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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巴蜀历史文献的大型丛书《巴蜀全书》如今已度过第六个年头，这项获

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的项目，目前已立子项目 150

余项，“联合目录”“精品集萃”“善本再造”等三大系列，正式出版成果 138 余

种，达 6000 余万字，另有 100 余种已经完成，在排版、出版中，总计字数大约

5400 万字。编纂组所在单位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其中 CSSCI 论文 60 余篇），

新增以巴蜀文化为主题的各类型项目共计 61 项（其中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26

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古籍图书奖与国家级出版资助 15 项，其中，获得

国家社科基金两次滚动资助，得到全国专家好评。特别是以《宋会要辑稿》《宋

代蜀文辑存校补》《廖平全集》为代表的标志性成果获得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好

评，被誉为新时期古籍整理的“标杆”，成为现代“蜀学”当之无愧的“精品”。

2016 年《巴蜀全书》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在成果出版、学术会议、文献资料

收集等方面的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年度出版子项目成果 

2016 年《巴蜀全书》在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巴蜀文献珍本善本、巴蜀文献

联合目录与辅助研究、蜀学丛刊等方面出版了系列成果。 

（一）巴蜀文献精品集萃系列 

1.《唐君毅全集》 

唐君毅著，全书 39册，11583千字，九州出版社 2016年 8月出版。 

唐君毅先生（1909—1976），学名毅伯，四川省宜宾县人，中国现代学者、

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近百年中西文化的汇聚冲突

的大背景下，实践着融通儒佛道、涵化印西中的学术途径，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

展产生深远影响。此次新编《唐君毅全集》共六编三十九种三十九卷，以台湾学

生书局版《唐君毅全集》为基础，以“善”“全”“真”为原则，在保持台湾学生

书局版《唐君毅全集》内容及原编者注解说明原貌的基础上，对唐先生部分论著

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增补和分类，全面呈现了唐君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生哲

学，为唐君毅研究、新儒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提供了全面丰富的材料和极

大的方便。 

2.《古史》 

（北宋）苏辙著，舒大刚、舒星、尤潇潇校点，全书 673 千字，四川大学出

版社 2016 年 10 月出版。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

http://baike.so.com/doc/3457011-3637594.html
http://baike.so.com/doc/6288940-6502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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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古史》由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组成，每一本纪、世家、列传各

为一卷，凡六十卷。该书对司马迁《史记》做了全面的增补和考订工作，一是增

加了三皇本纪、柳下惠、曹子藏、季札等列传，二是增加了许多《史记》没有的

史料，三是弥补和纠正了《史记》存在的某些疏略和讹舛。苏辙此书不仅体现了

宋儒疑古和好发议论的治史特点，还体现了以道证史、义理化史学初兴时期的特

征，对探索两宋义理化史学的发展和研究两宋史学思想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学术

价值。 

（二）巴蜀文献珍本善本系列 

1.《扬子法言》 

（汉）扬雄撰，十三卷附《法言音义》一卷。扬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

人。《法言》是扬雄继《太玄》之后的又一部传世名作，是语录体散文著作，仿

《论语》而撰成。是书针对当时借巫祝法术的方式来宣扬儒家经典的做法提出了

批判，以重现儒家经典的真正内涵、阐明孔学圣道德基本精神为主旨。今有宋淳

熙八年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为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祕、司马光五

臣注本。此本为海内孤本，藏于辽宁省图书馆，1988 年巴蜀书社曾影印出版，

2009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今据此本采用传统线装形式整理

影印出版，一函三册。 

2.《猷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汉）扬雄撰，（晋）郭璞解，十三卷。扬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

该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在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体例仿

