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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专题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首届清代政治史论坛”综述 

2021 年 3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首届清代政治史论坛”

在北京燕山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国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20 日上午的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鹏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念群教授致开幕词。杨念群教授回顾了当前清代政治史研究所处的境遇，认

为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跨学科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以及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开

始转变，导致原本占据史学研究主体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呈现边缘化的趋势。虽然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议题在

不断深化与拓展，但面对上述方法论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清代政治史研究不得不因应寻求新的突破。本次会议

召开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开拓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课题、新领域与新方法；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回应诸如“新

清史”等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的挑战，从而通过讨论、批评与研究，在清代政治史领域探寻新的研究路径，

并力图构建本土的历史解释框架，推动当前的清代政治史研究。最后，杨念群教授对未来的政治史发展方向提

出期望，认为应当保持政治史研究的开放性，加强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的对话，推进各学科在研究

方法、议题等方面的交流，开掘、扩展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清代的职官选任 

本次论坛由七个主题会议与圆桌讨论组成。20 日上午，论坛第一组会议围绕清代职官选任问题展开，会议

由刘文鹏教授主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刘文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林浩彬分别以《论清末丞参》《丞参选任问题与

清末用人专门化》为题，从不同角度对清末官制改革运动中新设职官——丞参作了讨论。刘文华注重总体分析

丞参之设立，认为至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官制改革，中央各部大致都已设立丞参，其职掌大致是承上启下，统筹

全局，辅佐堂官处置部内事务，这是中国行政制度近代化的必要措施与体现。不过由于选任过程存在诸多弊端，

以至丞参冒滥，遭致裁撤之议。林浩彬则更加注重丞参的选任问题，认为丞参选任牵涉甚广，其不仅涉及中央

用人权的争夺与调适，而且牵涉官制改革过程中职官与差遣、选材与酬庸问题的平衡问题，更与原有的内外职

官升转体系的调整、重构关联紧密。丞参的选任表明清末官制改革的专门化取向，而所面临的上述诸问题，也

影响了清末民初其他官制的选任。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明《清代刑部司员的任用规则与权力分配》一文认为，乾嘉以降科举进士出

身者构成了刑部司员的主体，而为了维持这一比例，也为了能够继续使用熟悉部务的“熟手”，刑部不断扩充

由本部拣选保题的名额。刑部内部的权力分配并非以官阶高低为判，而是以刑名知识和理刑经验为准，从而形

成掌握专业知识的官吏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力再分配局面。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温海波、谢殿诚的报告《字识与清代军政运转》，认为清代绿营系统仍

延续明朝的字识。字识仍发挥着处理钱粮册籍、信息传递等基本职能，但其参与贪腐之事屡禁不止。清廷对武

官私用字识难以禁止，只是对其舞弊行为制定了惩处标准。不过清廷也通过一定措施不断规范、制度化字识群

体，这种制度化反映了清廷对武官掌控基层文书的妥协，亦是军事权力难以深入基层的务实措置。 

 

清代的中枢机构与朝局 

第二组主题围绕清代中枢机构与朝局，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杜家骥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文鹏《清代军机大臣议覆制度的形成及意义》一文通过对军机大臣议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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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覆内容与特征的分析认为军机大臣通过议覆介入到军国大计的决策过程，成为影响皇帝最大的政治力量。这

一议覆职能实源自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覆职能，又同时延续了内阁大学士的撰拟上谕的职能。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博的报告《清季军机大臣副署制度的构建》，认为清末副署制度虽得以

确立，但由于其倡议者将之比附于乾隆朝的军机大臣署名之制，清廷也没有以正式文书清楚说明副署制度的意

义何在，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使得朝局各方对“副署”应负责任的看法各异，直接导致了后来资政院与军机大

臣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且发展为对“皇族内阁”与立宪运动的怀疑。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刘洋《阁臣差使与清代国家治理探析——以大学士入值军机处为中心》一

文，认为入值军机的内廷大学士履行着皇帝的秘书长、参谋长和钦差大臣等多重职能，稳定实现了其对清廷中

枢决策的有效参预。雍乾以来，大学士以入值军机等差使事务为职能重心，差使体制已成为清中后期阁臣职能

运作的主要方式。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凌霄的报告《半隐匿性政治：军机处的满伴与清代中枢机构的变迁》，考证军机

处满伴是满章京中的一部分官员，特别是指值班章京。它的出现和流行标志着军机处内部机制的成熟，使得“半

隐匿性政治”趋于巅峰。道、咸以后，满、汉章京渐行渐远，导致军机处的这种半隐匿性政治难以再维持帝国

的有效运转，最终与清朝一道走向覆灭。 

泰山学院历史学院唐论《计中计：丁未“假照片事件”探析》一文，认为丁未“假照片”事件是奕劻、袁

世凯等为打压、排挤岑春煊所施行的手段。梁启超密谋与岑春煊在会面事泄而引发端方追查。蔡乃煌为求进，

献“假照片”于端方，端方与奕劻、袁世凯密谋，通过恽毓鼎弹章、蔡乃煌假照片相互印证以坐实岑春煊暗通

康梁党人的罪名。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健鸿《王文韶的内召与甲午政局》一文，认为王文韶被恭亲王奕訢援引应召进京，虽

然因人事纷争与翁同龢的反制，其迟迟不能进入最高权力决策层，不过最终得以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

于其难有威望与实权，导致他一方面周旋于帝后、各政治派别之间；另一方面难以凝聚一批洋务和政务突出的

人才，只能依靠早年积累的各种人脉资源从事政治活动。 

 

清代的边疆治理 

下午第三组围绕清代边疆治理问题展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令志《怀远与柔远：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使团探析》一文以小见

大，通过考察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赴藏熬茶的史实经过，认为此次熬茶使团成功出使，不但加深了土尔扈特

与清朝的相互理解，而且使团成员目睹了清朝的社会繁荣和阐扬黄教之伟绩，得知准噶尔部覆灭及哈萨克阿布

赉汗进表归附等与其部族密切相关的大事，无疑对土尔扈特决然摆脱沙皇统治，毅然选择东归祖国产生了重要

影响。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强光美的报告《清朝“内亚性”的再商榷——以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为视点》，

认为合璧书写表明了清朝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居，并以之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同文秩序的用意，实现了其

从满洲政权向“大一统”王朝的蜕变，成为了“历史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新清史”学者将多民族语文合璧

书写视为清朝“内亚性”和区别于传统中原王朝重要表征，有失偏颇。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张伯国《德化推行与认同塑造：乾隆帝严禁苦累回人思想及实践考析》

一文，跳脱乾隆帝治疆的“因俗而治”思想框架，认为乾隆帝严禁苦累回人思想根源于乾隆帝本人的民本思想、

维护满洲形象以及出于维持新疆统治的现实需要。这一思想及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构建回人清朝认同的政治意

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临希《将军杀台吉有罪吗——光宣之际边疆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文，强调清末清廷意

图将蒙地纳入国家赋税系统。通过对国家、地方、蒙古地区等多方权势在此期间展开斗争的论证，文章认为晚

清国家力量不足，借助官商合办，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实现了边疆治理模式转型，使得清末蒙旗人群结构发生

改变，国家权力在蒙地逐渐绵密化，利于后续政权打造更深层的国家一统性。 

 

清代的财政体制、科举制度、八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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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第四组涉及清代的财政体制、科举制度与八旗制度等诸多议题，会议由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

刘小萌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文远《清代“不加赋”的国策化与财政转型》一文，考察了清代财政体制的运作、

转型及其反映的治理理念。文章认为“不加赋”国策化与“定额化”，是明清赋役体制发展的结果，体现了“贡

赋国家”的财政特点。同时，清代财政体制也体现出“应急化”的特征，清廷则从国、民一体的角度强化民众

对于国家的认同，来解释国家对于这种应急管理体制下的“财政动员”与加派，这也是不同于西方的财政体制

近代化转型。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振国、王月的报告《论清代的举人拣选——兼辨举人截取的性质和大挑出现的时

间》，认为清朝入关后，沿袭明代拣选之例，不断进行调整，逐渐形成较具清朝特色的拣选规章。报告既辨明

了截取的含义，又论证了拣选之例与大挑制度的确立。但由于拣选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拣定的人数不断累积，

拣选存在的价值受人怀疑，其名实逐渐背离。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学深《言出法随：清前期国家基层治理与律法适用——以科场罢考事

件为例》一文，认为随着雍乾时期对士子罢考问题的重视，管控力度逐渐加强，处罚也“由宽转严”。这种趋

严的管控制度，体现了国家管控的有效性和雍乾时期朝廷对基层治理下的“治”序，展显了十八世纪清朝集权

模式下律令运行的高效，以及强调国家和官府在各层级的主导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邱源媛《八旗圈地制度的辐射：清初拨补地考实》一文是对其既有研究的深

化。作者认为拨补地位于旗地外围，以北京城为基点逐层推进至直隶南部地区，以及包括宣府镇在内的卫所系

统诸地。由此也造成距离原圈土地越来越远，百姓无力耕种，只能召佃取租，然主佃纠纷，往来诉讼，经年不

断，民众不堪其苦。这说明八旗制度对直隶的非八旗人群及非八旗区域仍存在辐射性影响。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华军、邓天红《清代归旗制度创设问题考论》一文，考证了清初归旗制度

的创设应在顺治二、三年间，至康熙二十三年成型。其创设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清廷对明代管理革职解任官

员制度的承继，又有八旗内部诸因素的影响。此外，康熙帝对驻防八旗成为新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因“渐染汉俗”

问题的担忧，下五旗诸王对八旗驻防管理集权化的不满等也是重点考虑的现实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屈成《清代汉中八旗驻防考实》一文认为，清前期汉中八旗驻防的两驻两撤、两

度议设这种摇摆政策的出现，表明乾隆朝以前八旗驻防制度仍处于调适阶段。汉中驻防裁撤之后，八旗驻防重

点开始由内地转移至沿边、边疆，这是清廷统一全国过程中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变化的体现。 

 

清代的法制变革与具体案例 

21 日上午，第五组主要讨论清代的法制变革与具体案例，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陈支平教授主持会议。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邓建鹏《清代州县司法实践对正式制度的偏离》一文认为，地方衙门在进行个案审判

时存在与司法体制要求不一致的情况，这说明清代地方司法体制并非是“守文据法”而是“移情就法”。州县

官的综合行政治理角色决定了其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优先考虑实用主义与地方安定，加之司法资源有限、上级司

法监督不严等原因长期存续，最终导致司法实践与正式制度的“背离”。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祥雨的报告《从二元到一元：顺治朝法制变革研究》指出，多尔衮和顺治帝对

明朝和满洲法律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继承和扬弃，从多尔衮摄政时期满汉法律体系并存的“二元体系”，到顺

治亲政后满汉法律体系竞争甚至对抗最终形成清律的“一元体系”，汉人制度和满洲制度之间存在衔接与融合，

这一过程揭示了满汉关系在司法领域的表现形式和清朝统治的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白帆的报告《清代新疆法律治理体系建构的进程及其效果》，结合政治史

和法律史，将清代新疆法律制度与国家统一新疆的政治进程联系起来探讨，从法律哲学的目的性、法律意识及

法律的安定性三要素出发，在大一统视野下分析了清代中央政府在新疆地区的法律建设过程。报告认为随着清

王朝统治的深入，新疆地区法律特殊性逐渐减弱，其法律体系逐渐呈现出与内地法律一体化的特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姜金顺《族群关系与法律变革：康雍年间“两引”案件判决格式的形成与推广》一

文，认为“两引”案件引发的法律二元性冲突主要集中在判决依据、权力关系、族群关系三个层面，最终表现

则是刑部官员、地方督抚在“两引”案件判决上经常出现分歧。为解决这一分歧，康雍两朝陆续形成了一套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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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分歧解决机制，“两引”案件判决格式得以持续推广，由此在清代中后期引发一场影响极为深远的法律变

革。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猛的报告《清代国家治理中伪造印信案件的量刑标准：制度应对与法律实践》认

为，在不同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审理者会依据伪造者的犯罪动机、伪造方式、施骗结果，并综合个人对于案情

的认识，援引律例，最终量刑。尽管因为审理者的个人意志导致量刑标准和处罚措施难以统一，但仍有诸如是

否触及“军机、钱粮、假官”的“高压线”等基本原则与量刑标准为其所考虑。 

 

清代的政区地理及职官设置 

第六组主要围绕清代政区地理及职官设置等问题展开讨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

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在报告《从理事到抚民：清代归绥地区厅制变迁新探》中，从动态角度将归

绥地区厅制的变迁分为理事、分辖、统合、兼辖、抚民、建省六个阶段，将其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还原其不

同时期的复杂样态，认为归绥地区的行政建制鲜明地体现出府州县与藩部两大圈层过度地带管理模式的巨大转

变，其制度演进过程提供了观察清代边疆地区郡县化的绝佳窗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孔迎川的报告《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清前期湘黔间政区改划研究》认

为，明朝于黔东南政区的设置行“犬牙相入”之法，故而出现了府属贵州、卫属湖广的“府卫两属”现象。清

朝通过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手段，完善黔东南的政区体系，加强了贵州省对黔东南的控制。同时，清朝仍保留

了湘黔边界的“犬牙相入”之处，以便控制贵州，护卫湖广。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存璐的报告《清代州县官署理制度研究》，通过对清代州县署理官的来源、署

理形式与委署章程的考订，认为州县官署理制度在诸多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导致署理制度在实际运作时产生

诸如实缺官员调委过多、佐杂常年委署正印、辗转调署等贻害地方吏治的问题。署理也与原本设计的“临时代

理”初衷背道而驰，反而成为清末督抚任官的主要方式之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董嘉瑜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李凯华的报告均涉及清代四川总督建制的讨

论。董嘉瑜《清初四川总督建置与驻地考》一文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讨论四川总督的政区置废与治所变迁，认

为四川总督建制在顺康年间十易其名、八易驻地，这频繁的变化以军事因素为主导，国家职官体系及地方治理

思路亦发挥重要影响。李凯华《清代川陕总督建置演变探析》一文则主要从政治史角度切入，认为川陕总督其

历次调整裁撤都反映出清代西部地区政治环境及清廷治理政策方向的变化，间接折射出了整个清前期对总督定

位调整的轨迹。 

 

清代政治的权力运作与国家治理 

下午第七组主要讨论清代政治的权力运作与国家治理，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常建华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雍正帝立储密旨考》一文，通过对实录、起居注以及《澄怀主人自订年

谱》等所载史料批判分析后，认为雍正帝立储密旨内容应仅限于立弘历为皇储并继统。雍正帝在去世前并没有

当众宣布接班人，其立储密旨实际包含传位之意。这一特殊的传位方式一方面保证了乾隆帝的顺利嗣统，另一

方面既证明了雍正帝秘密立储的成功，又反向说明了其得位之正。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毛立平的报告《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后权的控制和打压》从制度、礼仪、空间

三个维度探讨清代皇帝对后宫秩序的一系列规范和管控过程。清帝在制度层面上，逐步切断皇后与外臣的联系，

降低皇后地位；礼仪层面而言，减少或取消皇后三大节朝贺仪式，干涉皇后的节礼交际，并逐步收紧对于太后

权威的管控；就空间层面而言，将后宫打造成一个封闭隔离、活动范围极其有限的空间体系。清帝在上述层面

上的权力运作正呈现出有清一代“宫壸肃清”的实现过程。 

南京财经大学陈波、南京大学夏维中的报告《雍正十三年超盛南行与江南佛事》认为，雍正十三年超盛以

钦差身份奉命南下，关注并干预佛事。在江南僧俗的密切配合下，其遵照雍正帝旨意，处理浙江境内佛教事务，

并暗中策动江苏巡抚高其倬对康熙十三年江苏宜兴“善权前案”的重审，最终酿成雍正朝“善权后案”，震动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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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文益《论清朝“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一文认为，清朝“大一统”治国

方略主要包括“疆域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经济大一统”“民族大一统”和“权力大一统”五个方面，五

种“大一统”方略共同构成清代系统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顺康雍乾四朝是清朝“大一统”治国体系形成、发

展和完善时期，嘉庆以后是“大一统”治国体系走向解体的时期。 

 

圆桌会议：如何认识清朝的国家性质 

在七组论文讨论过后，3 月 21 日下午，论坛就“如何认识清朝的国家性质”这一议题举办了一场圆桌会议。

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杜家骥教授和常建华教授、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陈支平教授以及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刘小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通过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参加了会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亦提交了论文，并由杨念群教授代为转述其观

点。在整场会议中，几位教授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各抒己见，讨论了对清朝国家性质的看法，并对一些近年

来的学术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杜家骥教授率先以《清朝国家性质的若干思考》为题进行了报告。杜家骥教授认为，从古至今的“国家性

质”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私性主掌与公众性群体管理相结合的古代王朝国家”，其私性包括家族

私性和民族私性；第二阶段则为“取消私性，完全公众性掌管的现代国家”。由于清朝国家不仅有皇族私性，

还有民族私性，以及其他民族的带有公性的问题，他将清朝国家的性质归纳为“满清为统治主体联合汉蒙等多

民族施治的汉制模式帝制王朝”。这一归纳中的清王朝的皇帝及皇家私性，是一个自秦以来的共性问题，而清

王朝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是国家性质的演变时期，这也是他在这场报告中探讨的重点。在咸丰同治以后，尤其是

庚子之变以后的晚清时期，清王朝的性质由古代向近现代转变，国家性质变为公众性的“民”国。杜家骥教授

着重从民族角度讨论清王朝国家的性质，强调应从变化中认识清朝国体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以同治以后汉族的

作用与清朝国家性质的变化。他认为，五族共和的实现，与时代性制度原因有关，是近代国家必须否定某一民

族私性主体统治的客观结果。 

常建华教授以《大清：一个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为题进行了报告。他首先探讨“新清史”引发的

几个清朝国家性质之争议，然后分就每项争议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其一是清朝是否“内亚帝国”的问题。对此，

欧立德阐释了“新清史”的“内亚帝国”认识，认为满洲人保持了作为一个征服民族的特性，是作为内陆亚洲

人来实行统治的。与此相对，李怀印从财政史角度提出了对“帝国”属性的反驳，沈卫荣则从清王朝的“西藏

特性”角度提出了对“内亚”属性的反驳。在这个问题上，常建华认为李怀印和沈卫荣的反驳是非常有力的，

他本人对康熙皇帝巡游五台山、以及命令工匠制造珐琅器原因的考察，也都说明“新清史”的“内亚帝国”认

识有待商榷。其二是清朝的“首崇满洲”与华夏复合民族问题。常建华认为，所谓“满族特性”，其实不如“首

崇满洲”的概括更加贴近满族统治者的政治意识。探讨“首崇满洲”，又涉及到如何看待清朝体制中的满蒙、

满藏、满汉等多民族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复合民族”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其实质则是中华民族

