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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安排 

11 月 5 日 

（星期六）上午 

（08:00-11:50） 

08:00-08:30 开幕式 

08:30-08:40 合影 

08:50-10:10 大会报告（一） 

10:10-10:30 茶歇 

10:30-11:50 大会报告（二） 

11 月 5 日 

（星期六）下午 

（14:00-18:00） 

14:00-15:50 分组报告 

15:50-16:10 茶歇 

16:10-18:00 分组报告 

11 月 6 日 

（星期日）上午 

（08:00-11:50） 

08:00-09:50 分组报告 

09:50-10:00 茶歇 

10:00-11:50 分组报告 

11 月 6 日 

（星期日）下午 

（13:50-18:20） 

13:50-15:40 分组报告 

15:40-15:50 茶歇 

16:00-17:20 大会报告（三） 

17:25-18:20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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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一览 
时间 主题 腾讯会议/密码 网络主管 

11 月 5 日 
（星期六）上午

(8:00-11:50) 

大会开幕式 
大会报告（一）
大会报告（二） 

256 507 408/1105 高  魏  管金粮 

11 月 5 日 
（星期六）下午

(14:00-18:00) 
（分组报告第一、二

场） 

甲骨组 962 818 057/1105 高  魏  丁笑艳 

金文组 344 377 773/4923 李晓亮  陈瑾懿 

简帛组 836 709 962/221105 胡  波  王佳慧 

综合组 269 996 218/221105 叶美玲  康  蓥 

青年组 319 239 165/654321 董春垒  高俊霞 

11 月 5 日 
（星期六）晚上 

20:00-22:00 
理事会 425 877 046/313242 李晓亮  马  超 

11 月 6 日 
（星期日）上午 

(8:00-11:50) 
（分组报告第三、四

场） 

甲骨组 252 165 005/1106 高  魏  丁笑艳 

金文组 955 186 078/62994 李晓亮  陈瑾懿 

简帛组 179 264 936/221106 胡  波  王佳慧 

综合组 159 180 806/221106 叶美玲  康  蓥 

11 月 6 日 
（星期日）下午 

(13:50-15:40) 
（分组报告第五场） 

甲骨组 252 165 005/1106 高  魏  丁笑艳 

金文组 955 186 078/62994 李晓亮  陈瑾懿 

简帛组 179 264 936/221106 胡  波  王佳慧 

综合组 159 180 806/221106 叶美玲  康  蓥 

11 月 6 日 
（星期日）下午

(16:00-17:20) 
大会报告（三） 989 621 304/1106 高  魏  管金粮 

11 月 6 日 
（星期日）下午

(17:25-18:20) 
闭幕式 989 621 304/1106 高  魏  管金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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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流程 

（提示：论文题目后为《古文字研究》（第 34辑）页码，标 X者为《现场论文集》页码） 

一、开幕式 

时间：11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08:00-08:30)  地址：西南大学行署楼 B 栋东方红会议厅 

腾讯会议/密码：256 507 408/1105  网络主管：高  魏、管金粮 

主持人：王化平 

1.裘锡圭先生致辞 

2.吴振武教授致辞 

3.崔延强副校长致辞 

4.孟蓬生教授致辞 

二、照相 

时间：11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08:30-08:40) 

地点：网络照相/行署楼 A 栋外台阶 

组织人：李学渊、杜  锋、马  超、袁伦强 

三、大会报告（一） 

时间：11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08:50-10:10)  地址：西南大学行署楼 B 栋东方红会议厅 

腾讯会议/密码：256 507 408/1105  网络主管：高  魏、管金粮 

主持人：陈伟武  邹芙都 

1.黄天树：殷墟甲骨卜辞释读三则/1 

2.黄德宽：西周金文等材料中所见词语“粦明”的训释/X77 

3.董  珊：辽阳出土“和成夫人”鼎铭再考 /237 

4.沈  培：据安大简《仲尼曰》引《诗》验证过去各家对于《小雅•正月》“彼求我则，如不我得”

