜀艺文志》，清代李调元编《函海》，近代谢无量拟议

编纂《蜀藏》等，皆是巴蜀学人对系统整理巴蜀文献的积极尝试，只可惜条件所

限，未能成之。 

如今躬逢盛世，在国家社科规划办、四川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集四川全

省，乃至全国学术界、出版界之力，由四川大学牵头，启动了《巴蜀全书》编纂

出版项目，并相继获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 

《巴蜀全书》拟对先秦至民国初年历代巴蜀学人的著作或内容为巴蜀文化的

文献进行全面的调查收集和整理研究，是四川首次对本地区文献进行的规模最

大、跨时最长、体例最新的收集和整理，是新时代的巴蜀《四库全书》。 

《巴蜀全书》主体分为“巴蜀文献联合目录”“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巴蜀文

献珍本善本”三大类型，计划对两千余种巴蜀文献编制联合目录和内容提要，对

五百余部、二十余万篇巴蜀文献进行精心校点或注释、评析，对一百余种巴蜀善

本、珍本文献进行考察和重版，总共将整理出版一千余册。 

项目自 2010年立项以来，已启动子项目 150余项，出版发行成果 120余种，

收获近五千万字的高品质阶段性成果。其中如《宋会要辑稿》（16 册），相继斩

获 2014 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与上海市第十四届（2013-2015 年度）

图书特等奖，学界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校点本《宋会要辑稿》标点准确，校

勘精审，整理规范，使用方便。它的出版，不仅为这部宋代史料渊薮揭开了神秘

的面纱，釐清了利用的路径，还为《巴蜀全书》高质量完成打造出首批标志性成

果，为全国古籍整理事业树立了严谨而科学的榜样。再如《廖平全集》（11册）

将廖平传世著作几乎网罗殆尽，可谓集廖平文献之大成。不仅如此，还附录了廖

氏年谱、传记，以及钱穆、冯友兰、闻一多、蒙文通等学者的评论资料。该书的

出版，夯实了廖平研究的文献基础，为通观廖平的生平、治学、著述、思想等提

供了最直接、完备的资料。其他成果如《宋代蜀文辑存校补》（6 册）、《苏轼全

集校注》（20册）、《华阳国志新校注》、《苏轼著述考》等书，校勘精审，考订细

致，传承出新，出版后皆广受称赞。 

为了传承巴蜀文献，弘扬巴蜀文化，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扩大《巴蜀全书》

出版成果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巴蜀全书》的品牌效应，编纂组向川渝两地县级

以上图书馆、博物馆，综合性高校图书馆和全国 211、985 高校图书馆以及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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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专家学者与研究机构进行了《巴蜀全书》出版成果的免费赠送，计有川渝县级

以上图书馆、博物馆 219 家 2612 册（覆盖率 100%）、川渝综合性高校图书馆 36

家 987册（覆盖率 100%）、全国综合性重点高校图书馆 39家 1537册、海内外专

家学者与研究机构 6138册，总计赠送图书 11274册。 

编纂《巴蜀全书》，继承先贤薪火，传递后世之光，期望这不仅能成为巴蜀

精神家园的百科全书，也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和复兴的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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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诗新诠》 

任乃强著，全书 100 万字，巴蜀书社 2015 年 6 月出版。该书是“巴蜀文献

精品集萃系列”子项目出版成果，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重要遗著，是任乃强先

生几十年对《诗经》研究的菁华所在。任先生博学多闻，另辟蹊径，在传统章句

解读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生物学、语言学、

文献学、训诂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旁征博引，纵横裨益，解析、诠释《诗

经》，多出新意，对诗三百篇的编排，体例上每卷前后置“题解”“小结”，巧

设问答，每诗复置“题解”，考证详尽，立论有据，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

视角，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2.《巴蜀文献》第二辑 

《巴蜀全书》学术刊物，主编舒大刚，执行主编黄锦君，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出版。该辑共收文章 27 篇，内容涉及巴蜀先贤及其年谱、著作、

学术思想的考订和研究，巴蜀佛教及人物的考录以及巴蜀历史、文学、书法、书

院等方面的研究。 

 

