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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专题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首届“清代经济史高端论坛”综述 

2020 年 7 月 4 日至 5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首届清代经济史高端论

坛”在线上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二十余位学者参与。本次论坛同步向公众开放直播。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清史研究》主编祁美琴教授致欢迎辞。祁美琴教授

向各位学者的与会以及长期对《清史研究》的支持表达了感谢，同时简要回顾了《清史研究》近年来的发展及

在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着重介绍了《清史研究》由季刊改为双月刊的情况。祁美琴教授认为，“清

代经济史”一直是清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领域，许多影响历史学界的重要学术范式、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观点大

多是从社会经济史领域开始的。今天国内外正在大力建设的各类数据库以及数字人文研究平台等新的研究方法

和研究手段，也多由经济史学界的专家引领和参与。《清史研究》作为清史学界同仁学术交流的园地，期待能

够及时反映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热点。 

论坛由六场主题会议与圆桌讨论会组成。论坛第一场会议主题为“大分流之后”，由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

主持。香港科技大学和文凯副教授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分流之后的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报告中，

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定义及其在制度上的根本区别给出了新的解释，并以此回答中国经济在 1842 年开埠之

后工业发展何以缓慢的问题。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从资本主义的定义、“大分流”的讨论对象、现代财政国家

的形成对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影响三个方面作了评议，指出对大分流的讨论，需要超过农业经济本身，

应着重从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第二位报告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孙睿博士，报告题目为《“盛世的延续还是衰落

的开始”？——清代嘉庆时期（1795—1820）名义工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及技能溢价的 19 世纪中国例外论》，

认为嘉庆时期中国工资水平总体稳定，工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区和行业，整体的技能溢价比较稳定，说明当

时的中国确实存在较好的市场性制度效率，仍然延续着传统中国的某种优势，并且社会似乎没有变得如主流描

述中那么糟糕。河南大学彭凯翔教授主要从样本数据的收集、利用与分析等方面作了评议，认为需要仔细甄别

和深入分析不同来源的工资数据。 

论坛第二个主题为“士绅、科举与基层治理”，由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为清华大学龙

登高教授，其题目为《士绅，还是民间组织？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之道》，文章系统论述传统民间组织及相关的

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与运行机制，揭示民间公共品供给与基层秩序的内在逻辑，认为士绅持续发挥作用、并具

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背后，是各种民间组织及相关的制度支持。离开了民间组织及相关制度，士绅角色将不可能

具备普遍性和可持续性。点评人刘志伟教授主要从“法人产权”的概念入手，对报告作了评议，认为可结合更

为丰富的民间组织史料来理解士绅的角色。第二位报告人为上海交通大学蒋勤副教授，题目为《晚清松阳县的

家族、士绅与科举宾兴》，文章以晚清浙江省松阳县文公祠的具体运作，论证了科举宾兴组织在地方社会中的

地位与作用，认为科举宾兴的长久维系，离不开地方官、士绅与家族的共同努力；科举宾兴对提升地方科举成

就、促进社会流动是有益的。北京大学助理教授韩策博士从文公祠等宾兴组织关涉的多重议题、文公祠的性质、

宾兴组织的实际作用等方面作了评议。 

7 月 4 日下午，大会第三个主题为“货币与货币制度”，由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

江西财经大学邱永志副教授，题目为《价值基准的深化与离散：再论清代以降的虚银两制度》，报告认为作为

制度的虚银两，其有效运行的背后还存在一套由各类金融机构、商人组织操持运行的制度构架。虚银两在晚清

时期大量涌现，实际是白银价值基准日益深化发展的产物。与西欧国家逐渐形成的近代本位制度以及“一国一

币”的主权货币制度所呈现的聚合特质相比，近代中国白银价值基准与货币信用制度具有离散特质。何平教授

认为虚银两产生的根源，是货币职能上的冲突，即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主要就此展开

评议。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袁为鹏研究员，报告题目为《从徽商账本看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晚清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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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货币使用》，报告以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商业文书为中心，深入考察了清末徽州地区的货币行用结构，

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对于徽州市场货币行用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朱浒教授从文书史料的挖掘程度、徽商经营

结构与货币使用情况之间的关系、两家徽商的货币使用情况与徽州地区和华北地区货币使用情况之间的对比等

几个方面作了评议。 

大会第四个主题为“货币与财政”，由中国人民大学林展博士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山西大学韩祥副教授，

报告题目为《甲午战后全国性钱荒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城乡社会的冲击》，报告认为甲午战后受多方面影响，全

国性的钱荒危机破坏了各地原有的货币流通秩序，清政府希图通过各种举措来应对钱荒，但终致失败。农村地

区则通过城乡贸易吸收制钱、销毁制钱改铸私钱、扩张短陌惯例等方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钱荒的冲击，并形

成私铸在村、运销在城的民间铸币运行模式。地方政府通过钱荒环境下农村赋税的折价浮收，加重了农民负担

与市场钱荒。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袁为鹏研究员认为，首先需要从金融学的理论角度进一步阐发钱荒爆发的

机理；政府对于货币危机的前期反应不足，后期反应过度的作为值得进一步思考；货币的变动对不同阶层和地

区的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建议继续发掘物价、银钱比价方面的资料做进一步论证。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社会

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熊昌锟博士，题目为《论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企业资本筹集——以萍乡矿局官钱号为例》，

文章认为萍乡矿局成立后，为调拨、筹措矿局的资金，盛宣怀等人仿照官银钱号的形式创建萍矿官钱号。由于

管理体制落后、用人不当、资本收益主体错置，萍乡煤矿及萍矿官钱号最终必然走向结束。不过，萍矿官钱号

开创了近代企业与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先例，官钱号虽与现代银行存在一定差异，但具有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

渡性质。评议人龙登高教授认为，官钱号兴起是国营企业多元化经营的表现，是试图解决国营企业资金短缺与

经营效率低下双重问题的措施，只有现代企业制度与金融市场的发达才能够更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建议作者

进一步从宏观理论角度思考国营企业融资与经营效率问题。第三位报告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周健副教授，报告题

目为《光绪年间江广三省漕粮的采买海运》，报告认为同光年间，江广三省始终抵制户部在太平天国战后恢复

漕粮本色征运的经制，加之轮船招商局的推动，最终实行折征兼筹采买，部分恢复本色交仓的漕粮征运体制。

漕粮的买、运、交各环节，完全外包给轮船招商局。这种以折征折解、采买海运、外包轮船航运公司为核心的

新的漕运格局，使得漕运完全突破了此前的制度框架，以市场的方式，延续了贡赋制度的运作，市场成为其中

的主导逻辑。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李光伟副教授认为，在漕粮问题中，漕粮本折征收取决于国家政治、社会活

动，仅仅强调市场作用似乎并不能全面解释漕粮征收问题；李老师建议可将官商关系、地方督抚在漕运征收中

的作用、三合镇的采买案例是否具有普遍性、江广三省折征兼筹采买的方式在近代漕粮征运转变中的地位与意

义等问题纳入讨论。 

7 月 5 日上午，大会第五个主题为“法律与经济”，由中国人民大学李光伟副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上

海交通大学邱澎生教授题目为《“是官当敬，凡长宜尊”？明清商业书与 18、19 世纪重庆商人的风险问题》，

报告认为明清商人经商会遇到来自对手的削价、恶性竞争、毁约欠债、有意诈欺等商业风险，以及来自胥吏或

官员的钱财勒索、无端指控等政治风险。作者利用巴县档案中的讼案记录证明，18 世纪的商人会在不同的商业

诉讼案中拿捏商业与政治之间的风险并据此做出“私下协调”或“呈控官府”的反应。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尤

陈俊副教授对报告中材料的运用解读与研究对象作了剖析，建议对材料的文本解读应更贴近具体的文本背景。

第二位报告人河南大学彭凯翔教授的论文题目为《从例的修订看清代治理模式：以〈大清律例〉〈会典事例〉

为主的分析》，文章认为清代例的增长并不持续，各类例之间亦存在差异。《大清律例》之例的增长主要是在

乾隆中期以前实现的，在这之后即出现中落，而部院则例的增速下降相对更弱，且不如律例持续。随着数量的

变化，例的结构亦有变化，“因案生例”相比“因言生例”的重要性上升，《大清律例》的“刑律化”倾向加

强，行政法趋于细密发达。凡此均反映了清代治理模式的调整：由雍乾之际通过“治法”来扩大直接治理，回

归到“治吏”以“治民”的间接治理。评议人邱澎生教授对文章的具体案例分析与地区差异论述进行评价，建

议对个案的检视与深入应当加强。 

大会第六个主题为“环境与经济”，由中国人民大学刘文远博士主持。第一位报告人山西大学胡英泽教授

报告题目为《清宫档案所见山、陕滩案中的黄河生态保护》，报告讨论了清代黄河龙门至潼关段这一游荡性河

道变迁引发的山陕两岸的滩地之争，通过清宫档案中各级官员的奏折和皇帝的谕旨还原了黄河河道生态变化与

滩案发生的过程，两省划界的主张及变化。文章认为中央在处理滩案中所采取的征收租谷制度，并非是租、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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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的体现，而是有着清晰的边界，体现了保护黄河河道生态的意涵。评议人夏明方教授认为，作者对“生态”

概念的把握与学界存在分歧，应当予以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国家治理的概念与地方社会水利治理问题

相结合时，可与学界已有的一些理论、关怀甚至是模式进行深层次的对话。第二位报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

研究员池翔博士的题目为《重塑边疆：鸭绿江右岸的林木开发、森林交涉与边疆秩序》，报告以日俄战争前后

鸭绿江右岸森林为例，着重考察林业发展过程中的森林消长与边疆形态的关联，以森林的视角重审东北边疆近

代化的过程，讨论有关森林的商业、交涉与冲突如何内化为劳资纠纷，并重塑森林边界的一段历史。评议人中

国社会科学院王大任副研究员认为报告从森林消解入手，展示出了边疆秩序重构的新图景，并从资源主权重新

分配的视角解释中华民族开放性发展重构的新思路，建议作者可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化。 

7 月 5 日下午，大会举办主题为“清代经济史研究再出发”的圆桌讨论会，由夏明方教授主持。与会学者

相继发表了自己对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脉络、既往成就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看法。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指

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需要注意地区差异，要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要从

地方入手广泛搜集一手资料，在扎实的个案微观研究基础上，书写全中国宏大经济史的面貌。中山大学刘志伟

教授提出，研究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需要一套非西方的经济理论和体系的逻辑和概念，这也是他在自己近几年

的研究中用“贡赋体制”来解释传统市场机制的运作机制的原因。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提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理论方法的创新必须要在充分驾驭理论与扎实的实证基础之上。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主要提出三点。首先，

清代经济史研究里涉及到中西交流碰撞，在做中西对比时，更多的要以多方面的现代经济因素来理解，而不仅

仅是从农业的角度出发；其次，需要充分理解资本市场和资本本身；其三，应该继续推动量化历史研究的工作，

以便深化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认为推动清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

把握历史真实与问题意识的关系，只有做到对史料文本的竭泽而渔，并结合现代理论知识对其进行阐释，才能

做到对史实全方位的把握。这就需要经济学和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应该弥合二者的异同，共同推进经济史的研究；

二是应该注重经济部门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经济现象的理解应该镶嵌在对整个社会的认知之中，这种局部

与整体的关系的恰当把握，对于推动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框架或构建新的研究框架有莫大助益。清华大学龙登高

教授就如何理解传统中国制度与文化的问题表达自己看法。他认为一方面不能把中国传统视为完全的“黑”与

“恶”，并将之解释为无法走向工业革命的原因；另一方面，要注重中国自身传统经济历史演化的过程，关注

清代的市场经济、法人产权和制度，有利于我们去挖掘清代的制度遗产和文化遗产。香港科技大学和文凯副教

授强调经济史研究应该具有比较视野，从比较的角度认识微观与宏观、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外不同

的历史过程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在所有老师发言结束后，陈志武、王玉茹、何平、邱澎生等教授也作出了回

应。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发表致谢辞。他阐明了本次会议主办

的目的，并结合自己对学术史的梳理，总结了百年以来清代经济史的发展脉络、学术成就与存在问题，并对未

来清代经济史的发展提出展望。朱浒教授认为，清代经济史研究在学界整体的地位与话语权相对有些衰落。最

近 20 年的清代经济史资料整理取得巨大进展，但是经济史进展水平却并不令人满意，这对当下经济史学界来说

既是责任也是挑战。他指出经济史研究不是某一个学科的阵地，经济学和历史学两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应该

加强交流，以学术本位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学科本位出发，推动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屈成、高学姣，硕士生徐冉供稿，2020-7-11）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建成 600 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 

2020 年 10 月 12 日恰逢紫禁城建成 600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 95 周年，故宫博物院联合中国历史研究院、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文

物保护基金会共同举办“紫禁城建成 600 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 

本次论坛包括明代国家治理研究、清代国家治理研究、明清中央与地方研究、宫廷建筑与艺术研究、明清

文物典藏研究五个议题。专家提交论文研究领域涉及都城营建、边疆治理、明清财政、边关贸易、职官制度、

宫廷档案、建筑遗址、宫廷历史、学术史、典章文物等。探讨的范围除明清历史之外，更涉及艺术史、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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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史等多个领域，可谓一次综合性、跨学科的学

术会议。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会议采取了新的形式，除

邀请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到会外，还邀

请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

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尼泊尔等国家以及我国港

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以提供论文或视频发言的方式

参会。参会专家学者近 200 人，收集论文 160 余篇，

涵盖了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是故宫博物院历史

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学术盛会。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紫禁城基础上成

立的故宫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博物馆，不

仅拥有中国古代最宏伟的宫殿建筑群，而且拥有上

百万件珍贵文物和文献档案资料，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印记，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传统、传承文脉、增

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故宫博物院向致力于明清历史文化的系统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清历史研究的理论与

方法、典章制度沿革，以及宫廷历史文化、典藏文物、档案史料、建筑园林、文学艺术等方面。近年来，秉持

“学术故宫”的发展理念，以故宫研究院为平台，联合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力推进明清史的研究，

成为国内研究明清史的重要力量。 

开幕式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主持，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代表故宫博物院

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孙庆伟，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崔建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孙森林出席了活动并

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朱信凯副校长代表主办方之一在致辞中表示，紫禁城的社会价值，不仅体现在瑰丽的古代建

筑艺术上，而且也体现在必须深入研究的明清历史文化上。中国人民大学历来重视清史研究，1978 年成立了清

史研究所，以清史纂修与清史研究为己任。清史研究所始终牢记为国纂修清史的历史使命，在国家新修清史纂

修工程中发挥了全方位的作用。以清史研究为纽带，中国人民大学和故宫博物院多年来在合作研究、教学实习、

会议举办、课程进修等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盼望这种良好合作精神会继续发扬下去。 

故宫博物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作《紫禁城与王朝气象》的主题学术报告。报告中指

出，都城是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皇宫是王朝的中枢之地。建宫定都向为国之大政，影响王朝的历史命运。

紫禁城肇建于明朝“永乐之治”，定格于清朝“康乾盛世”，紫禁城的历史命运与王朝盛衰密切相连。明成祖

朱棣为了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力排众议，肇建紫禁城迁都北京，从天子戍边这一历史选择，深

刻影响明清两朝的历史走向。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以百余年时长，通过修缮、扩建、添建、重建，翻新

旧日的紫禁城宫殿，最终定格今天紫禁城的基本面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和世界物质文物文化瑰宝。并借助紫

禁城这一宏阔的历史平台，创造出一个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康乾盛世”，使多民族统一国

家得到巩固和发展。 

此次论坛包括五个议题：即明代国家治理研究、清代国家治理研究、明清中央与地方研究、宫廷建筑与艺

术研究、明清文物典藏研究。专家提交论文研究领域涉及都城营建、边疆治理、明清财政、边关贸易、职官制

度、宫廷档案、建筑遗址、宫廷历史、学术史、典章文物等。探讨的范围除明清历史之外，更涉及艺术史、建

筑史、宗教史等多个领域，可谓一次跨学科、综合性的学术会议。这也是历年来关于明清史研究规模最大、涵

盖领域最广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论坛必将明清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现将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从清朝舆图看海疆经略》 

刘小萌（中国历史研究院）《康熙帝许配内府包衣三藩汉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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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阳（中国历史研究院）《理学真伪之辨与清前期文化导向的确立及转向》 

鱼宏亮（中国历史研究院）《乾隆的思想世界》 

赫治清（中国历史研究院）《清代国家治理与“康乾盛世”》 

赵世瑜（北京大学）《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清史研究》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北京之殇——1860 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 

徐凯（北京大学）《16 世纪以降内外趋势与清朝大一统国家再建》 

倪玉平（清华大学）《“大分流”视野下清朝财政治理能力再思考》 

戚学民（清华大学）《记载佳话：清〈钦定国史文苑传〉对诗歌史成就的书写》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朝时期“中国”作为国名的现代转换及其政治意义》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 

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礼制、火器与国家构建：清代南苑大阅历史意义透视》 

李帆（北京师范大学）《“遗老”视角下的清代学术史——以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为核心的论

析》 

赵令志（中央民族大学）《清代雍和宫地位考》 

马大正（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朝前期边疆治理三大政策述论》 

成崇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那仁朝格图（内蒙古大学）：《〈蒙古例〉与清朝对蒙古高原的管辖

与治理》 

胡忠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清宫历史档案看清末东北鼠疫爆发及清朝政府的抗疫应对》 

刘仲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多元与交叉：清代北京城市管理的主要特征与弊端》 

常越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的讨论》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石渠宝笈〉与“清明上河图”》 

李典蓉（中国政法大学）《清初京师地区的社会秩序问题》 

姜舜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元明清北京宫殿环境艺术发展概论》 

张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北京到拉萨：清朝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讯息互动》 

常建华（南开大学）《清嘉庆朝宗室移居盛京问题新探》 

余新忠（南开大学）《昌化石兴起历史考辨——兼论历史书写中的个人情结问题》 

何孝荣（南开大学）《从元勋到乱首——论明清时期姚广孝形象的变迁》 

周喜峰（黑龙江大学）《简论皇太极的华夷观与治政理念》 

杨军（吉林大学）《阳明心学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 

李治亭（吉林社科院历史所）《清军入关辩》 

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明清时代的权力与财富》 

张朔人（海南大学）《简述爱新觉罗·载瀛之女恒容的海南生活》 

陈跃（西北大学）《调适与定制——清乾隆朝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制度的形成》 

罗冬阳（东北师范大学）《清朝盛世银钱两重构造的世界》 

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斗争问题新论》 

李玉君（辽宁师范大学）《“崇德”与“德治”——清太宗“中国”认同观念管窥》 

李理（沈阳故宫博物院）《清宫纪实绘画与清帝东巡盛京——以乾隆朝画家钱维城、蒋溥纪实性绘画为

题》 

马斗成（青岛大学）《从“仿制”到“重塑”——德租时期的近代青岛自由港演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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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复旦大学）《水乡难治：明清江南的盗匪防范与地方治理》 

张海英（复旦大学）《明清江南市镇中的“同知”与“通判”》 

侯杨方（复旦大学）《清朝皇室贡品来源的地理分布》 

魏敏（华东政法大学）《清代官员的公罪与私罪》 

范金民（南京大学）《“辇吴而衣，漕吴而食”——明清宫廷与江南衣食》 

余同元（苏州大学）《道技互进：明清江南匠作技艺理论化及其技术经济效应》 

牛建强（河南大学）《地缘力量的补充：清代河南西北部宗族建设及其特点》 

耿建羽（河北金融学院）《日本内阁文库藏清代〈浙江省战船则例〉述略》 

李琳琦（安徽师范大学）《疠疫面前，徽商何为——以光绪〈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为中心的考察》 

王日根（厦门大学）《靖海疆、彰国宪：乾隆六十年海盗治理的实践》 

陈锋（武汉大学）《清代食盐运销的成本、利润及相关问题》 

陈宝良（西南大学）《博访利病：明清时期的访察体制与地方治理》 

苏德毕力格（内蒙古大学）《直晋督抚与清末筹蒙改制》 

邹建达（云南师范大学）《儒学深入边疆——清前期云南义学发展研究》 

邓前程（四川师范大学）《清汉军旗总督黄廷桂治理四川述论》 

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新闻视野中的两宫回銮正定记事》 

杜常顺（青海师范大学）《直省与藩部之间：清代甘边地区的抚番厅》 

罗布（西藏大学）《十七世纪前后蒙藏关系史的背景与走向》 

周轩（新疆大学）《郎世宁西域画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聂红萍（兰州大学）《从办事大臣到都统：乾隆朝新疆东路归属甘肃及其演变》 

李国（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西藏降表〉题识考论》 

李国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整理刊布的百年回望与学术贡献》 

赵兴坤（河北易县清西陵文物管理处）《透过碑文看允礼生前身后事》 

徐毅（广西师范大学）《大分流与英语世界的清代经济史研究》 

周梅（安徽警官职业学院）《从“正音书院”到“国语统一办法案”——清朝国家语言治理研究》 

张龙（天津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南海子营建史》 

徐怡涛（北京大学）《北京紫禁城殿阁构架的形制特点与历史源流探析》 

李静杰（清华大学）《陕北明清石窟造像组合分析》 

赫俊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清代陈介祺手稿的价值再识与整理要目》 

吕晓（北京画院）《〈康熙南巡图〉第十二卷中的北京中轴线和卤簿》 

凌利中（上海博物馆）《中国近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先行者——以吴湖帆与故宫书画为例》 

沈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加拿大藏清宫传世文物及其相关问题》 

黎志刚（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系）《商标与明清市场》 

赖惠敏（台北中研院）《清皇室成做之后妃金器及其工艺》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康熙的喜好与皇帝的西学——从穆敬远神父建议葡萄牙国王派遣使团到京为康

熙贺寿谈起》 

茅海建（澳门大学）《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赵国英（故宫博物院）《清初私家书画鉴藏的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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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林（故宫博物院）《交泰殿里的大自鸣钟与铜壶滴漏考》 

任万平（故宫博物院）《宝物永藏——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多元价值》 

永莉娜（故宫博物院）《揆叙与储位之争——兼论满洲异姓贵族对储位废立的影响》 

陈连营（故宫博物院）《关于清乾隆帝历史观的初步考察》 

张利锁（故宫博物院）《雍正帝民族“大一统”思想的理论来源、价值意蕴与历史影响》 

章宏伟（故宫博物院）《清代皇室财政收支研究》 

罗文华（故宫博物院）《祭祖与礼佛：紫禁城养心殿一区的佛堂与清帝的信仰》 

林姝（故宫博物院）《从满文档案看孝贤皇后的丧仪》 

恽丽梅（故宫博物院）《“宜子孙”——嘉庆帝对乾隆宝玺的模仿与继承》 

关雪玲（故宫博物院）《清宫药物采办探究》 

张小李（故宫博物院）《嘉庆帝与惠济祠天后祭祀》 

滕德永（故宫博物院）《清中后期内府人参销售困难的外来因素》 

孙召华（故宫博物院）《乾隆朝制礼作乐考论》 

沈欣（故宫博物院）《“不与外事”：清前中期皇帝对皇太后角色的定位与建构》 

多丽梅（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俄国沙皇文物——〈俄太子东游记〉》 

李晨哲（故宫博物院）《〈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关于清宫活动的记载》 

项坤鹏（故宫博物院）《清宫内务府广储司瓷库相关问题探讨——兼及清以前宫廷瓷库考》 

田园（故宫博物院）《乾隆朝皇子编纂研究》 

赵赢赢（故宫博物院）《清宫筵宴膳桌小考——以乾隆四十八年元旦宫宴为例》 

周莎（故宫博物院）《清代王爷园寝葬俗初步研究》 

喻理（故宫博物院）《乾隆皇帝对隐士故庐之题咏与写仿所映射“道治天下”政治观》 

隋晓霖（故宫博物院）《清杜尔伯特贝勒色布腾事迹述略》 

张晓玮（故宫博物院）《试论乌兰布通战役中的清军失利问题——基于宫廷政治史研究的视角》 

李燮平（故宫博物院）《清代对紫禁城规划体系的继承与改造》 

杨新成（故宫博物院）《清代紫禁城布局变迁分期试论》 

徐婉玲（故宫博物院）《晚近清宫书画流传及其影响》 

周乾（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古建筑的古代科技与营建智慧》 

李天垠（故宫博物院）《从〈徐显卿宦迹图〉看紫禁城建筑的变迁》 

张淑娴（故宫博物院）《从长春宫和钟粹宫的建筑修缮看慈禧慈安地位的逆转》 

曹振伟（故宫博物院）《紫禁城东、西六宫脊步彩画调查研究》 

卓媛媛（故宫博物院）《清奉先殿后殿祭祀布局考》 

周苏琴（故宫博物院）《顺治二年“重建”太和殿辨析》 

王敬雅（故宫博物院）《康熙重建承乾宫考》 

贾薇（故宫博物院）《体和殿落成考略》 

张典（故宫博物院）《养心殿东围房修缮痕迹的史学观察》 

张雅平（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排水系统特点研究》 

王俪颖（故宫博物院）《故宫御花园石子路面及其空间作用》 

郭泓（故宫博物院）《故宫宁寿宫花园的营造历史与建筑彩画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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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福祥（故宫博物院）《明清江南文人与青田石》 

李逢源（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西洋药物巴斯的料考释》 

王莹（故宫博物院）《御花园刻石三例》 

徐瑾（故宫博物院）《论〈胪欢荟景·回人献伎〉图》 

段莹（故宫博物院）《四王仿古画中的赵孟頫接受问题》 

林欢（故宫博物院）《关于乾隆宁寿宫集锦御墨（四十锭）的几个问题》 

李士娟（故宫博物院）《〈四库全书〉周亮工诸书被撤出之辨析》 

恽小钢（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清代梵铜文殊菩萨的修复保护与研究》 

刘甲良（故宫博物院）《清内府〈得胜图〉铜版制作流转考》 

陶晓姗（故宫博物院）《“诚珍胜其他”康熙朝范制匏质漆器析论》 

杨杨（故宫博物院）《清宫藏历代铜镜初探》 

李延彦（故宫博物院）《清代的甲骨研究》 

尹航（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金属胎珐琅的修复保护探讨》 

仇泰格（故宫博物院）《从腰间的破布到官员威仪——清代长手巾考》 

李泊汀（故宫博物院）《符望阁乾嘉御笔诗文贴落初探——兼论该阁在乾嘉时期的使用》 

魏晨（故宫博物院）《“兄弟叔侄父子侍郎”——陈孚恩的印章及其江右陈氏家族》 

万秀锋（故宫博物院）《镜显纤维：对清代宫廷的显微镜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刘岳（故宫博物院）《说角韘——清宫所藏堪达罕扳指的制作与使用》 

王允丽（故宫博物院）《论清代毛皮服饰中“天马皮”“乌云豹皮”的材质》 

王跃工（故宫博物院）《乾隆年间制作的一组缂丝无量寿尊佛图轴考辨》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从满洲的汗到中华的皇帝：清代前期文化建设目的之探讨》 

黄英（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和田玉研究》 

朱赛虹（故宫博物院）《另一番“十全”景象：乾隆帝与清宫鉴藏事业》 

张燕芬（故宫博物院）《毓庆宫原状陈设复原研究》 

文明（故宫博物院）《宝相楼罗汉唐卡考》 

李文君（故宫博物院）《吴大澂致张曜信札考释》 

左远波（故宫博物院）《〈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解读》 

许冰彬（故宫博物院）《清代新疆官方山川祭祀与国家认同》 

张剑虹（故宫博物院）《清末民政部与法制改革——基于中国第—历史档案馆藏民政部档案的分析》 

李文益（故宫博物院）《论玄烨实践理学观的确立与实施》 

杨丹霞（故宫博物院）《钱维城及其文学创作考略》 

栾林（故宫博物院）《“戾家画”新考》 

余辉（故宫博物院）《乾隆皇帝与〈清明上河图〉》 

王彦嘉（故宫博物院）《十三世达赖驻黄寺期间施受礼品考》 

王翯（故宫博物院）《乾隆帝的雅趣——三希堂壁瓶插花之商》 

（摘自会议议程及澎湃新闻相关报道，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52587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

研究所博士生何永智供稿，20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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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文集》发布会暨戴逸先生清史学术思想座谈会 

2020 年 11 月 27 日，《戴逸文集》发布会暨戴逸先生清史学术思想座谈会在常熟举办。本次会议由国家清

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常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常熟市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承办。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成崇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

书记、院长黄兴涛，中共常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晓红，常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红出席会议。 

11 月 27 日上午，《戴逸文集》发布仪式在常熟虞山饭店虞山厅举行，由常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顾

玉芬主持。会上，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研究处王立新宣读了戴逸先生致谢信函，常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赵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先后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徐莉介绍了《戴逸文集》的出