的理解/X120 

茶歇（10:1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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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报告（二） 

时间：11 月 5日（星期六）上午(10:30-11:50)  地址：西南大学行署楼 B 栋东方红会议厅 

腾讯会议/密码：256 507 408/1105  网络主管：高  魏  管金粮 

主持人：张玉金  冯胜君 

1.李守奎：十三行长篇楚帛书的文本复原与篇题拟定/X84 

2.刘  钊：“䤼”和“錦”的抉择——马王堆帛书文字考释一则/X91 

3.苏建洲：再谈清华简《良臣》《子产》的人名—“蔑明”/X121 

4.张显成：释简帛医书方名“治……方”中的“治”——兼论句首语气助词“治”的来源/485 

五、分组报告 

第一组：甲骨组 

 

时间：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 

 

腾讯会议号/密码：962 818 057/1105 

网络主管：高  魏  丁笑艳 

第一场：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14:00-15:50) 

主持人：赵  鹏  张惟捷 

1. 陆忠发：释甲骨文病（ ）/X93 

2. 张玉金：释殷墟甲骨文中的“ ”/53  

3. 李 发：读契札记四则/5   

4. 孟跃龙：“化”字补释——兼释甲骨文中“兆”字的一种异构/13 

5. 刘 云：甲骨、金文中的“ ”读“祷”说辨析/19   

6. 王子杨：花东甲骨一例祝辞的含义试解/33  

茶歇（15:50-16:10） 

第二场：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16:10-18:00) 

主持人：周忠兵  门  艺   

7. 孙亚冰：释“疡”和“殇”/29 

8. 杨泽生：说甲骨文中奉祀的“奉”字/42   

9. 张惟捷：殷卜辞“倝”字考/47 

10. 赵  伟：甲骨文“行”非军事组织补论/135 

11. 李爱辉：《甲骨文合集》6的校读/65  

12. 雷缙碚：“昌、名”二字本义考——兼论《诗经》“安且吉兮”/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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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6 日（星期日） 

 

腾讯会议号/密码：252 165 005/1106 

主管：高  魏  丁笑艳 

第三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08:00-09:50) 

主持人： 方稚松  袁伦强 

13. 彭裕商：释“藻”/X119 

14. 刘风华：出组定型化成组卜辞初探/75   

15. 刘 影：甲骨卜辞中的祭祀对象“保”/82   

16. 郑继娥：甲骨文金文“用”字对比研究/X190 
17. 门 艺：无名组缀合一例及相关问题/93   

18. 赵 鹏：从胛骨钻凿布局再谈师组、宾组、历组卜辞的关系/99  

茶歇（09:50-10:00） 

第四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10:00-11:50) 

主持人：莫伯峰  刘风华 

19. 方稚松：谈甲骨文中“敦”的一种异体/X33 

20. 周忠兵：一版甲骨新缀及相关问题研究/105  

21. 郭仕超：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复音词研究/X47 
22. 张军涛：一则新缀卜甲所见武丁时期的灾害/131  

23. 王 森：试论黄组卜辞十祀征人方发生在武乙时期/126  

24. 毛志刚：关于甲骨文四方风名“曰”字刻辞的补释---兼议甲骨文定语后置的问题/X104 

第五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13:50-15:40) 

主持人：刘  影  刘  云 

25. 刘 源：试论甲骨文是殷代正规文字的一种变体/87 

26. 莫伯峰：从不对称否定看卜辞中“惠”和“惟”的词义差别/112  

27. 邓  飞：商代甲骨文“首祀”考/X23 

28. 韩文博：新见宾二、出一同文卜辞及相关问题研究/X57 

29. 袁伦强：释甲骨文“监”“觞”/X163 

第二组：金文组 

 

时间：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 

 

腾讯会议号/密码：344 377 773/4923 

主管：李晓亮  陈瑾懿 

第一场：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14:00-15:50) 