的“多元一体”。其三是大清的中华皇朝属性问题。将清朝的属性定位于中华而非内亚，主要是基于清承明制。

对此，常建华认为“清承明制”不仅强调清朝各项制度基本承袭明朝，而且强调这种政治继承性主要表现在借

鉴了乾纲独断的专制集权思想与政治体制。就此，他从清朝对于自身的称谓问题着手，进行了深入讨论。综合

上述问题，常建华认为，将清朝的国家性质表述为“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或许较为恰当。 

陈支平教授发言题目是《清代政治体制与东南少数民族》。他认为关于清朝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表现形

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解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理解这种政治体制形成的背

后，清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处理方式，即能够保证各个不同民族和谐相处的政治机制。陈支平指出，“要么是

满族同化汉族，要么是汉族同化满族”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可能不符合清朝政治体制的多样性。他对此

的看法是，清朝的民族政策，之所以能让多个民族融合在一起，在于其对于各个民族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也

不是将一种政策推广到所有民族，而是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来设定政策。 

陈支平以东南地区的畲族和高山族为例进行考察。在畲族的例子中，清朝政府非常明确地支持畲族亦是“皇

清”的子民，并鼓励畲族人进入科举系统，在清中后期，畲族人中出现了许多科举中的成功者。在台湾高山族

的例子中，清政府实行了一种和国内其他所有少数民族都不同的政策，即尽力保留高山族的“原生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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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族和高山族的争端中维护高山族的利益。陈支平认为，清朝的政治体制内部存在一个能使各个民族和谐相

处的机制。这种机制很难用“汉化”或是“满化”来解释，而是国家站在“裁判人”的角度来帮助少数民族生

存下来。进一步地讲，这种制度保障，使得清朝能够维持多民族“大一统”的局面。 

刘小萌教授以《清代八旗人口变化之趋势、特点及影响》为题，探讨八旗的人口变化对清朝国家性质的影

响。他从四个方面讨论八旗人口变化的趋向和特点：其一是八旗人口增速低于民人的问题。据刘小萌计算，从

顺治初年到光绪末年，八旗人口约增加了 1.43 倍，而同一时段的全国人口则至少增加了 8 倍，全国人口的增速

远高于八旗人口。其二是八旗人口从以汉人为主到以满人为主。在清入关初期，八旗是一支以汉人为主体的军

队，但到嘉庆末年汉人比例大大减少，从此满人取代汉人，成为八旗中人数最多的群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清末。其三是以奴仆（包衣）为主到以正身另户（旗下自由民）为主，刘小萌认为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乾隆

年间大规模“出旗为民”，二是在满族领主制瓦解的大背景下，奴仆通过军功开户、赎身、放出等途径改变了

身份。其四则是人口分布从集中到分散。自清朝肇建，满人经历过三次大的迁徙，这三次迁徙的结果是在全国

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也加速了旗人本地化的进程。 

刘小萌认为，八旗人口的变化，反映了八旗制度的诸多变化，对清国家性质也产生深刻的影响。乾隆时期

的“出旗为民”，适应了满族社会由领主制向租佃制的转型，在实现自我蜕变的同时，促进了满汉矛盾的化解。

满人社会性质与汉人社会性质的趋同，是清中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前提，也是清王朝从“编外之夷”

变为中原王朝继承者的重要条件。他指出，清朝的国家性质问题在近年来广受关注，学界已经从政治、财政、

边疆、民族、思想、文化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现在应该加强两方面的研究：一是从满族自身的变

化来探讨，二要提倡动态的、长时段的考察。 

张永江教授以《制度调试：清代边地治理的变革与创新》为题作了报告，探讨清朝如何有效地管辖少数民

族地区。他指出，清朝的空间结构特征为藩部与行省的二元结构。对这两个大的区域，清政府实行不同的治理

政策，总体的特征是“隔离分治”，区别对待塞内与塞外民族。从行政体系来看，行省区域主要实施“省、府、

州、县”这套体制，藩部则实施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盟旗制度。以明代“九边”为基础，藩部与行省有明确的

区域区隔，也即有“边内”和“边外”之分。 

经过康、雍，一直到乾隆初期，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边内边外”的静态疆界被汉族移民打破。虽然清

的法律宣布了对东北、内蒙古的封禁政策，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下实际的社会运行中，这种隔绝很难严格维持。

移民越过长城，使得国家原有的静态分隔管理体系被打破，也倒逼清朝对于这批新的移民采取新的管理制度，

如登记人口、限制流动时间等。然而边地地域广阔，移民如同鱼入大海，难以全面调查和管辖。日积月累，在

一些靠近长城的区域，就出现了成片的汉族移民区，并在乾隆初年达到了相当规模。“客民”超过了“主民”，

同时也有一批汉人被“蒙化”，这不符合清朝统治者蒙汉隔离的意图，清政府不得不在部分地区设“厅”来管

辖移民。但随着“厅”官员权力的扩大，又出现了张之洞所谓“一地二主”的现象，进而使得一部分蒙旗地界

在实际上变为由行省控制的地界。为了维持新的管辖制度，清朝采取了满缺独任藩部新设职官的政策，把满缺

安排在边疆地区，以维护旗人的任官特权。张永江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藩部地区建立了一个超脱蒙汉利

益之争的客观中立模式，并为蒙汉双方所共同接纳。 

赵世瑜教授的论文题目是《王朝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其核心观点是清朝的国家性质接近于“王

朝国家”，主要有四方面论据：第一，在清代虽然没有像欧洲一样日益清晰的法理说明，但天下观念已经开始

有破除的迹象。到清代前期，东北的北部边疆日益明确，这是属于“王朝国家”的特性。第二，清朝的朝贡体

制依然存在，但已在程度上大大削弱，以往的土司地区，要么在“改土归流”中进入化内，要么就成为外国。

第三，在清代，虽然君主世袭的等级制度没有发生改变，但国家治理和财政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财政制度

出现现代特性，这也是明清国家转型的一大关键。第四，在清代，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更为松弛，人口流动性增

大，这与欧洲“绝对主义王权”时期的特点相似。 

论坛最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史研究》主编祁美琴总结发言。祁美琴教授首先感谢了各

位学者对此次论坛的支持，并对因诸多客观因素限制未能如愿与会的学者致歉。她诚恳真挚地代表《清史研究》

编辑部对学界同仁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两天精彩的研讨展示出了当前清史研究的勃勃生机，尤其是青年

学者的表现十分可喜，他们在聆听前辈学者经验的同时能够提出自己独特的创见，互相的切磋与交锋坦率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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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既就具体问题的不同观点互相商榷，也针对清史研究的写作分享想法经验。《清史研究》编辑部将继续砥

砺前行，服务学界。 

（摘录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97808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

_11978090，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屈成、高学姣等供稿，2021-04-0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结项

鉴定会 

2021 年 3 月 28 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灾荒纪年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结

项鉴定会。本课题于 2013 年 11 月获准立项，2014 年 3 月举行开题报告会，2018 年 8 月获得滚动资助，历经六

年多艰难攻关，于 2020 年 6 月正式提交结项申请，并获准以会议形式进行结项鉴定。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

的要求，会议邀请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龚胜生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院王社教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马俊亚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陈业新教授、清华大学人文

学院倪玉平教授担任结项鉴定专家。同时，为了更加广泛地凝聚学界智慧，推动课题后续相关工作的完善与提

高，课题组还特邀中国地震局高建国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郑景云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苏筠教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国荣研究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廖生训总监及数字出版部李强

主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朱正业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上午的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胡恒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黄

兴涛教授到会致辞。他表示，灾荒史研究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优势项目。“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

集成数据库建设”项目获准立项后，课题组始终秉承李文海先生的学术精神，保持高远的学术追求和踏实的学

术作风，把李文海先生开辟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为中国灾害史学科的发展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其中的艰辛

探索和取得的学术成果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引导作用。在课题即将结项之际，衷心希望与会专家严格把关，

帮助项目质量再提升一步。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课题的后续工作，为项目建设和中国灾

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随后，项目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介绍了项目总体执行情况。他指出，本课题始

终坚持从灾害的自然、人文双重属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致力于把文献整理与数据挖掘结合起来，对清代灾赈

史料进行系统完整的搜集、整理和数据转换，努力建设一个融资料的采集整理、存储更新、查询检索、校核比

勘，以及数据统计分析、制表绘图、动态演示等信息处理功能为一体的灾害信息集成系统。围绕这一总体目标，

课题组大力开展史料整理与信息采集，精心设计兼顾史料表述习惯与数理统计规范的原始数据结构表及信息提

取规则，对 4201 万字的史料作了电子化处理，其中的 1989 万余字已按数据库要求整理入库。目前，课题立项

之初规划的《清代灾赈史料长编》（10 卷、约 2673 万字）和《清代灾荒纪年》（10 卷、约 646 万字）已初步

编纂完成；“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成系统”已完成结构设计和运行调试，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成功

进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这几项成果是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清代灾赈史料长编》是项目的

支柱，《清代灾荒纪年》与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成系统均建基于其上；《清代灾荒纪年》是对有清一代灾荒及

救济情况进行的研判、分析和概述，在叙事上坚持“灾赈并举”，客观描述和评价清代的国家救荒举措，是以

断代史面貌出现的有关清代灾害的集成式叙事；“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成系统”则注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

学的有机结合，为大数据时代灾害史料的收集、整理、解读、比勘和呈现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也因其开放

而持续的信息输入、存储与输出功能，突破了以往纸本史料长编一经编成便难以扩充修改的局限，构成一个动

态的与时俱进的灾害信息可持续累积式扩展系统。 

对于课题成果的学术贡献与应用价值，夏明方表示，本课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当前中国灾害史研究领域规

模最大的“断代工程”，是一项独具特色的清史研究数字化工程，也是中国灾害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公共文化工

程。同时，通过课题研究，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实现了深度融通和全方位合作，在广泛持久的共

建、众筹、共享中搭建起了跨学科科研教学平台。本课题在较为充分地借鉴和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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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最大规模的史料集成，对清代灾害及异常现象记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又从国家和地方、

官府和民间等不同侧面客观呈现清代灾害治理情况，对汲取历史经验，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具有比较

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本课题建成的数据库必将改变以往中国灾害史料编纂过程中以纸质载体为主的存储形式，

创造一种以网络为载体的可持续积累的扩展型灾害信息集成机制，从而为中国灾害史、环境史及社会经济史等

方面的研究，长久提供功能强大的资料基础和信息平台，亦可在国情教育、风险评估、信息咨询、社会保险、

商业开发等非学术领域发挥作用，进而推动公众防灾减灾意识的增强和社会风险预警能力的提高。课题研究中

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也将为开展其他类型的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工作提供参考。 

夏明方还介绍了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组共发表中外文论文 25 篇，其中既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又有

人文学科的研究，多篇成果受到征引、推介和转载，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朱浒教授与余新忠教授对

中国灾害史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回顾与反思，并提出要推进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文化史、新文化史

拓展。夏明方教授、方修琦教授等从灾害的自然与人文双重属性相结合的角度，首次提出构建可持续扩展的综

合型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成数据库的设想与规划。方修琦教授团队依据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最新进展，结合先进

数理分析方法和已开发灾害文献数据库，从极端灾害事件的脉冲现象入手，进一步深化了对历史气候变化与社

会互动的中微观联动与传播机制的探讨。另外，夏明方、宋儒等还提出从生态史角度推进中国特色灾害学理论

体系的构建。杨双利博士对清代灾赈钱粮数据的生成过程及其制度实践做出深入探索，提出了清代灾害史料量

化分析的新思路。同时，课题组坚持课题研究与学生培养相结合，引导学生在参与史料整理和数据库建设的过

程中，凝炼问题意识，积累资料，积极从事相关专题研究，迄今共指导完成中国史、自然地理学等学科本硕博

学位论文 22 篇，不少学生已经成长为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如朱馨薇、杨双利、刘少航等从“大荒政”理

念出发，把国家减灾与王朝合法性建设、国家能力建设结合起来，对清代国家和地方层面的防灾救荒体系进行

了新的探讨；韩祥、文彦君、刘素敏等从灾害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角度，重新阐释了近代华北货币流通体制、粮

食安全建设和慈善事业等问题；马幸子运用脆弱性理论，从灾害史的角度，以江南战后重建为例，为探索太平

天国战争与区域社会变动的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努力，力求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更紧密的

合作与融合，自觉推进传统考据学方法与现代科学实证分析手段在史料的搜集、解读过程中的碰撞与结合，以

期促成一门新的文理交叉的灾害历史文献学的孕育或胎动，进而将中国灾害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并在国

内外灾害史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占有相当的位置。 

夏明方指出，课题研究中也存在着若干缺点和问题。在史料收集和整理方面，限于人力、资金、技术等困

难，尚未对文集、笔记、日记、年谱等史料进行全面梳理和收录；对《申报》之外的大量中外文报刊，对散落

于海外、民间的大量稀见、未刊史料，亦无力开展搜集与整理；对已经编入《清代灾赈史料长编》和信息集成

数据库中的史料，尚需进行更加细致的比对、校核。未来的工作依然艰巨繁重。在数据库建设方面，由于古人

的文风、思路与现代信息技术之间存在诸多扞格，对原始数据相关信息的提取和拆分，难免存在缺漏和错讹。

由于课题组在立项初期对清代各类史料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致使目前原始记录库的结构与一些史料类型不相适

应。至于历史灾害的等级划分，目前仍属学界争论的话题，课题组曾多次组织学术研讨会加以探讨，但未形成

共识性意见，故在数据库中无法贸然处理。课题组还曾设想建立储存原始史料的原始文献库，并与原始记录库

中相应内容形成链接，但终因涉及版权问题且成本太高、工作量太大而无法实现。目前在数据库中使用的地图

底图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尚未找到更为合适的清代地图。他提出，本课题将继续保持开放心态和奉献精

神，在遵守学术规范、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积极谋求和推动与海内外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不

断累积相关史料和数据处理经验，力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尽快出版《清代灾荒纪年》和《清代灾

赈史料长编》，进而编撰体例完备、内容翔实的《清代灾害通史》，同时把研究时段向前后延展，建设足以容

纳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中国自然灾害信息集成系统”。 

夏明方最后强调，1985 年，李文海先生率先在学界开展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其后三十余年间，数代学者

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清代中国灾害史研究积累了雄厚“家底”。不论是编纂大型史料丛书还是建设信息集

成系统，都需要耗费极大的心力与汗水，都凝结着课题组同仁与各界人士的情怀和智慧。课题立项以来，先后

有 30 位师生参与编写《清代灾赈史料长编》与《清代灾荒纪年》，14 位师生参与数据库设计和建设。课题组先

后三次动员、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在京其他高校共 101 名不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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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博士后和青年教师参与史料整理。他们在工作中认真负责，辛勤奉献，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寒暑假及其

他节假日。同时，通过“大兵团作战”，课题组也探索出比较有效的团队培训、分工作业、信息反馈及成果检

查等大规模信息搜集和处理的管理机制，在多学科协同攻关、多团队分工作业等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夏明方教授代表课题组，向长期以来给予课题组大量便利条件的各级科研管理部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暨

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向鉴定专家、特邀专家及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此项目的各界朋友，向参与课

题史料收集与数据整理的师生，向二十年如一日和衷共济、团结奋斗的课题组成员，向北京师范大学方修琦教

授的学术团队，向不同时期加入研究团队并做出重大贡献的青年才俊，表示诚挚的敬意与谢意，并希望大家今

后继续关心、支持课题研究工作，推动中国灾害史、环境史研究深入开展。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赵琬一博士介绍了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成系统的建设情况，并演示了操作方法。

她指出，自课题立项以来，经过全体参研人员的共同努力，数据库共进行 5 次版本更新，9 次技术改进，初步

实现了结构层次化、数据集成化、人文数字化、功能多元化、呈现多样化的建设目标，并已开始进行专题数据

库的建设与研究，形成了面向学术研究的信息持续累积与更新机制。相较于其他同类数据库，清代自然灾害信

息集成系统突出“知识服务”功能，坚持学术研究导向，突破单一呈现方式，实现了文字、地图、图表等呈现

方式的有机结合，并通过研发者与利用者的信息交互共享，促成了数据库信息的持续扩展、完善和更新，使本

数据库成为可以持续服务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大型知识平台和信息高地。迄今为止，课

题组已与云南大学周琼教授团队、安徽大学朱正业教授团队、北京师范大学苏筠教授团队等建立合作关系，初

步显示出数据库建设的辐射效应。同时，她表示，出于维护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考虑，目前数据库只通过中

国人民大学校内局域网开放。学界同仁如欲利用数据库相关资源开展教研工作，或愿为数据库提供相关史料和

信息，可提前与课题组联系，并签署数据使用与共享的有关协议，共同承担数据维护、更新、校核与修改之责。 

在认真听取课题组的情况介绍并审阅课题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后，鉴定专家对课题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

作了点评。龚胜生教授用“大、全、高、远、多、特”六个关键字概括了本课题的学术成就。王社教教授同样

用“全、细、实、清、便、新”六个关键字高度评价了课题组的工作。其他鉴定专家均对他们的总体评价表示

赞同，一致认为课题起点高、标准高，目标远大、做法扎实，是一项谋划周密的系统性工程，推出了一批相互

联系又各有特点的研究成果，很好地完成了预期目标。课题研究坚持自然与人文相结合、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

设相结合，抓住了灾害本质与时代特征。他们表示，本课题注重史料的实用性、翔实性和全面性，对所用资料

均进行了比较严格细致的考订校核，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录入规范和信息提取规程。《清代灾赈史料长编》《清

代灾荒纪年》资料充实、内容全面、不乏新见，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成系统结构清晰、用法简明、功能多样。

课题组注重研究的公共性、普惠性、传承性，及时将研究成果和主要经验公诸学界，惠及学林，为今后学界在

相关领域的研究探索了进路、提供了便利。同时，课题组通过对我国减灾文化的系统挖掘和深入研究，致力于

把课题研究融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和“平安中国”战略，努力凸显课题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具有较高

的政治站位。课题组还把项目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培养了人才、带出了队伍，使课题研究得以薪火相传、