《尔雅》，所收词汇基本按内容分类编排。该书所记方言地域广阔，东起齐东海

岱，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㠜，还涉及一些朝鲜半岛北部的方言。

书中收集并保存了相当多的汉代口语词汇，加之东晋郭璞的注解，对于了解与研

究汉晋方言具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传世之本中，庆元六年浔阳郡斋刻本为现存

《方言》最早的刻本，今据此采用传统线装形式影印整理，一函二册。 

3.《长短经》 

（唐）赵蕤撰，九卷。赵蕤，字太宾，梓州盐亭（今属四川）人。《长短经》

又名《长短经要术》《长短文经》，书成于唐开元四年（716）。此书主述王霸之道，

按文、霸纪、权议、杂说、兵权分为五类，凡六十四篇。该书糅合儒、道、兵、

法、纵横诸家思想于一炉，涉及知人、论士、政体、君德、臣行、图霸、兵谋等，

集王霸谋略为一体，成一部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被尊为“小《资治通鉴》”。因

其从万物相反相成的哲学视角考察历史、用反向思维总结历史以提起警示的独特

视角，该书又被称为“反经”。书中注文详细，广集诸子百家之说，所引资料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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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经、史、子、集，明抄暗引先秦至唐朝四部书目百余种，成为《艺文类聚》《通

典》《初学记》等书外又一古代文献辑佚之渊薮。今所存南宋初年杭州净戒院刻

本，为《四库全书》本《长短经》底本，为常熟翁氏五世收藏。此本于 1996年

与《丁卯集》等最珍贵的八种宋本编入《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并由文

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今据此本采用传统线装形式影印出版，一函三册。 

4.《嘉祐集》 

（宋）苏洵撰，十五卷。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

人。与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亦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工古文，少作

诗，有文集二十卷行世，初未有题名，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称《嘉祐集》。

今所传《嘉祐集》收诗四十余首、文近百篇，有二十卷、十五卷、十六卷等不同

版本。其文博辩宏伟，凌厉奇骏，纵横捭阖，“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

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曾巩语）。

其诗以古朴见长，“精深有味，语不徒发”。今存宋蜀刻小字本十五卷《嘉祐集》，

黄丕烈称其“刻本之精，印本之爽，在宋本中可为稀有”，今据此本采用传统线

装形式整理重印，一函二册。 

5.《唐鉴》 

（宋）范祖禹撰，十二卷。范祖禹，字淳甫，又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属双

流）人。《唐鉴》成书于元祐元年（1086），是范祖禹协修《资治通鉴》后所撰。

该书合编年与史论为一体，先述一史事，再以“臣祖禹曰”的方式评论，阐述自

己的见解。内容涉及唐代十四世二十位君主的全过程，而以太宗、玄宗、德宗三

朝为重。史料多经节录或改写，以借史明义。是书成后，即为人所重，对后世影

响深远。后吕祖谦将《唐鉴》加以音注，为二十四卷，此本流传甚广，而其初刻

本却世所罕见。直至 1958年上海古籍书店重新发现，三百年来天壤孤本终得复

见。今据此宋刻本采用传统线装形式整理影印，一函二册。 

6.《唐先生文集》 

（宋）唐庚撰，二十卷。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是北宋末年蜀籍文人中

诗文成就最高者，有“小东坡”之称。其文长于议论而庄重缜密，其诗刻意锻炼

而不失气格。唐庚所作诗文随作随散，生前未自编其集，传世之集乃后人所编。

其文集宋时刊有多本，收录不一，其中宋刻二十卷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宋本的原

貌，今据此本采用传统线装形式整理重印，一函三册。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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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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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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道园遗稿》 

（元）虞集撰，六卷。虞集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其先祖虞殷在

蜀地为官，虞家迁为蜀人。宋亡后其父虞汲携家迁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虞

集在学问上与揭傒斯、柳贯、黄晋并称“儒林四杰”，在文学上又与揭傒斯、杨

载、范梈并称“元诗四大家”，从元至清，备受推崇。虞集原有《道园学古录》

《翰林珠玉》行世，其从孙虞堪搜罗二集之外虞集之诗七百余首，类聚成编，附

以《鹤鸣余音》乐府一卷，由虞堪友人金伯祥父子刊刻成书。今以元至正十四年

金伯祥刻本为底本，采用传统线装形式整理重印，一函二册。 

（三）巴蜀文献联合目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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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辅助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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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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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五）蜀学丛刊系列 

1.《钟肇鹏先生纪念文集》 

周桂钿、蔡方鹿、舒大刚主编，全书 420千字，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6年 7

月出版。 

钟肇鹏（1925—2014），四川成都人。钟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儒学、道教及