主持人：吴良宝  吴毅强 

1. 周宝宏：西周金文考释五则/205 

2. 黄锡全：射壶铭文及有关问题/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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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春桃：杨伯簋铭文考释/161 

4. 任家贤：金文札记二则/166 

5. 孙合肥：释酒务头墓地铜器铭文中的“翼”/170 

茶歇（15:50-16:10） 

第二场 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16:10-18:00) 

主持人：杨  博  周  波 

6. 董莲池：师㝨簋铭“ ”试解/143 

7. 吴良宝：读铭札记三则/180  

8. 吴毅强：大盂鼎铭文读札/185  

9. 邓佩玲：从金文“逆洀”论“洀”“造”的并合问题/216  

时间：11 月 6 日（星期日） 

 

腾讯会议号/密码：955 186 078/62994 

主管：李晓亮  陈瑾懿 

第三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08:00-09:50) 

主持人：邓佩玲  王  伟 

10. 谢明文：釋西周金文中的“ ”/X139 

11. 单育辰：《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释文校订/221  

12. 叶玉英：西周春秋金文同词异字的历史层次及其所揭示的商周雅言之历时音变/225 

13. 杨 博：北白鹅“大保匽中”器铭与南燕/242  

14. 黄锦前：南阳出土楚王戈考释/245  

茶歇（09:50-10:00） 

第四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10:00-11:50) 

主持人：谢明文  叶玉英 

15. 何景成：晋侯对铺铭文“脂食大饭”解说/249  

16. 马 超：释燕国铜器克罍、克盉中的 字/253 

17. 周 波：旧释“郤氏左”戈铭文、国别再议/263  

18. 王 伟：秦兵器地名校释二则/259  

第五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13:50-15:40) 

主持人：李春桃  马  超 

19. 于 淼：新见徐釐尹朁簠与黄君子叕簠铭文辨伪/269  

20. 马立志：春秋梁国史补考三则/290 

21. 陈英杰：西周王号谥称说申论/280  

22. 杨怀源：金文中的“ ”/X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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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简帛组 

时间：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 

 

腾讯会议号/密码：836 709 962/221105 

主管：胡  波  王佳慧 

第一场：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14:00-15:50) 

主持人：程  浩  蒋  文 

1. 范常喜：郭店简《六德》“宜頪 而 ”新诠/296  

2. 张富海：郭店简《老子》释读一则/303  

3. 王志平：“槁木三年，不必为邦 ”新解/308  

4. 黄 杰：《性自命出》“古乐龙心，益乐龙指”解/314  

5. 洪 飏（于 雪）：安大简《诗经》“怀（褭）”字及相关诸字/329 

6. 岳晓峰：《诗经》“毋忝尔所生”新解/339  

茶歇（15:50-16:10） 

第二场 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16:10-18:00) 

主持人：马晓稳  杜  锋 

7. 陈伟武：清华简释读短札二则/356  

8. 张新俊：上博简《容城氏》“柔三十夷”之“柔”字试释/346  

9. 程 浩：谈谈楚文字中用为“规”的“夬”字异体——兼说篆隶“规”字的来源/352  

10. 贾连翔：清华简《五纪》的“簸扬于箕”与“外”声字的唇喉通转现象/364  

11. 蒋 文：清华简《四告》“不卒纯”解/369  

时间：11 月 6 日（星期日） 

 

腾讯会议号/密码：179 264 936/221106 

主管：胡  波  王佳慧 

第三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08:00-09:50) 

主持人： 邬可晶  袁  莹 

12. 鞠焕文：清华简《芮良夫毖》“猲憧”补苴/372  

13. 刘传宾：《清华九》研读札记/380  

14. 魏 栋：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校释拾遗/386  

15. 马晓稳：《芮良夫毖》“莫之扶䢐”解/392  

16. 李松儒：《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第三、四册读札/400  

17. 杜  锋：简帛文献考证三则/X27 

茶歇（09:50-10:00） 

第四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10:00-11:50) 