后继有人。所有鉴定专家对课题组长期从事基础史料整理和数据库建设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甘愿“为他人作嫁

衣裳”学术情怀印象深刻，并给予高度评价。 

针对当前课题研究中的不足和困难，鉴定专家也提出了重要建议。龚胜生教授提出，课题组应继续在研究

的国际化、现实性、数字化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注意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对接。关于灾害等级的划定，

鉴定专家都认为，这项工作虽难度较大，但无法回避，必须在课题结项后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着力解决。从

自身从事疫灾研究的经验出发，龚胜生教授建议课题组从灾害的空间广度、死亡人数、时间长短等方面继续深

入思考、详细论证，形成灾害等级划分标准和分级体系。陈业新教授则以《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为例，

指出气象等级与灾害等级的区别与联系，并强调灾害等级的判定必须注意区域性。龚胜生、陈业新教授还指出，

地图集的编制代表着一项研究的最高水平，课题组应更加充分地利用近来出版的各类清代地图，着手编制《清

代自然灾害图集》，提高课题成果的可视化程度和应用水平。同时，马俊亚、陈业新教授认为，应继续完善数

据库的增补、反馈与互动功能，继续细化有关信息的处理规范，不断充实、完善和凝练信息系统中关键词的“语

料库”。他们强调，读者的力量是无穷的，“众人拾柴火焰高”，课题组应继续推动史料和信息的众建共享，

争取早日实现数据系统在更大范围内的开放，对于在史料补充和信息完善等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使用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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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给予一定奖励，使数据平台实现“边建、边用、边补、边改”。王社教教授还建议应进一步规范史料丛书

的编纂体例，进一步加强对史料的分类和辨析，把握不同史料的编撰特点和学术价值，特别是对“二手史料”

中的信息，要加以认真审核考订。龚胜生、倪玉平教授也提出，《清代灾赈史料长编》要加强内容校核，进一

步统一著录格式和标准；《清代灾荒纪年》应结合读者需求完善编写体例和相关表述，提高其中灾情描述的分

辨率和准确度。倪玉平教授还指出，要注重专题研究，加强成果转化，争取有更多研究成果问世。 

夏明方教授及子课题负责人余新忠教授、朱浒教授、赵晓华教授、方修琦教授对鉴定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他们表示，要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课题研究，特别是认真思考如何科学划定灾害等级，还要继续加强

与学界同仁以及相关行业的沟通交流，将本课题纳入清史研究所“清史数据库”建设工程中整体推进。夏明方

教授还提出，高建国研究员对于单一灾种等级、年度灾害等级等不同类型的灾害等级判定早有设想，并在 2005

年就提出了“痛苦指数”这一学术概念。下一步，课题组可以借鉴这一提法，以“灾害指数”为总体目标，构

建中国灾害等级体系，从而与目前国内外学者用于衡量清代经济水平的 GDP 指标形成对比，更全面地认识清代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状况。对于课题的成果产出，他希望今后能够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研

究成果成熟一批，就出版一批，形成持续的成果输出与转化机制，不断扩大课题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下午的会议由夏明方教授主持。特邀专家高建国、郑景云、朱正业、苏筠、李国荣、廖生训、李强等先后

发言，围绕课题各项成果的进一步修改、完善和提升提出了诸多意见建议。其他应邀参会人员及课题主要参研

人员也都结合各自研究专长和工作经验发表了看法。在上午会议的基础上，与会学者就灾害等级的判定标准、

判定方法等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高建国研究员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实践，指出当前判断灾度主要依靠死亡

人数、受灾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三项指标。他认为由于史料信息的缺失，对于古代灾度的判断，可主要依据死

亡人数这项指标。郑景云研究员认为，量化方法要与具体的学术研究目标结合起来。受限于史料留存的信息可

能不全、不确，在灾害等级的判断上，研究者要依靠时间、空间等多维度的综合分析，或是运用替代指标进行

等级判定，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文理融通。课题组成员李光伟、韩祥提出，清代也有十分复杂的灾害等级判别

体系，在判定灾害等级时，要充分考虑到清代的时代特征，正确认识清人灾赈指标的特色与漏洞，处理好清代

指标体系与当前指标体系的关系，把清代的话语体系与当代的话语体系更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解释力的

灾害等级体系。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年来致力于灾害史料的整理出版，业已推出一批精品资料汇编，为推动国家减灾文化

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已建成若干大型史料数据库。围绕成果出版与数据库建设，廖生训总监表示，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高度重视同课题组的合作，希望尽快推动《清代灾赈史料长编》与《清代灾荒纪年》的出版。由于

两套丛书规模庞大，可考虑以分期、分批方式出版。同时他提出，课题组应进一步利用国家图书馆等机构馆藏

方志、报刊、诗文集、日记等史料，不断扩大课题的史料规模。数字出版部李强副主任结合近年来国内数据库

实际，强调数字人文的实践成果取决于对原始数据的标引深度。当前，课题组在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挖掘方面

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今后应巩固已有成果，积极谋求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人力、物力、

财力支持，防止结项之后数据库“没人管、没人用”。同时，要注意保障信息安全，防范可能存在的剽窃隐患，

可探索实行实名制开放注册形式。 

就上述问题，李国荣研究员还提出，要加强对不同史料类型的辨析，对史料所述内容要作更加深入的考订

与鉴别。他还建议，对于在课题研究中不断产出的阶段性实证研究成果，可以采用论文集的方式，逐步结集出

版。郑景云研究员、苏筠教授提出，数据库的合作研发要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合理机制，保障研发各方的知识

产权和正当利益，防范可能存在的数据安全隐患。同时，充分考虑并客观看待用户需求的多样性，给使用者提

供更加清晰的原始数据著录标准。要把数据库建设同现实需求、同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结合起来，开辟更多的

专题数据库，更充分地展现数据库的学术特色和应用前景。朱正业教授从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

时期淮河流域灾害文献搜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的经历出发，提出中国灾害史料整理的多元路径，并希望与

课题组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 

夏明方教授和子课题负责人对上述意见作了回应。他们表示要加快各项成果的审校进度，争取早日将课题

成果公之于世。要在课题研究中凝练出更具学理性和解释力的学术概念。余新忠教授提出，把人们对灾害的感

受也纳入到“灾害指数”的指标体系中，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透过灾害衡量社会状况。朱浒教授提及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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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丰富的灾害诗歌与传统灾害文化研究的关联。方修琦教授则指出，要注意数理统计方法在不同案例研究中

的不同适用范围和操作形式，着力展现历史气候变化、灾害事件与社会响应的微观互动、反馈和传播机理。夏

明方教授据此强调，这样类型的极端灾害事件研究，体现了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研究中的新动向，即“全球微观

史”，值得进一步探索、提炼和推广。他最后再一次对与会专家和课题组成员表示感谢。会议圆满落幕。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宋儒、邵华供稿，2021-05-3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佛教方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多卷

本）”开题报告会 

2021 年 5 月 30 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曹刚华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中国佛教方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多卷本）”开题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 123 会议室顺利举行。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美术馆、首都

图书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宁波大学、台州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地的专家学者和领导，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围绕课题团队报告的框架结构、研究构想、方案进展等重要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和讨论。 

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研究员为评议组组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志刚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主任历史学院汪高鑫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研究所詹石窗教授、华东

师范大学古籍所顾宏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李向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

研究》副主编李建欣编审、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贾君枝教授为专家组成员，对项目进行指导和论证。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清史所副所长刘文鹏主持。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史所所长朱浒教

授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和感谢，介绍了学校、历史学院近年来对国家重大社科立项的重视，强调科研

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希望课题顺利开展并按时高质完成任务。科研处副处长田洪表示科研处将会一如既往地为

老师、同学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 

项目首席专家曹刚华教授就佛教方志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与意义、总体框架设计与各子课题间的逻辑关

联、前期成果和推进计划等方面做了总体汇报。子课题负责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利安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何孝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夏天副教授就各自负责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并征询专家组意见。

课题组成员中国美术馆付强研究员、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佳副研究员、首都图书馆史丽君研究馆

员、西北大学郭琳博士、宁波大学石鹏博士、台州学院苏卢健博士等也相继发言。 

与会专家对项目规划进行了评议指导。张志刚教授充分肯定了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提出可以将文化阐

释学与文献整理相结合，丰富中国佛教方志研究的理论层次。詹石窗教授在线上发言，认为课题组学术团队强

大，内容设计合理，有可行性。李向平教授认为数据库的建设是项目的一个亮点，但同时也指出如何有效建设

数据库是一个时间长、投资大的大工程，建议课题组可以将数据库分为三步走，五年建设期内应该着重于稀见

佛教方志数据库的建设。李建欣编审也十分赞同将原有数据库建设修改为稀见佛教方志数据库，并指出可以对

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佛教方志进行深入个案分析。顾宏义教授在线上发言，认为应该加强对佛教方志概念的辨

析，给予佛教方志一个更为清晰的定义和分类。汪高鑫教授认为要分清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中国佛教方志史研

究之间的区别，认为要从史学史的角度加强对中国佛教方志的研究。贾君枝教授则介绍国内外已有相关数据库

的情况，认为佛教方志数据库建设的手段和方法应该要遵循国际标准，在数据录入上建立规范，这样才能有效

建立数据库。最后，评议组组长郑筱筠研究员总结了各位专家意见，认为《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是一个具有开拓性意义的选题，课题结构合理，团队科研能力强，对项目将取得的成果寄予厚望。 

曹刚华教授代表课题组对学校、学院的大力支持和专家组提出的意见与建议表示由衷感谢。表示将结合研

究实际，充分吸纳这些宝贵建议与意见，进一步完善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框架，抓紧时间展开研究工作，争取如

期完成研究计划，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摘自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14374，202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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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朝西北边疆经略史”开题报告会 

2021 年 4 月 17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赵珍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清朝西北边疆经略史”开题报告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

究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西北师范

大学、新疆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以及三联书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故宫出版部的专家学者和领

导，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围绕课题团队报告的框架结构、研究构想、方案进展等重要问题，展开高质量

的指导点评和深入交流讨论。 
会议伊始，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孟宪实教授代表学院致辞。他感谢与会学者对历史学院工作的

支持，介绍了本项目是学院去年所获得的 4 个国家重大项目之一，并祝贺本项目申报成功。指出项目团队有着

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积累，相信一定会取得出色的成果，表示学院会全力支持课题相关工作，并预祝本次开题会

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会议的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专家组

主要成员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成崇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特聘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三联书店编审、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中国人民大

学国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 
项目团队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课题竞标及申请过程，就课题的概念界定与学术史、研究对象与基本内容、

研究结论与立足史料、研究旨趣与设计理念、总体框架设计与各子课题间的逻辑关联、学术理论方法与意义以

及重难点和推进计划等方面做了总体汇报，并就相关重大问题可能深入展开的层面和 HGIS 数据运用等加以补

充说明。项目团队对学界目前较为重视“经略”“治理”和其成为研究热点的原因加以审视，认为对当下国家

所提出的经略、治理和过去的不一样处、差别与视角的不同处，都要进行深入思考，这是涉及到如何创新，如

何把边疆统一和内地社会放在整体框架下，如何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展开有效研究和完成项目的关键。 
专家组对课题团队的开题准备、研究思路和框架设计以及论证的创新性和可行性等均给予了一致肯定，也

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可操作建议。专家组组长马大正从创新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解决档案资料

多、研究工作量大与时间紧的矛盾，二是西北问题研究离不开民族关系，离不开民族交往交融，要充分考量和

认识不同民族在中华民族统一体形成中的作用。成崇德指出，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很多，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登高一步，仅仅关注资源环境层面是不够的，还要重视经略中的人，重视民族在经略当中的作用，不管这种作

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同时要细化研究，做出详细的资料长编，得出比如草场承载力、灾害发生、相关牧场

有多少帐篷等的数据，以支持研究结论，最好能够构建一个数据库。并表示对该项目的进行要给予极大的支持。

魏明孔认为该课题难度很大，关注历史上的经略，不仅要把西北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下，还需要将视野进一步放

宽，要与隋唐对西域的重视等方面密切联系起来看待，也要按照戴逸先生强调的重视经济开发，要以此为重点，

这应该是经略史的核心。潘振平强调，研究西北边疆经略，要有全球视野，新疆研究在国际上是一个很成熟的

问题，在西方学术体系中，被看成是中亚史、内亚史的一部分，我们讲清朝，就不可避免要和国际学术界发生

对话，甚至辩驳。清朝的统一，与西方的扩张，比如奥斯曼的扩张不一样，我们的研究要把这个事实解释清楚，

课题的展开，要充实这一部分内容。同时建议课题进行中要有细化，但不能碎化，将细的层面与近代转型结合

起来，给具体的细的层面赋予意义。乌云毕力格介绍了学校层面对本项目申报过程所进行的答辩，指出要重视

边疆形成过程中不同民族卫疆守土的重要作用，比如 16-17 世纪卫拉特蒙古与俄国的抗衡，而这段历史的大量

史料存在于俄文档案中，要进行充分发掘，还有军机处 188 册的满文档案中有大量西北史料，需要翻译，这也

显示出该课题难度很大，而创新和结项的亮点应该在这方面。如此大的工作量，要掌握轻重比例。 
在会议研讨中，马大正代表专家组成员，再一次肯定了课题的创新意义，并对项目将取得的成果寄予厚望。

同时提出在项目具体研究操作层面上，首席专家和项目团队应当重视和加强中期管理，制定细致的研究计划，

以更行之有效的方式推进研究。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凤云教授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并提出项目组应充分重视专

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充分把握前辈研究成果，自我砥砺，做出一个漂亮的“经略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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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珍对学校、学院的大力支持和专家组及与会专家学者提出的富有成效的意见与建议表示由衷感谢。表示

项目团队将结合研究实际，充分吸纳这些宝贵建议与意见，坚持守正出新、论从史出的根本，争取如期完成研

究计划，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更好地认识清朝西北边疆经略，经世致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贡献学术力量。 
（摘自 http://lsxy.ruc.edu.cn/xwzx/6a38fb3a71674df18b036c0640df51cf.htm，2021-06-05） 

 

简  讯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明清土地‘市场’中的秩序与权利”工作坊 

2021 年 5 月 9 日，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明清

土地‘市场’中的秩序与权利”工作坊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440 会议室如期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

十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到“五朵金花”之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认识的分歧，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关于土地所有权分割以及当下关于土地权利分割问题的讨论，已有三四代学人在明清土地问题这一领域

深耕。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研究视角的转换，本次工作坊试图从秩序与权利问题出发，讨论土地交易过

程、土地市场的发育形成以及运作机理，以反思土地市场本身和明清土地产权的性质。 

会议伊始，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致辞，并就“什么是市场”这一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而后，8 位年轻学者

各自汇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邱源媛研究员通过分析清代拨补地形成、分布与八

旗圈占旗地的紧密联系，进而思考八旗制度对直隶的非八旗人群、非八旗区域的辐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历史

系赵思渊副教授通过勾连民间文献与赋役册籍的产生，试图从土地登记与土地市场的关系出发，将赋役制度与

地权结构统一起来。复旦法学院赖骏楠副教授从学说、立法与司法三个角度，全面考察了民国初年法制建设过

程中本地地权习惯和外来私法规范之间的冲突、融合和调适过程。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王正华从自然禀赋、

户籍里甲、亲族地邻、村落、第三方群体等多个角度讨论了清代山西乡村土地市场的“约束条件”和运作机制。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杜正贞教授讨论了宋代以来东南佛寺结界演变过程中，与世俗以四至为田宅确权之间的互动

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池翔分析了清末民初北京政府推行国有林制度后，东北地区原有的

地权体系与其之间的紧张关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俊峰教授从整体与内部两个方面对明清时期晋

陕蒙区域地水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水权商品化问题进行了充分考察。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刘诗古利用鄱阳湖

区文书，综合分析了明清时期当地的渔课制度、水面产权结构以及公共资源治理等问题。 

除汇报人之外，多名业内专家就汇报人报告题目及其所牵涉的问题进行了精彩点评。包括中山大学历史学

系刘志伟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张小军

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侯旭东教授、倪玉平教授、阿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徐鑫编辑等。汇报人报告结束后，与会人员进行了一个多

小时的圆桌讨论，讨论内容涉及土地市场和土地产权的概念界定、明清的户籍里甲以及赋役制度、册籍形成等

诸多问题。会议最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仲伟民作会议总结，肯定此次会议讨论的丰富性和有效

性，展望了未来明清土地问题的研究方向。 

此次会议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与会学者涉及老中青三代，代表了学术的传承与创新；第二，讨论内容

涉及土地、山林和水域，从社会模式多样性和社会结构形成源头上有助于理解市场发育；第三，长时段的考察，

讨论议题牵涉从宋至民国甚至更长时期的社会演变过程；第四，跨学科特征明显，与会学者的身份及讨论议题

涉及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会议提出了很多议题，期待相关研究取得新突破。 

（摘自 http://www.lsx.tsinghua.edu.cn/info/1007/1502.htm，202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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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第二届清代档案与清代社会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6 月 26-27 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历史档案》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清代档案与清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 20 所高校与科

研机构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教授主持，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历史档案》社长李国荣研究员分别致开幕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陈锋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跃生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令志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心常建华教授分别以《契据与税收：清代前期的税契与契税》《清代中期立嗣过继中的家庭和家关系分析—

—以刑科题本档案为基础》《驰驿征程——乾隆朝初次平准之索伦官兵赴疆参战满文档案简介》《清乾嘉时期

的湖南保甲职役——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为题作特别演讲。 

随后，大会分“档案与区域社会”“社会群体”“社会治理”“制度与实践”“捐输与朝政”“清与世界”

六个单元，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学术热点以及研究设想展开热烈讨论。闭幕式上，李国荣研究员总结了本次

会议的特点并分享了个人治学经验。常建华教授就本次会议所体现的清代档案与社会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总结。

现将会议论文信息整理如下： 

第一场：档案与区域社会   主持人：常越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贾国静（南开大学）《从道光十二年盗决案探析黄河下游与沿河区域社会的关系》 