3.《苏轼著述考》 

卿三祥、李景焉编著，全二册，2900千字，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年 3月出

版。本书是“巴蜀文献联合目录系列”子项目出版成果，全面汇集、整理、考订

苏轼著述和历代各家整理的苏轼著述近 300种、书画 300余种，按照经、史、子、

集分类著录，内容包括历代文献对苏轼作品的著录情况、作品内容提要、历代诸

家评论序跋、作品辨伪、版本和存佚情况、遗文辑佚、国内外收藏情况等，共计

二十卷，其中经部一卷、史部一卷、子部八卷、集部九卷、附录一卷。本书所收

资料详录原文、考订校勘、标识出处，不仅系统地呈现了苏轼著述的全貌，为读

者了解和研究苏轼作品提供线索，而且直接为读者呈现了大量有价值的、可靠的

原始材料。 

 

4.《张问陶资料汇编》 

许隽超、胡传淮编，全二册，480 千字，中华书局 2016 年 4 月出版。张问

陶，字仲治，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曾任翰林院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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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江南道监察御史、吏部郎中，仕至山东莱州知府。张问陶著有《船山诗草》，

存诗 3500余首。其诗天才横溢，与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被誉

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冠冕西蜀”。 

本书搜集、整理张问陶相关资料，以民国前为限，按照序跋提要、族谱传记、

档案史料、酬和追怀、诗话杂记分类著录，搜罗全面，考订精审，为研究清代巴

蜀第一大诗人、诗评家、书画家张问陶提供了完备的文献资料，是张问陶研究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5.《乐善录》 

（宋）李昌龄编。该书是“巴蜀文献珍本善本系列”出版成果。李昌龄，字

伯崇，眉州眉山人，南宋孝宗淳熙间进士。该书搜集异闻怪事、道家符箓之说，

或言罪福因果，或劝善戒恶，共七万余字，二百余条。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一百

六十余条注明文献出处，引用经、史、子、集和佛、道二教文献七十余种，具有

较大的校勘辑佚价值。今据宋绍定二年十卷本整理，由吴洪泽校点，邱进之审稿，

校记标注于天头。全书一函四册，采用传统线装形式，双色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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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4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

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

作题为“经学与思想之创发”和“经学与现代思想的新生”的学术讲座。此次讲

座由《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郭齐教授、

向以鲜教授、王智勇教授、彭华教授、黄锦君副教授、白井顺副教授、张尚英副

教授、田君老师及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其他校内

外学人聆听了讲座。 

 

 2015年 12 月 11日，原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谢幼田先生在四

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带来一场题为“儒学之始和体系之成，以及释道

影响以外的三次重大变化”的精彩讲座。《巴蜀全书》编纂组专家杨世文教授主

持了本场讲座,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彭华教授、张尚英副教授、郑伟老师、

戴莹莹老师等出席，另有古籍所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其他校内外

学人与会。 

 

 2015年 12 月 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存山研究员在四川大学

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以“中国文化的‘变’与‘常’”题，为川大师生带来

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巴蜀全书》编纂组专家杨世文教授主持，古

籍所多位老师以及众多学人到场聆听。 

 

 2015年 12 月 30日，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

复性书院作题为“论张载天人之学的三个命题”的学术讲座。《巴蜀全书》总编

纂舒大刚教授主持了该场讲座，到场的听众有四川大学古籍所师生和各学院学

生。 

 

 2016年 3 月 10日—11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教授在四川

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以“二十世纪以来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与宋史研究”

与“《稽古录》发微”为题，带来两场精彩的学术讲座。两场讲座由《巴蜀全书》

总编纂舒大刚教授主持，古籍所多位老师以及各学院师生到场聆听。 

 

  2016 年 4 月 8 日，台湾圆智大学中文系原主任、现四川大学教授詹海云

先生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作“清代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的学术

讲座。该场讲座由《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尹波教授主持，古籍所多位师生及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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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聆听了讲座。 

  2016年 4 月 15日，原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谢幼田先生在四

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主讲“从中国文化看福山的局限”。该场讲座由

《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尹波教授主持，古籍所多位老师及众多校内外学人到场聆

听。 

 

