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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应邀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后勤部作学术讲座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应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邀请，为总后卫生部和直属单位作题为《历史学与执政

创造力》的学术讲座，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二 中心研究人员应邀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

部培训班”作学术讲座 

2012 年 10 月 15 日至 19 日，中心研究人员在“中央和国家

司局级干部培训班”作学术讲座。吴怀祺教授主讲《中国古代的

人才观》，孙燕京教授主讲《清末权贵的政治心态》，郑师渠教授

主讲《孙中山民主主义的现代启示》，杨共乐教授主讲《西方文

化传统对后世的影响》，孙立新教授主讲《德国的复兴之路》。这

些学术讲座广受学员好评，在学员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效果显

著，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12 年第 4 期 
 

2 
 

 

三 瞿林东先生作题为“白寿彝先生史学成就的学

术价值及理论意义”的学术报告 

 
2012年 10月 23日下午，瞿林东先生在主楼 600为历史学院

师生作了题为“白寿彝先生史学成就的学术价值及理论意义”的

学术报告。瞿先生回顾白寿彝先生的人生经历，从关于中国历史

的认识和编纂、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及维族史研究、史学史

研究三方面阐述了他的史学成就，并概括了白寿彝先生史学成就

的理论意义。此次报告在师生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四 瞿林东教授应邀前往中央纪委监察部北戴河培

训中心作学术讲座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瞿林东教授应邀前往中央纪委

监察部北戴河培训中心作学术讲座。瞿先生以《中国古代王朝兴

衰成败规律探索》为主题，就“王朝兴衰：历史上最严峻的政治

变化”，“总结经验教训是历史上人们提出的重大的和永恒的课

题”，“历史上王朝兴衰更迭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现象”、“关

于古代王朝兴衰成败规律的理论思考”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

与阐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给人以深刻启迪。瞿先生在演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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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学员进行了交流互动，气氛热烈。此次讲座，受到学员与

培训中心领导的一致好评。他们纷纷表示从中获益匪浅。 

 

 

 

 

瞿林东先生在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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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孙燕京教授主编的《民国史料丛刊续编》出版 

孙燕京教授主编的《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由大象出版社于

2012 年 11 月出版。《民国史料丛刊续编》（全 1140 册，附总目提

要）是《民国史料丛刊》的姊妹篇，所涵盖的时段，仍然是从中

华民国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的 38 年。它继续以政

治、经济、社会、史地、文教分类，精选资料 2268 种，合成 1139

册影印出版。《民国史料丛刊续编》与此前已出版的《民国史料

丛刊》成为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

各个领域基本情况的“史料全集”，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必备

的文献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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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市历史学会

联合举办“历史·史学·社会”学术研讨会 

2012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日，由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北京市历史学会主办的“历史•史学•社会”学术研讨会，在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召开。来自国内数十所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 

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历史与史学的关系，史学与社会的

关系。会议设一个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师范

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学院易宁教授主持。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北

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先生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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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题演讲在主会场进行，由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历史学院周文玖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

复旦大学教授张广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施

丁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先生，分别发表大会主题演

讲。 

刘家和先生围绕会议主题深入分析了“历史、史学与社会”

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历史与社会、历史与史学、史学与社会这

三组关系在概念上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和相通性，进而阐释

了同一性和相通性的内在根据。张广智先生通过考察国际历史科

学大会的演变，诠释了时代、社会与史学变革的关系，认为时代

发展与社会进步是推动史学变革的一种基本的动力。施丁先生以

《传统史学的“为人”问题》为题，阐述传统史学家对历史人物

“为人”问题的重视，指出研究“为人”问题对当下的意义。瞿

林东先生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剖析历史与史学的关系，同时阐发

了对如何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问题的新思考。 

 

刘家和先生在进行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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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会场进行大会发言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教授、北

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牛润珍教授、河南大学李

振宏教授、清华大学彭刚教授和复旦大学周兵副教授等。在两个

分会场，与会学者对会议主题所涉及的论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

交流与探讨。 

在致闭幕辞中，杨共乐教授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发展

作了回顾与展望。他指出，历史学院在陈垣先生、白寿彝先生奠

定的学术基础上，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人

才；诸多学者毕生致力于对学术的追求，孜孜不倦，生命不止，

事业不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学习

的楷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作为中国该领域唯

一的国家重点学科，将继续为该领域的学术发展作出贡献。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此次会议的召开，对进一步开拓视