王妍（大连工业大学）《清代辽宁移民中的入旗汉人与辽东风俗变迁》 

史志强（华东政法大学）《从族群分治到州县一统：清代盛京地区司法体系变迁考》 

陈懿人（复旦大学）《省际纠葛与县域生成——以〈会理档案〉为中心》 

第二场：社会群体  主持人：王洪兵 （中国海洋大学） 

李文益（首都师范大学）《康熙朝档案中的哈哈珠子》 

李小雪（吉林师范大学）《清初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编设及所属人等身份构成》 

王敬雅（中国政法大学）《清宫服役人员自杀案件研究》 

郭宇昕（中国人民大学）《清代基层社会中的老人形象——以南部县档案为资料中心》 

第三场 社会治理  主持人：贾国静（南开大学） 

黄韶海（南开大学）《清入关前逃人问题刍议》 

马金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文原档〉与八旗佐领根源清查》 

李尔岑（南开大学）《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清代盗牛律案初探》 

李君（天津博物馆）《浅析清代基层社会亲戚之间的借贷关系——以档案为主的思考》 

曹金娜（东北大学）《清乾隆年间河南青龙岗河工治理与地方协济研究》 

第四场：制度与实践  主持人：马子木（南开大学） 

常越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同光年间州县官考核制度的嬗变》 

王康（中国社会科学院）《清代财礼研究：婚姻支付假说与经验证据》 

王嘉乐（清华大学）《雍正朝造办处机构改革与事权扩》 

郭瑞鹏（山西财经大学）《清代布政使护理巡抚制度考略》  

王洪兵（中国海洋大学）《敬天勤民：耕耤典礼与十八世纪清王朝治国理念的建构》 

第五场 捐输与朝政  主持人：陈拓（南开大学） 

江晓成（福建师范大学）《清前中期盐商捐输运作机制研究》 

何永智（中国人民大学）《经费筹济与财政汲取：清嘉道两朝外省捐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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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存健（山东大学）《隔省捐输与抵充协饷：晚清云南捐输制度变迁研究（1856-1879）》 

马子木（南开大学）《走向台前的皇权：崇祯朝的君臣交流与政务运作》 

张一弛（中国政法大学）《盛清下级京官日常生活中的盐商社交网络——以乾隆十年江菼请托案为例》 

第六场 清与世界  主持人：王康（中国社会科学院） 

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档案中的明清世界网络——以〈明清丝绸之路档案图典〉为中心》 

陈  拓（南开大学）《断裂与延续：嘉道时期北京天主教会的书籍刊刻》 

哈恩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杂志及刊发档案史料综述》 

（摘编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相关新闻报道及会议手册，

https://history.nankai.edu.cn/2021/0629/c16078a376225/page.htm，2021-06-29，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何永智供稿）。 

 

复旦大学“接受的政治学：近代中国的阅读和阅读文化”学术讨论会 

2021 年 5 月 8-9 日，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市史学会主办的“接

受的政治学：近代中国的阅读和阅读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 40 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会议共分为

十场，兹将与清史相关的论文摘录如下： 

戴海斌（复旦大学）《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纂辑补论》 

林秋云（江西师范大学）《娱乐的政治学：汪笑侬与清末上海戏曲改良运动》 

汪海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清末民初小说叙事中世界图景的建构》 

陆胤（北京大学）《“批校”与“温诵”之升降——曾国藩的读书功程与晚清士大夫“知识统一体”的分

化》 

邹子澄（复旦大学）《一则“海氛”记忆的印刷史：〈偷头记〉在近代中国的流通与升格（1863-1957）》 

章可（复旦大学）《反帝国主义的“迷思”：辛格〈在华十三个月〉的诠释史及相关辨证》 

蔡纪风（复旦大学）《〈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抄、阅读和接受》 

张玉亮（中华书局）《诗词的阅读史史料价值初探：以谭嗣同的新学诗为中心》 

朱梦中（复旦大学）《从阅读到建策：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农业改革思想及其知识来源》 

崔军锋（浙江师范大学）《基督教传教士妇产科译著与近代西医妇产科学东渐》 

顾少华（苏州科技大学）《汤武革命论与清末革命》 

谢太芳（云南大学）《书籍史和阅读史视角下的当事人执笔史料价值——以〈云南光复纪要〉为中心》 

李娅杰（复旦大学）《“天理”与“人情”——〈寻乐堂日录〉中窦克勤的阅读史与人际网络》 

陈拓（南开大学）《杨光先的“幽灵”：从〈不得已〉阅读史看清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流变》 

蒋建国（复旦大学）《晚清士人的西学书籍阅读与思想世界：以日记史料为中心》 

王思雨（复旦大学）《清末北方士人的阅读与思想——以贺涛父子为例》 

卞冬磊（南京大学）《从江南到京师：寻求中国精英读者——〈申报〉崛起再考察（1872-1879）》 

（摘自“卿云史学”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P3W1byFEPQMqlBU9Ky5bQA，2021-5-6，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王成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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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重估清代经学”——第八届全国古典学年会 

2021 年 6 月 12-13 日，以“重估清代经学”为主题的第八届全国古典

学年会在扬州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 40 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50

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清代经学与中国文明、中西经典与解释，以及中西古典

学领域其他议题展开研讨。 

本次会议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扬州大学文学

院、扬州大学文脉流变与文化传承交叉学科、扬州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

究院、江苏省儒家经典诠释与域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古典

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古

典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协办。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

会长吴飞主持，扬州大学副校长陈亚平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典学专

业委员会顾问甘阳分别致辞。大会主题报告由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志猛

主持。扬州大学教授柳宏、北京大学教授吴飞、清华大学教授陈壁生、湖

南大学教授肖永明及重庆大学教授张文涛先后发言。 

柳宏的发言题目是《关于重估清代经学的粗浅思考》。柳宏首先总结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既有成就和思想史

地位，随后就当前学术界对清代经学的期待与研究现状之间的差距作了说明，最后针对“重估”的原则和标准、

“重估”的目的和意义、“重估”的方法和路径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吴飞的发言题目是《精义之学：程瑶田之义理学、宗法学与丧服学》。通过对程瑶田《通艺录》中《论学

小记》《论学外篇》《宗法小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的总体研究，吴飞指出程瑶田对经学体系的贡献关键

不在于对贯通之理的反对，而在于将缘情制礼、以时为大的精义之学纳入贯通之理当中，认为其得其失，都值

得后人尊崇。 

陈壁生的发言题目是《刘宝楠<论语正义>的得与失》，提出对清代经疏理解的两个基本方向：第一是将对

每一部注疏之作的研究放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中进行考察，以理解清代学术史；第二是将其放在经学的脉络中进

行考察，以理解经典本身。随后又以《论语正义》为例，从以上两条路径检讨清人经疏的解经有效性和具体的

经学问题之作，考察清代经疏之得失。 

肖永明的发言题目是《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及其一元化趋向——以<孟子> “集义”之诠释为中心》。他

通过考察“集义”之诠释，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和理解，如有关道德精神

意志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知觉、本能的

工夫论等。 

张文涛的发言题目是《柏拉图与古典实践哲学的复兴》，着重考察了西方实践哲学的复兴问题，指出形而

上学与实践哲学的割裂、实践哲学受到轻视的问题由来已久，必须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往前回溯，回到柏

拉图的古典政治哲学、古典实践哲学，才是复兴西方实践哲学真正追本溯源的正途。 

大会主题发言结束后，与会学者转入六个分会场，就更细致具体的论题进行了论文宣读和研讨。清史相关

论文整理如下： 

张丰乾《训诂与义理之间——乾嘉学派的方法论问题》 

李辰《九江学派的经学诠释》 

张丰赟《清代朴学与中国经典诠释范式的再变》 

李智福《“未济”与“忧患” ——章太炎以佛证易之易学系统诠释学》 

殷慧《论四库馆臣的礼学观及其学术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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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华《〈东塾读书记〉与〈东塾杂俎〉——陈澧的“经学史”与“学术通史”书写及其意义》 

陈峰《清儒王懋竑对朱子晚年学旨的论定》 

蔡卓《清代扬州易学研究》 

江璐《清初〈穷理学〉中的亚里士多德逻辑》 

秦行国《科举与经学——乾隆时期废除胡安国〈春秋〉原因再析》 

司马朝军《方苞的文献辨伪及其历史影响》 

李文昌《清初理学官僚的经学倡导与学术转型》 

肖芬芳《戴震反理学思想的发展路径》 

黄晚《戴震“双重传统”思想脉络的历史性原则》 

于浩《清代官修〈诗经传说汇纂〉编纂前后的“汉宋之争”》 

柯小刚《焦循论异端及其当代意义》 

褚叶儿《焦循易学下的算术之学》 

钮则圳《经典与诠释的互动——清儒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解经方法探析》 

赵四方《苏常之间——宋翔凤的经学特质及其对今古文分野的探索》 

贾学鸿《清儒治“经”理念与〈庄子〉“语素构象”的纠》 

郭君臣《清代卫护晚出〈古文尚书〉者的理据及局限》 

侯金满《〈尚书大〉陈寿祺辑本辩讹》 

朱明数《金鹗〈禘祭考〉及其学术史意义》 

谷继明《惠栋易学的宋学渊源》 

李阿慧《〈春秋〉经世与〈易〉道微言——重审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及其经学文明观》 

程志敏《道德与伪善——清儒与近人的反思》 

孙磊《廖平大同思想发微》 

马永康《康有为的〈论语注〉与“发明孔教”》 

皮迷迷《从〈教学通义〉的内在困境看康有为的经学转向》 

宫志翀《康有为的经学革命与三世说的建立》 

邢曙光《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 

倪晋波《清代经学史视域下的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 

厉运伟《惠栋的时间距离意识与〈诗〉学诠释》 

田访《刘师培的诸子文献校勘与研究：以〈贾子新书斠补〉为例》 

张攀利《传经抑或明道——以明、清两代郑玄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林秀富《吴廷华〈仪礼章句〉在〈仪礼〉分章上的继承与创新》 

王献松《论汪绂的〈礼记〉学成就及其礼学思想》 

聂涛《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与乾嘉礼学之分合》 

文扬《沈家本“〈周官〉创获”考论》 

钟碧莉《15 世纪女性彼特拉克诗人与清代女性诗人作品中“食物”意象的比较》 

陈志辉《许桂林对汉儒天算“绝学”体系的建构》 

周展安《清代思想中的“向下超越”趋向及其政治内涵》 

廖峰《郭嵩焘的经学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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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徐清《从经学到玄学——章太炎〈检论〉新探》 

郭院林《论清代经学大师刘文淇的学派归属》 

黄铭《略论包慎言的公羊礼学》 

陈岘《由“占”返“理”——试论清初学者对“数”“象”关系的诠释与调和》 

王祥辰《江藩〈周易述补〉论略》 

曾军《从冉觐祖〈礼记详说〉看清初礼学诠释中的朱子》 

（摘编自“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Ll_TuHhkf_jjf1MScEL3cg，

https://mp.weixin.qq.com/s/hnA6iUxz2j0VcXKyQgWWAw，2021-06-2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何永智供稿） 

 

华中师范大学“光宣困局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5 月 22-23 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华中师范大学“20 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群”

承办的“光宣困局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30 名学者参与此次会议。兹将

会议论文摘录如下： 

潘洪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光宣困境中的驻防旗人族群——观察辛亥革命的另一视角》 

张临希（北京大学）《辛亥何以安内蒙》 

石希峤（复旦大学）《官办商报：清末督抚控制舆论策略之考察（1908-1910）》 

赵建民（山西师范大学）《沪上十二团体与清季谘议局章程的起草》 

吴世平（复旦大学）《清末官绅互动的“明”与“暗”：以张曾敭抚浙时期为例》 

林浩彬（南京师范大学）《丞参选任与清末部院用人专门化问题》 

王卫（首都师范大学）《清末中央主要部门官员群体族籍结构研究——基于数据的分析》 

薛勤（华中师范大学）《变与常：清季改革视阈下吏部官员群体的人事流动与结构变迁（1898-1911）——以

〈缙绅录〉数据库为中心》 

郭黎鹏（中国人民大学）《以中促西：日俄战争时期的立宪思潮》 

韦巍（浙江大学）《清末国人的希腊知识与新学制》 

史展（南京大学）《清末权力格局下总督瑞澂的裁撤督抚方案》 

熊飞（广东省开平市第一中学）《温生才事件再认识》 

高航（华中师范大学）《进退之间：谭延闿与二次革命再研究》 

（会议信息摘自 https://mp.weixin.qq.com/s/ePCaFms4rmJkaFu3Grm2Pg，2021-5-19，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

究所硕士生王成伟供稿） 

 

 华中师范大学“改良与革命”——第九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6 月 25-28 日“改良与革命”——第九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晚清史研究室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

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

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等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的七十余位学者参会。 

会议分主题报告与分组讨论两部分。主题报告有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壬辰瑶变、会党与地方官府

——以张锡谦〈平瑶日记〉为中心》、尚小明（北京大学）《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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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之奠局》、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再考察》、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新行

业与新税源：近代交易所税及交易税的兴设》。分组讨论共四场，每场分三组进行，现将论文题目摘录如下： 

关晓红（中山大学）《“图治太急”：宣统朝选官用人之困局》 

殷晴（东京大学）《官报发行与清政府信息发布模式的变革》 

樊学庆（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岳瑞与戊戌变法》 

李浩（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主持丙午改制“机构”考》 

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八国联军战争时期法国对华军事外交政策和行动》 

王慧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失语者的留言：美国中华协会与庚子事变》 

王鼎（北京师范大学）《义和团运动时期留日学生动态考略——以日华学堂为个案（1898-1900）》 

郑泽民（复旦大学）《传统的形成：甲午时期上海“局外中立”考析》 

戚学民（清华大学）《论清史〈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名义与嘉道学人谱系》 

韩策（北京大学）《内争帮助内患：咸丰初政与太平天国的兴起》 

刘青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之洞与中法越南初期交涉（1881-1884）》 

陈希（东京大学）《清末国语运动与教育改革：以王照为个案的探讨》 

瞿艳丹（京都大学）《影印存真：近代中国珂罗版印刷技术考》 

於梅舫（中山大学）《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近世之学术〉与梁启超沟通中西学术的“根本观念”》 

张亮（中山大学）《从四川南部县看科举停废后生童士子的多种出路与影响》 

张建斌（中国社会科学院）《端方考察团立宪折及成果纂订史事钩沉》 

薛轶群（中国社会科学院）《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上谕出台起因再考——兼论内田康哉与日本公使馆的情

报网》 

章博（华中师范大学）《清季军机大臣副署制度的构建》 

赵虎（西北大学）《奕劻入枢与政务处的职能分合》 

高航（华中师范大学）《“成信谳而雪沉冤”：晚清郧西余琼芳案研究》 

汪颖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运用下的中朝边界: 主权、领土与移民——从匡熙民〈延吉厅领土问

题之解决〉谈起》 

许龙生（华中师范大学）《清末民初中国的矿业立法与中外交涉》 

彭剑（华中师范大学）《巩固君权的困境——〈宪法大纲〉颁布后之“行宪”三题》 

安东强（中山大学）《孙中山首次提出五权学说的时间及政治指向》 

李平秀（韩国忠北大学）《孙中山和致公堂的政党立案之事》 

郭思成（中山大学）《从观念到制度：清末巡警部的改组及其困境》 

崔岷（南开大学）《辛亥革命前夜城市精英的自救与纷争——以杭州绅商两界的组织团防为例》 

陈丹（兰州大学）《军事顾问风波与清末民初政局》 

唐论（泰山学院）《载泽与辛亥袁世凯复出》 

杨尚华、李玉（南京大学）《方寸之间的乘伪行诈——晚清时期官印伪造问题研究》 

张仲民（复旦大学）《“文变”与“世变”：简论清末民初的“新名词入诗”现象》 

郭书愚（四川大学）《清季改书院为学堂的实际运作和社会影响——以校士馆为中心的考察》 

李志茗（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局”论局：中国近代企业早期历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张晓宇（山东大学）《章维藩函札所见企业经营和人物交游》 

刘增合（暨南大学）《零和逻辑与德治困局：晚清隐匿财政管控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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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威（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关于“中国专制论”的辩论》 

宋念申（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实边：清季东北的断裂与延续》 

王静雅（南方医科大学）《“异道”与“相安”：清季抵债厘金征补中的冲突与调融》 

彭贺超（南开大学）《督练公所与清末军事改革风险应对研究》 

潘崇（福建师范大学）《锡良与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 

赖泽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东北危机与外交因应——以梁敦彦外交活动为中心（1908-1911）》 

马建标（复旦大学）《“觉醒的中国”：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对中国的观察（1899-1921）》 

邱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极目南望：晚清国人关于新西兰认知的演变》 

刘清华（华中师范大学）《晚清欧洲人眼中京城的社会生活：以北堂出版语言书籍为中心》 

林哲艳（中国人民大学）《近代树木“年轮”知识在华传播的研究》 

（摘自会议手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陶志鑫供稿，2021-7-8） 

 

中山大学亚洲史工作坊第一期“16-20 世纪初的东亚社会与女性” 

2021 年 1 月 9 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主办的亚

洲史工作坊第一期“16-20 世纪初的东亚社会与女性”在中山大学南校区模范村 521

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工作坊有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韩国慰安妇问题

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等单位共十名学者应邀与

会。本次工作坊按照论文内容共分为四场分别研讨，兹将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廖小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祠堂中的未嫁女：近世以来华南地区的祖姑崇拜》、

裵亢燮（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19 世纪东亚民间宗教与女性参与》、苏贤淑（韩

国慰安妇问题研究所）《近世、近代转换期东亚蓄妾制的变迁》、周湘（中山大学历

史学系）《哈丽特·洛日记阅读的可能性》。 

（摘自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官网 http://history.sysu.edu.cn/article/1045，2021-06-

04，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朱恩杰供稿） 

 

 

香港中文大学“再论近代岭南文化与世界：物质文化、精神领域及情感结构”学术

研讨会 

2021 年 3 月 5-6 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再论近代岭南文化与世界：物质文化、精神

领域及情感结构”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有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澳门大学、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美

术学院、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珠海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共 23 名学者应邀与会。本次工作坊按照论文内容共分为

七场分别研讨，兹将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邓骏捷（澳门大学）《论“雪社”与澳门近现代文学》 

萧振豪（香港中文大学）《“比姜尧章为何如”：再论陈澧的词学与乐学》 

叶倬玮（香港教育大学）《广州光孝寺的人文地理研究——废墟与遗民》 

卜永坚（香港中文大学）《邹伯奇生平及著述考》 

高嘉谦（台湾大学）《维新时代与粤语书写：〈开智录〉的粤讴形式与知识经验》 

董就雄（香港珠海学院）《论岭南自成面目诗论在清代的传承——从岭南三大家、宋湘到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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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基永（中山大学）《〈左霈日记〉中的晚清民国广东生活》 

