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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七十年发展成就略说
霍　巍　陈　默　董华锋　李　帅　王　果　徐法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且不断前进的历程，按照学科

发展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第二个时期为１９７７—２０１２年，第三个时期为

２０１３年以来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的历史科学在学位授权点、科研机构、专业学术团体、学术刊

物等学科建设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建设下，

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历史学方面，上百本重要论著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影

响力；考古学方面，在出版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的同时，学术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国际化程度

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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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四川省长期以来的传统优势学科，历史学

（含考古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非常辉煌的

成就。前人曾对此做过一些梳理，为我们提供了极

好的参考①。本文拟在全面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努

力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七

十年发展取得的成就做一简要梳理和分析。由于牵

涉面极广，篇幅有限，很多重要的学者或论著恕无法

一一述及，不当之处，敬希谅解。



第５期 霍巍等：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七十年发展成就略说 　　　

一、学科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

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且不断前进的历程，在

学科建设、学术成果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

就。按照学科发展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第二个时期为
１９７７—２０１２年；第三个时期为 ２０１３年以来的新

时代。

第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学

（含考古学）逐步由民国“新史学”的脉络向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的新轨道转换。以徐中舒、蒙文通、冯汉

骥、缪钺等为首的广大史学工作者在保存和沿续四

川史学既有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学习和接受马克思

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教学和科研，遵循“先

因后创”与“不破不立”的原则，取得了一系列瞩目

成就。不少高校均改设、新设了历史学专业，少数高

校新设了考古学专业，系统地进行史学专门人才的

培养。四川的历史学家积极参与了全国性的关于中

国奴隶制、封建制分期等问题的讨论，撰写了大量论

文。此外，土地制度、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资本主

义萌芽、巴蜀文化等问题也是史学工作者讨论的热

点。这一时段四川史学（含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

尤其是先秦史方面拥有较大的优势，另外魏晋南北

朝史和宋史也相对突出。其次，在中国近代史方面

特别是近代四川方面，也积累了雄厚的基础。民族

史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新亮点，伴随着１９５６—１９６４

年的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与民族语言大调查，西南

民族研究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同时，考古

学通过一系列的考古活动，取得了许多具有开创性

的成果，特别是新旧石器时代考古、巴蜀考古、西南

民族考古、历史时期考古等方面在四川乃至全国考

古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时段的四川史

学以川大史学为代表，体现出重视文献、语言的特

点，学术水平比肩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等国内顶级机构。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川省的历史学（含

考古学）在曲折中不断探索。老一辈史学家以及广

大的史学工作者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无法从事

正常的学术活动，但仍在逆境中坚守自己的历史职

责，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中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四川

省历史学（含考古学）总体处于停滞状态。

第二个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的教学和研

究，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往日的某些禁区和空白得

到开放和填补。老一辈学者逐渐退出了科研教学第

一线，然而薪火相传，新一代的学者继承了前辈重视

史料、重视多重证据相互印证的治史风格，积极吸收

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披荆斩棘，勇于创新。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大量传入，成为历史