主持人：陈颖飞  张  峰 

18. 程少轩：清华简《五纪》表下肢之字补释/X9 

19. 石小力：说战国文字“ ”字的来源/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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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袁 莹：战国秦汉文字中“俞”声字读为“降”补论/554 

21. 邬可晶：楚帛书甲篇第一章新诠/414  

22. 肖晓晖：简帛“朵”字释义小议/419  

23. 庞壮城（吴琪琪）：北大汉简《妄稽》校读賸记/X105 

第五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13:50-15:40) 

主持人：肖晓晖  庞壮城 

24. 陈颖飞：清华简《良臣》“南宫夭”新论/X1 

25. 程  薇：清華簡《五紀》“冘”“甫”續辨/X10 
26. 罗  涛：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研札/X95 

27. 肖 攀：楚文字中的“臼”/430  

28. 张  峰：楚简文字“堵”字省体及相关字辨析/X168 

第四组：综合组 

时间：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 

 

腾讯会议号/密码：269 996 218/221105 

主管：叶美玲  康  蓥 

第一场：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14:00-15:50) 

主持人：侯乃峰  汤志彪 

1. 李洪财：秦汉简牍研读札记/441  

2. 乐 游（刘 钊）：汉简零拾（二则）/445  

3. 方 勇：读阜阳汉简《万物》札记三则/452  

4. 魏宜辉：肩水金关汉简人名考析（六题）/456  

5. 王 强：释马王堆汉墓遣策中的量词“括”/461  

6. 张传官：汉简牍《苍颉篇》校读零札/467  

茶歇（15:50-16:10） 

第二场 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16:10-18:00) 

主持人：方  勇  刘伟浠 

7. 白军鹏：西北汉简书写讹误现象考察/476  

8. 李 锐（张 帆）：《老子》校读零札/436  

9. 汤志彪：释温县盟书的“ ”字兼论盟书盟主和年代/501  

10. 李明晓：东汉镇墓文中“解离”释读及相关问题研究/513  

11. 段 凯：释“龀”/565  

时间：11 月 6 日（星期日） 

 

腾讯会议号/密码：159 180 806/221106 

主管：叶美玲  康  蓥 

第三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08:00-09:50) 

主持人： 陈美兰  商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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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萧 毅：武汉博物馆藏东汉《硕人》镜校读一则/539  

13. 侯乃峰：释邾国陶文的“肰”字/519  

14. 刘洪涛（李桂森）：《匋玺室藏古玺印选》释文补正/524  

15. 张振谦：“㲻月”小考/529  

16. 徐俊刚：战国货币地名考辨二则/533  

17. 刘秋瑞：新郑出土陶文考释/X92 

茶歇（09:50-10:00） 

第四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10:00-11:50) 

主持人：赵  岩  魏宜辉 

18. 林志强：传抄古文特例浅说（一）/573  

19. 刘伟浠：《篆隶万象名义》“ ，申字”新证/578  

20. 陈美兰：说叉──兼谈衣物疏几种发饰/582  

21. 商艳涛：汉字古今关系说略——以“其、箕”楷书异体来源为例/590  

22. 杨 安：新见唐兰先生遗墨与《名始》创作思路探微/595 

第五场：11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13:50-15:40) 

主持人：李洪财  张传官 

23. 徐世权：秦云中郡始置时间考辨/X155 

24. 赵  岩：卖买合文与两则汉律的解读/X182 

25. 王化平：简帛石经所见周易卦名异文相关问题考论/X129 
26. 高一致：试说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中的“四夬”和“多气”/X38 

27. 郑邦宏：释汉代文字中的“玪”/X183 

第五组：青年组 

时间：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 

 

腾讯会议号/密码：319 239 165/654321 

主管：董春垒  高俊霞 

第一场：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14:00-15:50) 