版情况。 

 

赵红介绍说，戴逸先生家乡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崇文重教。戴逸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和

清史泰斗，是常熟的光荣和骄傲。戴逸先生专务清史、秉笔直书的使命追求，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攀登精神，

胸怀如金、谦虚质朴的崇高品质，是激励常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而生动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财富。在坐落于常熟

的戴逸学术馆成立一周年之际举办此次会议，探讨戴逸先生的治史成果、学术思想和历史贡献，对传播戴逸先

生的学术思想、促进常熟文化建设乃至推动我国史学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戴逸文集》全面展现了当今最具声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戴逸先生近 70 年来的治史成果、修史贡献、

学术思想，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黄兴涛表示，戴逸先生年仅 32 岁时就写出《中国近代史稿》，

享誉全国，展露了过人的才华。后来又转入清史，成为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探索清史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的杰出代表，同时培养了大量出色的学术人才。《戴逸文集》是极为厚重的当代学术经典与宝藏，体

现了戴逸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博大精深的学识，凝聚了他近 70 年来为中国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

在五个方面：首先是涵括了戴逸先生推动和见证新中国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清史学科现代转型和发展

的重要学术成果，包括一些奠基性的和开创性的成果，如《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等；其次是他领衔为

国纂修清史，《戴逸文集》中也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主要体现在《清史编务》这一部分；第三，他对 18 世纪中

外历史的整体比较研究为全球视野下比较史学的系统开拓作出垂范，是领军的、富有远见的推动者和开拓者；

第四，《戴逸文集》还灌注了戴逸先生经世致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史家情怀；此外，《戴逸文集》中

还有大量反映当代学术史的珍贵的记录、文献和反映戴逸先生历史观的作品，具有思想史意义、学术史价值尤

其是史学史价值。 

徐莉介绍说，汇集戴逸先生 70 余年学术研究成果的《戴逸文集》共 12 种 14 册，既有表现戴逸先生在清史

研究方面宏观视野和扎实考证功夫的代表性成果，也收录了他早年读书学习之笔记、治学经历，以及师友函札、

书序、书评、文史随感，特别是该书收录的戴逸先生从事清史纂修以来讲话、书札等，大多内容为首次公开披

露。文集的出版也得到了北京市社科联的支持。文集不仅全面展现了戴逸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研究

思想、治史成果、修史贡献，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研究尤其是清史学科的发展轨迹。文集出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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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稿》和《简明清史》等著作尤其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中共常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晓红为《戴逸文集》新书揭

幕。揭幕仪式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向戴逸学术馆、常熟

专家代表赠书。随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清史研究所前所长成崇德教授以《戴逸学术思想与清史纂

修的学术准备》为题发表讲话。 

“14 册《戴逸文集》，8 册专著，其余 6 册当中的《清史编务》比较集中地汇集了戴逸先生关于清史纂修

的各类文章、讲话，《学界记往》等篇目中记录了戴逸先生的学术交往和学术思想，读后思绪万千。戴逸先生

为这部史书的启动奔走呼吁整整 40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戴逸文集》，准确地记述了戴逸先生

为《清史》纂修所做的学术准备。这套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成崇德教授在讲话中重点就戴逸先

生的学术思想与他为《清史》纂修作的学术准备作了阐述。他谈到，1966 年以前戴逸先生参加了《清史》编纂

的启动和准备工作，因故中断至 1978 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成立，戴逸先生以清史所为《清史》纂

修基地，开始各种学术项目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准备。总体上，1978 年到 1999 年主要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准

备时期；1999 年到 2000 年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时期，出版了一大批成果；2000 年到 2002 年是最后的准备时

期，也是《清史》编纂的论证时期。从《清史》编纂的准备工作看，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肩负着重

任，在戴逸、李文海的领导组织之下，始终以纂修大型《清史》为己任，为纂修大型《清史》的长远目标着眼，

灌注心力于前期的各项准备，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和《清史》编纂人才的准备两个方面。1978 年到 2000 年的

20 多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发表了数千篇清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出版了大量代表性著作。加之

这个时期清史学界学术同仁的共同努力，大量的研究成果、深厚的学术积累为《清史》纂修奠定了基础。在《清

史》编纂人才方面，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为例，1978 年到 2002 年，这里培养的各类清史人才合计 350 余人，

大部分都参加了《清史》纂修。在 2002 年底至 2003 年清史研究人才统计时，全国有约 2000 人。在前期充分准

备基础上，戴逸先生提出来应该成立大型的清史研究和编纂基地，从教育部的研究基地转向国家层面的《清史》

纂修。经多次讨论汇报，2002 年 8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启动《清史》编纂工作，11 月成立领导小组，12

月 12 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2003 年至今以来是《清史》的编纂时期。 

发布仪式后，进行主旨报告，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秘书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刘文鹏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清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教授赵世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联系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燕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

会典志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郭成康等五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戴逸先生的学术思想、教学、

研学、治学等方面内容进行主旨报告。 

11 月 27 日下午，20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参加戴逸先生清史学术思想座谈会，全面深入地讨论《戴逸

文集》的学术价值、戴逸先生的学术贡献，为戴逸学术馆建设、常熟地方文化发展献计献策。 

常熟市图书馆馆长王忠良在主持座谈会时提出，《戴逸文集》的出版对清史研究和常熟这座城市意义非凡；

常熟市图书馆也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戴逸学术馆的建设，联合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清史研究、打造好弘扬和传承戴

逸学术思想的平台，挖掘和提升书香常熟的深度和精度。 

《工人日报》原副主编孟东明通过回忆与戴逸先生采访交流的经历，从戴逸先生酷爱文史的追梦精神、主

动挑战自我的精神、不畏艰难的拓荒精神角度做发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以戴逸先生学生的

视角畅谈了自己对戴逸学术思想的了解，分别从戴逸先生所具备的坚实文史功底、深厚理论素养、广博学术视

野三方面进行了阐述；常熟理工学院教授曹培根从《戴逸文集》的学术价值、戴逸先生的学术贡献、戴逸学术

馆建设、常熟地方文化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他提出，常熟地方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要重视顶层设计，把

握开放建设，抓好人才培养，兼顾普及提高，文旅融合发展。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组长、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郝秉键，苏州大学教授余同元、苏州市档案馆副馆长

沈慧瑛、原常熟市档案局局长沈秋农、常熟文史专家钱文辉、原常熟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许霆、原常熟市图书馆

馆长李烨、常熟市侨商会会长孟学军等也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刊载相关报道，详见链接：http://news.cssn.cn/zx/xshshj/xsnew/202011/t20201130_5

225440.shtml，20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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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开题报告会 

2020 年 11 月 8 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文鹏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清代驿站史研究”开题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顺利举行。 

此次会议聘请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三联书店编审潘振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侯旭东，中

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黄兴涛担任评议专家。课题的学术

总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郭成康，各子课题负责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吴元丰，中国人民大

学清史所教授华林甫，中国邮政文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力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杨剑利，课题组

主要成员中国邮政文史中心副主任陈建锋，业务处长谢成章，研究馆员孙鑫如，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苏全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那顺达来，中国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建斌和助理研究员孔迎川

博士，安徽大学卢祥亮博士，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李诚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张伯国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

教授刘贤，副教授丁超等专家、学者，以及参加课题的博士生、硕士生共 30 余人出席此次开题报告会。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主持。朱浒教授首先介绍了与会专家

学者。然后评委会主席黄兴涛教授致辞，他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出席表示由衷地感谢，并回顾了本课题申报的历

程，指出清代驿站史研究选题视野开阔，内涵丰富，涉及清代交通史、政治史与信息传播史。本课题不仅能推

动断代清史相关领域的研究，对整个古代政治史研究亦有重大意义。 

课题学术总顾问郭成康教授结合自身的学术研究，对课题研究的价值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国家治理

效能与信息有着巨大的关系，决策依据的信息是否全面、系统、真实，直接关系到决策能够避免错误。这正是

驿站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课题首席专家刘文鹏教授做开题报告。他从本课题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课题设计框架，以及研究团队

等几个方面向与会专家学者作了详细汇报。其后，各子课题项目负责人杨剑利、吴元丰、华林甫、张力扬，以

及项目组成员苏全等教授依次对本子课题的主要内容、工作规划、研究重点，及面临的难题做了发言，对各课

题的研究提出详细建议。 

与会评议专家在听取项目组的汇报之后，依次发言，他们充分肯定了选题的重大学术及其现实意义。在此

基础上，各位专家对项目课题的研究提出诸多宝贵建议。侯旭东教授认为驿站研究的国家视角固然重要，且更

应关注具体制度如何运行。潘振平编审强调，应当明确驿站的概念，厘清驿站传递的信息种类，明晰驿站的具

体运作，同并且进一步深化研究，争取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数据库。乌云毕力格教授建议，应大力挖掘边

疆地区的驿站资料，关注民族文字的使用，统筹项目子课题之间关系，协调推进项目研究进度。萧国亮教授建

议课题组关注清代驿站和驿路的思想层面价值，并强调驿站研究应当注重理论高度，也可将中西作对比，拓展

研究内容。澳门大学茅海建教授也为此次课题评议提供了书面意见。他在肯定课题研究意义的同时，提出对清

代驿站要南北方并重、重视实地考察等建议。最后，黄兴涛教授总结了与会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指出，

驿站研究要注重清代政治、经济、邮政等多个方面的结合，注重贯通清代前期和晚期，重点关注边疆民族地区

的驿站研究。黄兴涛教授代表历史学院和清史研究所表达了对于课题组的全力支持以及对到场评审组专家和与

会专家学者的感谢。 

总体而言，会议认为，课题组前期积累丰富，子课题设计结构合理。清代驿站史研究虽资料丰富，不但可

以填补以往研究之不足，而且可以形成认识和深化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角度，意义突出。但涉及汉、满、蒙、

藏等语言，难度高，工作量大。而且，各位评议专家、与会学者都主张借此课题研究之际，大力开展实地考察

与调研，与学术研究进行有机结合。 

当日下午，课题组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400 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刘文鹏教授主持。首先，他对课题

的研究提出总体规划，认为课题有两个先行，一是资料先行，即做好资料长编。二是技术先行，即以画图为先。

在项目中期检查时要有初步进展，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课题项目研究进度。其次，各子课题负责人以及项目组

成员专家均对各子课题的研究规划发表意见。华林甫、谢成章、那顺达来、丁超、苏全有、刘贤等到场专家和

学者分别就各子课题之间的统筹关系、驿路图绘制技术问题、图录与多语种档案资料收集问题及其解决方式、

驿站遗址的考察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与规划。最后，刘文鹏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强调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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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各子课题项目负责人与项目组成员沟通，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划与任务安排。 

（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相关报道，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13783，2020-11-12） 

 

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 

继 2018 年 12 月在北京大兴举办首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2019 年 12 月 21 日，以“京南古苑囿·国际会

客厅”为主题的第二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暨南海子历史文化特展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办。此次活动由中

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故宫博物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等 11 家科研单位和政府机关主办，出席会议的专

家学者、党政干部、企业代表等共 200 余人。为配合此次论坛，主办方专门布置南海子历史文化特展和南海子

特色文创市集，以生动鲜活的形式，让专家学者和民众对南海子文化有更加直观深刻的认识。 

论坛开幕式上，北京市大兴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有国，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等先后致辞。朱信凯副

校长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始终以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为自觉，重视中华文化研究。面向新时代，学校将一

如既往立足服务北京，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北京南海子文化研究院等研究机构，整合优

势资源，发挥学科优势，加强对南海子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研究，加快推动南海子文化研究的高水平成果产出。 

开幕式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南海子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念群教授发布北京南

海子文化研究院研究成果。北京南海子文化研究院已经出版第一部专门性著作《讲武习勤的皇家园囿：南苑历

史文化区研究》（刘仲华等著），由戴逸先生亲撰序言的《北京南海子历史文化研究辑刊》（第 1 辑，刘文鹏

主编）即将正式出版，这部辑刊包括学界以往有关南海子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选录、明清时期南海子大事编年、

南海子珍稀档案摘编等内容。此外，《北京南海子简史》也已经进入写作阶段。 

随后，出席论坛的嘉宾就历史和现实价值、文化保护与发展、建筑与人文、发展定位等角度对“南海子文

化”进行阐释，输出有价值的观点、发展建议等信息，为“南海子文化”注入新的内涵，也为“南海子文化”

的后续发展提供依据。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城市公园之文化生态：南海子之行的反思》，沃斯特教授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

展示城市公园在彰显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时的枢纽性地位，又通过历史的纵深，为与会人员描绘出公园蕴涵的

和谐理念。公园不仅是人们前往体验自然的地方，同样也是他们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的场所，思考我们与人类

世界应当构建怎样一个理想的关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北京史中的流泉》，

他首先介绍了与北京历史发展关系密切的主要流泉水系，说明了这些水系具有水质清洁、水情稳定、水量有限

的特点，进而揭示出北京历史水利工程的主题——流泉水系的人工集结，报告的最后，还提出保护当代泉水生

态的建议和呼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南海子文化研究院秘书长刘文鹏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南

海子与明清行宫体制的演变》，他从南苑行宫及其管理、巡幸南苑、历朝对南苑的定位与使用三个层面展开论

述，对南苑行宫的历史沿革和管理制度、清代诸帝巡幸南苑的原因及所办事务作出细致考证和梳理，并将清代

南海子行宫体制与辽金捺钵制度、明代南海子射猎活动相比较，指出南海子行宫体制是整个清代行宫制度的开

端，是以紫禁城为核心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产物。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龙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南海子营建史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看》，从构建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去审视南海子的营造历史，指出南海子研究的

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 

21 日下午，与会学者就“南海子文化”展开专题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主

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成崇德教授发表报告《南苑觐见与五世达赖喇嘛朝清考释》，中国人民大学清

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副教授发表报告《赋写园林：康熙朝〈南苑赋〉研究》，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朱蕾博士发

表报告《从团河行宫看清代皇家水源地营造》。此外，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张宝秀教授、北京市社

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刘仲华研究员、南海子文化民间学者张友才、北京史研究会会长李建平研究员又分别从历

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考古的角度、社会发展的角度等阐述各自观点，通过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指引“南海

子文化”发展方向和路径。会后，杨念群教授代表北京南海子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致总结辞，希望此次会议

能够为后来学者继续开拓南海子文化研究开启新的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王成伟供稿，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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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圆明园遗址公园保护、利用与爱国主义传承——纪念圆明园罹劫 160

周年”专家座谈会 

2020 年 10 月 18 日，“圆明园遗址公园保护、利用与爱国主义传承——纪念圆明园罹劫 160 周年”专家座

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会议室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圆明园学会共同举办，来自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园林绿化局、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北京市海淀区档案局（馆）等京津地区的 30

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国圆明园学会秘书长要砾闵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致辞。他

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欢迎各位专家的到来，并简要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的各项修缮

工作，到目前为止，老校区建筑的内外修缮大体完成，准备对外开放。朱浒还介绍了清史所在清代皇家园林研

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指出，自清史所建立以来，一直把北京历史文化作为重点研究内容，多年来培养了一批

学者专门从事相关研究工作。自 2008 年以来，建立了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与各家园林管理和学术研究单位

共同合作，致力于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表示，清史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并参

与北京历史文化和清代皇家园林的研究工作，也期待学界更多学者共同参与，推进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 

会上，四位学者分别做主题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圆明园学会副会长黄兴涛做了《民国

时期圆明园的保护与管理》的主题发言。黄兴涛梳理了民国时期在圆明园的保护与管理方面的文献档案，他表

示，以往学界对民国时期的圆明园研究往往一笔带过，但通过史料调研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对圆明园的保护和

管理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思路，体现在学界的呼声，保护组织的建立，建议的提出，以及保护的具体措施等诸多

方面，值得总结，是拓展圆明园研究的新领域，对当代的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与管理也有借鉴意义。 

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做了《圆明园中国和世界和谐共生地理的缩影》主题发言，北京市海淀区档案局（馆）

副局长张超做了《三山五园及其劫难的整体再认知》主题发言，天津大学张威教授做了《从圆明园西洋楼到天

津近代建筑》主题发言。三位学者分别从圆明园的国际影响、圆明园劫难与三山五园的整体关联、圆明园的当

代价值、圆明园与近代建筑史研究等角度论述了圆明园的多元历史文化功能和世界性影响。 

与会专家分别从圆明园古建保护、历史文化研究、现代数字技术复原、圆明园文化传播与文化自信等方面

阐释了圆明园研究的核心理念和最新成果。中国圆明园学会老会长刘庆柱教授做总结发言，他指出，圆明园的

研究内容丰厚，意义重大，期待园林、古建、历史、林学、美学、园林管理单位等各界学者共同努力，密切合

作，推动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阚红柳副教授供稿，2020-10-20） 

 

 

2019 年日本明清史研究综述 

——《史学杂志》“2019 年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专刊之明清部分 

本栏目着眼于明初至清鸦片战争为止的时期。因篇幅有限，关于清入关之后“藩

部”的情况将放在“内陆亚洲”栏目介绍，且不得不割爱大部分的译著、史料论文及

研究动向论文等。 

 

政治、军事、制度（明） 

鹤成久章的《“一世一元”制度的渊源》(「一世一元」制度の淵源」水上晴雅

编、高田宗平协助『年号と東アジア』八木書店)对这一创立经过不明的制度进行分析，推断其并非来自诏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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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而是遵从洪武帝的遗制且被确立下来的结果，又为清朝（及明治日本）所继承。川越泰博的《关于燕

王举兵后的志愿兵》(「燕王挙兵後の志願兵について」『明大アジア史論集』23)依据各种卫选簿，对靖难之

役爆发后加入燕王麾下的志愿兵的履历进行了分析。其另一篇文章《洪武三十五年的燕王军渡江与江北的人们》

(「洪武三十五年の燕王軍渡江と江北の人々」『人文研紀要』〈中央大〉94」)探明在燕王军队渡过长江，攻

占南京城的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扬州卫和高邮卫的卫所官，在战后被视为建文帝麾下的旧部，从而未能享受

优待的恩惠。明后期政治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城地孝的《北虏问题与明帝国》(「北虜問題と明帝国」

岸本美緒編『1571 年』〈歴史の転換期６〉山川出版社)以隆庆和议前后的时期为对象，描绘了当年长城南北

边境的动向，以及明朝中央和地方的对策。虽是旁系继位，却决定了治世基调的嘉靖帝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奉为

“恭穆献皇帝”，并为其编纂实录，城地孝的《天津图书馆藏〈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与嘉靖时代的史书编纂

事业》(「天津図書館蔵『大明恭穆獻皇帝実録』と嘉靖時代の史書編纂事業」『文化史学』75)一文探讨了该

史料的价值，并指出嘉靖帝把献皇帝的言行编写为实录，将其规范化，是为了将自己实施的政策正当化。岩本

真利绘的《明代的专制政治》(『明代の専制政治』京大学術出版会)以图谋创造皇帝主导的政治体制的嘉靖帝

与管志道二人为主线进行了叙述。新田元规的《对濮议评价的转换》(「濮議に対する評価の転換」『中国哲学

研究』30)指出北宋濮议的“皇伯说”起初是放在理想君主论的语境下讨论的，经过嘉靖的仪礼之争后发生了转

变，明末清初之时亦视为民间继承论来探讨。松浦智子的《为明代内府所接纳的宋代武人绘本》(「明代内府で

受容された宋の武人の絵物語」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史料への回帰と展開』汲古書院)考察了在“南倭北虏”

的外压之下，在宫廷中亦有制作被视为“宋朝事物”的通俗文艺彩绘抄本的背景。在尊重与北方外敌奋战的宋

朝，并且尤其以岳飞为内心支柱的风潮之下，负责宫廷教育的宦官自比岳飞，意图宣传自己尽忠报国的意图。

藤井美奈的《胡宗宪的对外政策观》(「胡宗憲の対外政策観」『立教史学』4)比较了胡宗宪在担任巡按御史时

期对北虏问题的应对与其调职到浙江后对倭寇的活动之间的共同点。夏欢的《胡宗宪与张经弹劾事件》(「胡宗

憲と張経弾劾事件」『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46)通过《三巡奏议》中收录的题奏来考察浙直总督张经弹劾、处

刑事件中胡宗宪的言行，并指出不同于以往附和的立场，此次他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张子平的《文禄之役中

日明讲和交涉的开始》(「文禄の役における日明講和交渉の開始」『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24)探讨了万历二

十年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在平壤讲和交涉的过程，文章认为交涉最初可能只是偶发事件，明廷与丰臣政权对讲和

各有打算。大野晃嗣的《明朝与丰臣政权交涉的一个场面》(「明朝と豊臣政権交渉の一齣」『東洋史研究』78-2)

考察了在万历二十四年的和平交涉中，明朝兵部颁给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的“劄符”，探讨了授受双方的意图，

并试图从丰臣政权的内部次序中寻找“劄符”上有被修改过的痕迹的理由。荷见守义的《监军陈效与“万历朝

鲜之役”》(「監軍陳効と「万暦朝鮮の役」」『人文社会科学論叢』〈弘前大〉6)以该战役中担任辽东镇及朝

鲜监军御史的陈效为例，考察了其管辖的领域。时坚的《对明末地方军费管理的一考察》(「明末地方軍費管理

の一考察」『東洋学報』100-4)探讨了在天启至崇祯年间四川、贵州发生土司叛乱，即“奢安之乱”之际，特

别设立的“黔饷”。其财源、征收及运用的实际状况体现了户部在进行财政调整及管理强化的一面。泷野邦雄

的《关于吕振飞的前半生》(「呂振飛の前半生について」『経済理論』395、2018)描写了明末负责淮安治安维

持的吕振飞在兼任凤阳巡抚和漕运总督之前的经历。渡昌弘的《明代国子监政策的研究》(『明代国子監政策の

研究』汲古書院)是一本关于明代的国子监、监生的专著。井上进、酒井惠子的译注《明史选举志》二(『明史

選挙志』二 平凡社)完结。 

 

政治、军事、制度（清） 

中村和之的《元、明时代的女真（直）和黑龙江流域》(「元·明時代の女真(直)とアムール河流域」、古

松崇志·藤原崇人·臼杵勋·武田和哉编『金·女真の歴史とユーラシア東方』勉誠出版)概观金末期至明前中

期的女真史，注意到女真在海上的活跃。杉山清彦的《从女真到满洲》(「ジュシェンからマンジュへ」同)中

浓缩了从金(完颜氏)到大清的历史。文章指出努尔哈赤等人在意识到金的发祥与霸业的同时，也有着对与谱系

相异的爱新觉罗氏的自负，这与皇太极改称满洲和大清不无关系。承志的《满语〈金史〉的编纂》(「マンジュ

語『金史』の編纂」同)依据满语《金史》的两种稿本，探讨了对国家初期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的《辽史》《金史》

《元史》的满语翻译事业。增井宽也的《关于八旗创设时期的固山分领制及其基底》(「八旗創設期のグサ分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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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とその基底について」『立命館東洋史学』42)认为八旗分领制是努尔哈赤将凭己力获得的国人、属民作为家

产暂时分配给子弟（salibumbi）的结果，作为继任者的皇太极也难以轻易改变这一专属关系的实质性。矶部淳

史的《太宗皇太极与烟草》(「太宗ホンタイジとたばこ」『アジア史学論集』11)从身份秩序形成的角度来考

察皇太极的禁烟令。除了汗以外，拥有吸烟特权的只有旗主，这是在以一个肉眼可见的形式来表明旗王的身份。

其另一篇文章《太宗朝、顺治朝的镶红旗与旗王系固山额真》(「太宗朝·順治期における镶红旗と旗王系グサ

＝エジェン」『東方学』138)着眼于由具有强大势力的旗人担任的固山额真之职，注意到顺治朝前半期的镶红

旗内存在着旗主连续任官的现象，以此来探索多尔衮的意图及其政治背景。此文可视化地反映了镶红旗地位下

降的事实。绵贯哲郎的《从“降清汉人”到“汉军旗人”》(「「降清漢人」から「漢軍旗人」へ」)和《再论

祖大寿与“祖家将”》(「祖大寿と「祖家将」再論」志学社論文叢書電子版)等两篇文章具体讨论了由汉人变

换为汉军旗人的过程。太田出的专著《关羽与灵异传说》(『関羽と靈異伝説』名大出版会)探讨了清代的关羽

信仰及关帝庙所起到的作用。松浦茂的《尼布楚条约与俄清两国的国境》(「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とロ清両国の国

境」『アジア史学論集』11)从戈洛文的大使日记等材料中提取出两国代表协议的内容，并通过史书和地图等来

探讨清朝对划定之后的国境的看法的变化。王欢欢的《雍正帝的贱民解放令中所见的蜑民》(「雍正帝の賎民解

放令にみる蜑民」『岡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研究科紀要』48)从贱民管理的视角来考察蜑民身份的特质。或许

还有必要结合皇帝独裁权来进一步讨论解放令的意图。余思奇、藤川昌树的《清代五台山镇海寺的建筑构成及

其变容》(「清代五台山鎮海寺の建築の構成とその変容」『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84－766)发现禅宗寺

庙镇海寺于康熙至嘉庆年间形成了以“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皇帝权力”为基础的空间。期待在历史学

研究上能有进一步的阐明。承志的《刻在石碑上的“喇嘛说”》(「石碑に刻まれた「喇嘛説」」『基盤教育論

集』6)探讨了雍和宫中作成于乾隆末期的四体合璧（满蒙藏汉文）石碑的制作理由，从中发现了对西藏、蒙古

影响力的强化，对喇嘛一族世袭的排斥，以及对乾隆帝过度信仰藏传佛教等舆论的考量。阿音娜（李曼宁译）

的《清代雍和宫中的金瓶掣签》(「清代雍和宮における金瓶掣籤」『世界仏教文化研究』2)一文研究了“喇嘛

说”中提及的金瓶掣签。党武彦利用方观承的《述本堂诗续集》中收录的诗来考察乾隆政治史的系列研究，以

《关于方观承撰〈燕香二集〉下（下）》(「方観承撰『燕香二集』下について(下)」『熊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68)一文画上句号，通过诗来呈现他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地位。新井崇之的《清代乾隆年间景德镇官窑的盛衰》(「清

代乾隆年間における景德鎮官窯の盛衰」『東洋陶磁』48)认为乾隆之后景德镇官窑衰退的原因在于内务府官员

管理、监督的体制阶段性地转移向了地方官；十分了解管理者的经验与瓷器品质之间关系的乾隆帝，注意到地

方官兼任时期接连发生的不端事件。其另一篇文章《清代嘉庆至同治年间景德镇官窑衰退的分期》(「清代嘉慶

～同治年間における景德鎮官窯衰退の画期」『明大アジア史論集』23)指出嘉庆以后宫廷费用的收紧，太平天

国时期景德镇的陷落和停产导致的技艺传承的中断，使官窑走向了衰落。村上信明的《清朝中期旗人精英的“旗

人”意识与“中国化”》(「清朝中期における旗人エリートの「旗人」意識と「中国化」」『創価大学人文論

集』31)通过蒙古旗人松筠的著作，考察了在嘉庆帝意图打造“中华帝国”的背景之下，旗人的“儒教内化”。

作者指出“中国化”与“旗人特征”这一互补的政治信条是基于儒教而产生的。古市大辅的《对清代后期永陵

正白旗满洲喜塔腊氏的初步考察》(「清代後期の永陵正白旗満洲喜塔臘氏に関する初歩的考察」『金沢大学歴

史言語文化学系論集』史学·考古学 11)对旗人参加科举，及其与科举官僚家族之间婚姻的事例进行了研究。山

本一的《清代督抚对地方官的人事权：王朝统治的一个侧面》(「清代、督撫による地方官人事からみる王朝統

治の一側面」『史林』102-4)分析了乾隆时期督抚通过奏折向皇帝请愿批准地方官人事的事例。指出对系统灵

活的运用让官员的嬗替更有效率，排除了行政的空窗期，体现了中央集权体制与地方统治更为切实地联系在一

起的可能性。金汉朴（Kim Hanbark）的《清代的“里程配流”》(「清代の「里程配流」」『史林』102-5)分析

了乾隆时期两度改订的内地流刑配所指定线路“里道表”的背景，指出第一次改订是为了实现配流距离与量刑

的整合性、严密性，第二次改订则是为了分散配流犯的过度收容问题。谷井俊仁、谷井阳子译释的《大清律·刑

律》(『大清律·刑律』平凡社)全两卷完结。谷口规矩雄的《关于清代中期的火药、火器的使用状况》(「清代

中期に於ける火薬·火器の使用状況について」『研究論集』〈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4)发现在军费紧缩的情

况之下，乾嘉时期的内外作战中仍在大量地使用火药和火器。作者还在《关于清代中期民间的火药、火器的私

造与私贩》(「清代中期、民間に於ける火薬·火器の私造·私販について」『愛大史学』28)中探讨了秘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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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和海贼所持有的火药、火器的情况。 

