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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立新教授所著《近代中德关系史论》出版 

 

2014 年 4 月，孙立新教授所著《近代中德关系史论》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方法论

探索；第二部分讨论 19 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跨文化接触和

感知；第三部分论述卫礼贤与中德文化交流；第四部分是德占

胶澳与中德相互作用；第五部分是近代中德关系史德文文献和

档案介绍。这五个部分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如下问题的思考，即

如何编纂中德关系史，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如何编纂中外

关系史，才能摆脱外交史、事件史和条约史编写模式，消除“欧

洲中心论”或者说“西方中心论”的片面性，全面展示“关系

史”理应包括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文化等多

方面的内容，真正体现中外双方的“相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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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成员参与 2014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

部选学“历史反思与治国理政”专题授课工作 

 

    2014 年 4 月 14 日至 18 日，我中心瞿林东、晁福林、郑

师渠、杨共乐等四位教授参与 2014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

干部选学“历史反思与治国理政”专题授课工作。瞿林东教授

主讲“中国王朝兴衰的规律”,晁福林教授主讲“孔子思想的

当代价值”，郑师渠教授和杨共乐教授所讲的专题为“孙中山

民生主义的现代启示”。四位教授所讲专题广受学员好评，效

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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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师渠、史革新教授所主编《历史视野下的中华

民族精神》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4 年 4 月 26 日，郑师渠教授和史革新教授（已故）主

编的《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精神》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北

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广

东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兼副

主席韩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

系教授陈梧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廖学盛、中国社科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历史研究》主编李红岩、北京

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建平、国家出版基金规划

管理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刘兰肖女士，历史学院吴怀祺、陈其泰、

晁福林、郑师渠、张昭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杨

共乐、副院长李帆、洛阳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郭红娟、广东

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卢家明等 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全面

系统研究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

深入探索，既是属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有助于丰

富与深化学术界的既有研究；同时，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应用价值，有益于人们，尤其是相关领导部门，在更好地理解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历史发展及其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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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和

社会上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教授主持，我中

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首先致辞。他认为研究国家

需要的大问题，一直是历史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由郑师渠、

史革新教授主编的《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凝结了诸位

作者心血，系统全面地从历史视角探索、研究民族精神，是一

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 

随后，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卢家明先生介绍了本书的出

版情况，指出作者和出版社编辑们付出了辛勤劳动，本书的章

目设计经过了反复论证与多套方案的修改，史料注释与文字校

对也都反复审阅，力求精准，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

郑师渠教授重点介绍了本书的撰著过程，他说本书是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立项以来

近 10年的集体学术成果，全书除总论外，共五编，约 60万字。

自立项论证到具体编撰，历史学院大多数教授都参与其中，付

出许多心血，主编之一史革新教授更是于书稿即将完成之际遗

憾离世。研究中华民族精神，要解决民族精神的内涵，民族精

神是否有糟粕和精华之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等理论

问题。基于学术界研究现状和现实考虑，经过专家学者们的充

分讨论，此书最终选择了主要从历史的视角进行研究，并对于

“民族精神”的内涵概括、民族精神的发展阶段划分等问题提

出了不同以往的观点。 

最后，与会学者就《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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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以及历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廖学盛先生

首先发言，他结合古印度、古希腊历史，指出“重视历史”一

直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特质，《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的价值在于其独特的历史视野；同时，本书的一点遗憾之处是，

因为实践难度的问题，没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和内涵进行

一分为二的研究。 

刘家和教授是本书的顾问，参与过多次学术讨论，他引用

黑格尔和老子的观点，提出民族精神的发展，最宝贵的是要有

自我否定的精神，要不断战胜自我，因此对民族精神的内容、

影响研究要冷静、客观地评价和分析。陈梧桐教授结合中央民

族大学历史学科的研究现状，提出民族精神的培育是重大的时

代课题，此书清楚地把握了民族精神的时代脉络，并在民族精

神的分期、弘扬民族精神的途径等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陈

其泰教授、晁福林教授、吴怀祺教授、张昭军教授代表作者分

别发言，表达了对于史革新先生的追思，对各方努力使得本书

的出版深表感谢，并就本书写作过程中的心得和感悟与诸位学

者分享。张顺洪研究员、李红岩研究员、李建平研究员、郭红

娟教授分别从学术价值、突出特点、具有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

空间、选题意义等几个方面对《中国文化发展史》提出建议和

意见。 

本次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旨在对《历史视野下的民族精

神》的学术思想进行研讨。与会学者对《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

族精神》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进一步研究中华民族精神的专

题性研究论集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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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伯特教授 

来我中心讲学 

 

2014 年 4 月 28 日，应我中心刘林海教授的邀请，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罗伯特教授来我中心讲学，作了题为《罗马人与

传记传统：一个平凡人的非凡人生》的学术讲座。我中心与历

史学院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的部分教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及部

