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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学史研究》被评选为 2015 年度最受海外机

构欢迎期刊“TOP50” 

 

《史学史研究》于 2015 年被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评选为“2015 年度中文报刊海外发行最受海外机构欢迎

期刊”，排名前 50。《史学史研究》编辑部被评为“2015年度

中文期刊最受海外欢迎百强排行榜”出版单位。中国国际图书

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报刊出口单位，对国外代

理中国出版的报纸 400多种，期刊 90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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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研究的挑战与回应”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5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由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心主办的“史学研究的挑战与回应”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

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院校、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的 80 多

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 60 多篇，共计

70 多万字，编辑论文集两册。会议形式丰富多样，包括主题

演讲、分组发言与讨论、主题报告与评议等。与会学者就当前

史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及如何回应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21 日上午，研讨会在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室开幕。中心主

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致开幕词辞，中国社科院世界历

史研究所赵文洪教授、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山东大学王学典

教授、四川大学何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和瞿林东

教授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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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下午，研讨会分“中国史学组”和“西方史学组”进行分

组讨论。22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琪教授、陈其泰教授、

董立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员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随后，研讨会闭

幕，杨共乐教授致闭幕辞。 

 本次研讨会上，史学研究所的碎片化（微观化）、当代中

国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代价值、中西史学的

比较研究、公众史学的兴起、历史教学的挑战、对中国史学遗

产的继承等都是备受关注的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通过此次

会议，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状况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有了

更加清晰的认识。 

 

三、我中心游彪教授赴美访问交流  

近日，我中心游彪教授与历史学院同仁王东平教授、陈涛

老师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访问交流。 

游彪、王东平、陈涛三位教师抵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

在该校历史系谭凯（Nick Tackett）教授陪同下，参观了拥有

百余万册藏书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并与东亚图

书馆中文部负责老师何剑叶进行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该馆的藏

书情况及特色，尤其是该馆所藏中国古代史方面的古籍和善本

书情况。随后，我方教师又参加了谭凯教授主持的座谈会，与

历史系中国史方面的师生围绕各自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及相

关学术研究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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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彪、王东平、陈涛三位教师抵达哈佛大学后，受到哈佛

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暨历史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和哈佛大学费正清

中国研究中心执行董事陆德芙（Jennifer Rudolph）博士的欢迎。

我方三位教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分别以《20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近年来中国北方民族

史多语种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和《近年来中国大陆隋唐史

研究的新动向》为题，介绍了各自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情

况，并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 

通过此次访问交流，增进了双方的彼此了解，为今后进一

步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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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人民大学孟广林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讲座  

2015 年 11 月 25 日下午，应我中心侯树栋教授的邀请，中

国人民大学孟广林教授于主楼 600 会议室作了题为《中西历史

比较的理路与实践》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侯树栋教授主持。我

中心刘林海教授和相关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 30 名到场聆听。 

  孟广林教授在世界中古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主要从事

西方封建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与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

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出版《英国封建王权论稿》、

《查理曼》、《“东海”与“西海”——中西历史比较尝试》等

多部学术专著，并多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在此次讲座中，孟广林教授系统梳理了我国史学界在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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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学术理路。在此基础上，他

指出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内涵与根本基础，并就如何进行比较研

究，发表了看法和主张。孟教授认为：首先，要从“个案”研

究升华为比较研究，学者们应放宽视域，博采众家；其次，应

细心筛选，审慎吸纳学术上的权威模式或正统观点；最后，要

遵循辩证比较的学术理路，应充分认识到中西历史发展的多样

性与统一性，自觉用理性思维辩证地分析中西历史的异同。 

最后，同学们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孟教授进行了交流。

侯树栋教授作了总结发言。在讲座过程中，孟教授将理论与实

际案例相结合，开拓学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充分展示中西比

较研究的学术魅力，给同学们以深刻启迪。 

 

 

 

五、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

项目评审结果公示 

近日，教育部社科司公示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评审结果，我中心瞿林东先生申报的课

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牛润珍教授申报的课题《唐至

民国修史机构与史注纂集》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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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出席“2015年中国当代

社会史学术研讨会” 

2015 年 11 月 27—29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

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承办的“2015 年中国当代社会史学术研讨

会”在我校顺利召开。 

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教育部社科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河南大学、河

北大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大学、海南大学等单位以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共 5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及大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分党委书记

耿向东研究员主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

院院长杨共乐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近年来取得的成

绩。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教授、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中国社

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文研究员分别作了《关于构建中国当代

社会史学科的思考》、《有所法而后大：再思中国当代社会史之

方法论》和《新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就、经验和展望》

的主题报告。之后，会议安排了 9 场分组讨论。与会学者围绕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对

象与方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史料收集及利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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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史专题研究”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通过讨论，与会学者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

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朱汉国教授主持了闭幕式，中央党校

张太原教授对会议交流内容作了总结。这次会议达到了深入交

流、相互学习的目的。可以预计，本次会议将对中国当代社会

史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七、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讲座  

2015 年 12 月 2 日下午，应我中心侯树栋教授邀请，北京

大学朱孝远教授于主楼 600 会议室作了题为《欧洲中世纪文明：

历史的演化与发展》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树栋教授主持，我中

心刘林海教授和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生到场聆听。 

朱孝远教授是我国世界史学界的著名学者，现执教于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主要从事欧洲中世纪史、欧洲文化史研究，著

有《宗教改革和德国近代化道路》、《神法、公社与政府：德国

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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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孝远教授从中世纪欧洲文明的重要性入手，分析了构成

欧洲文明的四种文化元素及特征，对希腊、罗马文化，日耳曼

文化提出独到见解；接着，在分析欧洲历史的演化时，他阐述

了教会、国家、文化各自的发展进程，引导大家思考如何才能

走出一条适合欧洲的道路；最后，朱教授进行了简洁而富有深

意的总结，得出五个结论：一是对人文主义政治学的反思，即

人文主义政治学与启蒙时代政治学的区别；二是人学很重要，

因为现代国家即六个和谐的国家理论，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

三是人学与政治学一脉相承；四是现代政治学出现的标志不是

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区分，人们不再纠结于政治体制，而是关注

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国家与臣民），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都

是如此；五是文艺复兴为什么 350 年？是生命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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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中心成员赴俄访问交流  

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的邀请，我

中心易宁教授、董立河教授和李渊博士于 12 月 2 日至 5 日在

远东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季塔连科院士因事外出，特委托远

东所副所长乌亚纳耶夫接待。俄方参加讨论会的学者还有卢基

亚诺夫院士、伊萨耶夫研究员等。双方就史学理论、史学史以

及中国经典俄译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就合作研究工作，

达成了初步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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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参加第二届全国影像史学学

术研讨会  

“历史影像研究与文化传播”第二届全国影像史学学术研

讨会于 2015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召

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

国内高校 4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我中心主任杨共乐

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上，12 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并就当前影像

史学研究面临的具体和理论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着重研讨了

影像史学研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和作用。与会学者在学

科发展和学术规范建设等方面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会议期间，参会学者考察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影像实验室。

大家一致认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影像研究中心在影像史学研

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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