学家广泛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帮助研究者找到了

新的学术热点。无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

界史、各个专门史的研究，还是考古学，既频出成果，

又涌现人才。新的学科点在各个高校中先后设立，

一定数量的硕士、博士陆续入学，为人才梯队的建设

奠定了基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在省内各地召开，

学术交流活动较为活跃，国内外卓有成就的权威学

者纷纷入川开展讲座并访问讲学，学术风气十分浓

厚。研究方面，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元史、明清

史、巴蜀古史研究均得到相当的推进；保路运动史、

四川军阀史、革命史、宗教考古研究等各方面均有历

史性的突破；希腊罗马史、文艺复兴史、西亚史、西方

史学史、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也出现了有分量的作品；

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拓展了藏

族史、羌族史、彝族史等许多新的研究方向；三星堆

遗址出土等重要考古发现推动了巴蜀考古、西南考

古等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并拓展出西藏考古等新的

领域。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至２１世纪的最初十年，

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奋进，

成果斐然。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得以成长，接过了老

辈学人传下的衣钵。过去研究的高峰得以保持，新

的学术增长点不断出现，四川省历史学、考古学在国

内外开始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研究者们在

总结２０世纪史学宝贵积累的基础上，同时与西方历

史学界的流行思潮广泛接触，逐渐摸索出一条新的

治学道路。一方面，这一时段的历史学较过去更为

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在史料的尽量扩充方面做

出了较大的努力；另一方面，学者们重视学术对手方

的进展，不断与西方同行进行着接触和对话，并借助

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既有研究。学术的快速发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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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方面。相当数量足够分量的学科点、基地、中

心得以构建，不少重要的历史、考古问题得到特定机

构的专门研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水平人才培养

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得到突破，史学工作者的专业素

养较以往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在中国古代史研

究这个传统优势领域中，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和宋

辽金元史维持了过去较高的水平，秦汉史、隋唐史、

明清史、历史地理也开始出现高质量的论著。中国

近现代史研究异军突起，城市史、思想史、学术史、文

化史、社会史等新研究方向的开展，极大地丰富了中

国近现代史的内涵，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文艺

复兴史、美国史是世界史研究的新增长点。民族史

研究迎来了新的高潮，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催生了

不少新的题目和研究。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三星

堆遗址、金沙遗址、晚期巴蜀墓葬、佛教道教遗存的

系统调查及盆地周缘山地区域的重要考古发现推动

巴蜀考古、西南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宗教考古进

入了繁盛期；西藏考古持续发展，首创道教考古；城

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科技考古等领域也逐步兴盛。

改革开放之后，四川省历史学始终牢牢处于西部顶

尖、全国一流的水平，在国内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在

国际上也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

第三个时期，进入新时代以后，四川省史学界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锐意

进取，在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

势，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含考古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四川的

历史学家们既强调实证又承认理论的重要性，在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方面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在面

对“史学碎片化”的问题上也提出过独到的看法。

在“守先待后”的进程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学科建

设方面整合优势领域，在巴蜀文明、西南民族、区域

历史、基层社会、文化遗产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科研

基地，系统地打造历史学（含考古学）的“四川学

派”。同时，新的学科点继续扩充，广泛布点。人才

培养侧重于质量优先的理路，精心培育了一批在国

内外均有影响的专业人才。学术交流相当频繁，迎

来了新一轮高峰，极具重量的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次第在川内召开，国内外学术权威纷至沓来谈经论

道，国际合作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先秦史、魏晋南

北朝史、宋辽金元史的研究开始转向，新的题目进入

了研究者的视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延续了过去的

强势地位，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学术史、经济史、

法制史、共和国史多点开花，一些研究在全国范围内

保持了领先位置。世界上古史、文艺复兴史和美国

史研究进一步发展，并向更为艰深的领域迈进。民

族史研究与边疆学、中外交通史等学科有机融合，呈

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考古学在巴蜀考古、西南

考古、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

科技考古、西藏考古、境外考古等方面持续开展田野

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同时在四川古代文明起源、巴

蜀文化的考古学谱系、西南山地的考古学文化、四川

古代文明的地域性特征、四川盆地与周边文化的交

流融合进程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总而言之，新时代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经历了

一个空前快速的发展期，呈现出百花齐放、高度繁荣

的景象。

二、学科建设历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的历史科学在学

位授权点、科研机构、专业学术团体、学术刊物等学

科建设诸多方面筚路蓝缕，不断在探索中前进，逐步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学位授权点的建设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多所高校开始设立历史学本
科，招收本科生。１９５０年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