蜀学研究，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勤勉钻研，学风端正，功底扎实、著述丰厚，

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学术事业，为我国儒道研究及古典文献整理做出了突

出贡献。本书收录钟肇鹏先生的亲人、学界朋友和弟子等撰写的纪念文章 12篇，

从不同角度回顾了钟肇鹏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治学育人的点滴，反映了钟先生厚德

载物的大家风范、严谨求是的治学态度以及在学术领域的重要贡献，清晰、感性

地将钟先生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是了解钟先生生平、学术、为人的重要资料。

另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撰写的多篇学术文章，内容涉及蜀学、经学、佛、道等各

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2.《喻朝刚文集》 

喻朝刚著，周航、舒大刚、喻剑南编，全书 4 册，1500千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6年 8月出版。 

喻朝刚（1933-1998），四川秀山县（今属重庆市）人。喻先生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培养的首批大学生，师从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从事宋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四

十余年，学术精深，见解独到。本书选收喻先生《分类新编两宋绝妙好词》及《辛

弃疾作品》多首，收录陆游、辛弃疾、李清照评传 3篇，收录学术论文 19篇，

序跋书评 11篇，尾卷有周航女士撰写的喻朝刚先生传记和亲友弟子追怀的诗文

17篇。全书亦由此分为《宋词经典选粹》《评传》《学术论文 序跋书评 怀思录》

三大部分，是了解喻朝刚先生学术思想与成果、品味宋代文学研究佳作的汇辑之

书。 

二、即将出版的《巴蜀全书》成果 

已在 2016年进入排版、出版程序的子项目有以下 9种： 

1.《李源澄集新编》 

2.《张澜文集》 

3.《谢持全集》 

4.《韦庄集注》 

5.《三苏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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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巴蜀文献总目提要》 

7.《孙氏文献集成》 

8.《巴蜀易学文献集成》 

9.《巴蜀文献》第三辑 

10.《贾顺先教授文集》 

三、子项目立项与推动 

2016 年《巴蜀全书》编纂组陆续收到子项目申报书，评审组专家对这些申

报书进行了仔细评阅和无记名投票，最终《四川大学图书馆所藏巴蜀文献目录》 

《〈来知德全集〉整理及〈瞿唐学案〉编撰》《新繁费氏学案》《鹤山学案》《绵竹

张氏学案》《杨慎学案》《李鼎祚学案、李道平学案》《二十五史里乐山史料文献

的整理与研究》等子项目申报获得通过。 

为整理、保存和传播蜀学文献，完整、系统地再现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蜀学

历史传承谱系与学术思想体系，编纂组于 2016 年 5月向评审组提出《蜀学丛刊》

编纂方案，获得评审组专家一致通过。随即编纂组组织召开相关座谈会，着手进

行目录拟定、资源搜集、编纂出版。 

为有效推动《巴蜀全书》子项目优质开展、如期完成，编纂组按照经、史、

子、集对《巴蜀全书》进行了分部委托，2016年已有集部（总集、别集）、史部

（国史、巴蜀史）签订分部委托合同。 

四、奖项斩获 

2016 年《巴蜀全书》出版成果《宋会要辑稿》获得四川省第十七次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第十四届（2013-2015 年度）图书特等奖，《廖

平全集》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四川省第十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致敬国学：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之“国学成果奖”，《周诗新诠》

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一系列高质量奖项的斩获，既是对《巴蜀全书》

“编出水平，编成精品”标准的实践，也是扩大《巴蜀全书》影响力的有益助推。 

五、全面赠送出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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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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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馆 223家（覆盖率 100%）、川渝综合性高校图书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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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6138册，总计赠送图书 11000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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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度学术活动 

（一）召开“《巴蜀全书》年度工作总结暨评审工作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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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领导小组、评审组与编纂组的领导和专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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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李酌副部长、张晓杰副局长、李旭锋副校长发表了大会致辞和

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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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组专家对《巴蜀学案》《蜀学丛刊》《蜀藏遗珍》等方

案进行了审议。 

（二）举行《蜀学丛刊》编纂与出版系列座谈会 

在 2016 年 5 月评审组专家对《蜀学丛刊》方案审议通过后，为推动该项目

顺利进行，编纂组分别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四川省图书馆等单位就《蜀学丛刊》

的资源搜集、编纂出版等问题举行了系列座谈，为多方合作、共同编好《蜀学丛

刊》做积极探索。 

（三）参加“儒学—蜀学与文献学”国际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 9 日至 13 日，由大阪大学中国学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