 

海域世界、贸易、对外关系 

山内晋次的《渡海的硫磺》(「海を渡る硫黄」鈴木英明編著『東アジア海域から眺望する世界史』明石書

店)概观 14~16 世纪东亚海域中日本与琉球生产的硫磺的流通情况，揭示了与以往的单线路径不同的，多极化、

复杂化的构造变化。中岛乐章的《郑和的记忆》(「鄭和の記憶」同)通过各种史料整理并考察了 15 世纪末葡萄

牙人在印度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最初情报。伊川健二的《十六世纪前半期中国岛屿部交易的不安与安定》(「十

六世紀前半期における中国島嶼部交易の不安と安定」同)考察了当时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各个岛屿港口作为走

私贸易港的功能。丰岛顺挥的《关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海上走私贸易的法律设置》(「明代成化·弘治年間の

海上密貿易をめぐる法整備」『立命館東洋史学』42)将民间商人对走私贸易认识的形成，以及明朝针对这些人

设置的法律及施加的积极管束一并加以考察。彭浩的《明代后期的渡海“文引”》(「明代後期の渡海「文引」」

松方冬子編『国書がむすぶ外交』東大出版会)专门讨论了海禁缓和后的 16 世纪后半期，官方向民间商人发行

海外渡航许可证的制度。久礼克季的《台湾郑氏与爪洼》(「台湾鄭氏とジャワ」『史苑』79-1)从 17 世纪后半

期台湾郑氏与万丹王国等各种势力的关系，来考察他们活跃在爪哇岛的海上贸易活动。 

关于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有铃木开的《一六二一年的进香使李必荣一行的遇难》(「一六二一年の進香使李

必栄一行の遭難」『明大アジア史論集』23)，本文在考察为悼念万历帝派遣到北京却因后金对辽东的攻占，而

从海路归国的李必荣使团之外，还探讨了同一时期双方使团的往来。辻大和的《朝鲜、后金之间的经济关系》(「朝

鮮·後金間の経済関係」三谷博·張翔·朴薫编『響き合う東アジア史』東大出版会)指出对坐拥多个贸易关口

的朝鲜而言，后金国既是出口明和东南亚产品的对象，也是进口人参的重要对象，揭示了朝鲜作为东亚国际贸

易中介的存在意义。洪性鸠的《关于韩国所藏清朝(满文)文书》(「韓国所蔵清朝(満文)文書について」『学習

院大学国際センター研究年報』5)（林庆俊译）对韩国各个机构所藏的外交文书等二十五件满文及满汉合璧的

史料进行了探讨。桑野荣治的《朝鲜显宗时代的朝清关系与望阙礼》(「朝鮮顕宗代の朝清関係と望闕礼」『久

留米大学文学部紀要』国際文化学科 36)将显宗时期（顺治末年至康熙前期）对宗主国实行遥拜礼仪的情况，

与清使来朝的情况放在一起考察，由此可知关于清廷的信息是如何被朝方掌握的。李豪润的《十八世纪朝鲜士

大夫的清朝认识》(「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の清朝認識」『立命館文学』660)从康熙末年的燕行使金昌业的《老

稼斋燕行日记》中确认了呈给清朝的礼乐文物获得了好评，并发现了“北学论”的萌芽。中纯夫的《关于洪大

容的对外认识》(「洪大容の対外認識について」『洛北史学』21)通过洪大容在乾隆时期的燕行录中的记载，

对作为北学派一员的洪大容的华夷观进行了考察。池谷望子的《万历四十年的王银诈取事件及其背景》(「万暦

四十年の王銀詐取事件とその背景」『南島史学』87)分析琉球国王给福建布政使的咨文中所记载的王家掠取公

银事件，发现其有意地对发生的时期和内容进行了模糊的记载，并考察了个中缘由。渡边美季的《隐匿的外交》

(「隠すという外交」『響き合う東アジア史』)生动地描写了琉球首里政府对大概掌握了实情的清朝掩饰琉日

关系的情景。这样相互隐匿的结果，就是保全了三国之间“长期无事”的朝贡，和琉球在外交权上一定的自主

性。 

 

经济、流通、都市 

14 至 15 世纪的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大话题，中岛乐章的《十七世纪的普遍危机与东亚》(「十七世紀の全般

的危機と東アジア」秋田茂責任編集『グローバル化の世界史』〈MINERVA 世界史叢書 2〉ミネルヴァ書房)，

《1571 年》(『1571 年』)及岛田龙登编《1683 年》(『1683 年』〈歴史の転換期 7〉山川出版社 2018)的总论中

均有讨论。丰冈康史、大桥厚子所编《银的流通与中国、东南亚》(『銀の流通と中国·東南アジア』山川出版

社)由两部构成，其中第一部考察了银的流通与“道光萧条”的争论，第二部则探讨了东南亚。与此相关的讨论

还有近期出版的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中国经济史》(『中国経済史』みすず書房)。岸本美绪的《米

和丝绸和花街柳巷》(「米とシルクと歓楽街」古田和子編著『都市から学ぶアジア経済史』慶大出版会)描绘

了 17 至 18 世纪的清代苏州，通过米谷流通、制丝绢织业及娱乐活动的消费来展示包围着苏州的多层次的经济

网络。松浦章的《航行在大运河的民船商人》(「大運河航行の民船商人」『関西大学文学論集』69-1)根据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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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的“淮安关黄册”，来分析通关的民船数量、征税额及商人的活动。其另一篇文章《关于乾隆年间广

东贸易中的外国棉花进口》(「乾隆年間広東貿易における外国産棉花の輸入をめぐっ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

研究所紀要』52)叙述了乾隆时期广州进口外国棉花的背景。植松瑞希的《仇英作〈金谷园、桃李园图〉与明代

苏州庭院的雅集文化》(「仇英筆「金谷園·桃李園図」と明代蘇州の庭園雅集文化」井戸美里編『東アジア庭

園表象と建築·美術』昭和堂，可视化地反映了社会上升的奢侈风潮，确认了仇英作画背景中存在着伴随都市

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豪奢的造园文化。植松宏之的《明代杭州旅行的诸相》(「明代杭州における旅の諸相」『二

松学舎大学論集』62)以明代为中心，通过纪行与日记，来考察杭州城外寺院的住宿功能。钱晟的《崇祯买办改

革与北京牙行的实况》(「崇禎買弁改革と北京牙行の実相」『東洋学報』101-3)考察了明末牙行的商业范围扩

大的情况。指出在崇祯改革中“官牙”在名义和实际上都肩负着皇室对物资调度的需求，这一背景反映了其经

济及组织上的发达。堀地明的《清代北京的官治消防与火灾灭火活动年表》(「清代北京の官治消防と火災消火

活動年表」『北九州市立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149)梳理了北京内外城官治消防组织的变迁，并制作了灭火活

动的年表。都通宪三朗的《关于〈津门保甲图说〉中所见清代后期天津的寺庙》(「「津門保甲図説」にみえる

清代後期天津の寺廟について」『仏教経済研究』48)从寺庙具有成为自治组织据点的机能出发，来说明道光末

年的混乱时期中制作网罗天津县城内寺院的地图册的理由。荒武达朗的《连接“满洲”与中国本土的都市》(「“満

州”と中国本土と繋ぐ都市」『都市から学ぶ経済史』)以登州（蓬莱）为舞台，展现了 19 世纪初围绕着“满

洲”的经济活动的扩大。小野达哉的《围绕清末重庆义渡的社会构图》(「清代重慶の義渡をめぐる社会的構図」

『東アジア研究』70)通过重庆义渡相关的纠纷事例，考察船帮、团练、同业行会与官府之间的关系。 

 

环境、自然、灾害 

金贤善的《明代湖南省的环境与疫病》(「明代湖南省の環境と疫病」『響き合う東アジア史』)（铃木开

译）分析明末在湖南一带传染病极为严重的原因，指出比起地理条件，环境因素更值得重视。宫崎洋一的《山

西省北部的灾害及其应对》(「山西省北部の災害とその対応」『鴨台史学』15)按时间顺序来把握代州发生的

灾害，联系到开发等自然环境的变化，并分析人们的反应。张青瑶的《清代山西北部地区土地利用的变化及其

原动力的分析》(「清代山西省北部地区の土地利用の変化及び原動力の分析」『学習院大学国際センター研究

年報』5)（齐会君译）梳理了明末到清山西北部的开垦等土地利用情况的变迁。井黑忍的《重新雕琢的传统》(「彫

り直された伝統」『歴史学研究』990)以山西曲沃的水源池为例，关注被视为公平利用和管理水资源的依据的

近世的水册和水利碑。作者将宗族形成的共时性纳入考量，从传统再生的角度来解明其在基层社会起到的作用。 

 

地域社会 

关于宗族关系，有井上彻的《华夷之间：明代儒教化与宗族》(『華と夷の間＝明代儒教化と宗族』研文出

版)刊行。郎洁的《明清“文学世家”的研究》(『明清「文学世家」の研究』一粒書房、2018)探讨了宗族之间

的婚姻与教育。远藤隆俊的《明清族谱的史料性》(「明清族譜の史料性」『資料学の方法を探る』17、2018)

将苏州范氏宋明元时期的族谱和明末清朝的《范氏家乘》进行了比较。伊藤正彦的《休宁县二七都五图所属人

户的娶妻范围》(「休寧県二七都五図所属人戸の娶妻範囲」『唐宋変革研究通訊』10)通过万历年间的赋役黄

册来分析该区域的婚姻圈及婚姻对象。卞凤奎的《清朝漳州郭氏一族的台湾移民状况》(「清朝漳州郭氏一族の

台湾移民の状況」『南島史学』87)探讨了雍正年间移民到台湾的漳州郭氏的历史。荒武达朗的《明清华北的地

域社会与宗族》(「明清華北の地域社会と宗族」『人間社会文化研究』〈徳島大〉27)通过地方志，对山东莒

州各个宗族的分布倾向及发展时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王柯的《脱离边缘的意图》(「周縁を脱出する作意」『国

際文化学研究』52)通过族谱来解读清代南方穆斯林宗族与公权力（官）的关系。对社会与文化关系的进行探讨

有浅沼香的《常州观庄赵氏的历史中所见清代社会的一断面（八）》(「常州観荘趙氏の歴史にみる清代社会の

一断面(八)」『共立国際研究』36)通过清末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来描绘他的隐居生活和乡绅社会。还有仙

石知子的《关于〈列女传演义〉中的贞顺》(「『列女傳演義』における貞順について」『中国女性研究』28)

从《列女传演义·贞顺传》中发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潮中出现了新的女性规范。胜山稔的《对白话小说中的招婿

婚的跨学科考察》(「白話小説に現れた招婿婚の学際的考察」『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43)通过明代白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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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考察宋元明时期招婿婚多发的背景及其弊害。并提出从小说中收集事实，进行史学考察的重要性。三木聪

的《中国福建省的社会空间》(「中国福建省の社会空間」『1683 年』)以台湾郑氏灭亡以后的福建汀州府为舞

台，描绘了人们与社会空间向福州收缩的状况。张韬的《〈闽都别记〉中所见的福建地域文化》(「『閩都別記』

からみる福建の地域文化」『人文研究』〈神奈川大〉198)根据长篇章回体小说《闽都别记》来描写具有海洋

文化特质的福建的历史和文化。甘利弘树的《顺治后半期广东山寇的活动及平息》(「順治年間後半における広

東山寇の活動とその終焉」『社会文化史学』62)探讨了广东的山寇谢志良、谢上逵父子受明的招抚成为地方武

官，又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事实。关于地方志，山本英史的《中国地方志所反映的地域社会》(「中国地方志が

伝える社会地域」『慶応義塾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紀要』50)，以万历《秀水县志》中著名的抗租纪事为题材，

说明地方志的记载并不局限于该区域内，并倡导应对参与编纂的乡绅的“地域社会观”进行再度探讨。滨岛敦

俊的《明末清初的湖州地方志二种》(「明末清初の湖州方志二種」『東洋文庫書報』50)探索了经济实力和文

化水平都极高的浙江湖州府为何会杜撰缺乏赋役关系记录的地方志的背景。小二田章的《〈西湖志〉中所见清

初期杭州地方志的编纂》(「『西湖志』にみる清初期杭州の地方志編纂」『東洋文化研究』21)指出由官府主

导编写的清朝《西湖志》是乾隆南巡的纪念产物，象征着文化统治的成功。关于地域社会的文书关系，有臼井

佐知子的《中国明清时代以降的文书管理》(「中国明清時代以降の文書管理」『歴史学研究』984)。西川和孝

的《面向云南下层社会的汉字读写能力普及》(「雲南下層社会への漢人リテラシーの普及」山田敦士編『中国

雲南の書承文化』勉誠出版)由科举、寺院和矿山的相关关系，讲述明朝以后云南地区汉字能力的普及。相原佳

之的《民间文书的收集保存与地域资源化》(「民間文書の収集保存と地域資源化」同)展现了贵州锦屏县《清

水江文书》的特点。 

 

学术、思想、宗教 

野村鲇子的《〈列朝诗集小传〉研究》(『『列朝詩集小傳』研究』汲古書院)对这本收录了明代近两千名

诗人的略传及诗篇的书籍进行了研究。井上进的《〈万历野获编〉的版本问题》(「『万暦野獲編』の版本問題」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43)将现在通行的《万历野获编》（底本为道光本）与数个旧抄本进行比对，指

出其中的讹误和校勘的不足。新田元规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的君主政体起源论》(「黄宗羲『明

夷待訪録』「原君」における君主政体の起源論」『中国－社会と文化』34)将其表题归类为“利己之人形成社

会，应其必要形成君主制”的“自下而上”论，并指出从“民本论”上亦可看出黄宗羲的独到之处。市濑信子

的《〈月泉吟社诗〉的记录及其变迁》(「『月泉吟社詩』の記録とその変遷」『経営研究』〈福山平成大〉15)

指出从清代地方志编纂的历史资料中可以摘录出对元初诗歌比赛进行记录的《月泉吟社诗》的相关记载。陶德

民的《西教东渐与中日事情》(『西教東漸と中日事情』関西大学出版部)对由基督教在亚洲的布教活动引起的

东西间的对立与融合的过程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属于文化交涉学的成果。内田庆市的《〈拜客训示〉的研究》

(『『拝客訓示』の研究』同)探讨了这部传说有利玛窦参与的汉语初级会话集。辻高广的《康熙帝的地震论与

南怀仁的地震论》(「康煕帝の地震論とフェルビーストの地震論」『桃山学院大学総合研究所紀要』44-3)指出

康熙帝的“地震”论是在中国的“气”的概念的基础上对西洋科学的理解进行了扬弃，并排除了天谴论的观点。

渡边纯成的《〈大学〉中的“格物”如何翻译为满语（上）》(「『大学』の「格物」は満州語にどのように訳

されたか(上)『満族史研究』17、2018」)考察了作为儒教术语的“物”在康熙时期是怎样被翻译为满语的。中

西龙也的《明末清初的激荡与中国穆斯林》(「明末清初の激動と中国ムスリム」『歴史評論』826)在明末的思

想多样性与康熙帝对朱子学的信奉而进行的种种思想统治等背景下，围绕着思想界的情况对汉语伊斯兰文献的

作者王岱舆、刘智在汉文翻译上的差异进行了说明。 

 

结语 

亚洲海域史和全球经济构造相关的论文集层出不穷，成果累累。包括文中未能介绍的史料译注和推介在内，

关于前近代基督教和传教士的研究成果也颇为瞩目。在文化与学术方面，则展现出从与西洋邂逅的角度来重新

审视明清的倾向，或许还会持续发展下去。这样的问题意识在冈本隆司、箱田惠子编著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手

册》(『ハンドブック近代中国外交史』ミネルヴァ書房)的第 1、2 部《清朝对外关系》(「清朝の対外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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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西洋的关系》(「西洋との関係」)中均有所体现，本栏中割爱的关于内亚关系的讨论亦可参考该书。还

可看到目光投放向东方，将大清帝国与织丰政权、德川幕府进行比较的杉山清彦的《近世东亚的两个武人政权》

(「近代東アジアの二つの武人政権」『ふびと』70)这类的考论。如此宏大的议论，建立在对史料细致的解读

与分析，以及对各种材料的收集基础之上，因而颇具说服力。即便新史料大量地公开，阅览也越发便利，在令

和时代，认真对待每一份史料的追求依旧不变。去年出版的山本英史编《中国法制史料解读手册》(『中国法制

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東洋文庫)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个指南。 

（圣母清心女子大学文学部准教授铃木真作，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生张珺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

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申校） 

 

简  讯 

故宫博物院“2020 年故宫学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2020 年故宫学学术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

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近

五十名学者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主持，文化与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

院长王旭东致辞。 

大会发言设两场，分别于 7、8 两日上午举行。第一场大会中清史相关发言有：郑欣淼（故宫博物院）《宫

与院：依存、互促与调适——故宫博物院九十五年历程的启示》，段勇（国家文物局）《故宫院史研究的几个

问题》，王元周（北京大学）《清代朝鲜使团中的下隶辈》，徐道彬（安徽大学）《戴东原与四库馆》，刘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清末光绪朝宫廷祈雨变化与宫廷政局之关联——以觉生寺为主要视角》，邹振环（复

旦大学）《陈垣与明清间天主教汉文西书的影印与整理》。 

第二场大会的清史相关发言有：何瑜（中国人民大学）《清代皇家赐园与北京大学》，张西平（北京外国

语大学）《白晋在〈易经〉研究上与康熙帝的互动——梵蒂冈图书馆白晋手稿研究》，韩琦（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廷特使多罗来华及其在北京的反弹》，叶农（暨南大学）《清宫藏鸦片战争后粤海关税收报告整理与研究》，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北京之殇——1860 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吴十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学与

相关国家学说》。 

小组讨论共两组，于 7 日下午同时进行。第一组发表的清史论文有：程钢（清华大学）《康熙皇帝的精神

世界——以康熙修建畅春园的动机为例》，赵连稳（北京联合大学）《乾隆帝：三山五园的总设计师》，高志

忠、强朵（深圳大学）《清宫太监演剧研究述略》，张剑虹（故宫博物院）《清代旗契的中保人——基于满汉

契约文书的考察》，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宫档案所见李希霍芬中国考察及其影响》，李文君（故宫

博物院）《吴大澂致张曜信札考释》，金国平、吴志良（澳门基金会）《澳门与北京的“玻璃缘（源）”》。 

第二组发表的清史论文有：李勇慧（山东省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天禄琳琅调查》，刘蔷

（清华大学）《天禄遗珍—乾隆皇帝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王天根（安徽大学）《江山与社稷：稀

见清代彩绘有关礼制呈现或建构——以“云台献瑞”“北京平面图”“首善全图”为中心的考察》，张振国（渤

海大学）《城垣修缮、政务运行与清代官僚政治——以乾隆四十年代盛京地区的城垣修缮为例》，卓媛媛（故

宫博物院）《清奉先殿后殿祭祀布局考》，何峰（北京大学）《康乾南巡江浙地区主要办差人员研究》，阚红

柳（中国人民大学）《一宫多苑：康熙朝北京城市格局与皇权政治》，陶晓姗（故宫博物语）《雍正朝画珐琅

一树梅鼻烟壶考述》，王伊（中国社会科学院）《昇平署伶人逃走问题研究》，徐诗怡（南开大学）《宫苑一

体：雍乾时期的圆明园造办处》，王钊（四川大学）《诗意再现：乾隆宫廷两套〈有鸟二十章诗意图〉册的创

作》，童永生（江南大学、故宫博物院）《从“中西融合”、“会通中西”到“中西合璧”——清宫内务府造

办处中西艺术与设计交流考》，赵琰哲（北京画院）《海西线法的运用与视幻空间的制造——以清宫倦勤斋等

几处通景线法画为例》，杨春君（铜仁学院）《介祉延釐：清代宫中的春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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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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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清代索伦鄂温克戍边卫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8 月 15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研究会主办，由内蒙古自

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族研究会承办的“清代索伦鄂温克戍边卫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

鄂温克族自治旗隆重开幕。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约 50 人，来自北京、黑龙江、山东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各高

校及科研院所，会议共收到论文 31 篇。 

本次会议主题有四：（1）清代索伦鄂温克驻防呼伦贝尔历史文化研究；（2）索伦鄂温克西迁和驻防新疆

伊犁历史文化研究；（3）清代和近代索伦鄂温克参加“保家卫国”战争研究；（4）索伦鄂温克传统生态文化、

“生态戍边卫国”和经济社会发展。兹将涉及清史的论文摘录如下： 

李大龙《从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轨迹》 

赵令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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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学斌《调适和融入：戍边索伦鄂温克族的文化适应》 

白兰《民族学的视域：索伦部与民族精神》 

唐戈《达斡尔族与索伦鄂温克人的分布格局》 

杜·道尔基《索伦八旗述略》 

多丽梅《从清宫旧藏索伦文物看鄂温克族的历史贡献》 

孙喆《从根特木尔事件看清前期的边界意识》 

吴元丰，郭美兰《清代伊犁索伦营述论》 

柳华，娜林《简论清代新疆伊犁索伦营索伦鄂温克戍边史》 

塔米尔《关于清代戍边过程中索伦民族共同体的探讨》 

凯琳《清代索伦词汇与清代蒙古语词汇比较研究——以边疆相关词语为中心》 

伊丽娜《初探蒙古国索伦人的民族认同》 

于秀娟《文化生态学视域下的鄂温克风俗传说研究》 

孙文政《从鄂温克族图腾看民族起源地》 

（摘自会议议程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相关报道，http://cah.cass.cn/kygl/xshd/202008/t20200818_5171029.shtml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何永智供稿，2020-12-22） 

 

河北大学“古今对话：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法治实践”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河北大学法学院联合承办的中国法律

史学会 2020 年学术年会在河北大学举办。本次年会主题为“古今对话：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法治实践”。来自中

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

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近二

百多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 

年会开幕式由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天津财经大学侯欣一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

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陈国平研究员，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孟昊教授，河北大学副校长孟庆瑜教授分别致辞。

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生研究员作学会年度工作报告。 

学术报告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由张仁善（南京大学）主持。发表论文有：柏桦（安徽理工大学）《明

清府县官施政重点与地方治理》、徐忠明（中山大学）《理念与实践：清代调处息讼的几点解释》、李雪梅（中

国政法大学）《日常行政与国家治理——基于古代公文碑的分析》、王志强（复旦大学）《帝制中国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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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集权体制》、杜文忠（西南民族大学）《传统中国的民族问题及其法律治理之理念》、柴松霞（天津财经大

学）《理想与现实的背离：清末天津地方自治考察》。 

第二单元由吕丽（吉林大学）主持，徐爱国（北京大学）、李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评议。发表论文有：

周东平（厦门大学）《传统中国对佛教的法律治理》、蒋铁初（杭州师范大学）《有罪疑无与传统中国的释冤》、

赵天宝（西南政法大学）《管子的治理观及现代启示》、张京凯（中国政法大学）《传统中国诗词所见国家治

理的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卓增华（清华大学）《传统中国的分配正义——以荒政中的分配为视角》。 

第三单元由霍存福（沈阳师范大学）主持，王沛（华东政法大学）、胡东兴（云南大学）评议。发表论文

有：徐晓光（江苏师范大学）《清代村寨纠纷解决与地方官署的办案倾向》、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书

同文”“语同音”与国家认同建构：重新审视历史中国的文化宪制遗产对于当代国家治理的意义》、阎晓君（西

北政法大学）《国家治理模式转型时期律学家的所思所谓：以吉同钧为例》、王帅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化

家为国”：传统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家族规约》、冯学伟（南开大学）《传统中国契约中的“人物图谱”及

身份关系》、康建胜（兰州大学）《现代法理学视野下的清代“矜弱”模式》。 

第四单元由孙光妍（黑龙江大学）主持，柴荣（北京师范大学）、聂鑫（清华大学）评议。发表论文有：

祖伟（辽宁大学）《中国近代商会规约的治理效能》、海丹（中山大学）《19 世纪初期渝关关税纠纷所见地方

的财、税权限》、刘俊（山西大学）《试论清代乡村禁赌中的官民互动——以清代高平县禁赌碑为视角》、任

晓兰（天津财经大学）《财税法与近代中国国家及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建构》、彭博（长江大学）《知识的

变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传染病法律治理逻辑的演变及影响》、李红英（河北大学）《夫妻究竟应该如何相

处：近代北京地区夫妻别居的习俗、法律和司法实践考察》。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政法大学张中秋教授主持，西北政法大学王健教授进行学术综述。 

（采写自：http://law.tjufe.edu.cn/info/1717/3586.htm，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陶志鑫供稿，2020-12-16） 

 

复旦大学“制度、实践与表象：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形塑”线上学术讨论会 

2020 年 9 月 4 至 5 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制度、实践与表象：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形塑”

线上学术讨论会如期举行。报告共分为 7 个场次，并于 9 月 4 日晚举办了晚清史研究沙龙。兹将清史研究相关

论文摘录如下： 

张求会（广东行政学院）《陈宝箴致谭钟麟札释读——兼及晚清赈捐制度研究》 

张晓川（湖南大学）《蔡钧与清流》 

李志茗（上海社会科学院）《清代幕府制度：生成及其表达》 

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张荫桓早期书信看同光之际地方政治生态及官员生活》 

张仲民（复旦大学）《晚清科考士子的花费》 

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清末废科举后科举经费体系的转型》 

吉辰（中山大学）《晚清“帝党”“后党”概念起源小考》 

彭剑（华中师范大学）《“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语流传史》 

戴海斌（复旦大学）《戊戌—庚子之际的“湖南”与晚清政治——基于三种日本人湘游行记的观察》 

韩策（北京大学）《疆吏与军机是如何互动的？从胡林翼的京城情报网看湘军之崛起》 

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御前会议与筹备立宪》 

张建斌（中国社科院）《进退维谷：丁未政潮之际的郑孝胥》 

孙明（北京大学）《秩序之维：晚清经世论说中的“团练”》 

周健（华东师范大学）《招商局在三河：光绪年间江广三省的漕粮采办》 

吴仰湘（湖南大学）《张之洞的新经学教育及影响》 

朱浒（中国人民大学）《康有为的投名状：〈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的话语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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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忠（南京大学）《“共和国尚德”——20 世纪初梁启超的积极共和观念》 

贾小叶（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效秦廷之哭”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由〈清议报〉看“康党”

的国家独立思想》 

安东强（中山大学）《不在场的革命领袖：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形态》 

孙宏云（中山大学）《张之洞与清末立宪补论——以〈张总督松平顾问立宪问答〉为中心》 

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演变与文教革新——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 

曹新宇（中国人民大学）《“野蛮中国”的诞生：十九世纪跨大西洋汉学的两种进路》 

顾少华（苏州科技大学）《法国大革命叙事与清末中国革命合法性之争》 

付海晏（华中师范大学）《布教中国：1908 年日本在华领事馆“本邦布教者及布教状态”调查研究》 

杨瑞（山东大学）《近代“中国法系”知识的东学背景及其流传》 

雷家琼（宁波大学）《清末民初遗产税的引介、传播与筹设》 

（摘自“明德史馆”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王成伟供稿，2020-12-12） 

 

复旦大学第四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2 月 5 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

会学院协办的第四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本次来自日本熊本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大学、黄山学院和安徽师范大学的近 30 位学者

与会。研讨会分为四个小组，兹将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卞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明清徽商的职业道德准则与行业技能规则——以〈生意手册〉为中心》 

刘道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明清徽州赋役征收中的图甲自催与图差追比》 

章毅（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清代歙南磻溪史集中的乡儒心态》 

黄忠鑫（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清代徽州图甲总户与都图文书的传抄》 

张小坡（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明清徽州的迎神赛会和民众祭祀生活》 

张绪（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明清徽州地区家庭老人赡养问题研究——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廖华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从“案卷”到“文卷”：试论明清徽州诉讼文卷的编制》 

戴元枝（黄山学院文学院）《明清时期徽州族谱中科举的书写与想象》 

王献松（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清代沱川余龙光家世与生平考述》 

刘猛（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近代徽州乡土志研究》 

梁诸英（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晚清民国时期曹素功老字号墨业经营问题述论》 

梁仁志（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近代徽商衰落及身份界定问题再审视——兼论近代徽商研究

的出路》 

李甜（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近代旅汉皖南商人会馆的经营与改造》 

（摘自 https://mp.weixin.qq.com/s/guYicRXIhAOESsnycWOh6A，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朱恩杰供

稿，20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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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江南区域史基本问题”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0 月 24 至 25 日，“江南区域史基本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

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苏州

大学、东华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单位的 48 名学者参会，共提交论

文 39 篇。 

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包诗卿副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牟发松