野，把握学术前沿，增进学术交流，明确史学工作者的学术责任

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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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2 年卷出版 

    中心主办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2 年卷）由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卷开篇的两篇文章分别就中国当代史学

研究的现状、成果及其发展前景，以及西方古典史学尤其是罗马

史学展开论述，这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史学与外

国史学的不同特质，进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此卷刊载四篇专文

分别纪念郭沫若先生诞辰 120 周年和梁启超先生《新史学》发表

110 周年。该卷还发表了历史学科理论建设、中国古代史学、中

国近现代史学和外国史学等领域的专题文章。其中包括张岂之教

授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陈其泰教授的《<国语>：

“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及其丰富内涵》、汪高鑫教授的《司马

迁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不一致论》、《<汉纪>和<吴越春秋><

风俗通义>中的历史文化认同》，董立河副教授的《罗森斯通的实

验史学：实践与理论》等文章。史学批评一直为办本刊所重视，

此卷刊载了两篇书评、两篇会议综述和四篇新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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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杨共乐教授、瞿林东教授获 2012 年度北京市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学成果奖是优秀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重要奖项，

主旨是奖励取得教学成果的集体和个人，鼓励教育工作者从事教

育教学研究。每四年评选一次。2012 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奖揭晓。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主持的《在立足根底、注重会通、

追求特色理念下构建历史学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新探索》获北京

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瞿林东先生主持的《中国史学史教

学的开拓与创新》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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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012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第十卷）出

版目录 

 

    ·贯通性研究·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2001—2010）…………………瞿林东  张  越  罗炳良（5） 

罗马史学述评……………………………………………………………………杨共乐（14） 

 

·纪念郭沫若诞辰 120 周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引导者………………………………………田居俭（26） 

论郭沫若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张剑平（33） 

 

•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 110 周年• 

“中国通史”之观念与 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思潮的演变…………………雷  平（40） 

梁启超《新史学》与美国新史学………………………………………………李  勇（49）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妇女形象的迁变………………………………向燕南  王汐牟（57） 

对贾谊以史为鉴思想的几点思考………………………………………………赵  琪（70） 

《后汉书》史论：对“成败兴坏之理”的总结…………………………………黄  静（76） 

 

•中国古代史学• 

《国语》：“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及其丰富内涵………………………………陈其泰（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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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史记》中的中国人 

——兼驳近年来西方学者有关司马迁民族观的论述（上）…………[美]吴淑惠（98） 

司马迁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不一致论………………………………………汪高鑫（113） 

《汉纪》和《吴越春秋》、《风俗通义》中的历史文化认同……………………许殿才（124） 

谈《三国志》裴注尊魏抑晋的历史倾向…………………………………………张  宇（128） 

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传的撰修………………………………………李传印（139） 

论《明儒学案》的历史内涵和思想价值………………………………屈  宁  王  曼（148） 

顾祖禹的史学思想及《读史方舆纪要》的价值…………………………………王记录（158） 

学术与学风：清代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学情怀…………………………………刘开军（169） 

 

•中国近现代史学• 

经学与新历史考据学………………………………………………李玉莉   周文玖（177） 

南高学派与学衡派的学术关联…………………………………………………吴忠良（187） 

试论齐思和的史学史思想………………………………………………………杨俊光（201） 

 

•外国史学• 

美菲战争（1899-1902）与反帝国主义 ……………………………………[日]林义胜（207） 

特纳的社会进化论………………………………………………………………王邵励（212） 

罗森斯通的试验史学：实践与理论 ……………………………………………董立河（221） 

卢卡努斯《内战纪》史源引误补证六则…………………………………………张子青（227） 

 

•书  评• 

当代中国史学的价值反省与理论定位 

——读瞿林东教授新著《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曹守亮（230） 

视野宏阔  求真立新——读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时培磊（237） 

 

•新书介绍• 

钱茂伟著《王应麟学术评传》出版………………………………………………………（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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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玖著《因革之辨——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出版………………… （244） 

王振红著《中国古典史学的求真精神研究》出版…………………………………… （245） 

[英]斯蒂芬·亨利·里格比著、吴英译《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出版 ………………（246） 

 

•会议综述•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前沿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247） 

瞿林东教授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学者座谈会会议纪要…………………………（255） 

 

附录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262）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稿约………………………………………………………（275）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匿名审稿实施办法………………………………………（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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