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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换届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在瞿林东教授

主任主持下，经过 10 年的发展，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广

泛的影响。2010 年 8 月，基地换届，学校任命杨共乐教授担任中

心主任，瞿林东教授因年龄原因不再负责基地工作。 

杨共乐教授是知名的世界古代史、西方史学史研究专家，

兼任历史学院院长，北京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具有

较高的理论水平、管理经验和组织能力。他同时担任基地主任与

学院院长，有利于加强学院和基地之间的协调，整合资源，做出

成绩。同时，增加三名副主任，分别由易宁、张越、张昭军三位

教授担任，以配合主任更好地开展工作。与上一届相比，换届后

不仅管理人数由一人增至四人，而且年富力强，具有团队合作精

神。这一切将有助于改善管理质量，提高工作效率。 

为进一步提升实力，做出成绩，“十二五”期间，本中心进

一步扩大开放，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凝聚精干力量。第一，加

强学院与基地合作，吸收一批在西方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方面

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任基地专职研究人员。第二，对校外专职

研究员重新进行选聘，一些年龄较大的学者不再续聘，适当增补

有实力的年轻学者。第三，努力提高国际化水平，拟聘请美、英、

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有国际影响的学者担任专职或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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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祝贺何兹全先生百岁华诞 

教师节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专程看望了我国著名史学

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何兹全。适逢何先生百岁华诞，袁部

长特向他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袁贵仁部长与何兹全先生进行了亲切交谈，历史学院院长杨

共乐向袁部长详细汇报了何先生的近况。袁部长衷心祝福何先生

节日快乐、健康长寿，并对何先生主编的《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

丛书的出版表示祝贺，他嘱咐工作人员照顾好何老的生活。何先

生对袁部长的看望表示感谢，并向袁部长赠送了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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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先生，1911 年生，山东省菏泽市人，北京师范大学

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31 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师从胡适、

傅斯年、钱穆、陶希圣等著名史学大师。1935 年北京大学毕业后

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47 年至 1950 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历史学院学习，后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1950

年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院）执教至今，现任魏晋南

北朝史研究所所长。此外，还担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

领域为：中国社会史、汉唐佛教寺院经济、魏晋南北朝史、魏晋

南北朝兵制史、中国文化史。在社会史研究领域，首倡“汉魏之

际封建说”，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在海内外史学界引起

极大反响。在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方面，开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之先河。在魏晋南北朝兵制史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获，成果斐然，

填补了两汉到隋唐之间兵制研究的空白，堪称兵制史研究的典

范。共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部。自著和主

编的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文集》（六卷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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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六讲》、《爱国一书生》、《秦汉史略》、《魏晋南北朝史略》、《中

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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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何兹全教授百岁华诞庆典暨《中国中古社会和

政治》首发仪式隆重举行 

2010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 点 30 分，“何兹全教授百岁华诞庆

典暨《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首发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

术会堂隆重举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及社会各界的 200 余人欢聚

一堂，共贺何兹全教授百岁华诞。 

到会的领导和嘉宾有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民革中央主席

何鲁丽、中共中央委员、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现国家行政学院

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魏礼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何毅亭、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

副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齐续春、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陈理、原民

革中央副主任委员、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廉云、北京大学常务

副校长吴志攀、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郝斌全国人大代表、内务司法

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李惠东、民革中央办

公厅副主任郑有为、国家行政学院人事局局长樊秀萍、聊城大学

党委书记程玉海、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原首都师范大学校长、

历史学院教授齐世荣等。 

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钟秉林、常务副校长董奇、副校长

葛剑平出席庆典。庆典由董奇常务副校长主持。刘书记代表学校

致欢迎辞，对何兹全教授百岁华诞表示最热烈的祝福，向何兹全

先生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对莅临庆典和首发仪式的领导、嘉宾以

及专家学者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校长钟秉林代表学校向何兹全先生赠送了贺礼，学生代表向

何先生敬献了鲜花。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魏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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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话中回顾了 47 年前求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期间，聆听何

先生的教诲，受益匪浅。张海鹏会长高度称赞了何先生在学术上

的卓越贡献。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高度评价了何先生的治

学。齐世荣教授强调何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唯真理是从。北京师

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高度赞扬了何先生在学术研究、教学

育人等方面的贡献。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民革中央主席何鲁

丽代表家属讲了何先生对晚辈影响深刻的几个方面：即充满爱国

精神、饱含敬业精神、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何兹全教授百岁华诞之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

席周铁农同志特题词“学可名世，心昭日月”，以表敬贺。民革

中央、袁贵仁、魏礼群、周贵芹、何毅亭、柳丁、张茅、刘川生、

钟秉林、林崇德、商务印书馆、外交学院、聊城大学、北京大学

历史系、文摘报社及北京师范大学机关部处、各科研院所等单位

和个人赠送了花篮。聊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延安大

学历史学院、历史系 58 届毕业生尚恒元、彭善俊、96 届毕业生

北京五中书记张斌平等单位和个人发来贺信。张廉云、樊秀萍、

刘家和、田余庆、安作璋、马克垚、康存季、岳礼、姜合作、彭

善俊、尚恒元、郝维仁、苑青云、何晓民、何芳济、中华书局和

二炮总医院消化科等单位和个人送来贺联、贺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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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平代表总经理于殿利就何兹全先生

主编的《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丛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高度评

价了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刘利、统战部部长屈文燕等机

关部处的负责人和各科研院所的负责人也到会祝贺 

 

出席会议的还有：民革中央、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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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大