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夏维中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海英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剑光教授分别

致辞。 

会议共设六项主题：“考古与文博”“环境与水利”“财政、赋役和文书”“市镇与地域”“宗族与科举”

“思想文化与信仰、人物”。除正式会议外，相关学者还参加了 24 日晚举办学术沙龙“江南史研究的现状与展

望”。参会论文所涉时段跨越先秦至近代，论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 

与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孙竞昊（华东师范大学）《环境史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检讨》 

杨茜（东华大学）《明清江南地区市镇水利初探》 

阿风（清华大学）《明末清初田宅交易税契制度的变化——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杜正贞（浙江大学）《从山居到管业：天台山寺观山产的确权与争讼》 

周健（华东师范大学）《招商局在三河：光绪年间江广三省的漕粮采办》 

董建波（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变化与地权配置——以近代浙江省新登县为例》 

范金民（南京大学）《明后期到清前期无锡县域社会面貌——基于〈锡金识小录〉的考察》 

张海英（复旦大学）《明清市镇中的佐贰》 

黄敬斌（复旦大学）《城镇的分际：明清以来崇德县城的经济地位》 

罗晓翔（南京大学）《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市镇的权利格局——以濮院为中心》 

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再论江南“宗族”与“宗族社会”——兼答滨岛敦俊教授》 

黄鸿山（苏州大学）《士绅阶层的再生产：清代后期杭州宗文义塾研究》 

丁修真（安徽师范大学）《宾兴何为？——清代中期的国家、科举与社会》 

周保明（华东师范大学）《清代苏州陆氏的科举成绩——以陆润庠家族为例》 

董佳贝（华东师范大学）《清末民初江南闺秀生活与情感世界的塑造——以 the love letter of a Chinese lady

为中心》 

陆冰（复旦大学）《清初浙东学者关于“冬青义士”史事考辨探析》 

李世众（华东师范大学）《忠义文化的地方化历程：以温州孤屿文天祥祠的历史记忆建构为中心》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商业、慈善与信仰：清至民初上海县城的关帝庙》 

（采写自 http://history.ecnu.edu.cn/12/0d/c21733a332301/page.htm，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陶志鑫供稿，2020-12-16） 

 

2020 年杭州文史论坛暨“15 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与转型”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14 至 15 日，由杭州市政协主办，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杭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杭州文史研究会、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承办的 2020 年杭州文史论坛暨“15 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与转型”

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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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博物院、上海社科院、浙江省社科院等科研单位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专家学者们围绕“15 世纪以来长

三角地区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5 世纪以来杭州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与互动”“15 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

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其他”“走向近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城市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兹将清史研

究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明清江南的社会风貌及其区域特性与核心意义》 

张海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明清政府对基层管理的多样性》 

罗晓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市镇的权利格局——以濮院为中心》 

黄敬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街栅与衙门：明清江南城镇的空间秩序一题》 

何孝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从元勋到乱首——论明清时期姚广孝形象变迁》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上海与浙江茶叶产销》 

余清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明清时期杭州官营织造研究》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民间执业，全以契券为凭”：近代杭州房地产交易“契约”拾遗》 

张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公私之辨：清末民初湘湖垦禁与近代社会传承》 

张佩国（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晚清海宁州的水利、市场与地方善举》 

李志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汤寿潜未刊信札简释》 

徐淑华（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6-18 世纪长三角地区港口与杭州的社会变迁研究》 

邵钢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被遮蔽的“局部”：晚清杭州商学公会的筹设与运行》 

李亢（浙江财经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系）《天堂之城的官与民——清末基督教传教士的杭州印象》 

（摘自“明清史研究”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王成伟供稿，2020-11-14） 

 

 

西南大学第三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8 月 8 至 9 日，第三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采用网络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本届研讨会由《中

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多伦多大学等 32 所高校

及科研机构的 40 名青年学者和 8 位知名经济史研究专家共同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届研讨会共收到投稿论文 199 篇，经过评审共有 40 篇论文入选，主题涵盖断代经济史（古代、近代、现

代）、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理论及方法等多个方面。研讨会按照主题分 8 组进行，分别为（1）明清赋役制度；

（2）清代财政与税收；（3）国家专卖及货币制度变迁；（4）近代工业、企业发展；（5）近代区域经济；（6）

清代土地交易及近代商业习惯；（7）经济思想史及新中国经济建设；（8）量化经济史研究。会议邀请了龙登

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刘志英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何平教授（中国人民大

学财政金融学院）、陈硕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高超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黄国信

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彭凯翔教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魏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等学者主持分组讨论并对论文进行点评。《中国经济史研究》常务副主编高超群研究员指出本次会议呈现出了

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重点突出，国家治理能力及其变迁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尤其侧重于其自明代以降的发

展变化，这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二是多元纷呈，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关涉，还是研究方法及对象的讨

论，均是广泛多样，呈现出比较完整的历史图景与历史脉络。兹将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申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赋役全书的形成与定型——清初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确立之基石》 

盛承（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清代田地交易契约中的税粮初探》 

王汉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江防、官工与地方财政：清代襄阳老龙石堤的修防经费研究》 

王睿（大阪大学）《清代常平仓衰败的吏治表述与制度实际——基于黄梅案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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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志、张国坤（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明清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与重整》 

马超然（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商人、牙行与书吏——清中后期重庆城的商税包揽及其变迁》 

黄雅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花户的底册：晚清山东益都县村庄的纳税方式》 

刘雅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末民初上海县城财政的形成与构成》 

方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飞与转变时段》 

曾雄佩（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从商务印书馆看中国近代股份制公司的技术进步（1897-1937）》 

赵婧（安徽大学历史系）《镇海方家糖行史》 

李义琼（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妍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清代江南城隍信仰的组织化与城

市社会经济》 

赵牟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土地典交易性质再论——以清至民国时期的土地“典租”交易为中心》 

林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近代东北和华北农村的社会网络——以民间借贷为中心》 

徐悦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物伦”的兴起：戊戌变法前后“商学”的形成》 

（采编自“西大魅历”微信公众号，2020-8-1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王成伟供稿） 

 

湖州第二届“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学术研讨会 

第二届“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沈家本诞辰 180 周年活动于 2020 年 11 月 21 至 22 日

在浙江湖州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国政法大学与湖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法律古籍整

理研究所，湖州市法学会、司法局等单位共同承办。来自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

学等 20 余所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及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计 14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政

法大学与湖州市政府合作出版《沈家本律学文献丛书》的签约仪式。 

会议论文报告集中在 21 日进行，分“主题报告”，“分组讨论”与“学术总结”三部分。主题报告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海年研究员，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侯欣一教授，同济大学法学院蒋惠岭教授，与北京

大学法学院李启成教授发表。分组讨论，共设三组，各组讨论主题分别为：“沈家本与修律专题”，“传统法

律文化专题”及“近当代中国法治专题”。与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陈新宇（清华大学）《沈家本与古今中外问题：以晚清刑律变迁为视角》 

张雨（中国政法大学）《明清刑部称比考》 

陈佳臻（中国政法大学）《〈历代刑法考〉中所见元明刑官职权之变与三法司制度的形成》 

李明（华中师范大学）《试论清代律学与经学的关系》 

柴松霞（天津财经大学）《沈家本会通中西思想在清末民律修订中的展现》 

翟家骏（清华大学）《“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沈家本与晚清革除刑讯之得失》 

谢舟（湖州师范学院）《沈家本“公平交涉”观念研究》 

吴坚敏（湖州市吴兴区政协）《从沈家本诗作探究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江照信（山东大学）《由沈家本到谢冠生：七十年变法（1902-1971）与以人物为中心的法律史》 

文扬（中国政法大学）《沈家本“〈周官〉创获”考论》 

陈仁鹏（湖南师范大学）《论沈家本对清末民商事习惯调查的作用与影响》 

刘康宁（湖南师范大学）《新时代道德法律结合体系构建——以清末修律“子孙违反教令”存废为起点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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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逸尘（清华大学）《论沈家本立足现实的改革观——从读史阅世到身体力行》 

赵晶（中国政法大学）《如何更好地呈现法制史料的特性——〈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解读手册〉述评》 

伍跃（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从日常行政文书看国家治理——读大木文库藏〈直隶册结款式〉》 

郭瑞卿（中国政法大学）《何谓庸医？清代法律视野的分析》 

陈丽（中国政法大学）《论清代“救生不救死”的成因及其影响》 

孙明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近代以来传统乡村的传承与转化研究》 

郭明（浙江警官学院）《略论沈家本的监狱改良思想及其学术成就》 

林乐鸣（大连海事大学）《刑事法制变革对清末监狱改良的推动作用——兼论我国法制近代化中的刑事一

体化趋向》 

张世慧（曲阜师范大学）《清末破产法制建设的尝试与“遗产”——以〈破产律〉为中心的考察》 

康黎（西南交通大学）《“西法中绎”：沈家本的法律职业建构观》 

（采写自：https://mp.weixin.qq.com/s/6l8HtFxqDth3HVAKperbRQ，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陶志鑫供稿，

2020-12-15） 

 

华中师范大学“本土经验与跨国视野：近代西方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国际学

术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14 至 15 日，“本土经验与跨国视野：近代西方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印度尼赫鲁大学和印度中

国研究所共同主办，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由章开沅文化交流基金会赞助。来自中国、

美国、日本、印度的三十余位学者以线上会议的方式与会。本次学术研讨会首先由三位学者发表主题讲演，包

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胡美与哈佛燕京学社：友谊的积极力量》、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重大的遗忘：西方医学史中少数人记取的一环》、

印度尼赫鲁大学 Rama V. Baru 教授《印度医疗保健和机构建设中的女传教士》。此后，与会学者围绕十二个

主题展开研讨，论文题目摘录如下： 

魏爱莲（Ellen B. Widmer）（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的盲人和聋哑人的学校教育：赖马

西（1854-1933）、梅耐德（1853-1929）和传教士的心态》 

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从旧西医到新西医——以〈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在 19 世纪的再

发现为中心》 

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部）《回到兰安生：公共卫生价值再审视》 

苏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傅乐仁与湖北孝感麻风病院》 

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致命手术：何鲁事件的史实史料与历史叙事——19 世纪东印度公司在华医疗

慈善研究》 

康志杰（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主教与政府合作开办大型医疗机构可能性探索：以广东石龙麻风病

院为案例》 

刘家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济南麻风疗养院（1926-1948）之研究》 

Madhurima Nundy（印度中国研究所）《殖民地国家、医学传教士和精英：印度殖民地德里医疗机构的兴起》 

张勇安（上海大学文学院）《从道德教化到政治参与：国际宣教会与 1920 年代的国际禁毒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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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印度女子医学传教比较研究（1869-1919）——以美国

女医学传教士为例》 

李明慧（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历史学系）《西式助产术在清末中国之初传（1840-1911）》 

彭宗卫（湖北省作家协会）《满秀实——最早把产科教育传入中国西南的教会医生》 

（摘自 https://mp.weixin.qq.com/s/UPrpCpoG8maWr8kcX_ZXwg，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朱恩杰供稿，

2021-1-10） 

 

云南大学“形象史学视野下的舆图文化”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0 月 17 至 18 日，“形象史学视野下的舆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形象史学》编辑部和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共同主办，云南大学历史

地理研究所、丝绸之路与古地图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云南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

科研院所的十余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共分三场，兹将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 

杨雨蕾（浙江大学历史系）《从边地到胜境：图绘明清山海关地区》 

孙靖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其系列地图的版本和来源》 

丁雁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耶鲁航海图〉上的“外罗”是甘泉岛吗？一个地图学史的讨

论》 

李鹏（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兴起的历史考察》 

杜晓伟（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陈伦炯绘〈沿海全图〉及其海防认知分析》 

周妮（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从濒海水乡到东方大都市：古地图所见松沪地区景观及环境变迁》 

张子旭（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舆图·域外·地理：满文〈黑龙江流域图〉所见中俄〈尼布

楚条约〉界碑及流域地理认知》 

成一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王朝是“帝国”吗？——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 

陈松（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陕西舆图〉绘制年代的再认识》 

陈旭（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研究——以地图谱系、内容及功用的渐变

为核心》 

孔庆贤（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明清时期“云南全省舆图”的绘制研究》 

（摘自 https://mp.weixin.qq.com/s/yWQEVZyAc-TAc4Mi9Q6utA，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朱恩杰供

稿，2020-12-16） 

 

厦门大学“第十二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 

2020 年 11 月 27 至 29 日，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十二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在厦门召

开，来自海内外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五十多位学者与会。本次论坛首先由五位学者发表主题讲演，包括：常建

华《清乾嘉刑科题本所见两湖地区宗族及其纠纷》、钱杭《薛氏困惑与消解之道——以 1951 年福建上杭〈河东

薛氏联修崇本族谱〉为中心》、刘志伟《从故纸到文献》、刘永华《何为契纸包？——契约文书的系统性问题》、

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之后，学者围绕七个专题展开研讨，各专题的主题及清史相关论文为： 

“西南地区”：吴才茂《土司的消亡之路：清代赤溪湳洞司改土归流后存废问题再辨》、程泽时《以义为

利——清末清水江流域的义仓与谷会》、江田祥《渔户与船差——明清广西桂江流域为中心的研究》、杜澍海

《清初“挖窖案”与桂西土司的改土归流及区域历史场景》、李凌霞《“埋盐”与立契：清代以来黔东南的汉

苗地权交易与纠纷》、覃延佳《国家、神祇与他者：广西中部地区仪式与日常中的“社”》。 

“长江流域”：黄忠鑫《寄庄户的成立与延续：徽州富溪程氏的宋元明文书考析》、余清良《文化图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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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现象的交织：〈武林进香录〉中的“杭州香市”》、曾伟《晚清商办

煤矿产业契约与产权变革：以广泰福号为中心》、胡忆红《思想史视域下

的清末湖南地方自治教育与社会动员》、梁勇《清末司法变革对州县行政

的影响——以重庆为例》、张铭《从“重人道而利卫生”到“悖人伦而汙

卫生“——近代浮尸瘗中人文关怀的淡化进程探析》。 

“闽台地区”：宋怡明、郎超《重构乡村里的社会史：以永泰县漈头

村为例》、周正庆《典卖婚中的“人情”因素——以清末民初闽东民间婚

书为考察中心》、郑莉《闽南乡土社会的乩童仪式传统——金门万安堂乩

文集解析》。 

“江浙”：任智勇、水海刚《厘金起源脞考》、凌鹏《“先尽亲邻”

问题再探——历史发展与现实过程》、吴四伍《仓谷消耗与晚清积谷的运

营成本研究》、朱忠飞《晚清民国年间一个畲民的家族与土地经营：以罗

埄头雷氏文书为中心的探讨》、巫能昌《清代以来浙南石仓的仪式传统初

探》。 

“华北地区”：吕文利《清代以来游牧经济中的苏鲁克制度研究：以

清代档案和满铁调查为中心》、杨建庭《从合伙到退伙：商人资本的处理：

基于一份山西商人合同及“批注”解读》、韩朝建《佛教圣地的革命——近代五台山的寺院、佃户与国家》。 

“口头与书写”：意娜《口头诗学的复兴及其传述传统——兼及〈格萨尔〉史诗若干问题》、刘彦《再论

舅权——以口头和文本分析为例、黄瑜：家族谱系的口传与书写实践——以都柳江流域侗苗村寨为例》、郑静

《乡土营建的禁忌与仪式：以明清日用类书“营宅门”为中心的讨论》。 

“移民社会”：李朝凯《来自异域的目光：从雍正年间〈耽罗闻见录〉看朝鲜人的台湾之旅》、陈博翼《契

约文书所见近世会安田宅交易与社区演化》苏东来《移民书信的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从〈蜀闽粤征信录〉

谈起》。 

（摘自 https://mp.weixin.qq.com/s/GBTFKYc6PMm-mLBG6TlQkQ，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朱恩杰

供稿，2020-12-15） 

 

深圳大学“跨越区域与国家：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发展与跨国互动”学术研

讨会 

2020 年 11 月 22 日，由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跨越区域与国家：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发

展与跨国互动”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市明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

究所、清华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6 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 

兹将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近畿五百里〉的族群与社会变

迁》、邱源媛（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八旗圈地制度的辐射：清初拨补地考实》、张熊（惠州学院

政法学院）《韶关古虞祠考》、肖文评与王濯巾（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晚清梅州侨乡形成研究》、黄壮钊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山西运城的“血故事”社火》、康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官商博弈：

晚清晋商请减征帽盖茶关税案研究》、蔡伟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洋泾浜语与清代晋商的跨区与跨国贸易》、

贾建飞（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在内亚与内地之间：对清朝回疆统治理念的思考》。 

（摘自 https://www.douban.com/people/lonestarstar/status/317718302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朱恩

杰供稿，2020-12-16） 

 

 

 

- 28 - 



 

 

中山市“大航海时代珠江口湾区与太平洋-印度洋海域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9

海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 

2019 年 11 月 8 至 10 日，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山市社科联、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管委会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山市现代服务业协会协办的“大航

海时代珠江口湾区与太平洋-印度洋海域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9 海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广东省

中山市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九州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奥地利

萨尔茨堡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50 余名学者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主题演讲包括：会议期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伯重教授《从蒲寿庚到郑成功：中国海商的历史

演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迎胜教授《蒙元时代的东西海路》，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孙键研究

员《考古视野下的南海丝绸之路遗迹》，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安乐博（Robert Antony）教授《山脉、河流

与海洋：历史视角下的广东和联洋贸易体系》（Mountains, Rivers, and sea: Canton and the Lianyang Trading Syste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葡萄牙历史科学院金国平院士《关于“葡王柱”商榷二则：葡萄牙“发现碑简述”》，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发表《论〈郑和航海图〉中阿拉伯南部海岸的港口》（Some Notes 

on the Ports of the South Arabian Coast in the “Zheng He hanghai tu”），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教授《印度洋-太平洋水域外科大夫和医师的的流动（15-18 世纪）》，暨南大学历史系钱江

教授《西方及阿拉伯文献记述的古代印度洋缝合木船》，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岛乐章教授《龙脑之路：15-16

世纪琉球王国香料贸易的一个侧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李庆新研究员《海洋变局、制度

变迁与湾区发展：1550-1640 年代广州、澳门与珠江口湾区》。会议共分 7 个场次，兹将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

下： 

潘茹红《明清海洋图书的生成与演化》 

叶少飞《东亚海域交流视阈中魏之琰在中国、越南、日本的形象》 

柳若梅《向往海洋：历史上俄国对澳门的认识》 

费晟《论近代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生态交流（1790-1920）》 

张楚楠《关市之赋：清代粤海关的船税制度》 

王巨新《17-19 世纪中叶中国华南与中南半岛的贸易往来：清缅与清暹两种类型的比较》 

于笛《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所见 18-19 世纪中西贸易与交流之管窥》 

冷东《海洋时代的旗帜文化交流：以 18、19 世纪广州口岸为视野》 

黎庆松《越南阮朝对入港清朝商船搭载人员的检查（1802-1858）》 

陈博翼《“界”与“非界”：16-17 世纪南海东北隅的边界与强权碰撞》 

侯彦伯《五口通商时期清朝对珠江湾口中、西式船只的管理（1842-1856）》 

阮锋《大航海时代粤海关对珠江口湾区贸易的监管》 

杨培娜《明清珠江三角洲禾虫埠管理制度的演变》 

段雪玉《明清时期广东大亚湾区盐业社会历史研究》 

王一娜《神明崇拜的村落联盟所见的明清濒海地方社会——以番禺为例》 

张启龙《民间文献所见清初迁海前后珠江口地方社会》 

李晓龙《从盐田到沙田：18-19 世纪香山滨海人群的制度套利与社会秩序》 

张丽《从〈红楼梦〉看清早期中欧富贵人家欧洲奢侈品消费的同步》 

程美宝《“十五仔的旗帜”：道光年间中英合作打击海盗行动及其历史遗物》 

周鑫《汪日昂〈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与 17-18 世纪中国南海知识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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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清代前中期域外游记述论（1669-1821）》 

彭崇超《袁永纶〈靖海氛记〉对嘉庆粤洋海盗的历史书写》 

马光《近代广东土产鸦片的生产与消费——基于旧海关史料和英国议会文书的考察》 

（摘自“海洋史研究”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王成伟供稿，2019-11-9）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百年来海洋史研究

回顾与展望：纪念曹永和院士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0 月 26 至 27 日，由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史研

究所主办，曹永和文教基金会协办的“百年来海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纪

念曹永和院士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在中研院人社科学馆北栋三楼第一会

议室举行。许雪姬（中研院台史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刘序枫（中研院

人社中心研究员兼亚太区域专题研究中心执行长）致开幕辞。此次研讨会

共有一场纪录影片放映与五场论文发表。 

第一场为曹永和院士生平记录像片《曹院士的隐藏文本》放映，主持

人为吴密察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第二场由陈慈玉教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担任主持人

和与谈人，发表论文有：朱德兰（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

员）《近代长崎华商的研究：成果与展望》，李盈慧（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历史系）《全球体系中的华人与东南亚：研究回顾和书写特色》。 

第三场由康培德教授（东华大学台湾文化学系）担任主持人和与谈人，发表论文有：林伟盛（台湾暨南国

际大学历史学系）《台湾早期（1620-1683）贸易史研究回顾》，查忻（台北大学历史学系）《十七世纪荷兰人

在台湾的宗教活动的研究回顾与展望》，郑维中（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东亚史与海洋史荷兰相关学界介绍

（1920-2020）》。 

第四场由谢国兴教授（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担任主持人和与谈人，发表论文有：汤熙勇（中研院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中心）《南海诸岛主权争议（1907-1960）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论建构东沙岛史及太平岛史的方向》，

方真真（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十六至十九世纪台湾西班牙文献的研究回顾与展望》，陈宗仁（中

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李毓中（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十六、十七世纪菲律宾唐人资料的搜集、出版及

研究》。 

第五场由刘石吉教授（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和与谈人，发表论文有：林

满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大东亚海域日美势力的崛兴（1850-1972）：来自台湾的一个视角》，刘序枫（中

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战后台湾的海洋史研究：回顾与反思》，郑永常（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

《从中越关系史研究到东亚海洋史研究》。 

综合讨论由刘序枫教授（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与陈宗仁教授（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担任主持

人，张彬村教授（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黄富三教授（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戴宝村教授（台北艺术大学建筑与文化资产研究所兼任教授）担任引言人。 

（采写自 http://mingq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924，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刘静垚供稿，

2021-01-15）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代中晚期学术思想史”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由台湾中研院近史所主办的“清代中晚期学术思想史”学术研讨会在近史所

档案馆第一会议室举行，来自南开大学、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研院等单位的 21 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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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会议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作主题演讲《道咸以降的思想界》，随后有五场讨

论。兹将报告主题摘录如下： 

田富美（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清朱陆异同论争的一个侧面——论王茂竑〈朱熹年谱〉中鹅湖之

会的书写》 

杨正显（台湾海洋大学海洋中心）《清中叶阳明学的反复——“王刘会”的成立与活动》 

丘文豪（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作为“经世”方案的“程朱陆王”之辨——以吴廷栋〈校订“‘理学宗传’

辨证”按语〉为例》 

曹美秀（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姚鼐的古文〈尚书〉观点》 

赵世玮（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永嘉经世学对孙衣言政经思想实践之影响及其产生之缺陷》 

何威萱（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论方东树对顾炎武的评价》 

唐屹轩（勤益科技大学基础通识教育中心）《嘉道时期士人的“观风整俗”——以陈用光、祁寯藻家族为核

心》 

林胜彩（醒吾科技大学商业设计系）《从隐逸遗民到理学真儒——张履祥从祀孔庙的历程和意义》 

张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道咸时代一位地方士人的学问世界——读潘道根的〈隐求堂日记摘要〉与

〈晚香书札〉》 

贺广如（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彭绍升的儒学观——从戴东原谈起》 

吕妙芬（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廷佐与潘德舆的“人鬼说”——清中晚期儒学生死观之论》 

刘继尧（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武术与德性：晚清以降以武成德的建构与流传》 

范广欣（南开大学哲学院）《民本与民约：刘师培对社会契约论的理解》 

马瑞彬（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断不能有真是非”：陈灃与儒家“兼存”思想》 

陈以新（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理雅各、王韬与文化大同：以自助平等理想论为视角的新探》 

（摘自 http://www.mh.sinica.edu.tw/UcEvent00_Detail.aspx?eventID=1609&tableName=Event&tmid=21&mid=57，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王成伟供稿，2020-12-12）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代的商业与商道”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2 月 15 日，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主办的

2020 年中西档案读书会之“清代的商业与商道”学术研讨会在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档案馆第一会议室举办。会议共分为四场。 

第一场主持人为游博清（中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发表论文有：付

海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清代内务府皇商介休范氏史事

考》，张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厘局、厘金与厘卡：清代西北边

疆贸易路线与路图的地方编绘》。 

第二场主持人为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发表论文有：刁莉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海关数据为

中心（1872-1919）》，王惠敏（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讲师）《商

民、藩王及官府的博弈：嘉靖碑记凸显的汉口勃兴历史信息》，康健（安徽师

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晚清徽州茶商的经营实态――以〈祁门同春茶

庄账簿〉为中心》。 

第三场主持人为毛传慧（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发表论文有：白璧玲（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清代穿越蒙古戈壁的商路――基于历史地理视野与 GIS 的研究》，许富翔（吉林师范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清末内蒙古东部的食盐运销》，林明宜、陈建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数据库助

理）《近代商号数据库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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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场主持人为李今芸（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退休副教授），发表论文有：李佩蓁（中研院台湾史研究

所助研究员）《清末台湾郊商的多角经营――以陈邦记为例》，游博清（中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晚清牛

庄开埠后大海关对辽河水文的认知与应用》，赖惠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迄民国时期安化茶叶

的产销》。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刘静垚供稿，202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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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2 月） 

点校类 

1.《钦定科场条例》（全 2 册） 

纂修：奎润 等 

点校：李兵、袁建辉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0 年 12 月 

ISBN：9787553812373 

科举为“抡才大典”，《钦定科场条例》是清代多次纂修的专门性科举法规总汇编，

是清朝科举运行的制度性、法规性保障。本书以台北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

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影印的光绪十三年纂修本《钦定科场条例》为底本，对原文加以新式标点。对于原本

中脱页、错页、文字错误等，结合湖南图书馆藏光绪十三年刻本、故宫珍本丛刊本（海南出版社 2000 年影印本）

等进行校正，并加注释说明。本书是《钦定科场条例》首次点校整理出版。 

 

2.《赵烈文日记》（全 6 册） 

著者：赵烈文 

整理：樊昕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20 年 11 月 

ISBN：9787101147063 

赵烈文（1832-1893），字惠甫，江苏常州人。赵烈文是曾国藩事业高峰时期的核心

幕宾，先后出任磁州、易州知州。其所撰《能静居日记》，起咸丰八年（1858）五月，迄光绪十五年（1889）

六月，对曾国藩与清廷的矛盾，南京失陷时清军之行径，以及李秀成被俘等事记叙颇详。岳麓书社曾出版以赵

氏稿本为底本标点整理的《能静居日记》。与之相较，本书有如下特点：一是收录岳麓本未收的《落花春雨巢

日记》六卷（1852-1855），以南京图书馆藏能静居钞本为底本，校以同馆所藏赵烈文稿本及 1952 年钞本。二

是所收《能静居日记》以南京图书馆藏能静居钞本为底本，校以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藏、台湾学生书局 1965

年影印赵氏稿本。能静居钞本系书手工楷誊录，且有赵氏后人校改，可避免因字迹潦草而造成的大量文字讹误；

以之为底本，并参校赵氏稿本，内容更为完备。 

 

3.《清代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全 8 册） 

编者：秦宝琦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ISBN：9787300287096 

本书是对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的全面修订与增补。内

容包括两大类：一类绝大部分为档案资料，少量为文献资料。所收档案资料以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庋藏档案为主，同时收录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及其所

藏军机处月折包等有关史料。所收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乾嘉道三朝实录、《清史列传》、《台湾文献丛刊》，以

及一些地方志、私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另一类是天地会本身的史料，主要包括保存下来的天地会武装起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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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信札等，天地会会簿的各种抄本，以及天地会腰凭等等。本书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4．《王韬日记新编》（全 2 册） 

著者：王韬 

整理：田晓春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9 月 

ISBN：9787532597277 

王韬（1828-1897），是近代倡导变法维新的思想先驱、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者。《王韬

日记》虽已有整理本，惜仅限上海图书馆藏本，其增订本亦缺少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部分藏