叶嘉（香港中文大学）《从翻译至怀疑：广东〈述报〉（1884-1885）的时事知识取径》 

许晓东（香港中文大学）《商、儒之间：鸦片战争前后的潘正炜》 

张晓辉（暨南大学）《中西元素融会与岭南国货品牌的创立》 

林立（新加坡国立大学）《超越地域界限：南洋与岭南的诗学联系》 

黎志添（香港中文大学）《郑观应〈中外卫生要旨〉的中西“卫生”汇通之路》 

吴青（暨南大学）《16-18 世纪欧洲人笔下的广州贸易》 

刘正刚（暨南大学）《道咸之际广州普遍士人的世界观——以梁松年〈心远论余〉为例》 

李若晴（广州美术学院）《北上公车与诗画创作：以黄培芳〈北行日记〉为中心》 

陈文妍（香港中文大学）《清季世变下顺德黎兆棠、黎国廉父子的趋新实践》 

严志雄（香港中文大学）《鸦片、鬼兵、珠海老渔：晚清广东诗人张维屏鸦片战争期间所作诗管窥》 

刘勇（中山大学）《新见明儒湛若水〈格物之说〉手迹的文献价值与思想史意涵》 

杨权（中山大学）《清初丹霞遗民舍山缘起》 

（摘自 http://www.ics.cuhk.edu.hk/zh-hk/events/eventdetail/250/4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朱恩杰供稿，2021-06-10） 

 

香港中文大学第七届中国文化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智识网络与知识生产：再绘中国研究”  

2021 年 5 月 27-28 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文化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智识网

络与知识生产：再绘中国研究”在线上举行。讨论共分八组展开。 

第一组由叶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持，报告论文有：陈芷南（华盛顿大学）《中古时期对“物”

的认知以及其对文化传承的影响》、姚灵（中国政法大学）《〈诒晋斋法书〉摹刻始末——清中期一部著名书

法刻帖的产生与传播》、陈琳琳（北京大学）《典范的形塑与流传：东亚文学与绘画中的“东坡笠屐”》。 

第二组由叶嘉教授主持，报告论文有：韦祎（中山大学）《“白玉楼”与“古锦囊”：李贺形象的建构与

接受》、李忠达（东海大学）《〈周易时论合编〉律学中的象数思维》、许建业（香港树仁大学）《“文学”

与“‘文’学”：晚明胡应麟对学术传统的重省》。 

第三组由徐力恒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持，报告论文有：陈飞（上海师范大学）《日本

知识与西藏的概念性重构》、刘瑞（南京邮电大学）《与英国人类学对话：哲美森对清代婚姻法的翻译》、胡

箫白（南京大学）《逃军与十六世纪川西北地区族群景观的嬗变》、陈芳芳（香港浸会大学）《跨越边界——

从地图窥探晚清上海的文化和外交关系》。 

第四组由徐力恒教授主持，报告论文有：吴伟豪（Michal ZAREMBA，罗兹大学）《来自遥远的土地：波

兰僧侣对中国西方知识的传承与贡献》、阮黄燕（Hoang-Yen NGUYEN，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大

学）《从阮思僩 1868 年使程作品看越南使节对华意识的嬗变》、北富斌（Barend NOORDAM，巴塞罗那自治

大学）《阳明学派对戚继光军事革新的影响和重要性以及它的扩散到朝鲜》。 

第五组由黎志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主持，报告论文有：柏宇洲（普林斯顿大学）《一

件光荣的小抄：普林斯顿大学藏科举考试作弊衣的历史》、李志诚（香港中文大学）《元代日用类书的佛教与

道教知识考察：以〈事林广记〉及〈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为中心》、杨瑞（复旦大学）《〈金史·五行志〉

探源——兼论中古以降正史〈五行志〉书写传统之转变》。 

第六组由潘淑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持，报告论文有：倪捷（东京大学）《1960 年代中后期台

湾留美学生中左翼思想的抬头——以“大风社”为中心》、郭博嘉（广东金融学院）《冷战后期世界华文文学

的本土性与世界性构建——以北美〈中报〉副刊“东西风”为例》、曾麒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跨国文化

网络中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时期丰子恺海外文化实践中的“自我”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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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组由潘淑华教授主持，报告论文有：莫为（上海海事大学）《近代上海的耶稣会知识传教活动研究》、

庾凌峰（安徽大学）《从〈南华早报〉看贺川丰彦形象在香港的历史变迁》、徐克伟（中国农业大学）《新井

白石西学研究中的视域融合》。 

第八组由黎志添教授主持，报告论文有：刘昊（清华大学）《伊洛、关洛与河东：宋金元明北方理学的地

方性与连续性》、穆燕洁（香港大学）《元代苏州佛教的兴盛：外域文化的传入与新社会网络的形成》、曹晔

（中国人民大学）《水澄刘氏与明末清初绍兴书院的复兴 ——兼论讲会与文会的起落》。 

(采编自会议议程：http://cuhk.edu.hk/ics/general/forum/YSF2021_Program_Schedule.pdf，2021-06-20，中国人民

大学清史研究所 2017 级博士生刘静垚供稿) 

 

京港青年人文学者“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5 月 29-30 日，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近代

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学术研讨会，邀请京港青年文史研究者 20 余名，从不同角度切入，尝试近代思想

文化史内外视野的交融，共同推动这一前沿议题的研究。兹将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陈亮亮（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梨园之声——清中晚期伶人群体的表演论述与技艺认同》 

金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私密书写——明清时期日记手稿》 

李婉薇（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笔墨演说·曲线启蒙——清末广东报刊如何宣传种族革命和生

活新知》 

沈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殉难记〉，不为殉难人——吴庆坻与〈辛亥殉难记〉成书考》 

延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汉字改革与晚清民国书刊封面字体的变迁》 

秦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生生之道——近代返老还童术与生命观的演变》 

陆胤（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季民初新编尺牍教本源流考》 

彭春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语言的临界处走进两个思想时空——〈章太炎译“斯宾塞尔

文集”研究、重译与校注〉的文体与方法》 

崔文东（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重写英雄传、演绎〈新民说〉——论梁启超对明治日本“维新

史论”与“修养书”的转化》 

（摘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UNLn1pMfsVBZr8ehYLFHAQ，2021-5-27） 

 

美国“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 2021 年双年会” 

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 2021 年双年会于美国东部时间 2021 年 6 月 10-12 日召开，并同时通过网络的方

式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

学、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等研究机构的近 40 位学者参会。 

会议共分三天举行，主题有：“Authority and Reality in Qing Legal System”“Imperial Powers and Privileges 

in China: Tariff Autonomy,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Judicial Understandings”“Regulating Intimacy: Family Law in East 

Asia”“边疆上的博弈：明清时期苗疆法律秩序的建构”“Social Identity and Judicial Politics in the Qing Empire 

(1644-1911)”“中国与英格兰财产、法律与社会比较”“国家、市场与乡村间的复杂互动”“Interpretations and 

Discourses of International Law”“微观史视野中的中西税收与法律比较”“‘In a Melon Field and Under a Plum 

Tree’: How Food Shaped Chinese Law and Morality?”“Law in Socialist Societies”“Individuals and the State in 

Imperial China”。会前由梁治平（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西书院、光华法学院）发表主题演讲《古为今用：

“家国天下”的当代言述》，会后还举办研究问题和方法圆桌讨论：“秦汉以来中国的法律，官僚体系和国家

能力”。现将清史研究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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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心瑜（Yale Law School）《难以触及的真相：一起清代知县隐匿灾情弹劾案的分析》 

李明（华中师范大学）《清代的刑部律学》 

胡祥雨（中国人民大学）《确立清律权威：清初的法律应用》 

Nancy Park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 Bay)，“Corruption in the Qing Code” 

Qiong Yu (上海交通大学)，“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Britain’s Expansion in China: Constructing the 

Narrative of the Cruelty of Chinese Punish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eng Cai (上海交通大学)，“The Sino-Foreign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Tariff Revisions in Late Qing China, 

1842-1902” 

梁弘孟 (台湾中正大学)《清代服制命案中的义务冲突问题》 

Yue Du (Cornell University)，“Intergenerational Property Arrangement from the Qing to the Republic: From 

Parental Custodial Rights to Maintenance” 

谢晓辉(中山大学)《“还骨种”：改土归流前后湘西武陵山区的婚姻与社会动员》 

Xiao Chen (UIUC)，“A Matter of‘Manchu Face’? Manchu Language and Jurisdictional Politics in 

Bannermen’s Sexual Offenses of Eighteenth-Century Qing Empire” 

Stephanie M. Pai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Cougars’in the Qing Courtroom: Feminine Sexual Desire 

Unleashed” 

Gilbert Z. Chen (Towson University)，“The Lustful Nun: The Intersection of Law and Female Monastic Sex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China” 

Jiayi Xin (Institute for History Leiden University)，“Beyond ‘Inner and Outer’: Women, Gendered Network and 

Legal Practic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xian” 

周琳（四川大学）《产究属谁？——从同治至光绪时期一桩财产纠纷看商业城市中的产权规则》 

Tim Stretton (University of St Mary, Canada)，“Property, Divorce and Separation in England before 1857” 

James E. Shaw (University of Sheffield)，“Failure, Character and Reputation: Bankruptc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ess” 

梁勇（厦门大学）《客长、场镇与地域秩序——以清代巴县为例》 

凌鹏（北京大学）《土地买卖中的社会、市场与国家——以清代巴县地区土地买卖中的“摘留”纠纷为

例》 

潘芸淇、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产权诉讼中的地方政治——明清之际休宁县黄石讼案中的证据、观

念、路径》 

小野达哉（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清朝末期的重庆米市与公共领域——以六宝公所米市为例》 

伍跃（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传统中国财产秩序中的青苗会——从“擅食田园瓜果律”说起》 

海丹（中山大学）《清代后期榷关征税纠纷所见地方权限扩张》 

Jackson Yue Bin Guo (University of Toronto)，“Ruthless and Rapacious Like Jackals and Wolves: The Public 

Fear of Intoxicated Criminals in 18th-century China” 

Weiwei Luo (Grinnell College)，“Between Corruption and Theft: Moral Economy and Legal Reasoning in mid-

Qing” 

Huiying Che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Travelers Exempted: Legal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Travel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杨扬(北京科技大学)《定罪与量刑：清代刑部驳案中的图赖裁判》 

Li Chen 陈利(University of Toronto)，“Legal Expertise, the Bureaucratic ‘Iron Cage’ and Symbolic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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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Qing China” 

Yang Zhang 张杨(American University)，“The Constitution and Contradiction of ‘Bureaucracy’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ese State” 

（采写自会议议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陶志鑫供稿，2021-06-02） 

 

第二十四届哈佛东亚协会年会——“移动的‘体’：东亚地区的流动与管控” 

2021 年 2 月 27-28 日，由哈佛大学东亚区域研究项目（Regional Studies - East Asia）研究生组织哈佛东亚协

会（Harvard East Asian Society）主办的第二十四届哈佛东亚协会年会（24th Harvard East Asian Society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于线上举办。该年会于 1998 年春季创建，为研究东亚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提供分享最新研

究成果的平台，今年因疫情首次在线上举办。此次年会主题为“移动的‘体’：东亚地区的流动与管控”（Moving 

Bodies: Mobility and Control across East Asia）。 

会议开幕式由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暨东亚区域研究项目主任罗柏松（James 

Robson）教授致辞。随后由来自哈佛大学唐丽园（Karen Thornber）教授、布朗大学 Tamara Chin 教授及纽约大

学 Michele Matteini 教授开展主题对话。共有来自全球各地的 23 名研究生参会，于 8 个场次内展示研究，每场

各由一名教授对参会者的研究提供反馈意见。会议结束后由杜克大学荆子馨（Leo Ching）教授、科尔盖特大学

Ani Maitra 教授及哈佛大学栗山茂久教授开展总结性主题对话。闭幕式由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暨东

亚区域研究项目研究生主管 Alexander Zahlten 教授致辞。 

 

第一场：“移民政策、政府–国民关系及都市空间对新冠疫情的反应”(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Virus in 

Immigration, State-Citizen Relations, and Urban Space)，唐丽园教授（哈佛大学） 

Dharshani Lakmali Jayasinghe（斯坦福大学) , “Border Regulation through Visas: The Illegality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South Korea” 

Ziyang Li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Towards a Digital Biocitizen-Body: Livestreaming, State Strategies and 

Body Politics in China’s Pandemic- Related Projects” 

Susan Paige Taylor（哈佛大学）, “Books, Bodies and the City in Pandemic: Jimbōchō and Covid-19” 

第二场：“中药的知识与传播”(Knowledge and Transmission in Chinese Medicine)，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教授（哈佛大学） 

Jingwen Li (耶鲁大学), “Commensurability as a Strategy: Introducing Electricity to Chinese Medicine” 

Erqi Cheng (雪城大学), “The Limits of the Control of Medical Knowledge: An Interpretative Study of the 

Illustrations of Renyao (human-derived drugs) in the Late Ming” 

第三场：“重思现代中国的国家规划环境”(Rethinking State-Planned Environment in Modern China)，Ian 

Miller 教授（哈佛大学） 

Sai Ma (斯坦福大学), “A Philosophical Justification of Human Intervention in the Natural World: A Study on the 

Ragweed Allergy Epidemic in Yulin, China” 

Liza Tarbell (哈佛大学), “Reimagining Maoist Legacies: A Half-Century of Movement and Control at Dianchi 

Lake” 

第四场：“前现代时期欧亚跨境艺术”(Art Across Borders in Pre-Modern Eurasia)，周文欣(Wen-shing 

Chou)教授（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 

Lili Xia (普林斯顿大学), “The Many Lives of Su Shi in an Alien Regime”  

Seung Hee Oh (哈佛大学), “Sense of Mobility: Glulio Aleni’s Invention of Spiritual Journey in Tianzhu 

Jiangshengchuxiang 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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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bel McWilliams (哈佛大学), “Esoteric Bodies in Mogao Cave 148” 

第五场：“东亚的表演与现代性”(Performance and Modernity in East Asia)，李洁(Jie Li)教授（哈佛大

学） 

Nicholas Fernacz (宾夕法尼亚大学), “Infrastructural Zaofan: Safely Maneuvering Across Linhe Road and the 

Occlusion of Modernity” 

Sisi Wang (新加坡国立大学), “Spatial Politics Over Admission Fees: Modern Drama at the Grassroot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Quade Robinson (哈佛大学), “The Role of Katsudō Benshi in Taiwanese (Re-)Sinicization” 

第六场：“东亚电影院中的时间、地点与（不）流动性”(Time, Place, and (Im)mobility in East Asian 

Cinema)，Alexander Zahlten 教授（哈佛大学） 

Lin Zhang (哥伦比亚大学), “The Fascination of Spatio- Temporality: The Limits of Mobility and Visuality in Kaili 

Blues (2015)” 

Hannah Baek (哈佛大学), “There’s No Place for Men on this Island: Reading Gender as Mobile State Effect in the 

Landscapes of Manchurian Tiger and Iŏ-do” 

Shaowen Zhang (哈佛大学), “Utopia is Not a Dream” 

第七场：“东亚的人口流散与移民体验”(East Asian Diaspora and Migrant Experiences)，麦哲维(Steven 

Miles)教授（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 

Hong Song (斯坦福大学), “Reproducing ‘Home’ Afar: Chinese Gendered Diaspora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80-

1942” 

Yan Zhang (牛津大学), “Missing Father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Darcy Tamayose (莱斯布里奇大学), “Southern Alberta Okinawan Diaspora: The Kika Nisei Journey of Naoko 

Shimabukuro - The Battle of Okinawa” 

第八场：“跨境移动与管制”(Cross Border Movement and Governance)，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英

属哥伦比亚大学） 

Ting-chih Wu (宾夕法尼亚大学), “Defining China: Empire, Land Use and Local Residents in Northwest China, 

1370s to 1470s” 

Derek Kramer (多伦多大学), “ ‘We Go in Our Own Boats!’: The Pusan-Shimonoseki Ferry and Korean Migrants in 

the Japanese Metropole” 

Yanxiao He (芝加哥大学), “The (Un)making of a Chinese Odysseus: Gan Ying, the Kushan Empire and the Indian 

Ocean” 

Tianyi Zhang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n Arduous Journey: 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Artists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摘自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heasconference/2021-schedule，2021-05-28 

哈佛大学东亚区域研究硕士生李启伟（David Li）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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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6 月） 

点校类 

1.《蒋维乔日记》（全 8 册） 

整理：林盼、胡欣轩、王卫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ISBN：9787101104219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近代著名出版家、

教育家、佛学家。蒋维乔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1896 年 10 月 8 日），

止于 1958 年 2 月 29 日作者去世前数月，共计 63 年，完整展现了作者的一生，也从个人的视角反映了自晚清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中国政治和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贵史料。2014 年蒋维乔日记曾全文影印出版，但日记字迹

潦草，阅读难度较大。此次整理涵盖上海图书馆藏全部蒋维乔日记稿本，共 81 册。本书整理点校时采用横排简

体，取消了日记原题名，仅按年排序，但对于原日记中新旧历用法，人名记法等则不做改动，以保障日记原貌。 

 

2.《清代准噶尔情报满文档案译编》 

编译：齐光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ISBN：9787309155778 

本书选编并翻译了雍正、乾隆两朝清廷获取准噶尔情报活动的满文录副奏折，所选奏

折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的《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

本书档案的题名，大体直接引用《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的汉文题名，以便查阅原件。

对于奏折原件出现内容欠缺、不明、前后换位等的情况，给予说明。满文翻译在参考汉文

奏折的同时，也保留了口头交流的白话特点，以符合满文原意及行文风格。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清朝与准噶尔的

逃人问题，及准噶尔的政治、社会、经济、民族情况有所助益。 

 

3.《清代历科状元策汇编》 

辑校：马庆洲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4 月 

ISBN：9787301319796  

明清是科举制度极盛时期，殿试即皇帝临轩策士，于“抡才大典”中规制最隆。本书

将顺治三年至光绪三十年（1646-1904）110 科 112 位殿试状元之策问、策对汇为一编（尚

缺康熙二十一年、咸丰六年两科策对），并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

馆藏原始资料加以精校精对，为历来最为完备而准确的清代状元策汇编。在完整呈现状元策、提供基础文献的

同时，本书附录部分还系统收录了殿试策叙、殿试条例、殿试及谢恩各仪注、殿试策格式、清代历科三鼎甲履

历等，对推动相关研究亦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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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全 2 册） 