所共同举办，大阪大学中国学会承办的“儒学—蜀学与文献学”国际研讨会在日

本大阪大学举行。《巴蜀全书》编纂组成员尹波教授、王小红副教授、张尚英副

教授与白井顺副教授参加了会议，并作《巴蜀文化的一座丰碑，宋代文化的一座

宝库——浅析〈宋会要辑稿〉的错简脱漏》《怀德堂教授吉田锐雄与蜀人查体仁

〈学庸俗话〉》《从历史地理看蜀学的包容性》《20世纪中国〈左传〉整理成就评

析》学术汇报。 

（四）复刊《蜀学报》 

2016 年 10 月，为继承和发展蜀学，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巴蜀全书》

编纂委员会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对近代历史上宋育仁等人在成都创办的

《蜀学报》予以复刊。复刊设有蜀学资讯、蜀学辞典、蜀学春秋、蜀学人物、

蜀学名著、蜀学图集、巴蜀文苑及头条评论文章等栏目，每月一期，每期二万

字左右，目前已出刊两期。 

（五）邀请海内外学者，举办学术讲座 

编纂组一直积极邀请、组织海内外专家学者到川举办学术讲座，2016 年邀

请到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教授、台湾圆智大学中文系原主任詹海云

教授、原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谢幼田教授、日本大阪大学汤浅邦弘教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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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健二教授、西华师范大学龙显昭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

生、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景

海峰教授、四川师范大学钟仕伦教授、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段玉明教授、原四川

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李远国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徐希平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贵阳孔学堂党委书记徐圻先生

等专家学者，举办讲座三十来场。 

七、文献资料收集 

编纂《巴蜀全书》，文献资料是坚实的基础。2016年编纂组通过购买、寻访、

征集到大量的巴蜀文献资料。 

编纂组于 2016 年购买《旧藏花间集汇刊》《宋育仁文集》《中华再造善本总

目提要》《中国古籍总目》《金景芳全集》《蒙文通全集》等图书资料多册。另外，

聘请的台湾学者寻访到民国蜀籍学者张森楷文献资料多种，聘请的日本学者寻访

到珍稀巴蜀文献多种，聘请的日本学者王瑞来教授捐赠图书多种，编纂组成员还

查寻、搜集到电子资源一千余种。 

随着《巴蜀全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一些民间学者的合作，这些热

心蜀学的民间学者向编纂组提供了其家藏文献资料，如清代蜀人陈书的《鹃声集》、

民国学者孙抱和的《孙氏丛书》、谢持的文献等。这些购买、寻访、征集到的文

献资料，丰富了《巴蜀全书》的文献基础，推动了项目的有序开展。 

八、建设《巴蜀全书》网 

《巴蜀全书》网是《巴蜀全书》工程简介、编纂条例、整理书目、工程动态、

研究通讯以及成果介绍等相关信息全面、及时的报道窗口，以“汇集巴蜀文献，

交流学术信息，研究巴蜀文化，服务《巴蜀全书》”为宗旨，除《巴蜀全书》外，

还设有“蜀学春秋”“巴蜀文库”“巴蜀资讯”“巴蜀论坛”“国学纵览”“巴蜀文

化”“巴蜀明贤”“当代学人”“研究机构”等栏目，图文并茂，资料丰富。从 2010

年 11 月创建网站至 2016 年，已收录有关巴蜀各类信息 60000 余条，文献典籍

4700余种，图片 7000余幅。 

九、辅助宣传成果 

为充分报道《巴蜀全书》的编纂和出版情况，编纂组不定期编有《〈巴蜀全

书〉工作简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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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16年 12月已编有 26期，及时发布本年度《巴蜀全书》举办的学术活动（《巴

蜀全书》年度工作总结暨评审工作专题会议、学术讲座等）、出版成果（《古史》

《苏轼著述考》等 14 种）以及相关的成果赠送、斩获奖项、宣传报道、书评文

章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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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巴蜀全书》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出版成果 14 种约 2500 万字，子