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设史地系，

１９５２年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１９５１年西南

民族学院政史系成立，１９５６年西南民族学院历史学

专业创立。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华西协和大学

文理哲学院与博物馆并入四川大学；同年，原私立川

北大学哲史系和私立川北文学院历史系合并为四川

师范学院历史系，开设本科、专科专业，每年招生

１００人，本专科各占一半。１９５４年重庆师范专科学
校历史科创立，于暑期开设一年制师资训练班（即

短训班）文史专业。１９５６年，按国家高教部决定，四

川师范学院迁往成都，历史系本科随校迁至成都，专

科留下成立南充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科。后因院系调

整，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分之二的师生又于１９６４

年回迁南充，剩余教师则划入该校政教系成立历史

教研室。进入６０年代，四川省历史科学又迎来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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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的诞生。１９６０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正式设立考

古专门化，成为全国第三所设置考古专业的高校，也

是四川省考古学高等教育的开端。１９６１年，冯汉骥

先生在四川大学招收了１名考古学（副博士）研究

生，标志着四川省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开

始。后因“文革”影响，四川大学考古专门化一度停

止招生，１９７２年教育部批准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恢复

考古学专业（将考古专门化正式更名为考古学专

业），次年开始招生。

改革开放前后，各高校历史学系逐渐恢复招生，

多所高校新设置了历史学本、专科专业，也有高校开

始获得硕士、博士授权点。１９７７年，四川大学历史

系恢复招收本科生，７７级共招收学生８０人。同年

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与古文字学获得硕士学位授

权点，并于１９７８年招收硕士研究生９人。同年，四

川大学考古专业招收了四年制本科学生２０人，这是

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后招收的首届

本科生；而后又于 １９８２年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 ３

人。１９７７年西南民族学院政史系历史专业也开始

招收本科生，７７级共招收学生５８人，１９８５年改组为

历史系。１９７７年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系开始招

收政史专业本科生，学制四年，７７级共招收学生７０

人；１９７９年重庆师范学院史地系改组，原政史专业

独立成政史系，１９８２年政史系更名为历史系。１９７８

年南充师范学院政史系改组，历史系成立；同年四川

省教育学院历史科创立。１９７８年四川师范学院政

教系历史专业恢复招生，１９８１年正式恢复历史系，

１９８５年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７９年绵阳

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科开始招生。

１９８１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四川大学

历史系成为中国古代史和全国首批考古学博士学位

授权点，该年招收中国古代史博士一名。同年，南充

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得历史学（中国古代史）硕士学

位授予权。此后省内各高校历史学、考古学专业本

专科和硕士博士学科点陆续增设，并开始建立博士

后流动工作站。１９８４年，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绵阳师范专科学校和阿坝师范专科学校均成立了政

史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获得专门史硕士学位授予

权。１９８５年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得

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８６年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

政史系成立，招收普专生４９人，该届学生三年的专

业课程均由四川大学历史系教师教授。１９８８年，四

川大学历史系新增博物馆学专业，同年９月博物馆

学专业首届本科生２０人入学。１９９１年，重庆师范

学院设立考古学专业。１９９６年，四川师范学院历史

系、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均获

得专门史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四川大学考古学专

业被评为四川省重点学科。１９９７年四川师范学院

历史教育专业改扩为历史学专业。１９９８年，四川大

学历史系更名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同年建立

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之后于２００１年设立考古

学系，下设考古学、博物馆学两个专业。２００１年内

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得

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２年，四川大学中

国古代史、考古学入选“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同

年专门史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２００３年西南民

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重组建立；西华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重组建立；内江师范学院政治经济

系、历史系、马列德育教学部合并成立政法与历史

系。同年，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得历史文

献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授予权；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研究院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申报并共

建民族学博士点。２００４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门

史硕士点获准重建。２００５年西南民族大学获得考

古学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６年阿坝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基础教育系拆分与政史系合并为人文社会科学

系。２００７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被

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同年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旅

游学院更名为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２０１０年，西南

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获得民族学一级博士学位

授予权，同时获批设立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同

年西华师范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１

年考古学和世界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一

级学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得中国史、考古

学、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同年

开始招收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次年又

设置了考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新时代四川省历史学科建设继续蓬勃发展。

２０１５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获准设立全国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同年四川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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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也获准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２０１６年绵阳