本。本书搜罗诸馆所藏王氏日记手稿，增补十余万字，关涉王韬从道光末年的儒生塾师向咸丰间沪渎“口岸知

识分子”蜕变这一过程，全面反映了王韬的日常行止、友朋交往、所思所想，以及社会见闻等，其光绪朝晚年

行迹，如参赞洋务、《申报》作论、洋场交游、鬻书刻书、山左之行等细节，均系首次披露。不仅为相关研究

提供了新材料，且正讹纠谬，间加考证，是迄今为止较为完备精善的日记整理本。 

 

5.《人过留痕：法国耶稣会档案馆藏上海耶稣会修士墓墓碑拓片》 

编者：叶农、邵建 

出版社：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20 年 8 月 

ISBN：9789993712831 

本书收录巴黎法国耶稣会档案馆所藏晚清上海县南门耶稣会士墓（圣墓堂）墓碑碑文拓

片，计 170 种，包括《徐文定公辩学章疏》拓片一幅，墓碑拓片 169 幅。本书对其进行了修

图、点校、整理。这批碑文拓片目前收藏于巴黎，迄今为止，我国国内及港澳台地区均未有

收藏的信息，是天主教在明清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华活动的重要史料。其有助于考订晚清江南地区传教士的活动

事迹，补充现有史籍的论述，考察天主教区内部之关系，探讨修会间之互动，以及天主教会与上海租界其他机

构的往来。 

 

6.《皮锡瑞日记》（全 5 册） 

著者：皮锡瑞 

点校：吴仰湘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20 年 8 月 

ISBN：9787101142907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举人出身，

三应礼部试未中，遂潜心讲学著书。景仰伏生之治《尚书》，署所居名“师伏堂”，学者因称之“师伏先生”，

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之一。皮氏力主“通经致用”，通达古今之变以救济时艰，见证并参与晚清湖南新

政的历史进程，既是清代今文经学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也是晚清变法和湖南改革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皮氏

身涉变法、新政，所闻所见，极广极多，一一书之日记，遂形成一笔珍贵史料，其学术价值实不在“晚清四大

日记”之下。本书属“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7.《吴大澂日记》 

著者：吴大澂 

整理：李军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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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0 年 7 月 

ISBN：9787101145762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白云山樵、愙斋等。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

进士，散馆授编修。历官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

等职。《吴大澂日记》根据目前所见的七种日记稿本标点整理，按照年月先后顺序编排，起自咸丰十年（1860），

讫于光绪十二年（1886），内容虽不十分连贯，却对太平天国攻陷苏州期间避难事、苏州光复后的生活、中进

士前后、赴吉林帮办边务、参与中俄勘界收回中国领土等事，均有所记录，蕴含了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

重要的史料价值。本书属“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8.《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共 10 种） 

含《金轺筹笔》《庚辛史料（外一种）》《袁昶庚子日记二种》《外

交辩难》《领选日记》《四国游纪》《海国公余辑录（附杂著）》（全

2 册）《驻德使馆档案钞》《日俄战争清政府因应档案》《晚清驻英使

馆照会档案》（全 4 册） 

主编：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7 月 

ISBN：9787532595174、9787532596010、9787532596027、9787532596034、9787532596041、9787532596065、

9787532596058、9787532596072、9787532596089、9787532596096 

近代中外交往频繁，留下了大量的史料，这对于研究中外交流史、外交史和中外互识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

材料。丛刊所选书目，或取自未刊稿本抄本，或收藏于海外各大图书馆，相关材料基本上未曾被整理披露过。

第一辑十种，涵盖了档案、馆藏稿抄本、报刊资料、外国人来华游记、日记、电稿等。向度上既有从中到外，

也有从外到中；来源上既有档案，又有游记、电稿，内容广阔而丰富。丛刊绝大部分文献档案遵循了古籍整理

的规范，梳理版本源流，精选底本校本，善用横排，便于读者阅读。 

 

9.《俞樾书信集》（全 2 册） 

著者：俞樾 

整理：汪少华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 月 

ISBN：9787208160491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本书收录

俞樾与友人通信，涉及 230 余人，总计 1300 余通，是俞樾全部书信之结集，是迄今为止搜集最为详尽、整理最

为精审的俞樾致他人书信汇编。作为晚清学界巨擘，俞樾与政学各界重要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潘

祖荫、瞿鸿禨、端方、孙诒让、黄以周、缪荃孙、冯桂芬等皆有交往。书信内容涉及学术问题讨论，对政局时

事的观感，访书刻书印书购书，创办书院学堂等，亦有俞氏致子侄等家人的书信。本书涉及内容反映了晚清时

期的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及俞樾治学思想与个人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10.《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全 2 册） 

主编：常建华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年 12 月 

ISBN：9787552808001 

清代，凡重大刑事案件，需要以上行公文“题本”形式报皇帝作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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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后发到刑科抄发有关部门执行。此类题本被称为刑科题本，完整地记录了刑案中罪犯的口供、见证人及其

他相关情况，包括姓名、年龄、职业、籍贯、家庭人口情况、人员交往、肇衅酿命过程及判决依据和结果等，

是研究清代刑法制度、司法关系，以及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重要资料。本书是继 2008 年《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

会史料辑刊》出版后，对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藏未刊嘉庆朝内阁刑科题本的又一次系统整理。全书

按照省区分类，省区之下资料按照时间排序，一方面保持资料的整体性，另一方面突出区域特色。每件档案作

案情摘要，节录包含重要内容的总结词及制处结果，对清代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11.《清代百件珍稀蒙古文档案整理研究》 

整理：黑龙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年 12 月 

ISBN：9787030539274 

本书从《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等清代蒙古文档案集中筛

选出 156 件档案文书，按其形成的时间顺序，逐一进行拉丁文转写、汉译、校勘、注释，

并对原档的形成流传状况、史料价值及满蒙文文书的语文特征等进行考释，是国内蒙古文

历史档案文献学著作。本书所选档案绝大部分为尚未被发掘、利用的重要史料，其汉译和整理为清代蒙古史及

北部边疆史研究提供了可信的一手史料。同时，本书是清代蒙古文、满文和托忒文档案文献比较研究之新作，

对清代民族语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2.《清代畅春园史料初编》（全 2 册） 

编者：阚红柳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 年 11 月 

ISBN：9787559637864 

《清代畅春园史料初编》辑录清代起居注中与畅春园相关史料，点校整理，汇为一编。

本次辑录和整理工作，以影印出版的起居注为底本，以畅春园为专题选录史料，加以点校

整理，以时为序，次第编排，标注出处。总体来看，清代起居注中的畅春园史料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畅春园在有

清一代的历史变迁，就所搜集到的史料数量来说，以康熙朝为最，直观再现并着重凸显了康熙皇帝居园理政的

详细情形，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朝起居注则反映了在清代不同历史时期园林功能的发展变化。 

 

影印类 

1.《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一辑》（全 150 册） 

编者：《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编委会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ISBN：9787501365104 

清代乡试是省一级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清代的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

城（顺天府）举行，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岁科、录遗合格者，

均可应试。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在八月，因此称为“桂榜”。中式者称为“举

人”，可以参加次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乡试录，详细记载乡试情况，包括当次乡试的考官、试题以及录

取考生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是研究乡试的第一手材料。本书收录清代乡试录 143 种，涉全国各个地方，为

科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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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清末教育史料辑刊》（全 15 册） 

编者：吉林省图书馆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ISBN：9787501368587 

本书收录清末各类教育史料 104 种，如《钦定学堂章程》《大学堂考选入学章程》《奏

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章程》《大学堂奏定医学实业馆章程》《进士馆

章程》《学部奏定京师法政学堂章程》等，记录了科举废除之后中国新式教育兴办的具体情况。这些教育史料

主要分为全国性与地方性两类。全国性的教育文献是指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的一系列学堂章程，以及作为教

育行政机构的学部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文件。地方性的教育文献是指在各地实施的各种学堂章程和有关教育的资

料。本书收录的清末教育史料集中反映了清末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及近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形成、确立、发展的

过程，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3.《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第一辑）》（共 20 册） 

主编：陈维昭、侯荣川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ISBN：9787559831019 

本辑丛书收录日本藏明清时期结集出版的稀见科举文献 13 种，所收文献种类包括八股文选、讲义类文献、

课士录、二三场文集，多数为极其稀见的藏本甚至是孤本。为便于读者研究使用，每一种文献均附有解题，介

绍作者、版本和主要内容、主要价值等。本辑具体收录《新刊龙飞历科乡试程策》《新锲翰林批评注释锦绣策

抄》《新锲翰林标律判学详释》《笔洞山房新著知新》《皇明表衡》《新拟科场急出题旨元脉》《娄江课士录》

《时务捷书》《制科古文律书》《同馆课艺》《新镌翰林评选历科四书传世辉珍程文墨卷》《新刻张先生批选

四书程墨清商》《制义体要》等。 

 

4.《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王公府第卷》（全 14 函）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南苑卷》（全 5 函）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畅春园卷》 

编者：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 年 10 月，9 月，6 月 

ISBN：9787501370542，9787501370184，9787501369393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已出版多卷。2020 年出版的《王公府第卷》收录国家图

书馆藏王府及赐园相关样式雷图档 700 余件：从内容上讲，包含了从现场勘测、呈报现状、方案设计、修改变

更、核算工程量、出具施工说明、尺寸复核等各阶段的王府营建活动；从形式上讲，图样包括总平面图，个体

建筑平、立、剖面图，建筑细部图，建筑装修图等。《南苑卷》收入国家图书馆藏南苑相关样式雷图档 200 余

件，包括南苑总体布局图、河道图、各行宫设计修缮图、单体寺庙建筑图、兵营分布图等。《畅春园卷》收入

国家图书馆藏畅春园相关样式雷图档 31 件，包括畅春园及其附属园林西花园，以及其南侧同属畅春园管辖的圣

化寺和泉宗庙等周边寺庙相关的样式雷图档。 

 

5.《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全 28 册） 

编者：上海图书馆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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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208158917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唐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回国后长期襄

办清廷的外交事务，多次主持与英国、日本、俄国等签订合约，是晚清著名外交专家。他参与清末新政，曾经

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又是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的重要参与者和促成者，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后反对袁世凯，

参与护法运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唐绍仪档案，中文部分包含近两千件各类公私原始档案，时间跨度长，档案

种类多，涉及晚清民国各类重要事件与数十位重要人物，许多内容尤其是大量的条约、信札手稿，都是首次披

露，十分珍贵，可以为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制度史等提供具体而鲜明的细节，甚至可以纠

正过去一些“成说”“定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6.《明清珍稀食货立法资料辑存》（全 10 册） 

主编：杨一凡、王若时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9 月 

ISBN：9787520159593 

古代食货立法从形成、发展到高度完善，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本书收

入从明清珍稀典籍中辑录、选编的食货立法资料 31 种，其中明代 16 种，清代 15 种，如《乾隆户部条例辑录》

《嘉庆户部条例辑录》《江苏省例中的食货例》《本朝则例全书》《新例要览》《灾赈规条及捕蝗事宜》《道

府州县佐贰等官应支廉俸章程》等。除个别外，均是首次出版。文献版本珍贵，内有明刻本、清嘉庆以前刻本、

孤本、抄本和辑佚成果 28 种。其中，辑佚成果 6 种，孤本 7 种。从国外复制的资料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

本书所收文献是研究明清史特别是法制史的珍贵资料。 

 

7.《清至民国徽州杂字文献集刊》（全 8 册） 

主编：戴元枝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8 月 

书号：9787559828460 

杂字作为中国本土的民间识字教材，广泛地应用于传统社会中。徽州杂字多是为满足

百姓日常生活识字需求而编写，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杂字中特别重视伦理教化、商业

启蒙教育及契约律法的教育。同时，徽州杂字中有不少关于古代徽州民俗文化、职业知识的介绍。此外，一些

徽州杂字收录较多的地方俗语、乡音字汇和难读难写的字，尤其是其中的“俗语类”“古字类”部分，可以为

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方言研究提供稀见的文献资料。本书整理了徽州杂字中具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较大的 73 种徽

州杂字，分编为 8 册影印出版，可资多角度研究徽州社会历史文化之用。 

 

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置产簿》（全 14 册） 

主编：封越健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7 月 

ISBN：9787520125338 

本书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徽州地区家族、宗族、乡约等组织购置田产的契约文书，共计

93 册。时间跨度从明清以至民国；涉及地理范围包括徽州歙县、休宁、祁门以及徽州之外的旌德乃至江南淳安、

遂安等地；内容包括家族置产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宗族文书、官府文书、诉讼文书、伏罪甘罚及投主

服役文约、卖身约、术数文书等。文书涉及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间交往及习俗等各个方面，

为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史料，亦可为研究明清以至近代土地关系的演

变发展提供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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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代户部奏稿》（全 10 册） 

《清代（未刊）上谕、奏疏、公牍、电文汇编》（全 56 册） 

《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全 63 册） 

《中国近代财政预算档案史料汇编》（全 20 册） 

编者：各书编写组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7 月 

ISBN：9787559826930，9787559826909，9787559826923，9787559826961 

《清代户部奏稿》收录光绪九年（1883）七月起至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户部呈交的奏稿及地方巡

抚大臣财政奏销的阁钞。主要包括当时筹办海防及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用款度支方面，还有催促各省交

纳漕粮、赈济灾民，由各省筹给的京官津贴及向各省拨款事宜等方面。《清代（未刊）上谕、奏疏、公牍、电

文汇编》辑录了从清顺治至宣统间的上谕、奏疏、公牍、电文等重要档案共计二百余种。《清代税收税务档案

史料汇编》编选了清代有关税收税务的史料一百五十余件，涉及各关清册及征例税物清册、海关通志、会计见

闻录、票盐章程、整顿税契章程等多个领域。《中国近代财政预算档案史料汇编》第一至十五册编入晚清时期

的财政预算档案史料，包括修葺皇家陵墓预算、中央政府财政预算、户部与度支部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记

录等。这批文献曾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此次作为图书出版发行。 

 

10.《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全 80 册） 

主编：王建朗、马忠文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ISBN：9787501369348 

本书精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 31 种，包括《定边日记》

《李星沅日记》《吴焘日记》《张朝墉日记》《潞生日记》《黄辅辰日记》《滇輶日记》《薛时雨日记》《祁

世长日记》等，采用高清彩色扫描底本，灰度制版印行，每种日记均撰有提要。这些日记撰者既有晚清督抚重

臣，也有北洋政府高官；既有名士学者，也有世家子弟。每种日记虽篇幅长短不同，却都是反映近代社会剧烈

动荡和变迁历史的珍贵文献。透过这些日记著者的笔触，折射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面相。 

 

11.《贾江溶藏稀见清代科举史料汇编》（全 20 册） 

编者：贾江溶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4 月 

ISBN：9787559822468 

编者自 2006 年起专事收藏教育类文献、文物，其“木铎堂”至今已形成明清科

举文献、清末新学文献、民国教育文献三大主题收藏。本汇编收入其中的清代科举

史料 440 余种，有文献图版 1 万余幅，文献资料涵盖蒙学教育、童试、书院、官学、乡试、会试、殿试以及武

科举等科举各阶段，实物资料包括士子所用文房用品、考篮、乡试试卷夹、会试试卷夹、蝇头作弊夹带、捷报

印版、应试秀才的帽顶、秀才人物照片等，科举考试的流程、内容、类型已基本齐备。这些资料的影印出版，

可以为清代科举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细节化、具体化的直接性史料。 

 

12.《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同治朝一、同治朝二、同治朝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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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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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01369140 

中琉历史关系源远流长，从隋朝开始至清朝初年交往不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

料。本书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八年（1869）有关中琉关系

的 177 件档案，均系清政府办理琉球国事务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文书档案，取自馆藏内阁、

军机处、宫中、内务府等全宗，记载了清代中琉两国在册封朝贡、经济贸易、文化交流、

海难救助等方面的密切交往。部分档案曾分别编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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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书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整理编纂，逐件摘写内容

提要，注明原书出处，以方便读者查阅使用。 

 

13.《清宫林则徐档案汇编》（全 30 册） 

编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林则徐研究会 

出版社：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3 月 

ISBN：978755500604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关林则徐的原始档案，包括上谕、奏折和题本，近 2700 件。

这些档案不仅完整地展现了林则徐在水利、漕政、吏治、民生、刑事、盐政、矿务、国防、

外事等方面的思想和作为，清晰地勾勒出林则徐政治生涯的轨迹，再现了林则徐的政治抱

负和斐然政绩，也从各个方面记载了清代中后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现实状况。本书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2020 年 3 月出版 10 册，现已全部出版。 

 

14.《刘秉璋遗稿》（全 10 册） 

著者：刘秉璋 

收藏：刘耋龄 

出版社：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 月 

ISBN：9787555414155 

刘秉璋（1826-1905），字仲良，安徽庐江人，晚清重臣、淮军名将，在中法战争期间，力抗外侮，指挥了

著名的“镇海之役”，深受李鸿章、曾国藩器重，被誉为皖北人才。本次影印其学术著作二种，为刘秉璋曾孙

刘耋龄所藏清稿本。收录《澹园琐录》21 卷，采用类书体例，细分为天部（天文历法、阴阳五行等）、地部（行

政区划、地理沿革等）、人部（人伦儒典、武备政令等）、物部（奇珍异物、吃穿日用等）四类，下再分若干

门。又有《静轩笔记》48 卷，系刘氏晚年读书笔记，包括阅读古代经典著作的笔记和考证文章。按经史子集次

序，下再按文献书名列目。言之有物，有益学术。附录部分有《刘文庄公佚稿》（附释文），为刘秉璋诗作、

家书、楹联等。 

 

15.《梅文鼎全集》（全 8 册） 

著者：梅文鼎 

整理：韩琦 

出版社：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19 年 11 月 

ISBN:：9787546186023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宣州（今安徽宣城）人。清初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本套书

为梅文鼎作品的整理和影印，是清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第一册对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历学疑问

补》《历学答问》《杂著》《中西算学通》《勿庵历算书目》以及梅瑴成的《赤水遗珍》《操缦卮言》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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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整理。第二至第七册以上海图书馆所藏乾隆二十六年梅瑴成承学堂刻本为底本影印，并附梅瑴成《兼济堂

历算书刊缪》乾隆刊本，为国内所仅见。第八册是《绩学堂文钞》《绩学堂诗钞》的标点整理，并简单出注，

后附梅文鼎相关文献辑录和梅文鼎年谱。本书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获 2018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

版专项经费资助。 

 

文  献 

2018 年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获奖书目选录 

点校类 

1．《太平天国史料汇编》（全 40 册） 

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9 月 

ISBN：9787550626966 

《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编辑工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罗尔纲先生主持下，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了大量专家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收集查阅有关太平天国历史的方志、奏稿、谕告、

函牍、叙论、传记、记序、碑记、日记、自述和诗歌等各类资料 1600 多种，15000 多册。在 1979 年至 1980 年

出版了 3 本约 90 万字，其余资料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出版。本书系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据原书重新校核、

标点、注释而成，整个汇编分总类和各地区以及参考资料三大类，以时间先后按省域和文体排序，共约 1650

多万字，不少珍贵文献为首次公开出版。该书获得 2018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一等奖。 

 

2.《陈兰彬集》（全 5 册） 

著者：陈兰彬 

编者：王杰、宾睦新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5 月 

ISBN：9787218127323 

陈兰彬（1816-1895），字荔秋（丽秋），广东吴川人，清朝首任驻美肄业局（留

美幼童）总办，首位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国（即西班牙，含殖民地古巴）、秘鲁三国公使。本书共收录陈兰

彬奏折 36 份，照会美国联邦政府文件 42 件，上呈衙门和李鸿章等处咨文 47 件，发下属的批文谕令 6 件，信函

50 封，杂文 31 篇以及古巴华工申呈及口供、《使美纪略》（日记）、诗赋、楹联等，并附有《陈兰彬年谱》。

同时，编者为本书添加了大量注释以辅助研读。本书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并获得 2018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一等奖。 

 

3.《刘坤一集》（全 5 册） 

著者：刘坤一 

点校：陈代湘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4 月 

ISBN：9787553806952 

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谥号“忠诚”，湖南新宁人，晚清军事家，政治

家，湘军宿将，曾参与领导对太平天国的作战，历任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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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甲午战时，他被授钦差大臣驻山海关，战后回任两江总督。义和团时，他参与倡议“东南互保”。1901

年，他与张之洞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刘氏奏疏曾收入“湖湘文库”出版，本书为刘坤一奏疏、电文、

书信、诗文的出版合集，为学界全面了解刘坤一，以及研究晚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

第一手资料。本书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并获得 2018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

书”一等奖。 

 

影印类 

1.《浙学未刊稿丛编·第一辑》（全 100 册） 

编者：徐晓军、李圣华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9787501366514 

本套丛书属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浙学”相关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丛编》选

取 1950 年以来未经刊印、出版的与“浙学”相关的稿抄本和价值较高的孤本印本，集结成

编。《丛编》第一辑收录陈选、丰坊、沈德符、项圣谟、祁彪佳、俞汝言、毛奇龄、黄宗

羲、黄百家等 90 余家稿抄本 148 种，其中稿本 98 种，明抄本 3 种，清抄本 41 种，民国抄本 6 种。每种文献前

有简明提要，略述作者生平及内容大概。《丛编》第二辑已于 2020 年在北京出版。第一辑获 2018 年度“全国

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二等奖。 

 

2.《徽州谱牒》（第一辑，全 10 册）（第二辑，全 10 册） 

主编：刘伯山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8、9 月 

ISBN：9787559810625，9787559810632 

本书是古徽州地区谱牒文献的一次集中出版。第一辑共整理收入谱牒 28 部，涉

及徽州程、戴、洪、胡、黄、柯、李、吕、潘、詹、张等 11 个姓氏；第二辑共整理

收入谱牒 28 部，涉及徽州汪、王、吴、郑、周等 5 个姓氏，本辑还收录与谱牒直接相关的 23 份文书，是谱牒

资料的重要补充。本书属 2015 年度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规划项目成果，并获得 2018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年

度百佳图书”一等奖。 

 

3.《苏州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日记稿本丛刊》（全 39 册） 

编者：苏州博物馆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 

ISBN：9787501055913 

本丛刊收录了《张廷济日记》《柳树芳日记》《澄怀园日记》《柳兆熏日记》《洪钧日记》

等二十位近现代名人日记 20 种。这些名家的稿本日记，大都记载了其日常生活、仕宦、学术、

交游等相关情况，均为透视其人的第一手珍贵史料。除《柳兆熏日记》和《寅生日录》部分内容曾经刊布外，

其余均为首次完整出版。该丛刊获得 2018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一等奖。 

 

4.《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全 86 册） 

《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 

编者：周德明、黄显功 

- 42 -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年 4 月，2018 年 3 月 

ISBN：9787501359172，9787501363575 

本套丛书是《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编者从上海图书馆藏近 600 种历代日

记中，精选出迄今未刊且又是珍稀稿钞本者 70 余种予以影印出版。日记作者包括清初到民

初的政界要人、学界及艺术界名流 56 人，日记内容涉及该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各个领域。编者对所用文献底本中原有的题跋、批点、扉页、题签，以及各书曾有的收藏

者和现有收藏单位的印章，全部予以保留，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各书的原貌及文献曾经收藏

和流传的情况。该丛刊获得 2018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二等奖。 

 

其他中文文献 

《日本所藏清人诗歌总集善本丛刊·第二辑》（全 24 册）  王卓华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9787559833518 

《清代浙江集部总目》 徐永明（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9787308208338 

《杨宜治日记》 杨宜治（著） 李文杰（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9787208168435 

《甲辰东游日记》 胡玉缙（著） 吴格（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9787208144743 

《五礼通考》（全 26 册) 秦蕙田（著） 方向东、王锷（点校） 中华书局 2020 年 11 月 9787101148428 

《钱大昕年谱长编》 李经国（著） 中华书局 2020 年 11 月 9787101148008 

《中国会书资料选辑》（全 3 册） 戴建兵、胡萤（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9787559828972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第五卷》 [法]吕敏（Marianne Bujard）（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9787501369324 

《清诗话全编·乾隆期》（全 12 册） 张寅彭（编） 刘奕（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9787532596942 

《果斋全集》（全 2 册）  刘尔炘（著） 戴恩来（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9787532597260 

《贩书偶记（附续编）》（全 3 册） 孙殿起（著） 上海古籍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9787532597468 

《平津馆金石萃编》（全 3 册）  孙星衍、严可均（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9787532595303 

《笃斋藏晚清名臣翰札》（全 4 册） 李雋（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9787501370450 

《经义述闻二种》（全 4 册） 王引之（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9787559830258 

《清代〈说文解字〉研究稿抄本丛刊》 （全 23 册） 李运富（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520159579 

《陆心源全集》（全 70 册） 陆心源（著） 陈东辉（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501370238 

《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全 6 册） 汪世清（辑） 白谦慎等（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532595136 

《恩光日记》 恩光（著） 庆江、董婧宸（整理） 凤凰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550632448 

《豫敬日记·洗俗斋诗草》 豫敬、果勒敏（著） 李芳（整理） 凤凰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550632332 

《中国地方志集成补编：山东府县志辑》（全 31 册）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0 年 8 月 9787545819304 

《台湾族谱续编》（全 20 册） 邓文金、涂志伟（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8 月 9787532594962 

《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卷》（全 5 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8、10 月 9787568919241，9787568919258，

9787568919265，9787568919272，9787568919289 

《大义觉迷录》（全 2 册） 胤禛（著） 文物出版社，2020 年 7 月 9787501064465 

《宋荦全集（附宋氏家集）》全 12 册 宋荦（著） 刘万华（辑）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554012857 

《珍本杂剧传奇地方戏曲艺插图汇编》（全 18 册） 本书编写组（编）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559826954 

《“中国研究”外文旧籍汇刊·中国记录（第十二辑）》（全 13 册） [美]邓赛 [美]李国庆（编） 广西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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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559801036 

《散木居奏稿》（全 5 册） 瑞洵（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559826947 

《庚子北京被围记》 [美]满乐道（Robert Coltman） （著） 严向东（译）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501366972 

《子弟书集成》（全 24 册）  陈锦钊（编） 中华书局 2020 年 6 月 9787101144802 

《落木菴诗集辑笺》  徐波（著） 严志雄（编） 谢正光（笺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532596362 

《尺牍友声集》 张潮（著） 王定勇（点校） 黄山书社 2020 年 5 月 9787546185538 

《朱次琦集》（全 2 册） 朱次琦（著） 李辰（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532595914 

《陶模行述长编》（全 2 册） 杜宏春（点校） 黄山书社 2020 年 5 月 9787546181998 

《重刊三乘集要》（全 3 卷） 任永真（著） 刘康乐、高叶青（校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520161602 

《茂陵秋雨词》 王拯（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559827388 

《上海史》（全 2 册）  [英]兰宁（G. Lanning）、库寿龄（S. Couling）（著） 朱华（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9787545818697、9787545818703 

《蜀碧》（外二种） 彭遵泗（著） 李鹏飞（编） 文津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9787805547060 

《琴清阁书目》 周锡瓒（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9787501368686 

《读书敏求记》（全 2 册）  钱曾（著） 文物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9787501063604 

《春在堂尺牍》（全 3 册） 俞樾（著） 张燕婴（整理） 凤凰出版社 2020 年 01 月 9787550631243 

《枫下清芬：笃斋藏两罍轩往来尺牍》  郑伯象、李雋、吴刚（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501368945 

《梅兰芳藏珍稀戏曲钞本汇刊》（全 50 册） 刘祯（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501365265 

《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全 36 册） 谭洪沛（编） 凤凰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550630437 

《腾冲契约文书资料整理与汇编》（全 3 编） 吴晓亮、贾志伟 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 9787010200538 

《中国珍稀家谱丛刊·状元家谱》（共两辑，全 91 册） 马建强、赵廉莲（主编） 巴蜀书社 2019 年 11 月 

9787553112084、9787553112077 

《江南通志》（全 12 册）   程章灿（主编） 凤凰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 9787550630444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第一辑》（全 30 册） 陈思和、严峰（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 9787309147469 

《盛宣怀未刊信稿》（修订再版）盛宣怀（著） 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 9787208161337 

 

 

 

 

 

 

 

 

 

 

 

 

 

 

- 44 - 



 

 

 

著  作 

（2019 年 7 月-2020 年 12 月） 

中文部分 

1.《灸针 PK 柳叶刀：医疗变迁与现代政治》 

作者：杨念群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9620447631 

本书透过“医疗史”观察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和政治转变。灸针与手术刀分别

象征了中、西两种医疗方式，作者认为：“一把手术刀切入身体和一根灸针扎入人体的

涵义其差别竟然如此巨大。它绝非仅仅表现出的是医疗史意义上的中西医之争，其背后

隐藏着的是两种观念、两种制度、两种文化之间的反差与冲突。”本书收录《“地方感”

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北京地区“四大门”

信仰与“地方感觉”——兼论京郊“巫”与“医”的近代角色之争》三篇文章，以及附录《如何从“医疗史”