主持人：王  博  讲评人：叶  磊  苏文英 

1. 罗文静：说甲骨文“西” 
2. 闫佳琳：甲骨文同义词“乎”“令”辨析 
3. 史梦云：试论楚文字“ ”的形体与职用 
4. 刘  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释文校勘札记 
5. 廖俊豪：汉代文字所见“颜”字谐声考辨 
6. 夏  恩：吴简许迪案“不见”“诣言”相关问题探讨 
7. 吕舒宁：北魏时期支脂之微四部的分合研究 
8. 王  祎：北朝后期墓志铭用韵研究（阴声韵部分） 
9. 董婉婷：试论音韵学研究中的概率统计与数理统计 

茶歇（15:5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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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 11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16:10-18:00) 

主持人：孙可寒  讲评人：王远杰  杨亦花 

10. 沈雪梅：“黑”词义衍生与功能转化的认知语义分析 
11. 苟乌果：“互联网嘴替”的形成与认知分析 
12. 卢  玲：量词“撮”的来源及历时发展 
13. 文楚薇：网络缩写词微探 
14. 李  硕：东巴经“待客”用字分析 
15. 熊  娟：纳西族东巴文及东巴文化教育史研究 
16. 刘香坊：前空型句式“××bu33dɯ21lu55la33”记录方式及相关问题考察 
17. 邓艳玲：从史官文化看先秦语类文献的源流 
18. 刘峻杉：清华简《五纪》黄老思想初探 

 

六、大会报告（三） 

时间：11 月 6日（星期日）下午（16:00-17:20）  地址：西南大学行署楼 B 栋东方红会议厅 

腾讯会议/密码： 989 621 304/1106  网络主管：高  魏、管金粮 

主持人：王志平  邓  飞 

1.赵平安：清华简《五纪》与齐“徙盐之玺” /X173 

2.季旭升：重读《上博五·融师有成》/342 

3.徐在国： 谈安大简“泛皮（彼）白（柏）舟”之“泛”/X151 

4.孟蓬生：楚简《五行》“埶”字异构试释/408 

七、闭幕式 

时间：11 月 6日（星期日）下午(17:25-18:20) 

腾讯会议/密码： 989 621 304/1106  网络主管：高  魏、管金粮 

主持人：李  发   

1.分组报告汇报（17:25-18:05） 

1)甲骨组：王子杨（清华大学） 

2)金文组：单育辰（吉林大学） 

3)简帛组：张新俊（中国海洋大学） 

4)综合组：刘洪涛（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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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由发言 

3.下届年会承办单位代表发言 

4.宣告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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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简介 
 

西南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农业农村部、重庆市共建的

重点综合大学，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建设高校。现任党委书记李旭锋教授、校长张卫国教授。 

学校主体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坐落于缙云山麓、嘉陵江畔，占地约 8295 亩，校舍面积

187 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40%，泱泱校园，宏丽庄重，气象万千，是闻名遐迩的花园式学校，

教育部表彰的文明校园。 

学校溯源于 1906 年建立的川东师范学堂，几经传承演变，1936 年更名为四川省立教育

学院。1950 年，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教育、国文、外文、史地、数学等系与 1940 年成立的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农艺、园艺和农产制造等系与 1946 年创办的私

立相辉学院等合并建立西南农学院。1985 年，两校分别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

学。2000 年，重庆市轻工业职业大学并入西南师范大学；2001 年，西南农业大学、四川畜

牧兽医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合并组建为新的西南农业大学。2005 年，西南师

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开启了学校发展崭新篇章。 

百余年来，筚路蓝缕，玉汝于成，数代西南大学人以其弘毅坚韧、自强不息的奋斗铸就

了“特立西南、学行天下”的大学精神，不断丰富着“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内涵。 

百余年来，学校始终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为己任，杏坛育人，劝课农桑，积淀了深厚

的人文底蕴。一大批名师先贤曾执教于此，春风化雨，躬耕不辍。数十万毕业生从这里走向

四面八方，成为民族复兴大业的建设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骨干。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特色鲜明，涵盖了哲、经、法、教、文、史、理、工、