作者：陈祖武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ISBN：9787100187305 

《清史稿·儒林传》为治清代学术史之基本史籍，著录一代儒林中人近三百家生平学

行。本书以中华书局 1977 年《清史稿》点校本为依据，同时参阅嘉业堂抄本《清国史》、

中华书局 1987 年《清史列传》等资料，对《清史稿·儒林传》进行逐家校读，订讹正误。

订正范围，包括人名、地名、时间、史事、职官、制度、著述及学术主张等，同时对黄宗羲是否著有《明史案》，

《顾栋高传》编次释误，《孙诒让传》擅改传主原文，《丁晏传》误读文献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

辨，是《清史稿·儒林传》成书以来最为详尽的一次校读整理，“以期得一可据可依之读本”。本书属“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5.《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合编》 

主编：吴义雄 

译者：吴义雄、恽文捷、刘念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ISBN：9787520177627 

容闳（1828-1912），教育家、外交家，是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曾组

织首批幼童官费留美项目，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2015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曾

以《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之名编译出版了部分耶鲁大学所藏容闳文献、容闳 1902 年

日记和容闳手迹。本书在涵盖《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内容的基础上，新增了在耶鲁大学新发现的 8 封书信，

斯坦福大学所藏容闳书信、外交文件，以及美国报纸对容闳及幼童留美的报道。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耶鲁大

学藏容闳文献、斯坦福大学藏容闳文献、美国外交档案中的容闳公文与私函、容闳 1902 年日记、有关容闳的报

刊资料等文献和译名对照表，另外还选录了一些与容闳有关资料的原件。 

 

6.《沈曾植书信集》 

著者：沈曾植 

整理：许全胜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ISBN：9787101149227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

进士，官至安徽提学使、署理安徽布政使。沈曾植在清末民初学界声望极高，为清末书坛

巨匠。本集收录整理者近二十年从各种文集、报刊、手稿乃至拍卖材料等处汇集来的 880

封沈曾植书信，涉及人物 110 余位，包括王国维、康有为、罗振玉、李慈铭、缪荃孙、金蓉镜、黄绍箕、盛宣

怀、张尔田等知名人物。本书按收信人姓氏拼音排列，每封信下皆加按语，说明资料来源、写作时间，并按年

月日顺序排列，未知年份者排在最后。对书信中所涉部分近代人物，略做小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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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初东西历法之争》 

著者：[法]聂仲迁（Adrien Greslon） 

译者：解江红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ISBN：9787566831170 

聂仲迁（1618-1696），法国籍耶稣会士，1655 年被派往中国，1696 年去世。他先后

在广州、赣州等地传教，对清朝地方社会及传教活动有广泛了解。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

是聂仲迁于 1671 在法国 Chez Jean Renault 出版的《鞑靼统治下的中国历史》（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该部分记录顺治初年到康熙亲政初期的天主教在华传教历程，尤其是

杨光先教案的整个过程，及教案前后各地传教史事。二是 1671 年之后，聂仲迁收到的四封涉及教案后续情况的

书信，题名为“中国历史续编”。该书在翻译时采用脚注的形式对宗教用语略作解释，并在文末附录书中所涉

在华传教士人名索引，以便读者。 

 

8.《翁同龢集（增订本）》（全 4 册） 

著者：翁同龢 

编者：谢俊美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101147322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瓶笙，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咸丰

六年（1856）状元，历任刑部、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等。本书

在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翁同龢集》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按原版书的结构不变，分类

编排，包括奏疏、函稿、诗词联对、赋稿、试事录存、文录、自订年谱、随手记等。此次增订，不仅订正了原

版书的文字、文件时间，还增补了近年新刊的新内容。增补内容有奏折类文书十多件、未刊函札上百件、诗词

二十多首、赋稿四十多篇，对联六十多副，及《试事录存》十五件，使得翁氏存世的文献更为完整清晰。本书

收入“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9.《弢园尺牍新编》（全 2 册） 

著者：王韬 

辑校：陈玉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1 月 

ISBN：9787532597925 

本书是对近代思想家王韬（1828-1897）所存尺牍的重新整理。王韬曾手编《弢园尺

牍》及《续编》，前者有 8 卷本、12 卷本，后者为 6 卷本。其自编尺牍生前曾有过四次

刊版，内容互有多寡，文字也有异同，总体而言，后出转精，但同属选本。1959 年中华书

局曾出版铅印直排本，从上述王韬自编选本中再加选编，仅取其中 137 封信札加以断句出版，数量更为有限。

本次整理，以王韬自编本为基础，以第四次刊版本为底本，以初刊本为校本，细加点校，说明异同。此外，另

辑录王韬未刊尺牍二百余通，合为《弢园尺牍补遗》，极大丰富了王韬尺牍的内容。书后附有相关人名、字号

对照表及人名索引，以便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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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全 19 种 30 册） 

主编：胡绳武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ISBN：9787203104001、9787203103929、9787203103905、9787203104070、9787203103936、

9787203103943、9787203104025、9787203103974、9787203103967、9787203104056、

9787203103998、9787203103882、9787203103868、9787203103912、9787203103875、

9787203103837、9787203103950、9787203104018、9787203103899 

本丛书首次对清末立宪运动文献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与编译，弥补了长期以来立宪运动

资料整理与编研的欠缺。资料选录的文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清末报刊，如《时务报》《国闻报》《知新

报》《清议报》等；二是时人专著与文集，如《劝学篇》《宪法精理》《康南海官制议》《饮冰室合集》等；

三是专题资料集与官方档案，如《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康有为与保皇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等。

另外，还有少量未刊信札，如《瞿鸿禨朋僚书牍》。各种资料均为原始文献照录，并加以标点，除明显的错字

予以校正及注释说明以外，一般不作任何改动，以保持文献原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关五大臣出洋的资料

划归清廷的预备立宪部分，1905-1907 年关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大论战另有专题安排，故本资料均不再重复选

录。 

 

影印类 

1.《四库全书总目汇抄本丛刊》（全 20 册） 

纂修：纪昀等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ISBN：9787543982949  

《四库全书总目》堪称中国古代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其纂修历经二十余年，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四库全书总目》在纂修过程中至少三次进

呈御览，最终于乾隆四十八年赶缮抄成第一份，其编纂的脉络基本清晰。自 20 世纪 80 年

代，在历次全国古籍普查登记过程中，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文溯阁、国家图书馆等

藏的稿抄本《四库全书总目》陆续被发现。该书即是在此基础上，影印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残稿本、中国国家

图书馆藏残稿本及文溯阁残抄本、辽宁省图书馆藏残稿本及文溯阁残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残稿本等 4 家图书馆

的 6 部稿抄本。 

 

2.《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同治朝四、同治朝五、同治朝六）》（全 3 册） 

编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ISBN：9787501371068 

本书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同治八年至同治十三年（1869-1874）有关中琉历史

关系的 189 件档案。这些档案已分别编于《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

续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三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四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五编》

《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六编》中，本书将其逐件撰写内容提要，采用编年体例，一体单栏影印形式，汇集出版。

所收每件档案均标注来源及原书出处。档案内容包括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上谕档、内务府

咨文、内务府奏案、内务府呈稿、内阁题本等。这些档案主要记载了清代中琉在宗藩封贡、海难救助、经济贸

易、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的密切交往，真实地展现了清代中琉交往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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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6 月） 

中文部分 

1.《钱粮亏空：清朝盛世的隐忧》 

作者：刘凤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ISBN：9787520372091 

钱与粮代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财政的存贮与税收。本书在国家政治视野下，以康雍乾

嘉道五个朝代为纵向背景，通过对钱粮亏空的梳理和考察，力求将钱粮亏空的实态、清查

的手段与方案，以及赔补亏空的银两等史事的政治过程作真实的呈现。全书立足于揭示这

场波及整个官僚世界的政治风暴中皇权与官僚、官僚与官僚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利益关系的

状态，通过过程的回溯去分析清朝国家在解决国家财政、致力于反腐等重大问题上的成败得失，不仅对官僚政

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且有历史镜鉴之意义。本书属“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2.《浮生：水上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编者：贺喜、科大卫 

出版社：中西书局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ISBN：9787547518175 

“水上人”指中国历史上在海边、湖畔、河上生活的人，常被陆上人称为“疍”或“九

姓渔户”。本书收录了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撰写的共十三篇论

文，这些文章采取文献考据和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试图揭示水边社群的管理机制、组

织形态、身份认同、宗教文化、生计生活及其与“陆上人”的联系与交流等。该书运用历

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补全了“水上人”自发的文字记录之不足，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原书 The Fisher Folk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由 Routledge 于 2015 年出版，本书为原作者以中文重写，而非译作。 

 

3.《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 

作者：陈春生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ISBN：9787108069238 

韩江是中国东南沿海主要的河流之一，其中下游地区主要包括广东省潮州、惠州的 14

个县及福建省平和、永定 2 个县。著者通过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充分利用韩江中下游地

区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料，将这一地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及其社会组织变迁的

历史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脉络中考察，从天下、朝廷、官府和礼法四个方面对传统中

国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了阐发。作者认为，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致性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的

时空差异为前提的，其判断依据为当地的士绅阶层能够自觉地、自圆其说地将本地的风俗习惯解释得符合朝廷

“礼法”。本书属三联书店“历史·田野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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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  

作者：[英]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 

译者：郭伟全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ISBN：9789882372238 

在华北的洞儿沟村，曾经有位传教士为带走一尊圣母雕像与当地教众发生冲突，并愤

而诅咒这个农村将会遭受七年天灾，谁知不幸言中。为了解咒，这些天主教村民兴建了一

座七苦圣母堂，天灾才终于停止。这一故事还有类似的版本，它们的共同背景，是传教士

与周边贫苦村民之间千丝万缕的对抗关系，属于一场在更大范围内、日益整合中国天主教和国际教会的博弈。

本书以普世性视野，结合欧洲的情况，讲述在外部力量影响下中国的宗教生态如何变迁、借鉴与融合。作者超

出“礼仪之争”或“文化适应”的视域，指出从 17 世纪耶稣会传教开始，天主教就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只不

过中外传教士、教众及罗马教廷，在各种冲突和妥协中无意地形成一股合力，试图把本地教会拉到全球发展的

潮流中，而这个进程一直延续至今。原书 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

于 2013 年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 

 

5.《清末民初民间习惯视野下北方女性的日常生活》 

作者：王蕊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ISBN：9787520379670  

中国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或日常行为长期以来受到民间习惯的规范与制约影响。

本书以民间习惯与女性日常生活的互动为视角，借助社会性别学、法律社会史等学科的知

识，利用规则秩序、女性主体等概念，考察清末民初北方社会转型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体

现，通过概念与事实间的互动互证，还原形构北方妇女的日常生活面貌，进而探索妇女民

间习惯、女性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6.《清代理藩制度研究》 

作者：赵云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ISBN：9787520179607 

本书细致梳理了清代藩部机构的兴衰历程，分析了清代藩部军府制度、典章和刑罚制

度、社会制度、封爵制度、朝觐制度、驿站和卡伦制度、藏传佛教制度、备指额驸制度，

以及清末时期的藩部新政改革，最后在梳理有清一代的理藩制度的基础上，总结清代理藩

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作者指出，清代理藩制度开拓了清代大一统的新局面，促进了

藩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稳定了社会局势，维护国家统一和抵

御外来侵略，但同时也具有阶级性、隔离性等历史局限。本书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7.《道义与政治——乾隆朝常平积贮养民研究》 

作者：和卫国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5 月 

ISBN：978752037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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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贮粮食、备荒养民历来为国之大政。本书立足于国家治理和政治生态演生视角，对

乾隆朝大规模常平积贮养民政治进行了系统研究，详细探讨了常平积贮养民政治的缘起、

发展与变迁，对其涉及的存储、平粜、采买等环节具体的运转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通过

对政治过程的考察，本书着重探讨了乾隆朝政策与国家制度在地方的实际运作状况，具体

分析了体现道义责任的皇权政治之下地方官员的利益诉求和具体行为，以及地方官员行

为对政策和国家制度发展演进产生的深刻影响，并对乾隆朝奏报、题报的常平积贮数据的

真实性及其意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证、分析。本书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

古研究系列”。 

 

8.《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 

9.《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 

10.《比较与比附法制史研究的取径》 

11.《分科的学史与历史》 

编者：桑兵、关晓红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5 月 

ISBN：9787208168176、9787208168183、9787208168190、9787208168206 

桑兵、关晓红主编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系列丛书为近二十年来各

专栏刊发文章与新近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共分为概念、制度、文化、教育、学科、

学术、法政、中外八编。整套丛书由桑兵统稿，并撰写总说和分说（其中制度编和教育编的分说部分初稿由关

晓红、左松涛提供），各章节由不同学者写成。该丛书力求大体把握中外知识与制度转型之前的情形，外来知

识与制度进入中国的过程，由此引起的变化、变化所造成的延续至今的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对于重新理

解近代以来国人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应对世界格局多元化的现实与前景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上四本

为该丛书中的“制度”“法政”“学科”“概念”四编，此外，该丛书中的《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华洋

变形的不同世界》《“教”与“育”的古今中外》《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已于 2020 年出版。 

 

12.《高利贷的逻辑：清代民国民间借贷中的市场机制》  

作者：林展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5 月 

ISBN：9787030687296 

从经济史和金融史的角度，高利贷被认为是传统社会借贷关系的核心，同时也是近代

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主要论争话题之一。本书在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清代近

5000 件债务命案和民国 55 个村庄 5000 多笔借贷交易，在大规模借贷交易记录的基础上，

描述清代和民国民间借贷交易的基本特征，实证分析这些借贷交易和高利贷交易背后的

逻辑，对已有解释高利贷的不同理论进行检验，寻找其中的规律。全书主要分为三部分，

分别对应高利贷争议中的三个问题，即什么是高利贷、高利贷的原因与高利贷的影响。通过本书，作者希冀能

够促进对高利贷现象背后原因及其福利效应（welfare effect）的理解，使人类这一古老的金融创新能更好地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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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  

作者：茅海建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21 年 4 月 

ISBN：9787108070678 

戊戌变法堪称中国近代史的转折事件之一。本书分上下两编及附编三部分，上编讨论

了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追溯了康、梁早期的思想资源，

以及变法期间政策设计的采纳与实施。下编从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康有为“大同

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康有为与进化论，康有为“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等问

题出发，通过文本与史事互证，分析了康有为派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并举的基本策略，诠释了康梁变法思想形

似西学而主体仍为中学的本色。附编部分收录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发表、结集及其进呈本相关研究。

本书属“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系列。 

 

14.《风下之海：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 

作者：李智君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21 年 4 月 

ISBN：9787100196253 

福建的闽南地区自唐宋以来就是中国海上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本书从海洋历史地理

的视角出发，以明清时期厦门湾为中心，以泉州府、漳州府和台湾府为研究区域，围绕着

“海岸带－海峡－岛屿－远洋”这一海洋剖面，分十个案例探讨季风、热带气旋控制下闽

南民众的海上生活。作者认为，人类社会本身尤其是国家行为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要远大于

海洋环境，明清时期，闽南海疆社会经济和文化基本上随着国家对边疆经略的重视程度以及国力的盛衰而涨落。

本书为重新审视明清时期中国海疆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15.《白银与战争：晚清战时财政运筹研究》 

作者：刘增合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4 月 

ISBN：9787520181082 

晚清战时财政运筹是晚清战争史与财政史的交叉地带。本书从整体史观出发，将晚清

战时财政协济行动与非财政问题研究相结合，讨论了咸同以及光绪前期的战时财政协济

制度及其运作，兼及各类非财政问题和制度之外的各类因素，诸如战争进程、人脉关系、

畛域利益、国际关系以及中外媒介之舆论干政等。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呈现出各个领域彼此间之影响与制

约，如财政因素与非财政因素的纠葛，财政演变中上层与下层附属机构、中央与省地层面的照应，进而勾勒出

晚清战时财政制度的演变脉络。本书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16.《从东方学到汉学：19 世纪的比较语言学与艾约瑟的汉语研究》 

作者：陈喆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21 年 4 月 

ISBN：9787101149302 

18 世纪末近代东方学的兴起，对西方世界的知识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依托大量

外文文献，以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的汉语研究为中心，讨论了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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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界就艾约瑟研究所展开的争论，以及 19 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对汉语以及中国文明的认识情况。全书分为九

章，分别讨论了艾约瑟《汉语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书及其中西语言比较研究、艾约瑟对汉语史和语言起源的

探索、西方学界对语言研究科学方法的认识、学者围绕艾约瑟研究的争论及其本人回应等问题。附录部分探讨

了 19 世纪的比较语文学和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关系。本书属“中大史学文丛”。 

 

17.《闺门的退隐：近代中国性别观念的变迁（1860-1925）》 

作者：杨剑利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4 月 

ISBN：9787010232294 

本书探讨近代中国性别观念的变迁，主要通过考察围绕妇女问题建构的各种话语，揭

示以“男女有别”为核心的传统性别观念在这些话语冲刷之下退隐的历程。近代中国性别

观念的嬗变是由中西、新旧各种元素的碰撞、交织而来，涉及女子的习俗、地位、身份，

以及女学、女权、自由平等、男女交际、婚恋、性道德等相互关联的诸多话题。围绕这些

话题而发的各种言说蕴含紧张，它们并不仅仅是关于性别的，也包含文明进步和国族进化的想象。对儒家传统

性别观念适用性的讨论和质疑，推动了性别观念的更新，但新观念的确立与旧传统的退隐并不是一个简单替换

的过程，当中充满了争执、抵抗和反复。本书结合性别分析，把性别观念的变迁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动联

系起来考察，揭示了中西、新旧观念冲突、迭合与转化的复杂性。 

 

18.《气候、灾害与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 

作者：萧凌波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ISBN：9787030671707 

在探讨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华北平原是一个具有充分代

表性的地区。本书在社会生态学视野下，将清代的华北平原视为一个时空界限十分明确

的社会生态系统。在以人地关系为主线复原其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作者将清代华北平原

的社会生态划分为鼓励垦荒的恢复阶段、荒政主导的兴盛阶段、流民激增的衰落阶段和灾变交迭的崩溃阶段等

四个阶段。在描摹各个阶段的过程中，作者重点关注了人口和粮食的供需动态平衡及其相关过程，探讨了其内

部的自我循环及其与外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并对这些过程中政府与民众层面的不同行为方式及其互动

关系做了讨论。 

 