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主题涉及中国人在西医治疗下的身体感受，个体如何在新的社会空间里得到安置，

以及这些安排在相关治理体系的配合之下是如何被制度化的，最后则试图辨析这种制度化设计在某一特定时刻

如何转换成了广泛的政治动员。本书属“三联人文书系”。 

 

2.《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 年（上卷）》 

编者：[美]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 

译者：戴寅 等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520360265 

本书叙述清中前期的历史，反映了美国清史研究的特色。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既从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角度，记述历代重大事件与社会发展

动向，并对各帝王的历史功过展开评价，又从民族史和文化史等角度，对国家精英、家庭关系、社会与经济等

板块的专题研究，立体地解读了清朝全盛时期的面貌。在研究模式上，本书从“冲击—反应论”走向“中国中

心观”，研究方法上则受“年鉴学派”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说是对 20 世纪后期美国中国学研究

框架的新探索，王俊义评价其为“一幅纵横交错的立体式清史长卷”。本书衔接《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

中译本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组织翻译。原书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9: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Part 1 于 2002 年由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3.《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 

作者：李文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1 月 

ISBN：9787208167773 

本书讨论的是晚清时期的朝会与文书。清代的政务运作，可体现为文书的流转过程；

- 45 - 



 

 

而最重要的政务文书题本与奏折，又是朝会的主要内容。二者都是政治决策的要素以及具体的呈现。近代史研

究常围绕重要人物与事件展开，制度则常常被忽略，本书作者指出，晚清时期的政治思想、行政功能、组织结

构无不处于两千多年来最剧烈的变动之中，在种种变革交织的时代，政治决策及其前后的特点，实有再次探究

的必要。本书主体部分共 11 章，分为三编，上编“朝会的变迁”讨论三种君主在场主持的朝会模式；中编“中

枢与文书”侧重探讨重大文书的形成和处理过程，尤其是中枢机构在其中的作用；下编“会议决策与晚清变局”

探讨晚清时期政务会议的模式、作用及其变化。本书属上海人民出版社“论衡”丛书。 

 

4.《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 

作者：赖惠敏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20 年 11 月 

ISBN：9787101148237 

本书探讨喀尔喀蒙古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是关注清朝如何针对蒙古这一特殊地方与

族群实施统治。书名中作“满大人”，是因在喀尔喀蒙古的官僚几乎都是满洲人。作者

认为，清朝统治喀尔喀蒙古的经费非常少，能稳定治理一百多年，是仰赖商人势力的介

入。全书主体分为八章，分别讨论乾隆朝政府对恰克图贸易的政策，恰克图贸易的晋商，

库伦的地方财政与商人的各项税费，在库伦的商人活动，乌里雅苏台衙门的官兵俸饷与山西协拨款项及商人的

税捐，乌里雅苏台的商人及其与蒙古借贷，科布多的财政，科布多的商人活动。在最后的结论中，作者利用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来说明 1911 年蒙古独立之后汉商的命运。戴莹琮教授认为，本书是作者“继《乾

隆皇帝的荷包》之后又一力作，堪称研究清代中俄边贸的权威著述”。 

 

5.《清史、满族史论集》（上、下册） 

作者：刘小萌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ISBN：9787520366755 

本书分上、下两册，选编了作者自 1987 年以来发表的清史、满族史论文 58 篇，列

入“清初史”“八旗制度与社会”“旗民关系”三个专题，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之路。

作者总结自己三十余年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为：一、从满族史角度研究清史，从八旗史

角度研究满族史；二、注重利用满汉文档案，并在挖掘利用契书、碑文、家谱、舆图等

史料方面努力探索；三、研究围绕清代满汉关系（旗人与民人关系）展开，并逐步拓展范围；四、继承实证史

学传统，解读历史中的疑难问题。本文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项目“清代满汉关系

研究（2018-2020）”子课题之一。 

 

6.《多元视域下的近世法律与中国社会》 

编者：邓庆平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ISBN：9787562096535 

本书是 2018 年11 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法律与社会专题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题为“多元视域下的近世法律与中国社会”。本书论文分为四组，

第一组为会议的两场主题演讲，皆围绕法律史研究的文献与方法展开，探讨法律史研究的

多元路径；第二组为族群史视域下的法律史研究，将明清以降的诸多法律问题置于族群关

系的框架中进行探究，讨论满、回、彝等不同族群在国家治理、司法体制和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历史；第三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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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社会史视域下的法律史研究，运用地方档案、契约文书、碑刻、族谱等民间文献，围绕基层社会的各类纠

纷展开法律史与社会史研究；第四组为思想文化史视域下的法律史研究，集中讨论明清至近代法律思想与观念

的变化，强调与近代西方历史文化及法制传统的比较分析，同时揭示不同时代法律人的司法实践和知识体系。

本书是对近年来法律史研究取向和发展趋势的综合反映。 

 

7.《16-18 世纪喀尔喀蒙古政治社会体制研究》 

作者：齐光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8 月 

ISBN：9787309151916 

本书利用满、蒙、汉、藏多语言文字史料，以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为主要历史舞台，

讨论了“16 世纪后半期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形成及其在 17 世纪初期的发展”，“17 世

纪中后期达赖喇嘛权威下的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政治社会体制”，“17 世纪中前期七和硕

喀尔喀兀鲁斯与清朝的通使关系”，“18 世纪前半期清朝的喀尔喀蒙古保护及其统治政策”

和“18 世纪喀尔喀蒙古四部的政治社会体制”等问题，综合考察了自 16 世纪中后期至 18 世纪后半期为止喀尔

喀蒙古的政治社会体制的发展演变及其缘由，以此探讨喀尔喀蒙古政治社会体制在清朝统治前后的变化问题。 

 

8.《清代战争文化》 

作者：[美]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 

译者：董建中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8 月 

ISBN：9787300284279 

1636 年至 1800 年，清朝皇帝强化军事、开疆拓土，开展广泛的文化运动，将军事胜

利以及与之相连的“武”引入文化生活的主流。本书从“军事文化与清帝国”“纪念性战

争”“宗教·战争与帝国建设”“军礼与清帝国”“帝国的空间变化”等方面，讨论了盛清时期清朝的文化军

事化。作者认为，清朝极强调“武”，将它理解为“文”的补充而不是附庸。拥有军事实力及与之相伴生的尚

武精神是盛清的规定性特征，对于理解清朝的本质以及军事化的现代国家的根源提供了新的认知。原书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于 2006 年由 I. B. Tauris 出版。本书属“海

外中国研究文库·一力馆”系列，该系列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主持，目前已翻译出版白彬

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

和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 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等著作。 

 

9.《意欲何为：清代以来刑事法律中的意图谱系》 

作者：[美]胡宗绮（Jennifer M. Neighbors） 

译者：景风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8 月 

ISBN：9787559831293 

中国传统律典对于刑事重罪类别的界定和划分有着精密的层级结构。本书以犯罪意

图为核心，通过大量的判例和律注，由低到高探讨了中国帝制时期杀人罪的谱系，包括

“犯罪意图谱系的底层：从过失杀到戏杀”，“概念与情境的结合：斗殴杀与故意伤害”，

“谋杀、恩典与犯意：清代的故意杀人罪”等，解析了各个杀人类别之间的层级区分以及中国传统法律中概念

连接情境的基本特征。本书属“实践社会科学系列”。原书 A Question of Intent：Homicide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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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于 2018 年由 Brill 出版，此译本属黄宗智教授主编的“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丛书。 

 

10.《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 

作者：[美]韩瑞（Ari Larissa Heinrich） 

译者：栾志超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20 年 8 月 

ISBN：9787108068828 

本书试图就一个抽象的问题做出切实的回答，即中国人“东亚病夫”这一刻板印象

是如何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逐渐成型的。全书重点考察了在华医学传教士早期的医学话

语和图像以及“东亚病夫”形象的传播。同时通过对不同案例，描绘了“东亚病夫”观

念回流至中国及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阐述了 19 世纪为现代中国自我身份认知所用的医学表述、概念和意象

带给后世的影响，并试图挖掘、激活医学绘图在医学史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原书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于 2008 年由杜克大学出版。 

 
11.《满学概论》 

作者：赵志强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8 月 

ISBN：9787520364249 

满学即满洲学，是研究满洲及其先世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宗教、民俗、

语言、文字以及与其他民族关系的国际显学，与蒙古学、藏学共同构成中国学的三个重要

组成部分。本书简要论述满学的概念、范畴、对象、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意义，着重探

讨满学的性质和满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从满学发展历程角度，详细阐述了晚明、清代、

民国和当代等不同时期满学的发展状况，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各个时期中外有关满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现

了满学研究的学术演进及其脉络。本书属“满学研究丛书”。 

 

12.《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 

作者：漆永祥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7 月 

ISBN：9787301311097 

本书初于 1998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次系增订版。作者在原有十章的基

础上新增五章，对乾嘉考据学家的事功之学、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间的关系、《四

库全书》的文献价值等清代考据学与学术史上的重大议题，以及江藩《汉学师承记》、

方东树《汉学商兑》两部乾嘉考据学研究史中的代表性著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研，对

该学术领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另外，本书也对原书中的一些错误进行

了订正，历史地、真实地对乾嘉考据学进行了细密的梳理和纵深全面的考察。 

 

13.《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 

作者：项旋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7 月 

ISBN：978752036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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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修书处是专门从事内府书籍刊印、校勘和装潢的清代皇家出版机构。本书以武英殿修书处为研究对

象，通过大量档案、官书、政典、笔记等文献资料，系统探究了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与发展脉络、组织机构与

人员管理、制度运转与日常运作，以及相关的刊印、校勘活动等。与此同时，本书从版本学、书籍史等视角考

察殿本的形成过程、版刻特征及售卖流通，进而揭示了武英殿修书处的政治文化内涵，进一步凸显了其在清代

学术文化脉络中的地位和价值。本书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博士论文出版项目”。 

 

14.《咸同时期的榷关与财政》 

作者：任智勇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ISBN：9787303247028 

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所面对的内忧外患，使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亦改

变了相承已久的榷关制度，本书即围绕这两条线索展开，梳理咸同时期被忽略却比较重

要的榷关制度。作者认为，早在 19 世纪初期，榷税就在清政府的财政体系里占据重要地

位，是户部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至 19 世纪中叶，由太平天国运动和两次鸦片战争带来

的财税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变化，推动了榷关制度的变革，造就了洋关与榷关并存，关监督与税务司并存的二元

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清政府“于变动中求不变”的财政观念走向破产，榷税的财政地位亦被洋关和厘金所

取代。而洋关的财政地位的确立，虽历经波折，但最终还是融入清政府的官僚体系。到 1864 年战争结束时，厘

金和洋税已成为更重要的商业税。多年来农业税为主的国家财政结构自此发生转变。本书属“中华学人丛书”。 

 
15.《近三百年财税变革与财政治理》 

编者：陈锋、魏文享、倪玉平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 年 6 月 

ISBN：9787030655363 

本书为第一届财税史论坛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税制变革与财政治理”学术研讨会的

论文集，同时也是三位主编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中期成果。本书内容主

要涉及“财政转型”“税收变革”“财政与社会”三方面。在财政转型问题上，本书讨论

了明至清前期出现的新趋向，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现代财政体系的构建过程。在税收变革

方面，内容涉及众多税种，但主要围绕商税展开，着重讨论了商税的概念、商税的现代性等问题。在财政与社

会部分，本书于明清州县财税与财税人物、思想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本书讨论范围跨越明清至民国，研究方

法多样，对理解明清以来财政税收问题颇有价值。 

 

16.《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 

作者：马德斌 

译者：徐毅、袁为鹏、乔士容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ISBN：9787308200448 

本书由作者近年发表的英文论文选辑修订而成。全书有三大特色：一是强调把 18 世

纪甚至更早的大分流问题与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二是基于中国、

欧洲或者日本之间的比较视野进行研究；三是所有研究均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如

新制度经济学、计量统计与实证分析等。作者首先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下讨论了大分流与清朝财政、法制及货

币体系间的关系。其次，用实证方法分析了 18-20 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及江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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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蚕丝业为例，比较中日近代过程中的不同命运。随后，以两篇书评分别评论两本有关大分流的重要著作。

最后，回应中国经济在历史上何时落伍这一核心问题。本书属“社会经济史译丛”系列。 

 

17.《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 

作者：[美]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M. Polachek） 

译者：李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ISBN：9787300282251 

本书主要探究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为何没促使中国在外交及对外军事方

面进行改革。其核心旨趣在于揭示清廷内部不同政治力量如何对外交、军事决策产生影响。

作者分三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揭示了 19 世纪初文人精英对政治边缘地位的不满，及皇帝

越来越依靠文人政治合作的趋向，催生了抵抗条约体系的激进主义；二是文人舆论领袖与其对手的竞争对战争

期间的对外政策的影响；三是战后十年文人对这场战争的挫败感加深，更加激烈地反对议和派。这些政治斗争

的后果还持续影响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这本书是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将鸦片战争置于清朝内部的政治环

境中加以考量的著作。原著 The Inner Opium War 由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于 1992 年出版。 

 

18.《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洪仁玕眼中的“洋”场》 

作者：[日]仓田明子 

译者：杨秀云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ISBN：9787550632011 

本书围绕核心人物洪仁玕，主要关注中国早期基督教史与传教士的关系、传教士与口

岸知识分子的关系、洪仁玕与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等。主要内容有三方面：

一、研究传教士作为西方知识传播者的作用以及口岸知识分子诞生的前提条件；二、探讨

口岸知识分子的诞生与崛起，通过差会档案及王韬日记等材料追溯口岸知识分子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与洪仁玕

的关系；三、在论述洪仁玕与基督教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评价他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尤其关注传教使团史

料对巴色会的论述，南京合流后的洪仁玕及其著《资政新编》与其作为口岸知识分子及基督教徒之间的关系。

本书原著《中国近代開港場とキリスト教：洪仁玕がみた「洋」社会》由东京大学出版会于 2014 年出版，并于

2015 年 9 月荣获“基督教史学会奖”。本书为孙江教授主编“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之一。 

 

19.《从“新史学”到“新汉学”——清末民初文史之学发展历程研究》 

作者：姜萌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ISBN：9787010220246 

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为：清末民初史学为何能够多元发展、开创高峰，“新史学”为

何兴勃亡忽，以及“旧学”为何在民初再度复兴。作者运用贯通考察与文本细读等方法，

从“学术共识的凝聚”，“意识歧异的表现与影响”，“学术研究典范的形成与完善”和

“学术研究机构的运行”等方面，梳理勾勒了清末民初文史之学从“新史学”到“新汉学”

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作者还指出，对于清末民国文史之学，应从知识阶层的现代化使命、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等角度进行多重维度的认知，应从学术认识论、学术方法论、学术研究领的开拓、学术成果、学术精神五个维

度进行评判。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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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 

作者：张仲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ISBN：9787208163805 

本书为作者论文集，主要依据晚清民国的各种报纸、档案、日记及后来的回忆录中的

新材料，对严复、梁启超、刘师培、胡适、陈寅恪、阎锡山、兰桂馨等人不为人知的面向

进行史实重建。涉及晚清的包括：胡适在上海的读书经历，陈寅恪在复旦公学的求学经历，

严复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的原因及经过，严复与熊季廉的“父子”之交，辛亥前康、梁与袁

世凯之关系，杨翥《吾妻镜》中的新性道德，以及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之行迹等。本书精于考证，对了解清朝

光宣年间的人物与史实有所助益。本书属“论衡”书系。 

 

21.《17-18 世纪朝鲜士人眼中的清朝》 

作者：桂涛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ISBN：9787520363884 

本书主要研究论述十七八世纪朝鲜士人对于清朝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与朱子学的关

联性，核心关怀在于周边国家对清朝正统性的认识。朝鲜素来感激明朝的“再造之恩”，

加之以自身儒家化程度为傲，视清朝为夷狄。在清朝入主中原初期，朝鲜以“胡无百年之

运”的历史认识维持其固有观念。到 18 世纪中叶，清朝虽已出现繁荣盛世，朝鲜却依然

否认清朝为“华”。作者认为，这背后是朝鲜君臣的“小中华”意识发挥着作用，而朝鲜朱子学的世界观及其

“主静”的思维方式，更是朝鲜“小中华”意识的哲学根据，亦是不承认清朝正统性的根源所在。本书力图沟

通思想、情感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对研究清朝正统性及明清时期东亚世界颇有价值。 

 

22.《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 

23.《“教”与“育”的古今中外》 

24.《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 

25.《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 

编者：桑兵、关晓红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4、6 月 

ISBN：9787208160866，9787208160835，9787208160859，978720816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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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学术”“中外”四

编，此外，该丛书的《分科的学史与历史》《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比较与比

附》将陆续出版。 

 

26.《士与大变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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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渭滨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5 月 

ISBN：9787303251964 

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士大夫表现出改造社会、求富自强的

经世理念，传统经世之学在西学东渐的催化下转化为社会精英们变法图强的理念价值。

本书选取沈渭滨教授在鸦片战争史、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军事史、地方史志及人

物传记等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文，共 33 篇，其中既有如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通论著作，

又有如探析同治皇帝死因的专题考证，另外还包含沈渭滨教授对历史学学科发展的思考。

本书基于近代中国的某些历史侧面和若干史事人物展开探索与解读，试图揭示士大夫在

变动时代的心路。本书属“中华学人丛书”。 

 

27.《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 

编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5 月 

ISBN：9787532595785 

本书是近年来近代科举研究的专题成果集结，以 2017 年 7 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覆

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学术工作坊为基础，同时邀约新的作者，共收录专题论文

11 篇，史料整理 2 篇，研究综述、研究书目各 1 篇，反映出近年来近代科举研究的最新

进展。本书围绕科举制度及其停废问题，探讨了科举改制与停废背后的“人事”因素、

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科举与学术文化的关系、科举与学制、铨选的关系以及“后科举”时代的科举文化形

塑等问题。此外，本书还特别编制近海外科举学研究著作类目，更全面地重审科举制历史及其停废缘由与影响。

本书属《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九辑。  

 

28.《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 

作者：桑兵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4 月 

ISBN：9787559827357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最新学术研究的文章结集，与之前出版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

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及《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一

起，作为重审清季民元重大历史转折重新审视的系列成果。本书从两大视角出发，努力深化对辛亥时期思想和

观念的认识：第一部分“共和篇”，以既有研究和文本史事进行突破，全面关照历史，关注文化流变，以概念

史的思路，叙述清季民国时期不同团体、不同人物之间围绕“共和”的观念交锋；第二部分“汉奸篇”，作者

站在王柯、吴密和杨思机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辛亥时期“汉奸”指称的转义及其使用为主题，探讨“汉奸”

的概念变化对清季民初政治史的影响，进而解读民国肇建时期相关史事的演进逻辑。 

 

29.《西医来华十记》 

作者：苏精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20 年 3 月 

ISBN：9787101142501 

本书利用第一手史料，包括来华西医及学习西医的中国人的书信、档案和报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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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西医入华相关的人与事。收录的十篇论文，一方面关注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反应，记

载十九世纪学习西医的中国人，如中国第一位留学英国的医学博士黄宽、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以及

一些学徒出身的中国西医的生平行止，讨论他们习医的经过、学成后的生涯，和面临的文化适应等各种难题；

另一方面，留意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与行为，试图从施与受双方互动的视角，观照西医来华过程中人与事

交织而成的各种现象与意涵。本书繁体版于 2019 年由台湾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30.《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 

作者：周健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 月 

ISBN：9787303232017 

田赋是清代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在官方文献中常

被称为“维正之供”。本书利用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试图将赋役制度史

与财政史两种研究取向相结合，既勾勒田赋制度的演进脉络，也将制度放在各级政

府的财政运作中来理解，由此讨论清代的财政管理与国家治理等问题，研究时段纵

贯清前期的雍乾时期直至清末。作者指出，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

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

重要而深远之影响。本书为“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之一。 

 

31.《国法与社会惯行：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作者：[韩]吴金成 

译者：崔荣根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 月 

ISBN：9787308193498 

本书试图从“国法与社会惯行”的角度阐释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的几种现象，即在社

会变迁的大背景下，通过分析这一时期作为政治与社会支配阶层的绅士以及存在于其周边

的胥吏、衙役、商人、牙行、游手无赖等人群的生存状态，探讨政府的法律制度乃至理念

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何种程度的贯彻。本书认为，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变迁中，国法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诸多的

矛盾，这种现象在近代依然存在。作者的《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代江西社会研究》也已经译成中文。

原书《국법과 사회관행 명청시대 사회경제사 연구》于 2007 年出版，此译本属“社会经济史译丛”。 

 

32.《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 

作者：[美]安熙龙（Robert B. Oxnam） 

译者：陈晨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 月 

ISBN：9787300272689 

本书围绕鳌拜辅政时期的制度、政策及政治人物，探讨了满洲精英群体在调适满汉过

程中的选择与困境，指出四辅臣在官僚体制、地方治理策略以及军事与对外实践等方面，

均试图建立以满人为主体的新政治秩序，并在整体的治理策略上纠正顺治朝后期明显的汉

化倾向，其部分遗产亦为康熙帝所继承。本书是英文世界第一部、亦是迄今唯一一部全面研究鳌拜辅政时期政

治与政策的专著，对于理解清初的政治转折及“满人政治”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原书 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于 1975 年由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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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清末新军》 

作者：张华腾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年 7 月 

ISBN：9787010202051 

新军是指甲午战争之后至辛亥革命前清政府按照西方标准编练的新式陆军，是清

末最主要的国防力量，其对辛亥革命、清王朝的覆灭、北洋军阀形成以及清末民初社

会转型有直接的影响。本书广泛搜集中外政府档案、人物文集、日记等史料，从清末

新军编练、拓展，新军招募、营制、饷章，新军装备、后勤、训练，新军军校与军官培养、新军代表性将领等

方面，阐述了清末新军的历史地位，附录部分收录了陆军部校阅陆军军队章程、新军统一军服章程等，系统梳

理了清末新军的编练过程、成就及其对清末民初社会变迁的影响。 

 

外文部分 

1. The Fifty Years that Changed Chinese Religion, 1898-1948 

Author: Paul R. Katz, Vincent Goossaert 

Publishe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 Date: 2020-12 

ISBN: 9780924304965 

The book breaks new ground by demonstrating that equally important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occurred during the period covering the last decad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ntire 

Republican period. Focusing on Shanghai and Zhejiang, this book delves in depth into the 

real-life workings of social structures,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personal commitments as they 

evolved during this period of wrenching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it goes further tha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models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otably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Korea and Japan. 

 

2. A Monastery on the Move: Art and Politics in Later Buddhist Mongolia 

Author: Uranchimeg Tsultemin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12 

ISBN: 9780824878306 

Based on little-known works of Mongolian Buddhist art and architecture, the book presents 

the history of Ikh Khüree and of Zanabazar. The author makes the case for a multifaceted 

understanding of Mongol agency during the Géluk’s political ascendancy and the Qing 

appropriation of the Mongol concept of dual rulership (shashin tör) as the nominal “Buddhist 

Government.” In rich conversation with heretofore unpublished textual, archeological, and archival sources (including 

ritualized oral histor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Qing emperors’ “Buddhist Government” was different from the 

Mongol vision of sovereignty, which held Zanabazar and his succeeding Jebtsundampa reincarnates to be Mongolia’s 

rightful rulers.  

 

3. China and the End of Global Silver, 1873-1937 

Author: Austin Dean 

Publish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11 

ISBN: 978150175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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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k focuses on how officials, policymakers, bankers, merchants, academics, and 

journalist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answered a simple question: how should China 

change its monetary system? Far from a narrow, technical issue, Chinese monetary reform is a 

dramatic story full of political revolutions, economic depressions, chance, and contingency. As 

different governments in China attempted to create a unified monetary standar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and Japan tried to shape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monetary reform for their own benefi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Silver 

Era in world history ended 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imperial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and the 

state-building projects of different governments in China. Wh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China went off the silver standard in 1935, it marked a key moment not just in Chinese history but in world history. 

 

4. A History of Cultic Images in China: The Domestic Statuary of Hunan 

Author: Alain Arrault 

Translator: Lina Verchery 

Publish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11 

ISBN: 9789882371057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work on the local culture of central Huna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sources for rethinking the nature and variety of Chinese local society. At the heart of 

this society is a kind of statuary found nowhere else in China—sculpted images of local people, 

primarily religious specialists of a wide range, but also parents and ancestors who, according to Confucian orthodoxy, 

should be represented by tablets, not statues. While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ies of these statues include rites that are 

common to all China, they are embedded in unique local ritual traditions. Based on two decades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he author focuses on some 4,000 of these statues and studies them on the basis of consecration 

certificates inserted in the statues, the earliest of which date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James Robson (Harvard 

University) reviewed that the book i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local society in China. 

 

5. Sino-French Trade at Canton, 1698-1842 

Author: Susan E. Schopp 

Publishe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11 

ISBN: 9789888528509 

The book presents a view of the French experience at Canton, and calls for a reappraisal of 

France’s role in that trade. France was one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Western pow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was home to one of the three major European East India companies. Yet 

the nation is woefully underrepresented in Canton trade scholarship. The author rescues the 

French from the sidelines, showing that they exerted a presence that, though closely watched by their rivals, is today 

largely unrecognized. Their contributions were diverse, ranging from finding new sea routes to inspiring the renovation 

of hong façades. Consequently, to ignore the French, or to dismiss them as simply “also-rans,” results in a skewed 

perception of the Canton system. France’s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were inaugurated by private traders,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Canton trade spurred the eventual demise of the company model. 

 

6. Land of Strangers: The Civilizing Project in Qing Central Asia 

Author: Eric Schlu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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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10 

ISBN: 9780231197557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encounter between Qing power and a Muslim society through the 

struggles of ordinary people in the oasis of Turpan. He follows the stories of families divided by 

war, women desperate to survive, children unsure where they belong, and many others to reveal 

the human consequences of a bloody conflict and the more insidious violence of reconstruction. 

The author traces the emergence of new struggles around essential questions of identity, 

showing how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converged into ethnic labels.  

 

7. A Fashionable Century: Textile Arti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Late Qing 

Author: Rachel Silberstein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6 

ISBN: 9780295747187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from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reveal much about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extile handicrafts and the flourishing of urban popular 

culture. Focusing on women’s work and fashion, the book presents an array of visually 

compelling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neglected by traditional histories of Chinese dress, 

examining these products’ potential to illuminate issues of gender and identity. Challenging the conventional 

production model, in which women embroidered items at home, the author sets fashion within a process of 

commercialization that created networks of urban guilds, commercial workshops, and subcontracted female workers. 

These networks gave rise to new trends influenced by performance and prints, and they offered women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fashion and contribute to local economies and cultures. 

 

8.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Author: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6 

ISBN: 9780812252071 

Manchu was a language first written down as part of the Qing state-building project in 

Nor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After the Qing invasion of China in 1644, and 

for the next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Manchu was the language of state in one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s great powers. The author focuses on outsider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Qing 

empire who had little interaction with Manchu speakers but took an interest in the strange, new language of a rising 

world power. He shows how—through observation, inference, and reference to received ideas on language and 

writing—intellectuals in southern China, Russia, France, Chosŏn Korea, and Tokugawa Japan 

deciphered the Manchu script and explores the uses to which it was put for recording sounds and 

arranging words. 

 

9. Listening to China: Sound and the Sino-Western Encounter, 1770-1839 

Author: Tomas Irvine 

Publish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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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0226667126 

Through these stories written by diplomats, trade officials, missionaries, and other travelers and transmitted back to 

Europe, the author not only investigates how the Sino-Western encounter sounded, but also traces the West’s shifting 

response to China. As the tra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roke down, travelers and music theorists 

abandoned the vision of shared musical approaches, focusing instead on China’s noisiness and sonic disorder and 

finding less to like in its music. At the same time, Irvine reconsiders the idea of a specifically Western music history, 

revealing that it was comparison with China, the great “other,” that helped this idea emerge. The author draws attention 

to the ways Western ears were implicated in the colonial and imperial project in China, as well as to China’s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usical knowledge during and after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10. Chinese Diaspora Charity and the Cantonese Pacific, 1850-1949 

Editor: John Fitzgerald, Hon-ming Yip 

Publishe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4 

ISBN: 9789888528264 

The book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charity among Chinese overseas and i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arity in China and in the wider history of global philanthropy. It finds that diaspora 

charity, besides serving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helping the sick and destitute and support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helped to build trust among dispersed hometown networks while 

challenging color boundaries in host societies by contributing to wider social causes. The book shows that charitable 

activities among the “Gold Rush” communities of the Pacific rim—a loosely integrated émigré network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perhaps better known for its business acumen and hard work among English-speaking settler 

societ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asia—also led the way with social innovations that helped to shape modern 

charity in China.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diaspora contributions to their host societies, the contributors correct a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Chinese diaspora which is often perceived by host communities as 

self-interested or disengaged. 