农、医、管、艺等 12 个学科门类，其中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29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4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有 2 种专业博士学位、27

种专业硕士学位，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27 个。 

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

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学校现有 43 个教学单位，102 个本科专业，其中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9 个、重庆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81 个。教学资源丰富，现有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3 个、重庆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3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3 门、重庆市一流本科课程 167 门，有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

教育基地 1 个。现有在校学生 50000 余人，其中普通本科生近 40000 人，硕士、博士研究生

14000 余人，留学生近 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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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3162 人，其中教授 771

人、副教授 1315 人，博士生导师 540 人、硕士生导师 1691 人。现有国家级人才 121 人次，

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人、海外院士 5 人，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

人。另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5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3 个。 

学校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1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 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1 个、教育部或农

业部重点实验室 10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4 个、“111 计划”创新引智基地 6 个、教育部

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2 个、农业农村部科学观测实验站 1 个、自然资源部野外基地 2 个、国

家大学科技园 1 个、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21 个、重庆市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

个、国家级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分中心 1 个、重庆市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 2 个。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1 个、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等中央部委社科

研究基地 6 个、与中央部委相关司局共建社科研究平台 4 个、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 13 个，重庆市新型智库（含培育）4 个。目前学校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1 项。“十三五”期间，学校科研经费总量达到

36.9 亿元，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02 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等 260 项，获得授权专利 1524 项，育成动植物新品

种 99 个，出版专著 600 余部。获教育部普通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9

项，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级奖 130 余项。 

学校注重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开展校地合作、定点

扶贫和对口支援工作。坚持“立足重庆、面向西南，服务全国”，与重庆、四川、云南、贵

州、江苏、山东等省市 77 个地、市、县建立了校地战略合作关系，与国内 54 家大中型企业

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与 21 个省、市 800 余个行政事业单位和 900 多家企业开展

了有效的项目合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

县校合作，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产学研有效结合的“石柱模式”，入选全国高校产学研合

作十大优秀案例。 

学校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与美、加、泰、日、韩、越、澳、俄等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的 190 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建有 1个中外合作办学非独立法人机

构，6 个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13 个国际联合科研实验室，7 个海外国际中文教育机构，

1 个境外办学平台。 

历经百余年的磨砺和发展，今天的西南大学正秉承“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坚

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深化综合

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全面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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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简介 

1.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是 1984 年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教学科研机构，是教育部全

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和重点建设的研究所之一。 

本所现有在编人员 24 人，其中教授 6人，副教授 8人，22人具有博士学位，10人具有

国（境）外学习经历，另有返聘专家 1人。已经形成一支年龄层次合理、学科门类齐全、知

识结构良好、语言和文献兼治、科研和教学并重的学术队伍。 

本所在几位老专家（喻遂生、张显成、毛远明等）的带领和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已经逐

步走上以综合研究为基础和以特色研究为重点的发展道路。“综合研究”包括：（一）不同载

体（甲骨、金石、简帛、写本和刻本等）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二）不同学科（文字学、

语言学、文献学）和不同研究方向（语言学学科内的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语法研究）的综

合研究；（三）跨语言（汉语、纳西语、壮语）综合研究。“特色研究”包括：（一）出土文

献语言研究和文献整理研究；（二）西南民族古文字研究（东巴文和古壮字研究）和文献整

理研究。 

近 10 年来，本所共承担国家、部省级科研项目 80 余项，总经费近 2700 万元。其中包

括毛远明教授主持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石刻文字搜集与整理》、张显成

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中华大典﹒农业典》、喻遂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

重大招标项目《纳西东巴文献字释合集》、张显成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简帛

医书综合研究》、孟蓬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汉字谐声大系》。另有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27 项，省部级项目 49项。喻遂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纳西东巴文

献字释合集》结项获“优秀”等级，其成果入选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在《中国

语文》《历史研究》《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近 200篇。在中华

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机构出版专著 100 余部，包括《甲金语言文字研究论集》