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和历史文化与旅游管

理学院合并组建文学与历史学院。２０１７年，四川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入选四

川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同年阿坝师范学

院原思政课教研部与人文社会科学系合并组建马克

思主义学院，设历史教育本科专业。２０１８年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一级学科申报成功，

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１９年成都体育学院历史

文化系成立，将于９月开始招收本科生。

（二）科研机构的建设

伴随着学科点的增加，科研机构也经历了从无

到有、由少到多的变化。１９５１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

研究室成立。１９５９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民族研

究所成立，１９６４年改组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系四

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的科研机构，该所建立以来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民族学界获得了较高的地位，

是全省现有民族科研机构中，在全国该领域影响最

大、成果最丰、地位最高的学术单位。１９６２年成都

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成立。１９７８年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地方史研究室成立，１９７９年历

史研究室、地方史研究室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下设中

国古代史研究室、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等机构。

１９７８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１９７９年，西

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地方史研究室成立。１９８０年，四

川大学历史研究所成立。１９８３年，四川大学古籍整

理研究所成立，同年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

心成立。１９８５年西南师范大学西亚研究所成立；重

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地方史教研室、思想文化史教研

室设立；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改组为体育史

研究所。１９９０年，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与三国史研

究中心成立。１９９５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经教育部批

准为国家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１９９６

年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２０００年，四

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藏学研究所成立，

后者经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百所重

点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重点基地”。

２００１年，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经教育部

批准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下设巴蜀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等若干研究所。

２００３年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

心成立。２００４年，四川大学建立教育部“９８５工程”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南

亚与中国藏区”平台；同年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

代区域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成立。２００６年，四川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２０１０年，四川大学中国西南

文献研究中心成立；２０１１年国家文物局与四川大学

共建“新世纪人才培育基地”。２０１２年，四川大学考

古学实验教学中心通过教育部的检查验收，正式成

为全国仅有的 ４个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

之一。

进入新时代以后，四川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心更

是大量增加，并出现与国内外高校开展合作的趋势。

２０１３年，由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

学四所高校考古学专业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

建“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２０１６年，四川大学西部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

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中心成立。２０１７年首

批１０个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研究中心在四川大学、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单

位设立。２０１８年，四川省秦巴历史文化研究院成

立；同年四川省二一一协同创新中心“藏羌彝走

廊民族问题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成立，该中

心由西南民族大学牵头，联合四川大学、西藏社科院

等单位组成相对独立的非法人实体的协同创新中

心；另外该年度还有四川大学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

顿大学合作共建的“中美亚洲山地考古联合实验

室”成立。２０１９年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西南区

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

（三）考古文博机构的建设

考古文博机构的建设是四川省历史科学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四川地区各级博

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逐步建立起来。１９４９年，原

四川省立博物馆更名为川西人民博物馆。１９５１年，

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２年，西南博物院在

重庆成立，徐中舒任院长，冯汉骥任副院长，邓少琴

任业务秘书，此为重庆博物馆前身。同年，“川西人

民博物馆”更名为“四川省博物馆”；原华西协合大

学古物博物馆划归四川大学并更名为“四川大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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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物馆”；西南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成立。１９５３

年，因川西行署与其它三个行署合并为四川省，川西

文物管理委员会亦更名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此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１９５８年，四川省

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省博物馆合署办公；同年，成

都市人民政府筹备组建成都市地志博物馆，此为成

都市博物馆前身。１９５９年，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在西秦会馆内成立。１９７３年，武侯祠文物保管所成