19.《不平等与不对等——晚清中外旧约章翻译史研究》 

作者：屈文生、万立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ISBN：9787100196352 

近年来，从语言学和翻译史角度检视不平等条约的研究路径受到重视。本书试图通

过回溯《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烟台条约》《辛丑条约》《马凯条

约》等六项重要条约的签订过程，从中外条约和档案文本之间的差异出发，关注条约文

本的“不对等”特征，借而重新阐释近代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作者认为，条约的不平等使得外方在中

外约文的翻译上有着主导权，而文本的不对等也本就是其实现不平等条约的工具。本书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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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天女临凡：从宋到清的后宫生活与帝国政事》 

作者：[美]马克梦（Keith McMahon） 

译者：辛兆坤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ISBN：9787510897856 

作者利用古籍官修史书和时人笔记小说，兼及既有研究成果，梳理了宋朝至清朝历

代后妃的典型经历与事迹，围绕一夫多妻制度下的后宫关系和女性统治两个焦点，考察

了不同朝代选拔宫廷女性时的不同倾向、她们的生育与受宠情况、她们的品阶与晋封、

她们与奴婢的关系、她们与娘家的关系等主题，探讨了宫廷后妃的生活情况及其面临的困难。在第三部分，作

者分“清朝建立”“从雍正到咸丰”和“慈禧太后”三个时期讨论了清朝的情况。原书 Celestial Women: 

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Song to Qing 于 2016 年由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出版，此

译本属“汗青堂丛书”。 

 

21.《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 

作者：费晟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ISBN：9787303268030 

本书以环境史的视角，展现中国市场、移民及资本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社会与

生态变化的影响。作者以历时性叙述的方式讨论了中国市场需求促使澳新殖民地成为其

海产资源供应地的过程，环境因素对华南居民移民澳大利亚起到的作用，澳大利亚淘金

热中华人移民取得的成果及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冲击，澳新殖民地排华立法及种族隔离制

度中生态环境话语及华人对此的消极抵抗，以及 19 世纪中期之后，华人移民运用故乡农业技艺促进殖民地农业

发展及生态维护的过程。书中强调，澳新殖民地成为“新欧洲”不仅在于欧洲殖民生态对原生态的征服改造，

更在于对其他移民的排挤与压制。 

 

22.《学步录》 

作者：陈祖武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ISBN：9787101150759 

本书为陈祖武先生论文集，收录有关清代学术史论文 43 篇，分为三辑。第一辑为“清

代学术之演进”，主要从宏观方面讲清代学术思想特点、乾嘉学派、清代朱子学派；第二

辑是“清代学人、学派、与文献研究”，是对具体的学人、著作以及文献的研究，学人如

顾炎武、刘宗周、孙奇逢；文献如《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等；第三辑是“史学传统与

中华文化”，讲史学工作者应具有的品质和修养以及历史责任和担当等。本书属“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丛”。  

 

23.《清代学术思想史》（上、下册） 

作者：张丽珠 

出版社：五南出版 

出版日期：2021 年 2 月、3 月 

ISBN：9789577639714、978957763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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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台湾学者张丽珠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全面梳理。作者认为，清代学术以开出考

据学新高度及总结传统旧学之姿，屹立于我国学术史之高峰，然而对其思想发展，学界或

普遍持负面看法，如梁启超、钱穆等，或落在理学视野，皆未能正视清代思想之独立发展

特色，更遑论肯定其创新思想理论的价值。作者专研清代学术思想多年，对于清代学术持

同情的理解，持信存在的合理性，并肯定其思想价值。全书约一百万字，共二十六章，分

为上、中、下三篇，主题分别为：“思想纷呈的清初学界”“共创乾嘉学术高峰的吴、皖、

扬、浙学”“中叶以降从论学到议政的今文学流行与异调”。书后附有“台湾地区近五十

年来哲学学门之清代哲学研究成果述评”。 

 

24.《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上册） 

作者：[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译者：牛贯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ISBN：9787203113201 

本书由费正清的博士论文扩充修订而成，依次考察了传统中国的外交模式“朝贡体系”

及其在广州的应用，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不平等条签订与履行。该书虽面世于 60 多年前，

但部分观点依然与学界最新研究形成对话，如海关税务为中英共创机构，体现帝国主义官

员与当地精英的共治；中国的通商口岸既不是清朝模式也不是英国模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相互适应等。原书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 于 1953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

版。 

 

25.《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  

作者：黄克武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ISBN：9787220119347 

本书收录了作者过去 30 多年间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典范转移、中外学界研究状况反

省的论文以及部分关于中英文史学著作的书评。在序言中，作者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和体

会到的过去数十年中台湾学界、欧美学界及大陆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研究的不同风格、传统

及其演变。书中所收文章，是对作者个人成长与时代变化的一种反映。全书分典范转移、

晚清史的检讨、民国史的反省三个部分。作者认为，随着学界对西方中心范式的反思，关于“现代性”的探索

出现多种可能。在此理念下，中国现代性不但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处境，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也是中西历史、

文化交融互释之产物。本书以此为轴心，从典范转移到具体个案，反省近三十年来的史学研究。本书属“论世

衡史丛书”。 

 

26.《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  

作者：[美]濮德培（Peter C. Perdue） 

译者：叶品岑、蔡伟杰、林文凯 

出版社：卫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ISBN：9789869938150 

所谓“中央欧亚”，西起乌克兰大草原，东至太平洋沿海地区，北从西伯利亚森林的

南缘，一路向南延伸到青藏高原。此区自然环境多变、语言文化与民族复杂，广袤千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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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明显边界。本书认为，1600-1800 年间清帝国向西，征服了“中央欧亚”，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基础。作

者利用中、英、俄、日、满、蒙等多语种史料，对这段历史加以研究。作者跳出单一民族主义视角，将大清、

俄罗斯与准噶尔汗国置于平等地位，检视了三者的互动关系。原书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于 2005 年由 Belknap Press 出版，曾获 2007 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 

 

27.《海上佣兵：十七世纪东亚海域的战争、贸易与海盗》  

作者：郑维中 

译者：蔡耀纬 

出版社：卫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ISBN：9789869938167 

16-17 世纪，随着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在东方的贸易竞争，以及明帝国的衰落与日

本国内形势的变化，东亚海域原有的朝贡经济体系开始松动。其中，福建郑氏家族（郑芝

龙、郑成功、郑经）开始崛起，在多方势力之间生存并谋求最大利益。他们活跃在跨国的

空间之中，能使用多种语言，曾先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明帝国的佣兵，也扮演过荷兰人与中国生意的中介，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时合作，有时竞争。他们的商业路线远达菲律宾、暹罗、日本，使得福建安海一度成为东

亚贸易的重要节点。他们的思维远远超越帝国官员与文人的眼界，更非反清复明、忠君爱国等标签所能说明。

本书运用荷兰文及中文史料，对这段历史加以研究。作者认为，这个海上集团的兴起与消失，不属于任何一国

的国史，必须从世界史的角度理解。原书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于 2013 年由 Brill 出

版。 

 

28.《清代四堡书坊刻书》 

作者：吴世灯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ISBN：9787211085286 

位于福建长汀（今属连城）的四堡，在清代以刻书业而著称。本书以清代福建四堡刻

书为对象进行专题研究。作者在多次深入四堡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各种历史文献，

梳理出四堡书坊的历史脉络。全书共五章，分别为四堡刻书综述、四堡刻书世家及书坊人

物、书坊业主与堂号、书坊的生产经营、书坊的书版与书籍遗存，附录族谱所载四堡外出书商名录、翠云堂书

目清单等。该书注重以出版史和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考察书坊内从事刻书活动的人物和世家，讨论四堡书坊

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生产经营状况，并通过个案研究，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经营特点，分析四堡书坊客观存在

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进而揭示四堡书坊持续繁荣 300 年的原因。本书是“福建印刷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 

 

29.《幼医与幼蒙：近世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 

作者：熊秉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ISBN：9787559829603 

本书是一本探讨中国育婴史的专著。作者指出，就精神层面而言，一个社会如何对待

其新生成员，常是该社会对人生、生死等许多基本态度的最赤裸的表现；就实际层面而言，

一个社会的育婴方法，显示其成员在养育婴幼儿的知识和技术双方面的水准，从其所运用

的工具、婴幼儿的营养状况等，更足以反映该社会在此方面的物质条件如何。基于此，本书引用大量传统幼科

典籍中的史料记载与古今传记材料，并结合世界史视角，深入剖析了千年来中国家庭关于婴幼儿养育的认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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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本书繁体字版于 2018 年 10 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30.《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作者：李长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520161787 

本书重点论述鸦片战争至 20 世纪 20 年代生活世界及关联领域的变迁，分别从城乡

生活环境、消费生活、城市生活、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展开，通过专题和个案研究对相关

问题进行讨论。作者以记述各层面民众生活为起点，关注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政治、

观念、制度变动的联系和互动，探索生活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指出生活世界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先头领

域，是孕育精英新思想的源泉和促进国家制度改革的动力，揭示民众的生活世界对延续民族生机、推动国家复

兴的历史作用。 

 

31.《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 

作者：王日根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030671509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官机制，产生了动员社会学习文化的效果，这本身就是社会治理

的一种有效途径，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科举制度走向成熟，亦使文治这种更高境界的社会治

理模式成为现实。本书系统梳理了科举制度程式的演变过程，重点分析了明清科举制度与

文风养成、士林好尚、官场生态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清科举对中央王朝行政治理的意义，

对地域间的文化促进作用，以及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后，作者在总结晚清科举所遇的困境与变革经验的

基础上，提出了良好选官制度有利于国家治理水平提升的观点。 

 

32.《清代文化东传研究——嘉庆、道光学坛与朝鲜金阮堂》 

作者：[日]藤塚邻 

编者：[日]藤塚明直 

译者：刘婧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550630383 

本书是日本学者藤塚邻在 1936 年提交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论文。作者以朝鲜阮堂

金正喜（1786-1856）与清代硕儒翁方纲、阮元等人在经学、金石、书画以及书籍的编纂与沟通等方面的交流为

纵横线，考述了清代学术、文学、文化等东传朝鲜和日本的脉络。全书分总说、燕行篇、归东篇三个主要部分。

藤塚邻是近代著名经学研究者、收藏家、鉴赏家，对中、朝、日三国学者的经典著书、书札、书画等文献收藏

丰富。本书中收录的部分文献后毁于战火，彰显出此书的学术文献价值之宝贵。本书最初于 1975 年在日本国书

刊行会出版，并分别于 1994 年、2009 年两次推出韩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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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散佚与重现：从薛允升遗稿看晚清律学》  

作者：孙家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520177009 

《读例存疑》为晚清刑部尚书薛允升的代表性律学作品，不仅萃聚薛氏一生律学著述

之精华，集中国古代律学之大成，更为晚清法律改革奠定坚实的知识储备。本书以北京、

东京、上海三地馆藏《读例存疑》稿本的发现为契机，通过文献与史实考据，揭示该部巨

著的创作过程，并以此为核心，全面考察薛允升毕生规模宏大的著作体系。王志强教授评

论曰：“有关篇章立足于薛氏著述，在具体细致的历史语境中，深入研究清代条例的变迁，对清承明律、同治

九年后条例无修订等传统观点提出新见。同时，对参与薛允升著作成稿过程的晚清刑部法曹逐一细致描绘，并

置于当时司法实务和律学发展的宏大背景中，展开了一幅晚清司法界精英图谱的历史长卷。” 

 

34.《绥边福将杨遇春研究》  

作者：赵珍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520375177 

杨遇春（1760-1837），字时斋，武举出身，一生征战数百次，官至陕甘总督，为清代

名将。本书以杨遇春及其所生活的嘉道时代为核心，通过以人系事的方式反映历史内容和

特征，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有关人物研究的理论，对杨遇春的早期军旅生

涯、在纷扰时局下的作为、维护边疆安定的事功、治军施政的重大举措与对西北社会行政

治理、军事韬略与将兵之术、君臣之问及僚属关系等方面展开阐释与分析，表明杨遇春为响应清朝军事与政治

回归正统统治秩序的号召，尽到了其作为朝臣的分内之责。本书审视了杨遇春在西北地区治军施政的重大举措

及其涉及的社会问题，并进行了以杨遇春为中心的人物谱系分析。本书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35.《晚清“三集团”关系及走势研究》  

主撰：董丛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ISBN：9787520371261 

晚清“三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最为后

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本书在厘清它们各自群体状况的基础上，特别注重考察其间关系和

走势，揭示其“多边互动”的复杂状况。这一状况与当时清朝权力格局的演变紧密关联，

是影响甚至左右晚清政局的一大要端。本书分为两篇，上篇在对“三集团”统观、分观的

基础上，揭示其构成的群体要素及各自的基本情况，并着重比较研究其异同。下篇考察“三集团”的演变走势，

探析这一过程对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影响，既对造成“内轻外重”成局的情况提出了新见，又对清末新政阶

段出现的复杂状况作出特别考察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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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部分 

1. The Stone and the Wireless: Mediating China, 1861-1906 

Author: Shaoling Ma 

Publish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1-06 

ISBN: 9781478011477 

  The book analyzes diplomatic diaries, early science fiction, feminist poetry, photography, 

telegrams, and other archival texts, and shows how writers, intellectuals, reformers, and 

revolutionaries theorized what media does despite lacking a vocabulary to do so. Media defines 

the dynamics between technologies and their social or cultural forms, between devices or 

communicative process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s in texts and images. More than simply reexamining late Qing China’s 

political upheavals and modernizing energies through the lens of media, the author shows that a new culture of mediation 

was helping to shape the very distinctions between politics, gender dynamics, economic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uthor: Tonio Andrade 

Publish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1-06 

ISBN: 9780691177113 

The book tells the story of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bringing to light a dramatic but little-

known episode that transform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West. Drawing 

on a wealth of archival material, the author paints a panoramic and multifaceted portrait of an age 

marked by intrigues and war. China was on the brink of rebellion. In Europe, French armies were invading Holland. 

Enduring a harrowing voyage, the Dutch mission was to be the last European diplomatic delegation ever receiv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urt. The author shows how, in contrast to the British emissaries, the Dutch were men with deep 

knowledge of Asia who respected regional diplomatic norms and were committed to understanding China on its own 

terms. The book suggests that the Qing court, often mischaracterized as arrogant and narrow-minded, was in fact open, 

flexible, curious, and cosmopolitan. 

 

3. The Imperial Patronage of Labor Genre Painting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uthor: Roslyn Lee Hammers 

Publisher: Routledge 

Publication Date: 2021-03 

ISBN: 9780367335687 

The book examines the agrarian labor genre paintings based on the Pictures of Tilling and 

Weaving that were commissioned by successive Chinese emperors. Furthermore, the book 

analyzes the genre’s imagery as well as the poems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and explains how the 

paintings contributed to distinctively cosmopolitan Qing imagery that also drew upon European 

visual style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echnologically-informed imagery was not merely didactic imagery to teach 

viewers how to grow rice or produce silk. The Qing emperors invested in paintings of labor to substantiate the permanence 

of the dynasty and to promote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under Manchu governance. The book include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poems of the Pictures of Tilling and Weaving as well as other documents that have not been b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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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in translation. The author’s first book about the Pictures of Tilling and Weaving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Pictures of Tilling and Weaving: Art, Labor, and Technology in Song and Yuan China) was published in 2011. 

 

4. 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  

Author: Litian Swen 

Publisher: Brill 

Publication Date: 2021-03 

ISBN: 9789004447004 

The book explains how the Jesuits entered the Manchu world. Supported by Qing court 

archives, the book discovers the Jesuits’ Manchu-style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Kangxi 

empero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is relationship, the book reconstructs the back and forth 

negotiations between Kangxi and the Holy See regarding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1705-1721), and shows that the 

Jesuits, although a group of foreign priests, had close access to Kangxi and were a trusted part of the Imperial circle. This 

book also redefin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early Qing court through key events, such as the 

Calendar Case and Yongzheng Emperor’s prohibition of Christianity. 