《商代甲金文时间范畴研究》《甲骨军事刻辞整理与研究》《简帛文献学通论》《简帛逐字索

引大系》《散见战国秦汉简帛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战国秦汉简牍虚词研究》《战国楚简语

法研究》《尹湾汉墓简牍校理》《秦汉简帛异体字研究》《走马楼吴简佃田、赋税词语研究》

《简帛量词研究》《〈嘉禾吏民田家莂〉校注》《碑刻文献学通论》《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汉

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两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法律文献整理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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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西南大学新藏墓志集释》《西南大学新藏石刻拓本汇释》《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产

生与发展》《纳西东巴文分域与断代研究》《纳西东巴文跋语及跋语用字研究》《纳西东巴文

研究丛稿》《俄亚、白地东巴文化调查研究》等，其中喻遂生教授等所著的《俄亚、白地东

巴文化调查研究》入选 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此外，本所研究人员还整

理或翻译过《尚书》《论语》《左传》《谷梁传》《礼记》《明史》《儒藏》《苏轼全集》《梦溪笔

谈》《城口厅志》《维西见闻纪》等古籍。 

近五年来，本所研究人员在出土文献方面，共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含西部、后期与“绝学”项目）17项，教育部、国家语委及其他部委科研项目 9

项，教育部古委会项目 5项；在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社共出版学

术专著 23部；共发表学术论文共 120余篇，其中在《考古学报》《中国语言学报》（JCL）《中

国语文》《文献》《敦煌研究》《古汉语研究》《中华文史论丛》《出土文献》《简帛》《中国文

字研究》《励耘语言学刊》等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近 80篇。张显成教授的《尹湾汉墓简牍

校理》获“第 31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毛远明教授的《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

获“教育部第七届人文社科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和“第 31 届全国优秀古籍图

书奖二等奖”、《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获第十七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和“重

庆市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喻遂生教授的《俄亚、白地东巴文化调查研究》获

“重庆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孟蓬生教授的《副词“颇”的来源及其发展》

获“重庆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本所主办的《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2012 年开始筹办，2014年正式创刊。一年两辑，

由巴蜀书社出版。该刊前九辑由张显成教授任编委会主任，实行轮流执行主编制，分别由李

发、邓飞、陈荣杰、王化平担任执行主编。从第十辑开始，改组编辑委员会，新增学术委员

会，实行固定编辑制。由孟蓬生担任主编，王化平担任编辑部主任，李发担任常务副主编，

胡波担任副主编。该刊现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集刊和人大复印资料来源

刊物，并已收入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该刊目前已出版至第十五辑，所刊文章

涉及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敦煌等文献，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现已逐渐成为“冷门

绝学”研究成果的高水准发表平台，在出土文献研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 

本所资料室作为西南大学二级研究单位的资料信息平台，长期以来，根据本所学科建设

的发展目标和教学科研的需要，结合自身馆藏的历史基础以及文献资料的结构特点，形成了

颇具个性特色的馆藏风格，所藏图书 20000余册，涵盖语言、文字、历史、文学、哲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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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民族等方面，杂志 7000余册。 

本所与文学院、新诗所共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语言文学重庆

市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7 年，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我校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评为 B+，进入全国排名前 20%，被学校评为一流培育学科，被重庆市评

为重庆市高等学校“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作为西南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三十余年

来，本所共培养硕士研究生 500多名，博士研究生 60余名。 

2.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其前身可追溯到 1940 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1952年更

名为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1999 年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6 年更名

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吴宓、吴毓江、邓子琴、杜钢百、李源澄、郭豫才、

孙培良、张圣奘等一批学界名师在此执教，奠定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深厚基础，铸就了今日

之院训：进学、修德、会通、超胜。 

    学院现有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史、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古典学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历史教育硕士（含高师

硕士）授予权。学院下设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教育 4个系，开设历史学

（师范）、历史学（非师范）、民族学 3个本科专业。学院现有教职工 80余人，其中博士

生导师 21人，硕士生导师 34人，教授 24人、副教授 26人，博士（含在读）57人。有国

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教育部国家级人

才 3人（含讲席教授 1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计划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

