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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学术研讨会 

在京举行 

2013 年 11 月，我中心主办了“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

新”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 70 余位专家学者

参会，共提交论文 50 余篇。 

 

此次会议由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易宁教授、

周文玖教授召集。开幕式由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杨

共乐教授主持，由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先生致欢迎辞。

大会分为主题演讲、大会发言及评议、分组发言及讨论三个部

分。 

在主题演讲部分，刘家和先生以“传统和创新与历史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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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题发表演讲，提出要把待检验的研究成果放在历史的传

承之流中考察，只有以传承之流为标尺才能判断史学创新之真

伪。凡是虚伪的“史学创新”，都不会也不可能具有历史性，

不可能真正回答前人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问题，不会有新的突

破。张广智、瞿林东、吴怀祺、乔治忠等先生分别以“继承传

统，超越传统”、“再读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加

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与作

者问题”为题，发表了精彩演讲，给人以深刻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英、南开大学孙卫国、复旦大学吴晓群、

北京大学李隆国、河南大学周祥森等 14 位学者分别作了大会

发言。在小组发言及讨论部分，与会学者分为两个小组，围绕

“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的主题，踊跃发言，展开了热

烈讨论。 

河北大学教授张剑平，淮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勇，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罗炳良分别作了小组和大会总结发言。最后，北京师

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教授致会议闭幕词。 

与会学者一致表示，此次会议为大家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

台。学者们在此展示并交流了一年来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领域中的新成果。这为推动国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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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中心副主任张昭军教授赴东京大学集中授课 

 

我中心副主任张昭军教授受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特任教

授），从 2013 年 10 月中旬起在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

科进行了 45 天的集中授课。张昭军教授分六个专题，即：“近

代文化史序说”、“晚清学术的格局与流变”、“儒学与现代性”、

“尊孔与读经”、“国学研究、文化史研究与现代学术分科”、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对中国近代文化史进行了深入的讲

解和阐述。 

 
张昭军教授与部分学生合影 

 

来自东京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御茶之水大学的

博士生和年轻学者选修了该课程。此次中国近代文化史专题课

程受到学生的欢迎，得到邀请方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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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中心成员赴德国参加学术会议 

 

应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邀请，2013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8 日，我中心成员汪高鑫、孙立新、周文

玖教授与历史学院王开玺、郭家宏教授赴德国进行了学术交流、

访问。 

在柏林自由大学，我中心成员与东亚研究所所长、孔子学

院德方院长罗梅君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座谈。在格赖夫斯瓦

尔德大学，我中心成员参加了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历史系召开

的学术研讨会，并作了学术报告。会后双方就学术交流与合作

事宜进行了商讨，并达成了初步意向。 

 

 
我中心成员在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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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成员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历史系进行学术交流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成立于 1456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大学之一。历史学是该校的一个重要学科。德国著名的铁血宰

相俾斯麦曾经在该校学习，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德

国著名史学家伯汉姆曾在该系任教。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13 年第 4 期 

6 
 

 

四、我中心成员赴海德堡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海德堡大学建于十四世纪（1386 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

学。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世界级思想家曾在此

执教。现在的海德堡，依然是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心”。 

我中心孙燕京、张昭军教授应邀与历史学院教师一同前往

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他们与顾德林、

纪安诺两位终身教授（汉学中心设有三个教授席位）进行了广

泛的学术交流。顾德林是德国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权威，纪安诺

现任汉学中心主任。会谈话题涉及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现状、学

科发展、新学术增长点、德法关系、中日关系等，气氛极为友

好热烈。双方在增进交往、学术会议、教师访学等方面形成一

定的共识。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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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参观 

 

我中心成员还考察了“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海德堡

大学图书馆、参观了世界文化遗产“海德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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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近代文化史》入选北京市高等教育 

精品教材 

 

近期，北京市教委公布了 2013 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和经典教材评审结果，我中心张昭军和孙燕京教授主编的《中

国近代文化史》入选精品教材。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的评审工作以“全面提升高等教

育教材质量，充分发挥教材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的基础性作

用”为根本出发点，主要目的是为表彰和奖励一批编写质量高、

有特色与创新、受益面广、使用效果好、同行专家认可的高校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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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中心成员参加“2013 年学术前沿论坛”北京

市历史学会分论坛 
 

学术前沿论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师范大

学联合主办，创办于 2001 年，以“立足学术前沿，把握时代

脉搏，聚焦民生国是，探讨发展思路”为宗旨。“2013 年学术

前沿论坛”以“中国梦·教育变革与人的素质提升”为主题，

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聚焦教育变革，力求从

多学科、多角度探讨转型期国民素质的提升，由主论坛和学会

专场组成。 

2013 年 12 月 22 日上午，“2013 年学术前沿论坛”北京

市历史学会分论坛在京师大厦第五会议室成功举行。来自北京

史学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加了论坛。我中心主任

杨共乐教授，副主任张昭军教授，中心汪高鑫、刘林海教授也

参加了此次论坛。 

本次论坛由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刘新成教授与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杨共乐教授主持，主题