学、延安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光明

日报》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河

北学刊》杂志社、《文史哲》编辑部、《历史教学》编辑部等单位

的领导、专家和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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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历史学战略规

划研究报告调研会 

教育部近日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战略规划研究项目，教育

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承担历史学战略规划研究报告的

研究与制订工作。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召集人

之一，我校资深教授瞿林东先生是该研究报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含历史文献学）子课题研究小组的负责人。10 月 27 日，以我

校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为依托，邀请在京学者召开历史学

战略规划研究报告调研会，听取、征求专家对制定战略规划的意

见与建议，以便更好地完成该战略规划研究工作方案中史学理论

及史学史学科部分的制订。 

 

 

 

当代中国研究所田居俭研究员、《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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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乔治忠教授和孙卫国教授、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徐浩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邹兆辰教授、清华大

学彭刚教授以及我校资深教授瞿林东先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

究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历史学院史学所陈其泰教授和张越教授

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对制订该战略规划工作方案中关于历史

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未来发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为

历史学战略规划的研究工作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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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首

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合作举办“历史研究与历史知

识社会化和社会进步”研讨会 

由我校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合办的“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和社会进步” 研讨会于

11 月 19 日至 22 日在我校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等国内 40 所高校、研究院所和学术杂志的专家学者共 70 余人

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20日上午的开幕会由我中心张越教授主持，我校党委副书记

唐伟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教授、我校史学理

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分别致辞，首都师范大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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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齐世荣先生、我校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和瞿林东先生分别作

了大会发言。我中心陈其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我校

郑师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施丁研究员、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

分别作了大会主题发言。 

 

在随后进行的分组会议中，与会学者就历史知识社会化的

主要途径和价值取向、历史知识社会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史学

工作者在历史知识社会化中的作用和责任、各种媒体在历史知识

社会化中的作用和责任、历史知识普及读物中的趣味性与历史真

实性、当前的“历史热”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讨论。

大家普遍认为，当前的“历史热”，不仅在传播的方式、方法和

手段上，呈现出信息时代独有的特点；而且在对历史的解读和宣

讲方面，在向公众提供历史常识的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

以个性化十足的言语、文字和影像为载体，历史的讲授得到了人

们更持久的关注。不过，在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同时，不可避免

地又出现了因过度追求娱乐化和市场化而无视历史的真实、甚至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10 年第 3、4 期 

13 

颠覆历史的现象。从长远看来，这种对于历史的戏说和解构，弊

端甚多，为害极大。讨论历史知识的社会化之道，总结和探索史

学推进社会进步的经验，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史学工作者有

责任从历史科学研究的高度出发，审视和引导当前历史知识的社

会化，使之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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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年卷出版 

由中心主办、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主编的《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学刊》（2010年卷）于 2010年 9月出版，本卷期刊的目录如下： 

 

一代宗师  四海楷则——纪念陈垣先生诞辰 130 周年并祝贺《陈垣全集》出版………

本刊编辑部 

一份博大精深的学术遗产   ………………………………………………………周少川 

  

4—16 世纪中国史家关于史学认识的理论体系 …………………………………瞿林东 

4—16 世纪中国史家人本思想提升的历程 ………………………………………向燕南 

  

略论近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   ……………………………………………李  珍 

试论刘知幾的民族史撰述………………………………………………………… 赵梅春 

西夏史学述论     …………………………………………………………………任菲菲 

  

求真与创新：先秦历史与先秦社会的深入研究——纪念赵光贤先生百岁诞辰 …晁福林 

慎终追远  厚德载物——追念赵光贤恩师 ………………………………………王  和 

忆两次回校之事——纪念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段志洪 

赵光贤先生的西周金文暨西周年代学研究     …………………………………………

沈  长云 

  

中华民族精神研究三题………………………………………………………………陈其泰 

近代以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提倡、弘扬与研究……………………………………张  越 

  

两汉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乔志忠 

中国传统史学的二重性       周文玖 

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略”的含义及其演变的考察…………阎  静 

从宋人史料笔记看历史资料的二重性………………………………………………丁海燕 

略论魏了翁的史学思想………………………………………………………………粟品孝 

王夫之的历史人物评价方法论………………………………………………………张  峰 

黄云眉《邵晋涵年谱》补正…………………………………………………………罗炳良 

  

论 20 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边疆研究团体 ………………………………蒋正虎 

萧一山评价清代历史人物  …………………………………………………………田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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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论述“八代史学”的一篇佚文——记新发现的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补•

八代史学》 …………………………………………………………………李飞  费晓健 

  

略论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 ………………………………………………曹  星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六条论纲    ……………………【荷兰】安克斯密特著  彭刚译 

  

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读仓修良著《中国古代史学史》……郝润华  杜

学林 

高屋建瓴  参透精微——读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姜胜利 

后现代史学的总体反思——读彭刚著《叙事的转向》……………………………赖国栋 

十年一剑  历久弥新——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三版）的特点…………张井梅 

  

书  讯     

曾贻芬、崔文印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出版 

蔡克骄、夏诗荷著《浙东史学研究》出版 

李勇著《保卫历史学》出版 

钱茂伟著《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出版 

吴海兰著《黄宗羲的经学与史学》出版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博士论文题目（1987 至 2007 年） 

  

附录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 

附录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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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010年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获批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周文玖教授的课题《民国时期史

学之研究》，易宁教授的课题《古代希腊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在中西古代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思考》，被教育部列为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分别为 2010JJD770005、

2010JJD770006。 
 
 

八 陈其泰先生著作获奖 

2010 年 10 月，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

选结果公布，我中心陈其泰先生所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理论成就》，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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