人、重庆市优秀科学家 1人、重庆市英才计划及巴渝学者等省部级人才 10余人等。 

     近 5年，学院教师获得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00余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

项，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 1项，国务院重大文化工程子项目 4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4

项，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 1项，一般项目近 50项，其他省部级项目 60余项，科研经费

2500余万元。发表科研论文 350余篇，含《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近

代史研究》《世界历史》《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等论文 168篇。出版学术专著 57部，其中

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等著名出版社出版 35部。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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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成果二等奖 2项、青年奖 1项，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15项（其中一等奖 2项），国家民

委优秀社科成果奖 4项。 

3.西南大学文学院 

文学院历史悠久、学风优良、声誉远播，其前身可追溯到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1940 年

设置的国文系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 1942 年设置的国文专修科。1950 年 10 月，国立女子师范

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两个国文系随之合并为中国语言文学系，简

称中文系。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重庆大学中文系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56

年更名为汉语言文学系，2003 年 7 月成立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 年 7 月，西南师范大

学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揭开了文学院发展的新篇章。 

80 年的发展历史，一大批名家先贤先后汇聚于此，探研学术，传承文脉。1949 年前，

有胡小石、高亨、商承祚、唐圭璋、台静农、罗根泽、詹锳、吴宓、李何林、魏建功、李霁

野、赖以庄、吴则虞等在这里潜心治学，建立了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1949 年后，亦有吴

宓、高亨、赖以庄、钟稚琚、郑思虞、何剑熏、徐德庵、杨欣安、魏兴南、曹慕樊、刘又辛、

徐无闻、李景白、谭优学、李运益等学者继续在此传道授业，筚路蓝缕，为学院的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院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美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语言文学重庆市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学科实力位居国内前列。2017 年，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被评为 B+，进入全国排名前 20%，被学校评为一流培育学科，被重庆市评为重庆市高

等学校“十四五”重点建设学科；戏剧影视文学学科被评为 B，进入全国排名前 30%，被重

庆市评为重庆市高等学校“十四五”重点建设学科。2018 年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入选重庆

市一流专业建设名单，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通过 2018 年度来华留学质量认证。2019 年学院汉

语言文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及西南大学“一流专业点”重点培育项目名

单。学院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7 项，在研省部级项目 60 项，横向项目 2 项，合计科研总

经费 1547 万元。发表论文总数 567 篇，CSSCI 期刊论文 324 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

文 4 篇，出版学术专着 97 部，教材 13 部，译着 2 部。学科实力居国内前列，西部领先。 

文学院现有教职工 93 人，其中专任教师 87 人，教授 28 人，副教授 31 人，讲师 28 人，

博士生导师 22 人，硕士生导师 47 人。国家级人才 3 人，教育部“（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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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计划”人选 1 人，重庆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2 人，重庆市首批“百名学术学科领

军人才”培养人选 1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选 3 人，重庆市百名学术学科领军人才培养

计划人选 1 人，重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1 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7 人，文化名

家暨“四个一批”理论界别人才推荐人选 1 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5 人，重庆

市“322 重点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 1 人，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6 人，重

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2 人，重庆市优秀教师 1 人，重庆市宣传文化系统“巴渝新秀”青

年人才 1 人，重庆市第二届“青年文化新人”1人。 

文学院现设中文系、影视艺术系、汉语国际教育系，包括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

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影视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等教研室。现

有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以及吴宓研究中心、美学研究所、

西南影视文化教育与研究中心、叙事文学研究所、中国书法研究所、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

华语电影研究所、语文教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有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和非师范）、汉语

国际教育、戏剧与影视文学三个本科专业。 

历经 8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今天的西南大学文学院正秉承“仁爱•博雅”的院训，紧密

围绕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学院目标，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努力建设一流学科、一流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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