 

11. Staging Personhood: Costuming in Early Qing Drama  

Author: Guojun Wang 

Publis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4 

ISBN: 9780231191906 

The book uncovers a history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by exploring what it meant for the 

clothing of a deposed dynasty to survive onstage. Reading dramatic works against Qing sartorial 

regulations, the author offers an interdisciplinary lens on the entanglements between Chinese 

drama and nascent Manchu ru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He reveals not just how political 

and ethnic conflicts shaped theatrical costuming but also the ways costuming enabled different modes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during the dynastic transition. In case studies of theatrical texts and performances, the author considers 

clothing and costumes as indices of changing ethnic and gender identities. He contends that theatrical costuming 

provided a productive way to reconnect bodies, clothes, and identities disrupted by political turmoil.  

 

12. 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 

Author: Gregory Afinogenov 

Publish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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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0674241855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Russian Empire made concerted effort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The author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kinds of knowledge 

Russia sought over the years and argues that they changed with the shifting aims of the state and 

its perceived place in the worl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ussian bureaucrats were focused 

on China and the forbidding Siberian frontier. They relied more on spies, including Jesuit 

scholars station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 geopolitical challenge shifted to 

Europe: rivalry with Britain drove the Russians to stake their prestige on public-facing 

intellectual work, and knowledge of the East was embedded in the academy. None of these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was especially effective in delivering strategic or commercial advantages. But various 

knowledge regimes did have their consequences. Knowledge filtered through Russian espionage and publication found 

its way to Europe, informing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empires. 

 

13. Circulating the Code: Print Media and Legal Knowledge in Qing China 

Author: Ting Zhang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4 

ISBN: 9780295747156 

The book demonstrates that in the Qing dynasty most legal books were commercially 

published and available to anyone who could afford to buy them. Publishers not only extended 

circulation of the dynastic code and other legal texts but also enhanced the judicial authority of 

case precedents and unofficial legal commentaries by making them more broadly available in 

convenient formats. As a result, the laws no longer represented privileged knowledge monopolized by the imperial state 

and elites. Trade in commercial legal imprint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legal culture that included the free 

flow of accurate information, the rise of nonofficial legal experts, a large law-savvy population, and a high litigation 

rate. Comparing different official and commercial editions of the Qing Code, popular handbooks for amateur legal 

practitioners, and manuals for community legal lectures,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how the dissemination of legal 

information transformed Chinese law, judicial authority, and popular legal consciousness. 

 

14.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Author: Andrew B. Liu 

Publish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4 

ISBN: 9780300243734 

The book challenges past economic histories premised on the technical “divergenc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Rest, arguing instead that seemingly traditional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were central to modern capital accumulation across Asia. The author shows how competitive 

pressures compelled Chinese merchants to adopt abstract industrial conceptions of time, while 

colonial planters in India pushed for labor indenture laws to support factory-style tea plantations. Characterizations of 

China and India as premodern backwaters, he explains, were themselves the historical result of new no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adopted by Chinese and Indian nationalists, who discovered that these abstract ideas corresponded to concrete 

social changes in their local surroundings. Together, these stories point toward a more flexible and globally oriented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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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hampoa and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Port, 1700-1842 

Author: Paul A. Van Dyke 

Publishe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3 

ISBN: 9789888528356 

The book corrects misconceptions about how the Qing government treated foreigners when 

it controlled all trade in the Guangzhou port. The author reappraises the role of Whampoa in 

the system and reassesses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s foreigners, which was much more 

accommodating than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ed. The book shows that foreigners were not 

bound by local laws and were given freedom of movement around Whampoa and Canton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were 

treated with leniency even when found in off-limit places. The lives of seamen who travelled half-way around the globe 

at great risk and lived through a historic period that would become the framework for subsequent encounte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re it not for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major powers and the Qing empire, the 

world would be a rather different place.  

 

16. The Profits of Nature: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the Quest for Resourc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uthor: Peter B. Lavelle 

Publis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3 

ISBN: 9780231194709 

In the book, the author uses the life and career of Zuo Zongtang (1812-1885) as a lens to 

explore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is era. Influenced by his knowledge of nature, geography, 

and technology, he created government bureaus and oversaw state-funded projects to improve 

agriculture, sericulture, and other industries in territories across the empire. His work forged new patterns of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the Qing Empire’s northwest borderlands, including Xinjiang, at a time when other empires were 

scrambling to secure access to resources around the globe. Weaving a narrative across the span of Zuo’s lifetime, the 

book offers a uniqu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crises, colonialism, and the 

natural world during a critical juncture in Chinese history, between the high tide of imperial pow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state-build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7. Becoming Guanyin: Artistic Devotion of Buddhist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uthor: Yuhang Li 

Publis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2 

ISBN: 9780231190121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power of material things to enable women to access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transcendence. In particular, she examines how secular Buddhist women 

expressed mimetic devotion and pursued religious salvation through creative depictions of 

Guanyin in different media such as painting and embroidery and through bodily portrayals of 

the deity using jewelry and dance. These material displays expressed a worldview that differed from yet fit within the 

Confucian patriarchal system. Attending to the fabrication and use of “women’s things” by secular women, the author 

offers new insight in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rshipped and worshipper in Buddhist practice. Combining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theoretical insights from both art history and Buddhist studies, the book is a field-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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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hat reveals the interplay between material culture, religion, and their gendered transformations. 

 

18. Great Qing: Painting in China, 1644-1911 

Author: Claudia Brown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2 

ISBN: 9780295747231 

The author’s account ranges from the tumultuous Ming-Qing transition to the end of imperial 

rule. In response to omissions in previous treatments, she examines major influences shaping the 

period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inting and mapmaking, the role of patrons and 

collectors, printmaking and publishing, religious themes, and Western influences. With more 

than two hundred color illustrations, the book highlights fine examples of Qing painting in American museums, works 

from all regions of China, and paintings by women.  

 

19. China Gothic: The Bishop of Beijing and His Cathedral 

Author: Anthony E. Clark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1 

ISBN: 9780295746678 

The author draws on archival materials from the Vatican and collections in France, Italy, 

China, Po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trace the prominent role of French architecture in 

introducing Western culture and Catholicism to China. A principal device was the aesthetic 

imagined by the Gothic Revival movement of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premier example of this in China being the Beitang cathedral. Bishop Favier’s biography is a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Western missionaries’ role in colonial endeavors and their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which they lived and worked. 

 

20. Where Dragon Veins Meet: The Kangxi Emperor and His Estate at Rehe 

Author: Stephen H. Whiteman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20-1 

ISBN: 9780295745800 

The author draws on resources and methods from art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garden and 

landscape history, early modern glob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to reconstruct the 

Mountain Estate as it evolved under Kangxi, illu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landscape as a 

medium for ideological expression during the early Qing and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more 

broadly. Examination of paintings, prints, historical maps, newly created maps informed by GIS-based research, and 

personal accounts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geographic spac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 the negot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ology. The first monograph in any language to focus solely on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Kangxi court, the book 

illuminates the court’s production and deployment of landscape as a ref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oncerns and offers 

new insight into the sources and forms of Qing power through material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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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太平天国——皇帝なき中国の挫折》 

作者：菊池秀明 

出版社：岩波书店 

出版时间：2020-12 

ISBN：9784004318620 

滅満興漢を掲げて清朝打倒をめざし、皇帝制度を否定した太平天国。その鎮圧のため

に組織され、台頭する地方勢力の筆頭となった曽国藩の湘軍。血塗られた歴史をもたら

した両者の戦いの詳細を丹念にたどり、中国近代化へと続く道に光をあてるとともに、

皇帝支配という権威主義的統治のあり方を問い直す。 

 

22.《闘う村落―近代中国華南の民衆と国家―》 

作者：蒲豊彦 

出版社：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出版时间：2020-09 

ISBN：9784815809980 

城塞化した景観が映す社会の歴史。互いに武力闘争を繰り返す「闘う村落」―。それ

は王朝交替や辛亥革命などを経ても変わらぬ、明末以来の基層社会の姿であり、共産主

義へと向かう農民運動の凄惨な暴力に極まる。宣教師文書を駆使しつつ、初めてその生

成·展開·終焉を跡づけ、新たな中国史像を提示。 

 

23.《近代中国財政史:「外省」から「地方」へ》 

作者：佐藤淳平 

出版社：东京大学出版会 

出版时间：2020-09 

ISBN：9784130261678 

清朝末期から中華民国初期における財政政策や予算配分の傾向を分析し,中国におけ

る西洋近代的財政制度の受容とその土着化を明らかにする.従来の財政史研究における

中央·地方という枠組みをこえて,中央政府·省政府·省議会の三元からなる財政構造を

詳解し,近代中国の政治制度の変容を読み解く。 

 

24.《明淸江南社會文化史研究》 

作者：大木康 

出版社：汲古书院 

出版时间：2020-10 

ISBN：9784762966675 

明清時代、とりわけ明末から清初に至る時期、南京、蘇州、杭州、揚州などの大都市

を擁する江南地方では、經濟的な活況を背景に、文化の花が咲き誇った。傳統的詩文に

ついてはいうまでもなく、書畫や庭園などの藝術、優雅な文人趣味の世界など、明末時

期の江南には、多くの文學者、藝術家があらわれ、活躍している。そしてまた出版業の發展を背景に、傳統

的な雅文學ばかりではなく、戯曲、小説、俗曲などの通俗文藝が隆盛をきわめたのも、この時代の特色であ

る。かくのごとき綾錦のような世界が、明王朝の滅亡、續く清軍の南下によって、たちまち修羅の巷と化す

ことになる。命をかけて清軍に抵抗を試みるか、それとも髪をそり、辮髪を結って清に仕えるのか、はたま

た明の遺民として世を送るのか、當時の知識人は嚴しい選擇の前に立た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こうした人間模

様が見られるのも、この時代ならではのことである。本小著が、こうした明清の時代相を浮き彫りにする一

助となれば幸い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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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国」の形成 現代への展望》 

作者：冈本隆司 

出版社：岩波书店 

出版时间：2020-07 

ISBN：9784004318088 

さまざまな勢力が併存、角逐する一七世紀。そのカオスを収拾し、東アジアに君臨し

た清朝の「盛世」から、多元共存システムがほころびをみせる一八世紀。西洋の衝撃、

革命と独立によって清朝が潰え、ふたたび混迷する一九世紀、そして現代へ――。一元

化と多元化を往還しつづける、平和と騒乱の四百年を描く。 

 

26.《中国の近代的刑事裁判：刑事司法改革からみる中国近代法史》 

作者：久保茉莉子 

出版社：东京大学出版会 

出版时间：2020-07 

ISBN：9784130261654 

20 世紀前半の中国に刑法や刑事訴訟法がいかに整えられ運用されたかを,法典編纂機

関や起草者の変遷,立法をめぐる議論,さらには実際の裁判の文書を丹念に分析し,近代法

秩序の構築を具体的に明らかにする.近代中国で進められた法整備が現代に与えた影響

に光をあてる。 

 

27.《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アジアの貿易と秩序》 

作者：岩井茂樹 

出版社：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出版时间：2020-03 

ISBN：9784815809843 

天下を統べる皇帝と朝貢する蕃夷諸国―この美しい理念の外形を辛うじて保ってい

た明代の通商外交体制も、海と陸の辺縁からの衝撃で転換を迫られ、やがて清代には互

市が広がっていく。西洋とは異なる「もう一つの自由貿易」への構造変動を、日本の役

割も含めて跡づけ、新たな歴史像を実証。 

 

28.《清末中国の技術政策思想——西洋軍事技術の受容と変遷》 

作者：宝鎖 

出版社：临川书店 

出版时间：2020-01 

ISBN：9784653044376 

本書は、第二次アヘン戦争後(1860 年)から日清戦争直前(1894 年)にかけての清国の軍

事技術政策を、特に海防策(外国からの侵略に備えた沿海防衛策)の観点から論じるもの

である。内憂鎮圧か、外憂への対応か、さまざまな課題に直面した清国の当事者、李鴻

章の活動に焦点をあて、西洋の技術·学問の受容過程とともに、技術政策·軍事技術の

変遷をたどる。 

 

其他中文著作 

《清代取保候审研究》 张本照  法律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9787519751555 

《清末知识人的国家建制构想：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中国留学生为中心》 陈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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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9787520176804 

《同光之际的地方社会与政治：张荫桓致赵新、刘传桢书札释读》 马忠文、林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年 12 月 9787559635600 

《清末民初政局文集》  侯宜杰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9787205097592 

《铁路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与文化想象》 李思逸 时报文化 2020 年 12 月 9789571384214 

《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权研究》 王宏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9787520371711 

《嫩科尔沁部与清初五朝四帝关系史研究》 特木尔巴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9787520162005 

《后金时代和清朝初期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 李勤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9787520368872 

《新滋味：西食东渐与翻译》 王诗客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9787519607180 

《清词审美流变》 韩宝江 中华书局  2020 年 11 月 9787101130089 

《清代云南释奠礼乐研究——以大理、临安及丽江地区为例》 洪江 中华书局 2020 年 10 月 9787101147131 

《处变观通：郭嵩焘与近代文明竞争思路的开端》 李欣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9787301315989 

《明清社会史论集》 徐泓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9787301315507 

《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  张广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9787309147452 

《清代乾隆朝归化城土默特刑案研究》 张万军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 10 月 9787100184137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 [澳]寇志明（著）、黄乔生（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年 9 月 9787108066893 

《晚清政治小说：一种世界性文学类型的迁移》 [美]叶凯蒂（著）、杨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年 9 月 9787108064967 

《“汉文脉”在近代：中国清末与日本明治重迭的文学圈》 [日]斋藤希史（著）、盛浩伟（译） 群学 2020

年 9 月 9789869747493 

《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蒙古时代以降的内亚与中国》 蔡伟杰 八旗文化 2020 年 9 月 9789865524241 

《联合天畅：清代文官处分研究》 董瑞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年 9 月 9787550289512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清代〈明史〉修纂研究》 段润秀 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010221366 

《地方的视角：清末条约体制下台湾商人的对策》  李佩蓁 南天 2020 年 9 月 9789576389399 

《清朝遗迹的调查》 刘小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520362450 

《自治与他治：近代华北农村的社会和水利秩序》 祁建民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 9 月 9787100186629 

《规范、惯习与译者抉则：晚清翻译规范及译者行为研究》 王军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520368254 

《流转的紫禁城：世界史视野下的明清宫廷文化》 王一樵 时报文化 2020 年 9 月 9789571383200 

《清代新疆边境地区城市对比研究——以伊犁、喀什噶尔为中心》 吴轶群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532597222 

《喀尔喀历史地理研究》 那顺达来 线装书局 2020 年 9 月 9787512038585 

《山海故人：明清明清浙江的海疆历史与海岛社会》 谢湜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303261901 

《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1861-1911）》 常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8 月 9787520338493 

《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理论研究》 曹海东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 8 月 9787100184601 

《自在囚——明清塾师的生存状态》 丁志军 巴蜀书社 2020 年 8 月 9787553113029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 石涛 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8 月 9787520169653 

《明清祖先像图式研究》 吴卫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8 月 9787520136716 

《泰恩河上的黄龙旗：阿姆斯特朗公司与中国近代海军》 张黎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年 8 月 

9787108068224 

《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 裴雪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52036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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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之家：詹熙、詹垲兄弟与晚清新女性》 [美]魏爱莲（著）、陈畅涌（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520165471 

《帝国之翳：十六至十九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蔡东杰 暖暖书屋 2020 年 7 月 9789869919609 

《史学的思辨与明清的时代探寻》 陈支平 中西书局 2020 年 7 月 9787547517185 

《清代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管理——以四川南部县为个案的考察》 苟德仪 中华书局 2020 年 7 月 

9787101145625 

《清代巴县婚姻档案研究》 张晓霞 中华书局 2020 年 7 月 9787101145922 

《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 张剑 中华书局 2020 年 7 月 9787101145731 

《问清：他们的清朝》 刘文鹏 华文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507553086 

《清代黄河河工银制度史研究》 潘威、张丽洁、张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520357067 

《明清新安医者群体研究》 万四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312047381 

《抵达晚清》  夏晓虹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 7 月 9787100185653 

《弘道以文：文评专书与清代散文批评研究》 诸雨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303255863 

《诗歌之力：袁枚女弟子屈秉筠（1767-1810）》 [加]孟留喜（著）、吴夏平（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214227836 

《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 [美]梅尔清（著），萧琪、蔡松颖（译） 卫城出版 2020

年 6 月 9789869889032 

《城市、报刊与现代性——以晚清重庆报业（1897-1911）为中心的观察》 蔡斐、刘大明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568913102 

《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 卢淑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576004472 

《清代的信息传递与科道监察（1644-1820）》 常冰霞 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010216683 

《历史上的满族社会生活》 刁书仁 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030654083 

《新旧之间——〈樊山政书〉中的清末变法与省级司法》 康建胜 中华书局 2020 年 6 月 9787101144482 

《四库提要小传斠补》 李坚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532596348 

《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 李文杰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208164468 

《朕的圆明园》 刘阳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302553755 

《圆明园研究四十年》 王道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300281841 

《清史论丛》 张荫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303235643 

《化家为国：清代中期内务府的官僚体制》 黄丽君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20 年 5 月 9789863504016 

《贸易与移民：清代中国人移民泰国历史研究》 黄素芳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532595440 

《清代黄河“志桩”水位记录与数据应用研究》 潘威、庄宏忠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2020 年 5 月 

9787511142818 

《明清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 秦川、王子成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550037274 

《网络与阶层：走向立体的明清绘画与视觉文化研究》 王正华 石头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9866660436 

《重建、纪念与叙事：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南京地区》 魏星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305231957 

《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1780）》 吴政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208163430 

《近代州县财政运转困境和调适——基于浙江土客之争的分析》 徐立望、肖依依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308195379 

《道光朝文人戏研究》 袁睿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308200837 

《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 章益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301166987 

《明清江南闺秀文学研究》 赵厚均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532596140 

《蓬莱松风：黄易与乾嘉金石学（附武林访碑录）》 朱琪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978753259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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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 姜鸣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年 4 月 9787108066350 

《文本、讼争与区域司法实践——清代福建省法律运作的多面考察》 肖丽红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4 月 

9787561577653 

《清代文官考核研究》 薛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4 月 9787520359191 

《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 张海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4 月 

9787520161794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仓储和地方社会：以社仓为中心》 白丽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3 月 

9787520330220 

《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与内心世界》  陈葆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3 月 9787301309957 

《清溪远流：清代绘画思想史》 高木森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0 年 3 月 9787534078156 

《〈桃花扇〉接受史》 王亚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3 月 9787520161695 

《红楼梦外：曹雪芹〈画册〉与〈废艺斋集稿〉新证》 黄一农 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2 月 

9789866116810 

《帝国黄昏：鸦片战争与清朝盛世的终结》 [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9787520159975 

《清代目录学研究》 陈晓华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9787519456153 

《清代稀见私家藏书目录研究》 侯印国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9787305214509 

《清代习惯法》 梁治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9787549563913 

《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 虞万里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9787544472920 

《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 周绚隆 中华书局 2020 年 1 月 9787101143126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 朱京伟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 1 月 9787100179287 

《文章自可观风色：文人说经与清代学术》 蔡长林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19 年 12

月 9789863503736 

《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  陈国栋 花城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536089044 

《清代学术史丛考（上、下）》 陈鸿森 台湾学生书局 2019 年 12 月 9789571517568 

《嘤其鸣：明清社会经济论评》 高寿仙 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010214535 

《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李仁渊 凤凰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550629301 

《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 林学忠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532594276 

《明清小冰期：气候重建与影响》 刘炳涛 中西书局 2019 年 12 月 9787547516829 

《明清法律与社会变迁》 邱澎生，何志辉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519740412 

《地介苦寒：清代山西贫瘠州县问题研究》 王丽 九州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510884405 

《陈捷先教授纪念文集》 阎崇年、冯尔康、冯明珠  九州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510883910 

《超越信仰：明清高平关帝庙现象与晋东南乡村社会》 郝平、杨波 商务印书馆 2019 年 11 月 

9787100162241 

《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 李皓 中华书局 2019 年 11 月 9787101142303 

《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 刘永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 9787303253340 

《中国近代书刊形态变迁研究》 沈珉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 9787501367757 

《晚清上海片影》 夏晓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 9787301308394 

《因地制宜：晚清温州士绅社会研究》 尤育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 年 11 月 9787542667120 

《吴松弟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与旧海关资料研究集》 吴松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9 月 

978755981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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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戏曲中的明史再现》 华玮 中华书局 2019 年 8 月 9787101140415 

 

再版中文著作 

《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9787214254016 

《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 汪荣祖 中华书局 2020 年 10 月 9787101147162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杨国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9787559832054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 简又文 九州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9787510893469 

《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本） 刘增合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9787220120145 

《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修订版） 王中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300282428 

《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 [日]沈国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520166331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增订版） 陈春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9787303255344 

《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 [美]罗友枝（著）、周卫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208159822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 王汎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303251193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郑振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9787303253913 

《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 赖慧敏 中华书局 2020 年 4 月 9787101143942 

《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 [美]本杰明·艾尔曼（著）、王红霞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978753259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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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清史研究》2020 年目录 

2020 年第 6 期 

学术前沿·大分流 

 

李伯重、范·赞登著，

周琳、张天虹译 

大分流之前？——对 19 世纪初期长江三角洲与尼德兰的比较 

和文凯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分流视野下的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 

孙睿，李木子 盛世的延续还是衰落的开始？——嘉庆时期名义工资特征以及

技能溢价问题 

学术专论 

彭凯翔，林展 从例的修订看清代治理模式：以《大清律例》《会典事例》为主的分析 

胡英泽 清代山陕滩案中的征租问题研究 

蒋勤，刘致祥 晚清浙江省松阳县的家族、士绅与科举宾兴 

熊昌锟 论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企业资本筹集——以萍乡矿局官钱号为例 

圆桌论坛·清代经济史研究再出发 

李伯重 什么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微观”研究 

刘志伟 传统中国的经济史研究需走出形式经济学 

王玉茹 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与清代经济史研究再出发 

陈志武 从资本化体制看中西大分流 

何  平 清代经济史研究应当关注的两个问题——问题意识中的历史真实与社会整体中的

经济部门 

龙登高 中国史观的 20 世纪偏误及其探源——基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考察 

 

2020 年第 5 期 

学术前沿·《清史地图集》研究 

 

华林甫 清朝政区边界复原与清史地理再现——《清史地图集》的编绘实

践 

赵逸才 清末奉天、锦州二府的县级政区格局及其边界形态 

陈  冰 《清史地图集·湖北图》飞地绘制探微 

学术专论 

张晋藩 论中国古代民法——以清代民法为视角 

李  明 试论清代律学与经学的关系 

刘  楠 清入关前对八旗基层组织的控制——以乌苏氏季思哈、吉普喀达为例 

包呼和木其尔 阿勒巴体制下清代内蒙古喀喇沁地区社会结构——以喀喇沁右翼旗为例 

刘  卫 从演武场到贸易场：清代重庆较场坝的商业化与绿营的军力衰退 

张心雨 边禁之下：朝鲜金仁述越境杀人案探究 

读史札记  

宝音德力根 席勒图库稜班第大诺们汗事迹考述 

杨  立 清代中正榜考略 

达  昕 巴色会视野中的太平天国与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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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4 期 

学术前沿·清朝的“正统性” 

杨念群 清朝“正统性”再认识——超越“汉化论”“内亚论”的新视角 

扎  洛 清朝册封布鲁克巴德布王礼仪探析——第十七任德布王强巴贝册封案例分析 

学术专论  

邱  涛 咸同之际清廷与湘淮集团的江浙控制力之争 

林浩彬 同光时期的期满甄别与铨选制度的重建 

韩  祥 清末小额通货更替与灾赈货币流通转型——以光绪三十二年江北赈案为例 

高志超 清代吉林地区的棉花试种 

衡宗亮 清代前期新疆的豌豆种植 

琚小飞 材料与议题：四库学研究的思考 

赵四方 惠栋托名撰集《尚书郑注》考 

百年清史专题  

胡祥雨 海外清史研究：历史、趋势与问题 

读史札记  

何  瑜 圆明园始建之年考辨 

 

2020 年第 3 期 

清史研究前沿·“经典”研究的重审 

杜家骥          清代满族的“诸申”问题 

赵志强          满洲族称源自部落名称——基于《满文原档》的考察 

学术专论 

贾  宁          从《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看清前期边疆管理中之青海地位 

郝园林          清代新疆“伊犁九城”建置始末——兼论满城形制的渊源 

金  鑫          清代满语文在达斡尔社会的传播进程探析 

黄韶海          清代献俘受俘礼初探 

尹子玉          论嘉庆朝的遣犯改发 

孙  明          制度定型与思想张力：嘉道时期对“壅蔽”问题的讨论 

青年学者论坛 

蔡名哲          传国玉玺与清朝正统论的几个问题 

郑  旦          继承与断裂：清初的会推与专制皇权的强化 

读史札记 

李  超          清代琉球漂风难民物品处置考 

李骛哲          图像中的郭实猎 

 

2020 年第 2 期 

清史研究前沿·基层治理 

张爱萍          废甲编区：清初衡山县里甲赋役改革与基层区划的重塑 

黄雅雯          从“社”到“庄”：清代前期山东寿光县顺庄法的推行 

付永正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学术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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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检秋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蔡智力          《四库全书总目》虚实论的辩证结构 

张瑞龙          皇权与科举——明清恩诏科举广额考论 

张仲民          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 

安海燕          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海外清史 

巴斯蒂著，王文婧译  1949 年以前法国的清史研究 

读史札记 

吴仰湘          《翼教丛编》版本考略 

杨胜祥          清代科举“补殿试”对进士名次的影响 

 

2020 年第 1 期 

清史研究前沿·晚清史的“深翻” 

茅海建          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

时间 

李章鹏          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梁  勇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学术专论 

董建中          雍正朝除贱为良源起补正 

郑小春          开豁为良与徽州小姓的家族建设——以祁门县溪头坞江姓为中心的考察 

张田生          清代仲圣文化及其对温病知识的形塑 

吕宽庆          清代妇女捐赠问题探析 

王科杰          新疆回布贸易兴起原因再析 

张  煜          从草洲到码头:咸同以降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与码头经营 

徐鹤涛          清末新政与工艺教养机构之推广 

读史札记 

姚文昌          乾隆石经磨改考实 

崔  壮          “古人之遗意”与章学诚的史学革新论 

学术评论 

秦宝琦         天地会根由神话解读的新思路——评荷兰学者田海著《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 

 

Late Imperial China《清史问题》2020 年目录 

Volume 41, Number 2, December 2020 

Lynn Struve, Social Relations and Affective States i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al Practice: 

Zhang Jiebin and the Problem of Renqing 

Wesley B. Chaney, Threats to Gong: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Ellen Widmer, Promotion, Patronage, and Poetic Socialization: The Tongqiu Society and its 

Role in Wang Duanshu’s Shaoxing Years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Linguistic Compartmentalization and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eunghyun Han, Recent Korean Scholarship on Sino-Korean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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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41, Number 1, June 2020 

Mengxiao Wang, Reconciling the Three Teachings: Tu Long’s (1543–1605) Self-Cultivation and Playwriting 

William T. Rowe, The Soul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Depei’s Confucian Christianity 

Naixi Feng, Mushroom Cloud Over the Northern Capital: Writing the Tianqi Explos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ric Schluessel, Exiled Gods: Territory, History, Empire, and a Hunanese Deity in Xinjiang 

Peng Xu, Editing Pipa Ji for the Late Ming Popular Theater: The Identity of the “Singing Hermit” and His Editorial 

Work 

 

清史论文分类索引 

（2020 年 1 月-12 月） 

政治 

清代的乡官论与制度选择  胡恒  历史研究  2020:5 

梁启超与司法储才馆  李在全  历史研究  2020:5 

养心殿区域清宫内务府裱作档案述略  纪立芳，方遒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制造圣王——读清《太祖高皇帝圣训》  赵轶峰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  刘潞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2 

“名实分离”：雍正帝对大学士选任制度的改革——兼谈阁权的“变异”  杜望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 

清代太妃太嫔的尊封研究  沈欣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 

晚清学政的日常事务与生活世界——陆宝忠督学湖南日记稿本研究  李细珠  近代史研究  2020:6 

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军械购买、制造与日本因素  吉辰  近代史研究  2020:5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顾建娣  近代史研究  2020:3 