 

5. 「明治日本と革命中国」の思想史 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とナショナリズム

の相互還流 

作者：楊際開，伊東貴之（编）  

出版社：ミネルヴァ书房  

出版日期：2021-07 

ISBN: 9784623091799 

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思想はいかに展開し、かつ相互作用を及ぼしたのか。徳川日本

から明治維新へと至った日本、そして清朝から辛亥革命（さらには社会主義革命）に至

った中国において、思想家たちはいかなる思索を展開したのか。本書では、朱子学、陽

明学、進歩主義、国体論、ナショナリズム、アジア主義、共産主義といった思想の流れを近代史の中に位置

づけることを通じて、東アジア政治社会思想史を再構築する。 

 

6. 中国農漁村の歴史を歩く  

作者：太田出   

出版社：岩波书店  

出版日期：2021-04 

ISBN:   9784814003204 

近現代中国の農漁村の歴史を文献のみから描き出そうとしても、それは至難の業であ

る。とりわけ本書が取り扱う、村落のミクロな世界や漁民の水上世界、あるいは感染症

の世界は、文献にはなかなか書き残されていない。そこで本書では、従来の歴史学にフ

ィールドワークという新たな手法を加えることで、“歴史を歩きながら”文献の世界か

ら漏れ出てしまった人びとの生活に光をあてようと試み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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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明末清初中国と東アジア近世 

作者：岸本美緒   

出版社：岩波书店  

出版日期：2021-03 

ISBN:9784000248945 

一六世紀から一八世紀は、社会の大きな揺らぎのなか、世界各地で新たな秩序への模

索と葛藤が繰り広げられた時代であった。著者はそうした視座から、明清史をフィール

ドに、東アジアの共時性としての「近世」を考察してきた。総説「東アジア・東南アジ

ア伝統社会の形成」をはじめ、時代区分、皇帝権力、統治理念、国家観、市場構造など

の諸論点から中国史・アジア史を叙述。ひろくゆたかな眼で世界史の課題を提示する論文集。 

 

8. 曽国藩 天を畏れ勤・倹・清を全うした官僚  

作者：清水稔   

出版社：山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3 

ISBN:   9784634350717 

太平天国の鎮圧者、洋務運動のパイオニアとして知られる曽国藩。読書・学問を愛し

た宋学の求道者として、天命に従い、勤勉・倹約・清廉を旨とする生涯を貫いた彼が、

生身の人間として中国の近代史をどう生きたかに迫る。 

 

 

9. 趙烈文のみた清末の中国社会 

作者：浅沼 かおり   

出版社：吉田书店   

出版日期：2021-02 

ISBN:  9784905497936 

太平天国鎮圧における最大の功労者・曾国藩の幕僚として知られる趙烈文の著した日

記や家譜を通して、清代末期の中国社会を考察する。 

 

10. 明清史論集 ３ 礼教・契約・生存 

作者：岸本美绪   

出版社：研文出版  

出版日期：2021-01 

ISBN:  9784876364602 

専門家ではない読者を想定して書いた、中国明清史をテーマとした文章を収録した論

集。３は、明清時代の契約文書や契約に関わる紛争及びその解決に関する文章を集成。

書評等も掲載する。 

 

 

- 42 - 

 



  

论  文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6 月） 

清史论文分类索引 

（2021 年 1 月-6 月） 

政治 

清朝宝泉局机构沿革新考  张安昊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3 

“紫禁城建成 600 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张利锁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3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为虎门销化烟上完竣事奏折  朱琼臻  历史档案  2021:1 

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为大沽口重挫英法联军事奏折  赵增越  历史档案  2021:1 

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优恤黄海海战阵亡将士事奏折  伍媛媛  历史档案  2021:1 

光绪朝大阿哥溥儁档案  赵增越  历史档案  2021:1 

袁世凯罢官期间政治心态试析  陈先松，陈倩  历史档案  2021:1 

从刑部监狱看清代恤囚思想与狱制实践  王超群  历史档案  2021:2 

清代直隶州知州选任制探析  王月，张振国  历史档案  2021:2 

清代封印制度的经与权  王日根，徐婧宜  历史研究  2021:2 

端方与“丁未政潮”  张建斌  近代史研究  2021:3 

清流、洋务“各有门面”?——以李鸿章与张之洞早期交往为线索  戴海斌  史林  2021:1 

太平天国开朝诸王加宗教崇衔时间考析  杨涛，张铁宝  史林  2021:1 

清代淮安府荡地开垦与政府治理的互动  王日根，陶仁义  史学集刊  2021:1 

辛亥前后的“破坏与建设”策议  董丛林  史学月刊  2021:1 

光绪末年的保举人才与预备立宪  林浩彬  史学月刊  2021:2 

近代西文文献所记“浩官炮台”位置新考  吴宏岐，阮宏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1:1 

晚清奉天东部县级政区界线变动  薛梦缘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1:2 

满人封疆大吏崧蕃与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  韩策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清代剃发政策再论——兼与鱼宏亮先生商榷  张闶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3 

苏报案交涉中的日本  王敏，甘慧杰  学术月刊  2021:4 

书评：马世嘉（Matthew W. Mosca）著、罗盛吉译 《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的地缘政治转型》 

蔡长廷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Vol. 112(2021-6) 

Book Review Jonathan Schlesinger: Luxurious Networks: Salt Merchants, Status, and Statecraft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by Yulian W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80, No.1(2020) 

Kenneth M. Swope: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Michael Szony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80, No.1(2020) 

金子肇『近代中国の国会と憲政－議会専制の系譜－』  石塚迅  歴史学研究  No.1010（2021-6） 

 

 
 论文选自《历史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近代史研究》《历史档案》《史林》《史学集刊》《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西

域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农史》《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中华文史论

丛》《文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术月刊》，

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法制史研究》《古今论衡》《新

史学》，日本《東洋史研究》《東洋学報》《史学雑誌》《歴史学研究》《史林》《東方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美国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荷兰 T’oung Pao 等。 

- 43 -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GGBW202103007&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GGBW202103010&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SDA202101001&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SDA202101002&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SDA202101003&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SDA202101006&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SDA202101018&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WBI202101015&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WBI202101022&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SHXZ202101008&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SXYK202102004&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SXYK202102008&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LD202101023&tableName=CJFDLAST2021&url=


  

社会 

清代图赖问题的成因、禁革与治理  杨扬  历史档案  2021:1 

清代新疆遣犯的“年满为民”问题  华立  历史档案  2021:1 

制度框架约束下八旗女子的人口行为——读《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  郭松义  历史档案  2021:1 

嘉庆十六年万安仓花户方世德舞弊案档案  刘文华  历史档案  2021:2 

清末京师筹办自来水新探  朱琼臻  历史档案  2021:2 

嘉庆年间热河文庙的修缮  马林莹  历史档案  2021:2 

大户与宗族：明清山东“门”型系谱流变与实践  任雅萱  史林  2021:1 

明清时期东南山场的界址与山界争讼  杜正贞  史学月刊  2021:2 

俄国传教团成员在北京的日常生活——以 1840-1842 年戈尔斯基的家书为基础  肖玉秋  史学月刊  2021:3 

何以弭祸? 清末调和民教舆情新认知  史晓东  史学月刊  2021:4 

轮船运输与晚清民营通信的空间转型  张子健  史学月刊  2021:5 

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岳小国  中国史研究  2021:1 

水利秩序与蒙旗社会——以清代以来黄河河套万家沟小流域变迁史为例  田宓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1:1 

船桥会与清代陕南地方社会  董永强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1:1 

明清时期太仓州城的“里铺”  黄忠鑫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1:2 

明清陕西府县城墙的包砌  魏欣宝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1:2 

清初四川招民垦荒与“啯噜”的形成  陈鹏飞  中国农史  2021:1 

“并力作于山”：生存空间拓展、水资源利用与清前中期屯溪村落的空间分布演变（1693-1823）  卢东，王开

队  中国农史  2021:2 

清代城市移民的定居化与宗族建设——以广州为中心  梁敏玲  史林  2021:2 

毒国与自鸩：辛亥革命前夜的郑孝胥  吴世平  史林  2021:2 

新江南史：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以洞庭东山为中心  赵世瑜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屯田余绪中的近视边疆社会嬗变——以 1719 至 1949 年间甘肃省金塔县水利事务为中心的研究  张景平  学术

月刊  2021:5 

 

经济 

清末废科举后科举经费体系的转型  蒋宝麟  近代史研究  2021:1 

清代中西贸易商欠案档案（下）  伍媛媛  历史档案  2021:1 

道光朝备办诸阿哥出痘仪式钱物档案  哈恩忠  历史档案  2021:2 

从《赋役全书》看薪俸工食银的核算与发放  余格格，郭永钦  历史档案  2021:2 

赐潭之争：明清时期南京灵应观公产的变迁  贺晏然  史林  2021:1 

明清苏州经济中心地位略论  范金民，罗晓翔  史学集刊  2021:3 

明清时期草原丝路沿线城市张家口的发展与职能演变研究  陈新海  史学集刊  2021:3 

晚清山东邮政路网的时空演变  王含梅  史学月刊  2021:1 

晚清杂税杂捐征收名目统计与厘析  王燕  史学月刊  2021:4 

农村金融与清代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以农民兼营手工业为中心  周建波，曾江，李婧  中国农史  2021:2 

清代北方的地权结构与地权交易——以彭阳、土默特及太行山区土地契约为例  林胜强，曹树基  中国农史  

2021:3 

蚕神献丝与三蚕圣姑：明清时期蚕神信仰文化中的“晋南故事情节”与习俗传统  萧放，叶玮琪  中国农史  

2021:3 

清代嘉庆时期的新疆协饷运作及政策讨论  廖文辉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2 

资源、生计与族群：清至民国时期青海湟鱼的捕捞与运销  刘静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1:2 

晚清川盐官运商销制度的形塑  王晓静  史林  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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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各地“仓斗”形成的机制考释  胡铁球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历史大视野下的汉冶萍成败论  周积明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3 

清初台湾的请垦制度与熟番地权（1684-1724）  李文良  新史学  2021:1 

岩井茂樹著『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アジアの貿易と秩序――』  豐岡康史  東洋史研究  Vol.80, 

No.1(2021-6) 

 

边疆民族 

四世班禅生平及与四世达赖、五世达赖之关系  才让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2 

六世班禅与达天通理会晤新考——以藏文版《六世班禅传》与《三世章嘉传》为中心  柳森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2 

高僧与贵族：六世班禅喇嘛和多仁家族  李若虹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2 

伊犁将军及其满文奏折  吴元丰  西域研究  2021:1 

新发现地图所见两惠远城述论  牛贯杰  西域研究  2021:2 

史源学方法的价值——以清代伊犁惠远城建城时间为例  施新荣，魏晓金  西域研究  2021:2 

积多年研究之艰辛 结卫拉特研究之硕果——马大正《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读后  陈跃  西域研究  2021:2 

传统“天下体系”下的清雍正“安南勘界案”  段红云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1 

明清“治广以狭”思想在广东的形成与实践  陈国飞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1 

1715-1755 年间新疆兵屯研究——以吐鲁番、巴里坤和哈密为中心  刘锦增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1 

乾隆年间编入察哈尔八旗之喀喇沁、浩齐特佐领考述  苏日朦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1 

清代藏南日纳宗归属问题探析  扎洛，敖见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1 

常与变：唐、清西域治理比较  白京兰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2 

从办事大臣到都统：乾隆朝新疆东路归属甘肃及其演变  聂红萍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2 

清末循化厅抢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李守良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2 

边疆危机、移民实边与政区设置——以晚清吉林蜂蜜山地区为例的讨论  孙景超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2 

“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清以来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聂迅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2 

“滇南旧无雁”：清代以降豆雁在云南迁徙路线的变化  陈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1:1 

 

中外关系 

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与修约决策（1843-1869） 郑彬彬，张志云 历史研究  2021:2 

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  姜鸿  近代史研究  2021:1 

光绪末年清廷参加第二次海牙保和会的困窘  王静  历史档案  2021:1 

清代苏禄国聘任华商充当贡使考述  王守栋  历史档案  2021:1 

庚子围攻使馆之和战问题补证  刘芳  历史档案  2021:1 

光绪初年西班牙侵华风闻与清政府的应对  赵蒙  史学月刊  2021:4 

苏报案后中日引渡陈范的交涉及陈范在日行踪 ——基于日本外务省档案的研究  王敏，甘慧杰  史林  2021:2 

嘉庆朝英军入侵澳门事件再考察——以新见斯当东档案为中心  施晔，李亦婷  史林  2021:3 

 

文化学术 

明末清初画派与画家关系之探讨——以芜湖画家萧云从为典型  司徒元杰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1 

家族、图像与南巡故事——《万笏朝天图》考析  姚旸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2 

清代皇家赐园与北大校园  何瑜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2 

乾隆朝铜胎画珐琅制作地辨别的再思考  王崇齐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4 

坤宁宫沈振麟《百子呈祥图》新见  李湜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6 

蒋懋德《青绿山水图》及其接笔修复  张蕊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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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日本国志序》考  戴东阳  近代史研究  2021:1 

双语词典编纂与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知识的获取  元青  近代史研究  2021:3 

晚清时期李希霍芬中国地理考察及其影响  鱼宏亮  历史档案  2021:1 

清宫的妈妈里  沈欣  历史档案  2021:1 

乾隆朝“清六通”成书时间考  韩李良  历史档案  2021:1 

清宫西洋贡品考略  伍媛媛  历史档案  2021:2 

“大一统”与“华夷之辨”的理论对决——《大义觉迷录》解读  李治亭  历史档案  2021:2 

乾隆三十六年热河六寺获颁《楞严经》述略  柴冰  2021:2 

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牛润珍，管蕾  史学史研究  2021:1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刘澍  史学史研究  2021:1 

乾嘉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与融通：学术史意义及特征  王记录  史学史研究  2021:2 

章学诚“别识心裁”说再议——兼论中西史学比较的本质与目标  王振红  史学史研究  2021:2 

章太炎《书序》之学述论  余康，吴柱  史学史研究  2021:2 

《四库全书总目》对佛教史籍的著录和评述  史学史研究  曹刚华  2021:2 

“筹海”与“自强”：魏源、徐继畬应对西方策略析异  尹素敏  史学月刊  2021:4 

《遐域琐谈》为《西域闻见录》最初版本新证  李鹏翔  西域研究  2021:2 

明清两朝中国观对比研究  武沐，杨博皓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1 

清代私修史书对云南土司暴乱的历史书写——以《滇云历年传》为中心  王丹，孙骁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2 

解经与著文：清代学术史上的“疏证”体  胡琦  中华文史论丛  2021:1 

刘师培变节自述及诗旨发覆：以新发现《与章太炎书》为中心  杨婷婷  中华文史论丛  2021:2 

何谓礼生？礼生何为？——明清礼生的分类考察与职能定位  赵克生  史林  2021:2 

从“胡人”到“洋人”——清朝对俄罗斯的认知变化与华夷天下观的解体进程  程秀金  史林  2021:2 

明清至民国时期济宁宗教文化探析  孙竞昊，汤声涛  史林  2021:3 

晚清“文明”观念的宗教面向——以来华传教士群体为中心的探讨  王鸿  史林  2021:3 

组织演变与文教革新——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  徐佳贵  史林  2021:3 

新见《列朝诗集》稿本考  徐隆垚  文史  2021:1 

康熙《皇舆全览图》长城以南地区绘制精度的空间分异  韩昭庆，杨霄，刘敏，何国璠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1:3 

盖棺未必论定：王阳明评价中的庙堂和舆论  方志远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人兽之辨的越洋递演：从沃德、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  彭春凌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继承与创新：清末北京官话的域外传播模式  张美兰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仪礼·士冠礼》“乡大夫”“卿大夫”辨正——兼议乾嘉考据学对经书文本的古典重构  华喆  文史  2021:1 

清内府抄本《钦定续通志》考论  琚小飞  文史  2021:1 

强势君主与社会契约：晚清中译本对卢梭理论的改造  范广欣  学术月刊  2021:2 

论清末反洋教运动中的家国话语及其象征结构  褚潇白  学术月刊  2021:3 

晚清一代激进知识人的历史世界与精神情怀  许纪霖  学术月刊  2021:5 

从耶稣会的罗马圣母圣像看中国圣母的特质及其世界史脉络  陈慧宏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Vol. 

111(2021-3) 

书评：钟焓著《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 的反思为中心》  汪荣祖  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  Vol. 111(2021-3) 

香港圣保罗书院印刷所与蒙奇理的《算法全书》及欧几里德《原本》的汉译  关诗佩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  Vol. 110(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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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の翻訳·生産と身体政治―中国初の西洋産婦人科専門書『婦嬰新説』を中心に―  姚毅 史林 Vol. 104, 

No.1(2021-1) 

Melissa J. Brown: Footbinding in Economic Context: Rethinking the Problems of Affect and the Prurient Gaz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80, No.1(2020) 

Book Review Stephen Wadley: Bannermen Tales (Zidishu): Manchu Storytelling and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Qing 

Dynasty by Elena Suet-Ying Chi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80, No.1(2020) 

Levi S. Gibbs, Going Beyond the Western Pass: Chinese Folk Models of Danger and Abandonment in Songs of 

Separation, Modern China, Vol. 47 (2021) 

Michael O’Sullivan, Vernacular Capitalism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a Gujarati Account of China, 1860–68,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80, No.2(2021) 

Guojun Wang, The Prefatory Self: Images of the Auth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T’oung Pao, Vol. 107 (2021) 

Nicolas Standaert, The Chinese Gazette in European Sources from the Late Qianlong Period: The Case of the Siku 

Quanshu, T’oung Pao, Vol. 107 (2021) 

 

 

科学与环境 

清代西洋呢绒考析  宋文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4 

生计与风水：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曾桂林  史学集刊  2021:2 

近世日本传统暖地稻作技术研究：兼与清代中国的比较  叶磊  中国农史  2021:1 

近代中国におけるペスト・隔離・中医－天津の例を中心に－  戸部健  歴史学研究  No.1010（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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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新刊 

2002 年 8 月，为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邀请来自九个不同学科的

学者，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主题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的学术研讨会，纵议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会后，新史学同仁于 2004 年创办了《新社会史》丛刊，继而于 2007 年创办了《新史学》集刊。作为一个开放

的学术平台，《新史学》致力于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去探索当代史学创新的路径。 

截至目前，《新史学》已出版 13 卷。在史学研究进入新境的今日，该系列的出版不仅展现了多学科视野下

不同历史叙述与研究进路交汇的学术热力，亦引起更多学人关注“新史学”，协同推动当下中国历史学的学术

研究进展。 

 

《新史学（第 12 卷）·量化史学专辑》 

编者：陈志武、林展、马德斌、龙登高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520169448 

本卷分为 4 个版块，收录论文 9

篇。“量化历史研究新趋势”：陈志

武、麦晓婷《量化方法在历史研究中

的应用趋势——多人合作研究是否

越来越多？》。“国家形成与国家能力”：Joy Chen

（陈雨新）《国家形成与官僚化：来自先秦中国的证

据》，李楠、张铎《近代国家能力衰退与灾害赈济体

系转型——基于 1876-1879 年光绪大旱灾的考察》，

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清代命盗重案的统计特征初

探——基于 10.6 万件案件的分析》。“人口、寿命与

家庭”：彭凯翔《清人年寿再探——基于传记数据库

的若干考察》，曹树基《实证与建模：1910 年四川城

镇人口研究》，左右《首届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类与

人文社会科学类院士（1948）家庭和教育背景对比分

析》。“网络分析与距离分析”：杨逸《“朱子授礼”

新论——以社会网络分析为方法》，王贤彬、王明灿、

郑莉萍《理性距离还是感性距离更影响双边贸易？—

—来自日本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证据》。 

 

 《新史学（第 13 卷）·历史的统一性和多元性》 

编者：钟焓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520176033 

本卷收录论文 9 篇，分别为：

钟焓《13 世纪以降的中华世界及

其周边》，吴启讷《族群政治形态

的流变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

谢晓辉《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书

写与历史——基于湘西地区的一点反思》，温春来、

岳宗霞《再论水西君长国的承袭制度——兼论彝族

的嫡长子观念》，宋念申《叠加的东亚边疆精神史：

“间岛”争端中的宋教仁、内藤湖南和申采浩》，

林少阳《文治化的日本江户时代与明清东亚的世界

体系——兼质疑明治维新中心史观及国族历史叙

述框架》，孙江《“新清史”的源与流》，昝涛《“因

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

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钟焓《非汉文材料

所见清代内亚人群的北京观——对“承德内亚首都

论”的批评与反思》。 

《新史学》已出版卷次 

 

第一卷：《感觉·叙事·想象》 

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 

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 

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 

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 

第六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世界与中国》 

 

  

第七卷：《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 

第八卷：《历史与记忆》 

第九卷：《医疗史的新探索》 

第十卷：《激辩儒教：近世中国的宗教认同》 

第十一卷：《近代中国的旅行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