分本科生参加了讲座。罗伯特教授回顾了古罗马人的传记文学

传统，梳理了李维乌斯、奈维乌斯、恩尼乌斯等罗马早期文学

家的生平、作品及其特点，阐释了科尼利厄斯•尼波斯及其撰

述的阿提库斯的传记，并与师生进行了热烈交流。罗伯特教授

思想深刻，语言幽默，讲座信息量大，受到师生欢迎。此次讲

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拓展了同学们的研究思路，为大家提

供了与国际学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有利于我们了解和追踪国

际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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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杨共乐教授受委托负责组织论证“历史文化 

纪录片创作工程重点选题规划” 

     

2014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致函北京师范

大学党办公室，委托我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负

责组织论证“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工程重点选题规划”。这是

我中心人员发挥社会服务作用的重要体现。 

 

 

 

六、台湾辅仁大学学者来我中心进行学术交流 

 

2014 年 6 月 25 日，台湾辅仁大学周樑楷、戴晋新、张四

德三位教授，利用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辅仁大学历史

学系联合主办的“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及反思——中国与

世界关系学术研讨会”之机，访问了我中心，与中心研究人员

吴怀祺、陈其泰、许殿才、易宁、向燕南、汪高鑫、张越、罗

炳良、周文玖、董立河诸位教授，就史学理论及中外史学史发

展问题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由罗炳良教授主持。周梁楷先生作开场发言。他指

出，随着时代的变化，史学史要作出调整，除了专业史家，任

何人都可以成为探讨的对象，如史家莎士比亚、史家孔尚任，

等等。另外，史学史的时间可以从更古的时候开始论述。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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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发言引起了吴怀祺先生的强烈共鸣，他结合自己对《周易》

与时间的认识，指出史学史研究要联系东西方，看到其中的“变

异”，研究历史就要探讨人类和民族的盛衰之道。 

陈其泰先生谈到两地的学术交流，提出两校可以共同开展

学术研究的建议。在深化史学史研究方面，他认为要大力总结

中国文化传统中真理性的东西，说道：“如果学者们都能努力

继承传统，同时吸收西方史学成就，我们的史学史仍然大有可

为。”针对陈先生的建议，罗炳良教授表示，这个愿望很快就

可以实现，最近学校重新规划了研究模式，每个学科都可以自

己设计课题，希望届时能得到老一辈先生们的指导，也希望台

湾学者能够共同参与。 

接着，张四德教授结合自己开展史学研究的经历和旨趣，

向大家介绍了美国宗教族群研究的历程，她表示：“我最大的

抱负就是希望能增进族群间的相互了解，每个社会都要有主流

思想，否则不同的族群是难以共存的，这也就是我开展这项研

究的价值。”向燕南教授从中西文化的现状谈起，逐步深入到

史学史应当如何创新的问题。他强调，面对西方话语的强势地

位，中国的传统文化失语了。但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价值，

后现代的很多思想与我们的传统存在暗合，我们能为世界作出

自己的贡献。戴晋新教授从两校的学术交流谈起，引申出自己

对史学史研究看法的转变。他还回应了向燕南老师提出的史学

史应当怎么办的问题，指出可以用共同的语言做出不分中西的

年谱，以此搭建一个可以共同讨论的平台。许殿才教授着重探

讨了历史意识的问题，强调要树立新的历史意识，要多宣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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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意识对历史思维的作用，这不但有益于社会，也能扩大历史

的功能和作用，尽管其中也有两重性的问题。 

张越教授更多地从学科角度进行了探讨，指出学生论文选

题中，传统的史学史选题越来越少，新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出现。

但史学史学科越分越细的趋势，不利于将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

待。汪高鑫教授对周梁楷先生要求扩展史学史研究对象的主张

给予了肯定，指出不仅专业史家，其他人也具有自己的史学思

想：“如果我们说‘孔尚任也有历史思想’，这样的史学史将更

加深刻。”周文玖教授接着谈了自己对台湾史学界的一些感受

和认识。在有关陈垣先生的评价问题上，他指出要客观、宽容

地评价历史人物。董立河教授介绍了自己最近思考的课题——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理性问题研究。在分析西方史学中对历

史理性认识的演变后，对“后后现代”对历史所取的态度进行

了肯定。他指出在构建史学史时，这种态度无疑是可取的；另

外还要有全球视野，并用一般化的哲学思想来考察。 

讨论中所涉及到的史学史命题，既有中西史学特点、成就、

趋势的总结与比较，也有历史意识与历史思维的深层探讨，还

有对于史学史学科在新形势下如何创新的意见和建议，内涵丰

富，高见迭出，相信能为推进国内史学史研究创新，以至两岸

学术交流提供更多的思考和助益。 

最后，罗炳良教授做了总结，指出研讨会有思维的碰撞，

也有学术的交锋，总结了过去的研究成绩，讨论了未来的发展

方向，在融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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