立；同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立，此为成都文物考

古研究院前身。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的考古文博机构，特别是

博物馆迎来了建设高潮。１９８１年，四川省文物管理

委员会与四川省博物馆分离。１９８４年，成都市文物

管理处并入成都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和四川

宋瓷博物馆成立；原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正式更名

为四川大学博物馆。１９８５年，杜甫草堂博物馆成

立。１９９０年，成都王建墓博物馆成立。１９９２年，成

都市文物管理处从成都博物馆分离，成立成都文物

考古工作队。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四川省陆续新

建了一批遗址类博物馆。１９９６年，明蜀王陵博物馆

成立并对外开放。１９９７年，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

放。１９９８年，成都王建墓博物馆更名为成都永陵博

物馆。２００３年，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成都船棺遗址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古蜀遗址博物馆、

成都隋唐窑址博物馆整合组建为成都博物院。２００４

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２００７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

２００９年，四川博物院新馆落成开放。２０１１年，成都

体育学院博物馆建成开馆。２０１３年，成都水井坊博

物馆成立并对外开放。２０１５年，成都博物院分设为

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２０１６年，成都

博物馆新馆建成并开放。

（四）专业学术团体的建设

专业学术团体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与科研机

构相生相成，成为学者们联系、交流的重要平台。

１９７９年，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重

庆市历史学会、四川省巴蜀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其中

徐中舒先生担任会长的四川省历史学会起到了凝聚

人心、团结众人的重要作用。１９８１年成都市历史教

学研究会成立；１９８４年成都市历史学会成立；１９８５

年四川省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１９８９年四川省华侨

历史学会成立；１９９３年重庆巴文化研究会成立；

１９９５年四川省藏学研究会成立；２００９年四川省博物

馆学会成立；２０１４年四川省秦巴文化研究会成立；

２０１７年四川省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

（五）学术刊物的建设

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也始于改革开放前后，专

业期刊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发表新见的舞台。１９８０

年四川省历史学会与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主办的

《历史知识》创刊。１９８１年西南师范学院主办的《西

亚研究》创刊。１９８３年成都文物管理委员会创办

《成都文物》。１９８４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

的《四川文物》创刊。１９８７年由童恩正先生创办并

任主编的《南方民族考古》创刊。１９９２年四川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宋代文化研究》创刊。

２００１年，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创刊；同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所主办的《成都考古发现》创刊。２００４年，四川大

学藏学研究所主办的《藏学学刊》创刊，该刊于２０１４

年入选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２００６年，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全英文学

术季刊《中国历史学前沿》创刊。２０１０年，《南方民

族考古》复刊，目前已出版至第十六辑。

（六）科研项目的申报

得益于各个学术平台持续不断的建设与发展，

四川省历史科学在学科项目的申报上也取得了长足

进步。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全

省历史学、考古学共有１２项重大项目立项，分别是

２００９年舒大刚任首席专家兼总编纂的《巴蜀全书》

工程；２０１０年石硕任首席专家的“大型藏区地方史

《康藏史》编纂与研究”；２０１１年有两项，分别是霍巍

任首席专家的“文物考古所见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

的整理与研究”和吴佩林任首席专家的“清代南部

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２０１３年亦有２项，分别是白

彬任首席专家的“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

合研究”和姜生任首席专家的“宋元明清道教与科

学技术研究”；２０１５年有李映福任首席专家的“西南

地区先秦两汉时期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２０１６年

有２项，分别是陈廷湘任首席专家的“清代巴县衙

门档案整理与研究”和何一民任首席专家的“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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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叶以来西藏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变迁研究”；

２０１７年有李锦任首席专家的“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

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２０１８年有２

项，分别是霍巍任首席专家的“四川新出土南朝造

像的整理与综合研究”以及原祖杰任首席专家的

“１９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

题研究”。其中超过半数于２０１３年后立项，从侧面

反映出新时代四川省史学高速发展的事实。

三、学术成果举要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在众多学

者的共同建设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骄人的成绩。

鉴于考古学与中国史、世界史研究在成果类型与阶

段特征上的差异较大，以下分而述之。

（一）历史篇

四川省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

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文献与历史地理等多个

门类均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其中上百本重要论

著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具有

非常大的影响力。下面分三大阶段对这些学术成果

做简要的介绍。

１．转型与开创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本阶段是晚清、民国的“新史学”向新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史学与唯物史观转型的重要时期。徐中