项目申报、学术交流、文献资料搜集等方面稳步开展，提出并通过审议《巴蜀学

案》《蜀学丛刊》《蜀藏遗珍》三个重量型方案，分部类针对性地开展《巴蜀全书》

的整理和研究，向川渝市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以及全国综合类重点高校图

书馆赠送《巴蜀全书》出版成果 300 余家，《宋会要辑稿》《廖平全集》《周诗新

诠》等前期出版成果在 2016 年斩获多个高质量奖项，取得了优秀的成绩。2017

年编纂组在落实各项规划、方案的同时，需要在成果出版、子项目申报、学术活

动和项目宣传方面展现更积极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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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书》重要成果《廖平全集》再传捷报 

 

不久前，由四川大学古籍所舒大刚、杨世文两位教授共同主编，邱进之、郑

伟、刘明琴等参编的《廖平全集》荣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

作为《巴蜀全书》的标志性成果，《廖平全集》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廖平学术的

面貌，彰显出巴蜀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风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

扬和对当代“蜀学”的振兴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巴蜀全书》捷报再传  《廖平全集》获殊荣 

日前，“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在湖南长沙盛大举行，“国学成果奖” “国

学传播奖”及“国学终身成就奖”三大奖项隆重揭晓，《巴蜀全书》的重要成果

——《廖平全集》斩获国学成果奖，为《巴蜀全书》工程再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廖平全集》是《巴蜀全书》项目重要子课题，全面搜集整理了我国近代最

有影响的经学大师、蜀学的代表人物廖平先生的著述 140 余种，共 500 余万字。

该书曾获 2015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古籍图书

一等奖。 

    在《廖平全集》前，巴蜀书社曾出版《廖平选集》，分上下两册，该书选录

廖平的主要代表作，但收录种类极为有限，加之当时文献资料搜集也有限，无法

呈现廖平先生学术思想的全貌。通过文献考述，廖平一生著作多达 700多种，现

存 100余种，《廖平全集》将其基本收齐。《廖平全集》以现代标点校点全文，著

作前附有提要，说明该书的学术渊源、体例、内容旨趣、价值、影响等；著作之

后，附录了廖平著述目录、年谱、《艺文志》载录、传记与评论等情况，集文献

整理、史料汇集、学术研究等于一体，资料详实，参考价值大，出版以来，获得

学界高度评价和肯定。特别是，此书尚未出版，就有慕名者打电话前来询问，欲

先睹为快。 

巴蜀版“四库全书”  集大成之作 

  以巴蜀版“四库全书”著称的《巴蜀全书》是收录川渝地区古籍文献的大型

丛书，它对巴蜀文献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体例最新、历时最长的整理和编

录，是对巴蜀历代学术文化成果和学术思想面貌集中系统的展示。 

  《巴蜀全书》工程浩大，涵盖巴蜀文献联合目录、巴蜀文献珍本善本、巴蜀

文献精品集萃三大类。巴蜀文献联合目录以目录方式反映现存巴蜀文献古籍；巴

蜀文献珍本善本利用现代印刷手段对古籍再造，达到保护巴蜀古籍、抢救巴蜀文



11 
 

明的目的；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对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巴蜀文献典

籍进行点校、注释、疏证，进而对“蜀学”特点、流派等清晰呈现，耗时是最久

的。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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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

十年完成，2010年正式启动，至 2020年全部完成，届时将成为巴蜀文化的一项

重大标志性成果。《巴蜀全书》在步入编撰的第六个年头，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基本完成巴蜀古代文献调查，收集各类文献目录 10000 余种，立项子项目 150

余项，出版阶段性成果 130余种，达 6000余万字。 

川大古籍所  全国古籍整理重镇 

  川大古籍所是全国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镇，所属历史文献学为国家重点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该学科在全国排名中连续多年名列前茅。在川大文科标志性成果