  2016年 5 月 6日，《巴蜀全书》总编纂、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

大刚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做题为“漫谈‘蜀学’”的学术讲

座，讲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所戴莹莹老师主持，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万本根教授，

台湾元智大学詹海云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所郭齐、尹波、杨世文等教授，以及所

内其他师生和校内外学人聆听了该场讲座。 

 

  2016年 5 月 12日，日本学者汤浅邦弘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

性书院带来一场题为“怀德堂学派的《论语》解释——有关‘异端’之说”与“人

类的文化遗产‘版木’的数字图书馆——以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所藏版木为中

心”的学术讲座。《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 

 

  2016年 5 月 13日，日本学者竹田健二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

性书院作题为“怀德堂和重建怀德堂——以表彰怀德堂活动为中心”的学术讲座。

该场讲座由《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主持。 

 

 2016 年 5 月 16 日，《巴蜀全书》年度工作总结暨评审工作专题会议在四川

大学复性书院举行。四川省委宣传部李酌副部长、出版处聂颖处长，四川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张晓杰副局长、彭雪梅副处长，以及四川大学李旭锋副校长、社科处

高伟副处长等领导莅临会议，《巴蜀全书》评审组与编纂组专家成员项楚、谭继

和、胡昭曦、赵振铎、林向、龙显昭、万本根、舒大刚、尹波、郭齐、杨世文、

王智勇、吴洪泽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巴蜀全书》副总编纂、四

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万本根研究员主持。总编纂舒大刚教授向大会汇报了《巴蜀

全书》2015年度总体进展情况及 2016年度工作计划，李旭锋副校长、张晓杰副

局长、李酌副部长就《巴蜀全书》的出版、宣传、规划等问题发表了讲话，评审

组专家对《蜀学学案》《蜀学丛刊》《蜀藏遗珍》等方案进行了审议。 

 

  2016年 5 月 16日，西华师范大学龙显昭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

复性书院带来一场“蜀学比于齐鲁”为题的学术讲座，《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

刚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尚英、李冬梅、田君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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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古籍所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其他校内外学人与会聆听。 

 

  2016年 5 月 1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党

组书记吴显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何天谷，文史处副处长伍文等一

行三人来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对《巴蜀全书》工程进行深入调研。《巴

蜀全书》总编纂、古籍所所长、儒学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副总编纂、古籍所副所

长、儒学院副院长尹波教授，儒学院理事会副秘书长王小红副教授，《儒藏》总

编纂助理张尚英副教授，《巴蜀全书》总编纂助理李冬梅副教授，所长助理郑伟

博士等参加了调研交流会。 

 

  2016年 5 月 3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先生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为川大师

生带来一场以“国学与‘六经’的价值论理”为题的精彩讲座。《巴蜀全书》总

编纂舒大刚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研究员谢幼田先

生、台湾元智大学詹海云教授、慧生书院嘉宾、四川大学古籍所全体师生以及校

内外学人到场聆听。 

 

  2016 年 6 月 7 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秦际明博士在四川大学望江

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作题为“作为经学研究方法的政治哲学与经世观念”的学术

讲座，四川大学古籍所霞绍晖老师主持了该场讲座。 

 

  2016年 6 月 11日，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

复性书院带来一场题为“关于‘以德报怨’的几个问题”的精彩讲座。《巴蜀全

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四川大学古籍所杨世文教授、尹波教授、

古籍所其他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内外众多学友到场聆听。 

 

 《巴蜀全书》“精品集萃系列”子项目《廖平全集》《周诗新诠》在 2016

年 6 月 13 日至 14 日召开的第 31 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 2015 年度优秀古

籍图书评奖会上，双双荣获 2015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 

 

  2015年至 2016年，《巴蜀全书》编纂组陆续向川渝两地县级以上图书馆、

博物馆，综合性高校图书馆和全国 211、985 高校图书馆以及海内外专家学者与

研究机构进行了《巴蜀全书》出版成果的免费赠送，目前已赠送川渝县级以上图

书馆、博物馆 219 家、川渝综合性高校图书馆 36 家、全国综合性重点高校图书

馆 39家以及海内外专家学者与研究机构 6138 册，总计赠送图书 11274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