乡场与晚清四川团练运行机制  孙明  近代史研究  2020:3 

“行险以徼幸”：杨崇伊的仕途与人生  张海荣  近代史研究  2020:2 

傅鼐练兵成法与镇筸兵勇的兴起：清代地方军事制度变革之肇始  谢晓辉  近代史研究  2020:1 

咸同年间广西浔州的“堂匪”、团练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动  任建敏  近代史研究  2020:1 

庚子慈禧西行议定过程考析  郑泽民  历史档案  2020:4 

“官民斗法”：清代匿名揭帖的日常运作  廖吉广  历史档案  2020:4 

日本外务省藏《苏报》案档案选译（下）  陶陶  历史档案  2020:3 

咸丰十一年《热河密札》中若干隐语指代人物补证  张闻捷，刘会军  历史档案  2020:3 

晚清长江巡缉考实  张建斌  历史档案  2020:3 

顺治初年卫所制度的变革  杨园章  历史档案  2020:2 

乾隆朝毁禁去思德政碑档案  赵增越  历史档案  2020:1 

清代八旗军政考选中的逾岁留任制度  黄治国  历史档案  2020:1 

从南部档案浅析清代地方司法中的保释  吴冬  历史档案  2020:1 

乾隆朝热河道设置考论  王月  历史档案  2020:1 

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封磊  史林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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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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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赵凤昌：非同寻常的主幕关系  李志茗  史林  2020:3 

康熙朝奏折中的经世官员及其典范化  姜金顺  史林  2020:2 

庚子罪己：传统政治行为的一次近代变异  郑泽民  史林  2020:2 

宣统二年疆臣会奏速开国会新探  史展  史林  2020:2 

嘉庆朝鸦片烟外禁时间考——兼与井上裕正商榷  刘霆  史林  2020:1 

明清州县佐杂在雷州半岛的海防布局变迁  黄忠鑫，廖望  中国历史地理丛刊  2020:4 

清代川陕楚边区的行政建制与人事管理——以道光元年设治为中心  张振国  中国历史地理丛刊  2020:4 

明清幕府人事制度新探——以“幕宾”“幕友”“师爷”为例  陈宝良  史学集刊  2020:4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吴佩林，白莎莎  史学集刊  2020:2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刘晨  史学集刊  2020:1 

传统与现代的互嵌：龙泉司法档案民事状词叙述模式的演变（1908-1934）  吴铮强  史学月刊  2020:12 

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  刘凤云  史学月刊  2020:11 

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与清末政局  潘崇  史学月刊  2020:10 

儒者之刑名：清代省例立法基础的再思考——基于儒家元典对《福建省例》的文本解读  魏淑民  史学月刊  

2020:9 

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民众反抗事件  刘晨  史学月刊  2020:7 

谁阻路政：岑春煊与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  朱从兵  史学月刊  2020:4 

19 世纪中叶乡村民变的动员——以江南太平天国民变为中心  刘晨  中国农史  2020:5 

清代陕西长安咸宁二县乡村区划的演变  盛承  中国农史  2020:5 

清代司法检验活动中的医者  茆巍  文史  2020:1 

康熙朝的珐琅器礼物与皇权  常建华  中国史研究  2020:3 

清代重案中的成案适用——以《刑案汇览》为中心  李凤鸣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 

乾隆五十七年豫省河工帮价分赔案研究  裴丹青，包诗卿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20:4 

康有为戊戌奏请易服断发改元考辨  樊学庆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20:2 

实营伍而济兵艰：清朝的养育兵制度  叶高树  法制史研究  2020:1 

风俗与法律——以清朝之“安科礼”为讨论中心  鹿智钧  法制史研究  2020:1 

也谈清代犯罪存留养亲的现代价值——一个学术史的回顾与思考  张群  法制史研究  2020:1 

乾隆皇帝的民人嫔妃  黄丽君  新史学  2020:3 

清末における「官報」の発行と政府による情報発信の変容  殷晴  歷史學研究  No.996(2020-5) 

「大兵雲集」下の首都防衞について――日淸戰爭期における督辦軍務處を中心に  根无新太郎  東洋史研究  

Vol.78, No.4(2020-1) 

Xiangyu Hu, The Evolution of Early Qing Regulations on Fugitive Slaves, Modern China, Vol. 6 （2020） 

 

社会 

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  邹振环  历史研究  2020:4 

近代中国社会对“瘾”的认知及其变化  王亚楷  近代史研究  2020:6 

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以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为中心  马敏  近代史研究  2020:5 

清末京师阅报社考察——基于空间和族群的视角  王鸿莉  近代史研究  2020:5 

清末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原因考析——兼论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  彭贺超  近代史研究  2020:4 

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  李发根  近代史研究  2020:4 

从家佛堂到三教并祀：移民社区空间的构建——基于清代湖北省南漳县九龙山社区的田野调查  周保国，吕文

涛  近代史研究  2020:1 

论清季农务整顿视野下的保董  苟德仪  历史档案  2020:4 

清代盛京地区保甲制度之推行——以盛京内务府抄存档案黑图档为中心  李小雪  历史档案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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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衍圣公世家联姻研究  孔勇  历史档案  2020:2 

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例  于帅  历史档案  2020:2 

试论清宫侍卫的生活保障与日常管束  陈章  历史档案  2020:2 

嘉庆十六年京城轿夫聚赌案档案（下）  刘文华  历史档案  2020:1 

治水之后：清代太仓水利实践中的利益纠纷与官方能动性  罗晓翔，张景瑞  史林  2020:5 

滹沱的挑战与景观塑造：明清束鹿县城的洪水灾难与洪涝适应性景观  李嘎  史林  2020:5 

“改良族制”：近代上海的族会  叶舟  史林  2020:4 

近代上海女医群体的形成——以社会网络为视角的考察  赵婧  史林  2020:3 

明末清初上海的天主教集会——以新出史料《敬一堂志》为中心  史习隽  史林  2020:1 

自行车与近代中国女性（1868—1949）  徐涛  史林  2020:1 

“捕属”与晚清广州的城市社会  梁敏玲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4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津渡变迁研究  刘玉青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3 

明清时期军屯制度对南岭山地乡村聚落变迁的影响——以蓝山县南部村落为例  欧阳琳浩，谢湜，梁育填  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3 

黄河因素影响下的山东西部区域人文环境（1855-1911）  古帅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3 

传统城市空间的近代转型：以上海县城为例（1905—1914）  刘雅媛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1 

敬祖尊王：清代萍乡宗族与图甲运行  阳水根  中国农史  2020:6 

晚清徽州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以《局董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康健  中国农史  2020:5 

地方社会变迁与庙会社火传承的嬗变——以鲁西北地区临清为例  周嘉  中国农史  2020:4 

明清徽州官府和地方社会对假命图赖问题的管控与治理  陈瑞  中国农史  2020:1 

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杨建国  中国农史  2020:1 

清代图甲户籍运作机制的分异与趋同——以徽州文书《祁门修改城垣簿》为中心  黄忠鑫  中华文史论丛  

2020:2 

新见河北大名董氏藏元《藁城董氏世谱》清嘉庆抄本研究  罗玮  文史  2020:3 

“活”的人口史：从曾氏家族看 19 世纪中国官宦之家的婚姻、生育行为  郭玉峰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0:2 

狮城善女人：19 世纪以来的新加坡斋姑社群  苏芸若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第 35 期（2020-6） 

清朝前期における江寧の旗·民關係――滿漢合璧『永禁找贖雑差碑』をめぐって――  葉勝  東洋史研究  

Vol.79, No.2 （2020-9） 

Craig Clunas, Book review on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writt

en by Dorothy K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9, No.1&2(2019) 

Levi S. Gibbs, Going Beyond the Western Pass: Chinese Folk Models of Danger and Abandonment in Songs

 of Separation, Modern China, Vol.6 (2020) 

Isabelle Landry-Deron, Book review on Jesuits and Matriarchs, Domestic Wo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wri

tten by Nadine Amsler, 2018, T’oung Pao, Vol. 106 (2020) 

 

经济 

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蒋宝麟  历史研究  2020:5 

铜元何以占领农村：清末民初华北小额通货的流通与更替  韩祥  历史研究  2020:4 

近代华北乡村土地交易的参与者及其人际关系——基于孔府魏庄地契的实证分析  姜修宪  近代史研究  

2020:6 

晚清板晒技术与余岱私盐  蒋宏达  近代史研究  2020:5 

商民、商贸与边疆：晚清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研究  柳岳武  近代史研究  2020:4 

庚子之后制钱铸造体系的规复与解体  韩祥  近代史研究  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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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关开埠与汉口国际贸易（1858—1869）  郑彬彬，张志云  近代史研究  2020:2 

辛亥鼎革与商事审判：1912 年上海纯泰钱庄破产案  张世慧，史慧佳  近代史研究  2020:1 

光绪时期的户部京察册  伍媛媛  历史档案  2020:4 

清代中西贸易商欠案档案（上）  伍媛媛  历史档案  2020:4 

从新见禀文奏稿谈乾隆朝福康安对云南铜运的整顿  王瑰  历史档案  2020:4 

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的新进展——读《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  张景瑞  历史档案  2020:3 

清代“四柱清册”  郭琪  历史档案  2020:3 

庄有恭案与乾隆朝捐输赈济  王科杰  历史档案  2020:2 

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三个循环  滨下武志  史林  2020:6 

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形成、结构与学术价值  吴松弟  史林  2020:6 

香港地区的中国海关史研究：议题、成果和资料  李培德  史林  2020:6 

明清徽州赋役征收中的图甲自催与图差追比  刘道胜  史林  2020:6 

清代山西的钱帖与信用：与东南地区比较  曹树基，徐俊嵩  史林  2020:6 

上海租界早期租地实践与制度变迁:兴安公所租地案述论  叶斌  史林  2020:5 

盐商与积欠：雍正朝江南赋税清查中的异数  舒满君  史林  2020:4 

太平天国常昭占领区的抗粮抗税风潮及其成因  刘晨  史林  2020:4 

清代民国北京糖饼行南北案兴衰初探  孙笑颜  史林  2020:1 

明清徽州人地矛盾问题再研究  徐国利  史学集刊  2020:3 

清代晋商在禹州的经营活动——兼论禹州药市的发展脉络  许檀  史学集刊  2020:1 

旱灾、饥荒与清代鄂尔多斯地区蒙地的开垦  张力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4 

近代山西城乡货币体系变迁初探（1894-1927）——以小额通货为中心  韩祥  史学月刊  2020:12 

清末“保商彩票”与商号破产清理研究  张世慧  史学月刊  2020:3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种植  夏如兵，王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1 

清代陕西蔬菜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韩强强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1 

明清河南区域粮食种植结构商品化与集镇城镇化研究  胡明  中国农史  2020:1 

清末民初遗产税的引入  雷家琼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2 

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  仲伟民，邱永志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0 

银行、票号兴替与清末民初金融变革  周建波，曾江  中国社会科学  2020:8 

20 世纪以来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演变及其前景  朱浒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4 

近代直隶地区集市的空间体系研究——兼论施坚雅的市场结构理论  邵俊敏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0:6 

从《燕行事例》看 19 世纪东北亚的贸易  王振忠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南洋钱法：近代早期荷属东印度的中国货币，1596-1850  徐冠勉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  王华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 

简论清代北京内三旗所属内务府商人  孙晓莹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 

清代四川州县的契税治理：以南部县契税诉讼为侧重点  赖骏楠  学术月刊  2020:10 

崇实黜奢：论嘉庆朝内务府财政  赖慧敏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20:2 

 

边疆民族 

人似秋鸿来有信——六世班禅东行前与扎什伦布寺交往之实物与史实  王跃工，马晟楠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1 

15-19 世纪扎什伦布寺绘画风格考察  罗文华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1 

清宫所藏三件六世班禅进献的外国文物  马骥越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1 

清季新疆设督与治疆思路考析  章成  近代史研究  2020:4 

再造“土司”：清代贵州“新疆六厅”的土弁与苗疆治理  卢树鑫  近代史研究  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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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  李彬  历史档案  2020:3 

嘉道时期宗室移居盛京考述  刘灿  历史档案  2020:3 

清代新疆玉石内运路线考——以乾隆朝高朴案为中心  郭琪  历史档案  2020:3 

清代新疆哈萨克马调拨内地考述  张帅  历史档案  2020:1 

清代东北封禁政策下的旗民交往关系——以乾隆朝吉林珲春为例  马金柱  历史档案  2020:1 

乾隆十五年东北察访瑞树活动简述  王钊  历史档案  2020:1 

近 250 年新疆呼图壁河中下游河道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张莉，鲁思敏  西域研究  2020:3 

清代民国时期伊犁锡伯旗屯水利社会的形成与瓦解  潘威  西域研究  2020:3 

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身世考  杨栋娟  西域研究  2020:1 

清前期“边缺”与边疆治理述论  张轲风，戴龙辉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4 

清代英吉沙尔驻扎大臣的设立和变革考辨  王超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4 

《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实效问题探析  张科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4 

道光年间浩罕对色哷库勒的侵略及清廷的对策  陈剑平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4 

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  杨红伟，张蓉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4 

晚清循化厅藏族部落纠纷的解决形态  马成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4 

清末史料中的哲孟雄名称与部族考订  张永攀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4 

清代西藏地方军事地理格局的演变  孙宏年，苗鹏举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3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梁潇文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3 

柳条边始建年代考略  管书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3 

乾隆朝中缅战争前后的贸易变动与宗藩关系  马琦，余华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3 

高熊征与《安南志》新论  成思佳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3 

清代西北边疆厅的历史嬗变——以吐鲁番为例  王启明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2 

清末民初广西的弹压委员与改土归流  郭红，郭嘉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2 

晚清蒙古清丈增租下的利益博弈——以光绪年间“农安惨案”为中心  付永正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2 

清末大清银行库伦分行研究  柳岳武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2 

1890 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谈判中的中锡边界交涉  吕昭义，陶亮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2 

《藏行纪程》所载滇藏交通研究  张钦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1 

晚清民国乌鲁木齐地区村落类型与社会治理——以个案分析为中心  刘超建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1 

“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潘晓伟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1 

清代西藏的“阿里总管”体制  黄博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4 

清代新疆冰岭道建置考  王科杰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2 

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席会东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1 

清前期“版图”概念考析  易锐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1 

清中后期西南边疆田赋蠲缓与国家财政治理  李光伟  史学月刊  2020: 2 

畲民之间：帝国晚期中国东南山区的国家治理与族群分类  李仁渊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20:1 

萨木萨克早年经历考：清朝在喀什噶尔与中亚帕米尔以西的政治困境，1759-1784  惠男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  2020:3 

末代国师：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  林宣玮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20:3 

淸代モンゴルにおける人身賣買規制法  萩原守  東方学 Vol.139(2020-01)  

清朝前期における江寧の旗·民關係——滿漢合璧『永禁找贖雑差碑』をめぐって  葉勝  東洋史研究 Vol.79, 

No.2(2020-09) 

康熙朝『黒図檔』から見た盛京地方の内務府包衣 王天馳 史林 Vol.103, No.4(2020-07) 

Kenneth Pomeranz, Book review on Across Forest, Steppe, and Mountain: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Empire in Qing 

China’s Borderlands, written by David A. Bello, and: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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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written by Jonathan Schlesing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9, 

No.1&2(2019) 

 

中外关系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贾小叶  历史研究  2020:1 

同治二年郭嵩焘未刊手札七通  唐佳  历史档案  2020:4 

万国监狱大会与晚清中国  刘洋  历史档案  2020:4 

琉球《历代宝案》的整理及启示  谢忱  历史档案  2020:4 

清末中国和阿根廷交往情况初探  王士皓  历史档案  2020:3 

使臣日记与清政府东南亚华侨政策的转变  焦海燕，陈先松  历史档案  2020:3 

从《尚家文书》看清末赵新使团在琉球的活动及其管理  李郭俊浩，赖正维  历史档案  2020:3 

从荷兰文档案看晚清契约华工移民苏里南  徐晓东  历史档案  2020:2 

美国海关档案与清末南洋公学留美生史实  郭晶萍，徐珊珊  历史档案  2020:1 

“福禄诺节略”真相再研究  王志强  史林  2020:6 

中国收回棉花检验权始末  李佳佳  史林  2020:6 

19 世纪最后 20 年新教传教士关于汉译《圣经》“浅文理”体的讨论与实践再探  凤媛  史林  2020:4 

日本对汉冶萍借款模式的形成——以煤铁互售交涉案为中心的探讨（1898-1899）  叶磊  史林  2020:4 

近代领事裁判权体系下的华洋船舶碰撞案——1887 年万年青号事件的法律交涉  张晓宇  史林  2020:3 

晚清中国“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考析——以辽南安东为典型案例  贾小壮，王林强  史学集刊  2020:2 

清末民初英人波尔登在华植物采集活动考述  左承颖  史学月刊  2020:8 

日本政府对清末新政前期的观察与反应  王美平  史学月刊  2020:6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贾菁菁  史学月刊  2020:1 

19 世纪中叶英美茶税政策与华茶出口  董晓汾，韩笑，石涛  中国农史  2020:6 

中国蚕桑技术传入美洲的历程与影响  杨虎，曹慧玲  中国农史  2020:4 

英国向清代中国输铅问题研究  郭卫东  中国史研究  2020:2 

晚清驻英公使馆与国际法的运用：以双语照会为中心的考察  皇甫峥峥  中华文史论丛  2020:2 

摒挡须仗舌辩——蔡钧与晚清地方对外交涉  张晓川  中华文史论丛  2020:2 

从清廷政争看光绪五、六年中日琉球交涉  黄飞  学术月刊  2020:8 

全权、常驻公使与钦差——津约谈判前后的中英职衔对等与邦交平等翻译问题  屈文生，万立  学术月刊  

2020:6 

十九世纪初澳门不列颠博物馆的历史意义——兼论英、印、中自然史信息流通网络的运作  戴丽娟  中研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20:3 

牡丹社事件的考古学观点——1871 年事件的发生  郭素秋  古今论衡  2020:35 

広西省における壬寅奇災とアメリカ救済遠征隊  土肥歩  東洋學報  Vol.101, No.1(2020-1)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Joshua Marshman and the Study of Spoken Chinese, T’oung Pao, Vol. 106 （2020） 

 

文化学术 

养心殿燕喜堂内檐槅扇书画的历史沿革与保护  喻理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2 

重返作品：《平安春信图》的创作及其他  巫鸿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开卷如亲书兴豪——乾隆皇帝对苏轼书法的临学  王亦旻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以史解画，以图证史——关于光绪《大婚图》册的绘制  任万平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画家与收藏家：王鉴与南北鉴藏界的关系网络  赵国英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乾隆朝养心殿《百鹿图》贴落探究  李湜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清代康、雍、乾三帝与诗歌评议  郑欣淼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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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建福宫花园的赏石台座  晋宏逵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从斗栱形制探析故宫太和殿院落四角崇楼的建筑年代  王藏博，徐怡涛，方遒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从宗教空间到庆典空间——基于样式雷图档的颐和园排云殿建筑群重修设计过程研究  刘婉琳，张龙，吴琛  故

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从乾隆朝养心殿的改造看明清紫禁城硬山建筑的变化  李燮平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论清代太医院的防疫职能  林乾，陈丽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清代太和殿的两次重建  王子林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10 

首里城出土清朝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  项坤鹏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9 

曲阜孔庙雍正八年祭器研究  俞珊瑛，布明虎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8 

嘉庆朝倦勤斋诗文贴落陈设探讨  李泊汀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8 

故宫博物院藏清帝吉服读书像考析  徐瑾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8 

故宫博物院藏《皇图永固经》研究  李若愚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8 

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  王翯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7 

论清代的禁戏制度  方华玲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4 

清宫宴戏考论  张帆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4 

吴历与许之渐交游考略  鲁颖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4 

早期 Pragmatism 中文译名的变迁  吴巳英  近代史研究  2020:6 

“结构种魂”:曾鲲化《中国历史》研究  李孝迁  近代史研究  2020:4 

《英轺日记》作者问题辨析  吴仰湘，周明昭  近代史研究  2020:2 

清末民国时期的“朝鲜亡国史”著述  徐丹  近代史研究  2020:1 

同治光绪两朝功牌  郭琪  历史档案  2020:4 

康熙帝练习数学的《圣祖算草》  哈恩忠  历史档案  2020:4 

康熙朝起居注官侍直制度略探  杜望  历史档案  2020:4 

清代北京地区满汉合璧传记类碑文体例  张杰  历史档案  2020:4 

清代绮春园沿革辨析  何瑜  历史档案  2020:3 

清代方略馆及其编纂活动述略  李金飞  历史档案  2020:3 

皇史宬藏《清实录》的存放及补缮  王金龙，许杨帆  历史档案  2020:3 

清代八旗进士人数考实  章广  历史档案  2020:2 

清代涉台名人信札三通考释  赵巍，谢必震，方宝川  历史档案  2020:2 

陈邦彦与《全唐文》初稿进呈考析  王文欣  历史档案  2020:2 

光绪朝同文馆教员学生考叙档案  郭琪  历史档案  2020:1 

清代苏州府学修葺考略  朱春阳  历史档案  2020:1 

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提要稿解析  张升  历史档案  2020:1 

清代内务府满文来文及其史料价值  赵郁楠  历史档案  2020:1 

清玩与捐疴：明代江南儒医与花药园  冯玉荣  史林  2020:6 

科学家编纂的儒学书籍——新发现薛凤祚《圣学心传》探析  朱浩浩，褚龙飞，石云里  史林  2020:6 

庚子国变期间北京德界的华人翻译——以程遵尧为例  冯志阳  史林  2020:5 

冲击与重塑——明末以降来华传教士对古希腊、罗马史的阶段性塑造及其转变  裴艾琳  史林  2020:2 

明末清初上海的天主教集会——以新出史料《敬一堂志》为中心  史习隽  史林  2020:1 

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创立  吴彤  史学集刊  2020:6 

“苏学盛于北”说再考察  粟品孝  史学集刊  2020:3 

试论姚鼐的史学思想  郑素燕  史学史研究  2020:3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考论  刘开军  史学史研究  2020:2 

赵翼对陈垣早期治学的影响  单磊  史学史研究  2020:2 

- 76 -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 “忠节”书写为中心  周毅  史学史研究  2020:1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  郑大华  史学月刊  2020:8 

国际合作与防疫主权：1911 年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再研究  管书合  史学月刊  2020:6 

清末民初“传统”的出现：概念史视角的考察  章可  史学月刊  2020:4 

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  李金飞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2 

钱大昕《元史稿》故实考辨  李鸣飞  中国史研究  2020:3 

重论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  吴仰湘  中国社会科学  2020:4 

论晚清易学之转向  林忠军  中国社会科学  2020:2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陈乔见  文史哲  2020:5 

中西异同视角下的“西学中源”说——兼论晚清“《格致古微》时代”的思想光谱  李欣然  文史哲  2020:4 

晚清戏曲中的“新女儿”——三篇传奇内外的人物  夏晓虹  中华文史论丛  2020:2 

清内府抄本《钦定续通志》考论  琚小飞  文史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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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 

毛氏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版本源流考  董婧宸  文史  2020:3 

《清实录》内阁小红绫本下落考  胡恒  文史  2020:2 

谣言政治与文化运作——以上海光复前后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为例  陈捷  学术月刊  2020:4 

黄宗羲“文与道合”观的三个维度  肖翠云，刘锋杰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6 

另一侧的潜流：清末国学变迁与章太炎的明治汉学批判  彭春凌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  杨念群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  翁有为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报纸和报馆：考察中国报刊历史的视野——以戈公振和梁启超为例  黄旦  学术月刊  2020:10 

清代六种文帝类全书的出版史研究  胡劼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20:2 

正教与异端：明、清时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注疏研究  祝一平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20:2 

明清学额制度之基层运作——以十七、十八世纪福建莆田、仙游两县学额争端为中心  叶鹏  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  2020:2 

从天理到手技：清末西医妇产科译书与知识传递  林星廷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第 35 期（2020-6） 

聖人はすべてを豫見できるか――江永の天文學における八線表（三角關數表）と西學中源説  田中圣纪  東

洋史研究  Vol.79, No.1(2020-2) 

淸代徐州における文字獄と禁書再刊――『白耷山人集』を中心に  尹敏志  東洋史研究  Vol.78, No.4(2020-1) 

Anne Gerritsen, Objects in Frames: Displaying Foreign Collectibles in Early Modern China and Europe, written by 

Anna Grasskamp, 2019,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Vol.6(2020) 

Guojun Wang, Absent Presence：Costuming and Identity in the Qing Drama A Ten-Thousand Li Reun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9, No.1&2(2019) 

Nathan Vedal, From Tradition to Community: The Rise of Contemporary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9, No.1(2020-1) 

Daniel Burton-Rose, Establishing a Literati Spirit-Writing Altar in Early Qing Suzhou: The Optimus Prophecy of Peng 

Dingqiu (1645-1719), T’oung Pao, No.106(2020-3/4) 

 

科学与环境 

什么是江南——生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话语  夏明方  历史研究  2020:2 

清宫编钟制作考  孙召华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4 

清廷颁发蒙古文《时宪书》始末   晓春，春花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4 

养心殿“嘉庆六年”宝匣内“天下太平”钱币的制作工艺研究  高飞，刘建宇，尹航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0:4 

清末东北防疫中的“财”与“政”  杜丽红  近代史研究  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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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档案所见乾隆朝天山南路的新城修筑  王耀  历史档案  2020:4 

清末防治瘟疫中外交涉档案（上）  哈恩忠  历史档案  2020:3 

清末防治瘟疫中外交涉档案（下）  哈恩忠  历史档案  2020:4 

沙岛浮生：明清崇明岛的传统开发与长江口水环境  鲍俊林，高抒  史林  2020:3 

宣泄与净化：近代长三角东部城镇河流污染及治理  吴俊范  史学月刊  2020:10 

清代马铃薯在陕西的引种与传播  刘鑫凯，朱宏斌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3 

从岛陆到洋面：明清时期中朝对黄海北部海界认知及演进  高志超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3 

清中期以降永定河工中的秸料使用  邵华  中国农史  2020:5 

现象与本质：清代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社会环境恶化——以杭嘉湖和皖南山区为中心的研究  张祥稳，

戴家翠  中国农史  2020:4 

晚清民国时期湖州池塘养鱼技术考略——以菱湖地区为中心  韩玉芬  中国农史  2020:1 

东亚“病妇”：清末西医产科在广州和香港的发展  姜锺赫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20:1 

中国传统医学社群对于“祝由”疗法的评价与态度——从隋唐到清代  林富士  新史学  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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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清史研究史》成果新刊 

2012 年，清史研究所在戴逸、李文海先生的指导下，将“百年清史研究史”作为全所重大项目开展集体攻

关。经过多年的努力，《百年清史研究史》于近日付梓刊行。此次集中推介新近出版的四卷，以飨读者。 

 

百年来的清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范式叠出、理

论多样。本书围绕明末清初思想转变、经世思想、

考据学、清廷文治思想与政策、清代理学、西学

东渐、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中学西源与中体西用

等问题，梳理各个流派、理论、范式对清代思想

史的解释模式与力度。与此同时，本书在系统梳

理百年来清代思想文化研究史的基础上，对前人

研究的得失作以“评析”与“反思”，力求通过学术梳理发现问题，提出未来研究之可行

路径。 

 

清代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体量

最大的部分之一。本书立足于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

分析，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式与范式转换、清代经

济史研究的发端及其早期发展、以生产关系为主线的

清代经济史研究、现代化范式主导下的清代经济史研

究、“中国中心观”取向与清代经济史研究等问题出

发，通过对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各种范式及其转

换脉络，探讨百余年来清代经济史研究学术脉络的演

变。 

清史地理研究蔚为大观。本书通过对百年来

清史地理研究著述的细致爬梳，针对疆域变迁、

政区地理、人口分布与移民史、地理文献、舆图、

自然地理、清史数据库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

等若干专题展开学术史评述，同时力图以问题为

导向，聚焦各专题研究的核心关切，反思既有研

究路径，有助于学界准确掌握清史地理研究已取

得的成绩，进一步展望未来发展之可能。 

 

清史研究的百年进展，与文献档案的搜集、整理、

出版密不可分。本书在系统梳理百年清史文献档案利

用史的基础上，深入探析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研究

焦点与学术观念的转捩，清史纂修与文化传承的长远

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诸因素和清代文献档案的学术

价值不断被认识与利用、自身特点与研究空间不断被

发掘并凸显之间的学术关联和具体表现，力图以必要

的阶段性学术总结和反思推动当代清史研究和未来学术的发展。 

《百年清史研究史·思想文化史卷》 

作者：杨念群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5 月 

ISBN：9787300279381 

《百年清史研究史·历史地理卷》 

作者：胡恒、朱江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300287478 

《百年清史研究史·经济史卷》 

作者：朱浒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9 月 

ISBN：9787300116310 

《百年清史研究史·文献档案卷》 

作者：阚红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SBN：978730028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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