中，由古籍所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和曾枣庄、刘琳主编的目前规模最大

的断代文章总集《全宋文》尤其瞩目，古籍所还先后完成了珍稀善本丛书《宋集

珍本丛刊》（108册），与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完成“电子版《宋

会要辑稿》”等大型项目，成果颇丰。 

  在四川大学古籍所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和良好的学术氛围下，儒学文献大型

丛书《儒藏》的编撰和研究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儒藏》是整个儒家经典的汇编

集合，目前“史部”（274 册）已出，“经部”正陆续出版，毫无疑问，《儒藏》

将成为川大文科领域的下一个重大标志性成果。 

  除了这些标志性的重大古籍整理工程，四川大学古籍所还培养了大量古籍整

理专业人才，同时，古籍所老师们也为中华传统文化普及贡献着智慧和力量。据

悉，由川大古籍所舒大刚教授主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12册）总结并

提炼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和独特内容，形式灵活、图文并茂，分层推进、

系统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道德体系和行为守则、知识体系

和基本技能，经多位审读专家评审，一致认为该读本是最具专业特色的传统文化

教材。舒大刚教授说希望借此让中华文化真正影响一代青少年，让他们在国学经

典的熏陶中心灵得以温润，精神得以滋养，最终成长为“优雅的君子”。 

他们，用情怀守护中华文脉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皓月当空的深夜，伏案书前，扎入书堆，这对古籍所老

师们而言是家常便饭，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对他们的身心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古籍所的老师们笑称可通过体型变化来判断同事近期工作进展，一旦看见谁长胖

了，就知道他最近可能“坐的时间特别长”，“吃饭后缺乏运动，长胖是必然趋势”。 

  古籍所的老师们端坐书斋、心无旁骛，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传世之作的整理与

研究上，但巨大的付出与收获却并不成正比，比如发现某处存疑，需翻阅大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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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详细考证，如此不辞辛劳、大费周章，最终的成果可能只是四五行的校勘记。

在很多人眼中，这些校勘记不值一提，还不如一篇核心期刊论文来得“实惠”，

但古籍所全体同仁依然无怨无悔。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蕴涵着不竭的智慧。舒大刚教授谈到，在文献整理

过程中，能从传统文化中增长见识、提高境界，提升个人文化底蕴、磨练个人心

性，同时古籍整理工作也是对社会、对国家的一种奉献。“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

不写一句空”，在这项基础性工作中，古籍所的老师们在字句点校、古籍梳理中

见真功夫，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守护中华文脉。 

  大儒张载有著名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儒家自古以来有崇高的使命感，文化传承、整理古籍也是一种使命

感的体现。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情怀，因为对中华文化怀有真挚情感，才会

以饱满热情投入其中。 

  关于古籍整理对后世的意义，舒大刚教授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

强”做了精微生动的诠释。他说，廖平先生作为儒学大师，在学术、思想、教育

等方面在四川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学术成果和思

想体系，如今通过文献整理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把他的成果完整呈现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学术大师的精神风采，从而产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在传

统文化基础上建设新文化，在蜀学或巴蜀文化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达到文化自强。 

 

 

 



13 
 

 

 2016年 12 月 9日，西南民族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徐希平先生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带来了一场题

为“西夏文学概说”的精彩讲座，《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主持了此

次讲座，古籍所师生以及校内外的众多学人到场聆听。 

 

 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儒学、蜀学学术研究交流，由大阪大学中国学

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共同举办，大阪大学中国学会承办的“儒学—

蜀学与文献学”国际研讨会，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至 13 日在日本大阪大学

举行。《巴蜀全书》编纂组成员尹波教授、白井顺副教授、王小红副教授、

张尚英副教授参加了会议，并作《巴蜀文化的一座丰碑，宋代文化的一座宝

库——浅析〈宋会要辑稿〉的错简脱漏》《怀德堂教授吉田锐雄与蜀人查体

仁〈学庸俗话〉》《从历史地理看蜀学的包容性》《20 世纪中国〈左传〉整理

成就评析》学术汇报。 

 

 2016 年 12 月 16 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在四川大学

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做“大禹、李冰以来：古蜀水文化漫谈”的精彩学

术讲座。《巴蜀全书》编纂组专家杨世文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古籍所师生

及校内外众多学友到场聆听。 

 

 2016 年 12 月 28 日，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文科楼复性书院以“南大吉与王阳明——兼谈阳明学对关学的影响”为题带

来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秦际明老师主持了该场讲

座，四川大学古籍所师生和校内外学人聆听了讲座。 

 

 2016 年 12 月 29 日，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书记、理事会理

事长、贵州省哲学学会会长、贵州省首批核心专家徐圻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

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带来一场以“略谈文化的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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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外学人和古籍所师生到场

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