为“全球史：理论探讨与研究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刘文明、

夏继果和王永平教授围绕主题分别作了题为《全球史在美国的

兴起及其多元性》、《地中海史研究：从布罗代尔到阿布拉菲亚》

和《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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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侯树栋教授和汪高鑫教授分别对上述报告作了精彩点评。

其他与会专家、学者也积极发言，踊跃交流，气氛热烈。 
 

 
 

最后，杨共乐教授总结了本次分论坛举办的意义，并对各

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的积极参与表示感谢。夏继果教授代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赠送了《全球

史评论》第 1 至 5 辑。会后，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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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瞿林东先生主编《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 

多民族国家》出版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3 年 8 月，瞿林东教授主编的 5 卷本《历史文化认同

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研究中心承担的 “211 工程”建设项目“历史文化认同与中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研究成果，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

者及校外专家的通力合作下，历经十年编撰而成。2013 年 12

月 13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河北人民出版社联合

主办了《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书发布暨学

术研讨会。 

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教授主持。北京

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北

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凯，河北出版传

媒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晨光，河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本书

责任编辑王苏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国家出

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刘兰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学部委员陈祖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研究员吴恩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岗，首都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郝春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

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广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教授李鸿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李珍，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晁福林、郑师渠、陈其泰、易宁、蒋重跃、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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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炳良、张越、许殿才、汪高鑫、周文玖、张涛，以及来

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的记

者，共 40 余人参加了发布仪式和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们认为，该书具有三大学术特色。首先，该

书融现实关怀于历史研究之中，回应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大问题，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总结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历史经验，

以应对目前中国的崛起险境，吸取历史上其他国家在民族问题

上的深刻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该书以“历史认

同”和“文化认同”两大概念为基础，从历史文化认同的角度

考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从思想观念的层面揭示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原理，进一步帮助人们认识到中国

历史发展的面貌、基本规律和历史本质，帮助人们清晰地看到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心灵交融的历程。第三，践行古今贯通和中

西会通的学术方法，既将考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时段从

先秦延续至今，又从中西比较中研究和总结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认同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其中的许多创新性观点反映了主编和

作者们的卓越史识和深厚学养。 

李帆教授对会议作了总结，认为该书的出版是历史学院和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 211 工程

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它所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和学术含量之丰

富，一定会在学术界和全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张子青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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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13 年卷《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目录 

 

    ·史学前沿· 

从影像史料到影像史学………………………………………吴  琼（11） 

 

    ·贯通性研究· 

10—19 世纪：千年史学发展的启示…………………………瞿林东（20） 

古代西方史著中关注的三大主题……………………………杨共乐（25）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官修、私撰双轨运行与求真、致用理念冲突 

     ——谈中国传统史学的生命力……………………… 王俊才（30） 

17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新成就………………………………罗炳良（38） 

1949—1966 年历史教学理论的发展及其成就………………曹小文（47） 

中国当代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述评 …徐国利  李天星（53） 

 

    ·中国古代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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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美]吴淑惠（63） 

再论《晋书·载记》及其正统观………………………………王  强（71） 

《资治通鉴》与古代国家治乱兴衰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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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田氏代齐为例…………………………………王培华（78） 

元修三史与正统之辨………………………………………李  哲（87） 

顾炎武关于“人尽其才”的史论…………………………赵  旸（92） 

船山史论中的历史假设……………………………………陈安民（98） 

 

    ·中国近现代史学· 

顾颉刚、白寿彝的交往和学术关联………………………周文玖（108）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陈寅恪之学术研究 

——以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见档案为中心…………张  峰（125） 

陆懋德《中国史学史》的特点和价值………………………刘永祥（131） 

刘咸炘“察势观风”的史学内涵与思想价值……冯  婵  刘开军（139）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酝酿和起步…曹守亮（146） 

 

    ·外国史学· 

浅析奥鲁斯·格利乌斯的“求真”意识 ………………李艳辉（157） 

斯特拉波《地理学》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论 …武晓阳（170） 

日本社会科学中的“近代” 

——吉田松阴研究史回顾…………………………唐利国（176） 

 

    ·历史文献学· 

佛教金石文字史料价值论 

――以宋代中书门下的金石牒文为中心的考察……游  彪（183） 

回顾与展望：百余年来清代佛教史籍的整理与研究 ……曹刚华（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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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评· 

《范晔评传》：一部开掘史家思想空间的力作……………向燕南（199） 

评汪高鑫教授著《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纪丹阳（202） 

 

    ·会议综述· 

学术之树常青  思想之花长开   

——顾诚先生系列著作出版暨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 

……王  遥  （204） 

世纪的呼唤 不朽的丰碑 

——《中国通史》第二版出版暨白寿彝学术思想座谈会综述…李

小迟  张子青（208） 

 

附录一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 

（2011 年 9月至 2013 年 8月）…………………武晓阳（211） 

附录二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 

（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张  宇（223）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稿约…………………………………（245）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匿名审稿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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