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等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知名学者汇集省内，为四川省史学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然而囿于出版的困难，这一时期的重

要学术成果多以论文为主，仅有少量学者拥有出版

著作的机会，如徐中舒《左传选》、蒙文通《周秦少数

民族研究》、缪钺《读史存稿》及《杜甫》、李思纯《江

村十论》、王兴运《伯罗奔尼撒战争》、戴执礼编《四

川保路运动史料》等著作便是其中的代表。

２．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７７—２０１２）

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老中青三

代学人同时发力，将储存多年的学术积累尽数释放，

大量高水平的著作不断涌现。先秦、秦汉史方面，巴

蜀古史研究是重要领域，成果丰厚。以徐中舒《论

巴蜀文化》与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为先导，出版

了胡昭曦《巴蜀历史文化论集》、董其祥《巴史新

考》、管维良《巴族史》、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及

《巴蜀史稿》、屈小强《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

源》、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

研究》、谭继和《巴蜀文化辨思集》等一大批极具影

响力的著作。对古文献的笺注与考证是这一时期先

秦、秦汉史研究的另一侧重点，徐仁甫《左传疏证》、

缪文远《战国策考辨》及《战国策新校注》、伍非百

《中国古名家言》、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

书〉笺证》及《简帛文献〈五行〉笺证》是其中的代表

作。古文字研究也是四川省史学的优势领域，积累

颇丰。方述鑫《殷墟卜辞断代研究》、彭裕商《殷墟

甲骨断代》及《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何肙《中

国文字起源研究》都是有着极高学术水准与影响力

的作品。此外还有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

及《先秦史十讲》（徐亮工编）、黄少荃《黄少荃史论

存稿》（袁庭栋辑）、黄奇逸《历史的荒原———古文化

的哲学结构》及《商周研究之批判》、罗开玉《中国科

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罗世烈《秦

汉》、彭邦本《理性之光———荀子的智慧》、姚政《先

秦文化研究》、高维刚主编《秦汉市场研究》等优秀

作品问世。

魏晋南北朝史方面，世家大族研究是学界较为

关注的领域。以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方北

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为此时期代表。

政治制度领域，有陈玉屏的《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

研究》与杨民的《秦汉西晋中央与巴蜀地方关系研

究》。人物研究有杨耀坤与刘重来《陈寿与〈三国

志〉》、杨耀坤与伍野春《陈寿 裴松之评传》、孔毅

《魏晋名士》等。景蜀慧的《魏晋诗人与政治》采用

文史互证的方法研究魏晋人物，还借鉴了西方文学、

心理学理论，在方法论上有启示意义。文献整理考

证上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积数十年之功，对

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与考

证，纠驳了前人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

解。此外较有特点的作品还有李祖桓《仇池国志》、

景蜀慧《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龙显昭《三国文

化历史走向》、陈玉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

隋唐史研究方面，缪钺的《杜牧传》与《杜牧年

谱》是较早的重要著作。此外，政治史研究是这一

时期的重心所在，王炎平《牛李党争》及《科举与士

林风气》、何汝泉《唐代转运使初探》、谢元鲁《唐代

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及《天宝十四载———盛世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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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杨情变》等著作为其代表。另有谭英华《两唐

书食货志校读记》、卢华语《唐代蚕桑丝绸研究》、吕

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等优秀作品问世。

宋元史研究方面，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修订版）与吴天墀《西夏史稿》是具有开创之功的

重量级作品。主要的研究成果则集中在政治史与学

术史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刁忠民《两宋御史中

丞考》及《宋代台谏制度研究》、蔡崇榜《宋代修史制

度研究》、张邦炜《宋代皇帝与政治》、李勇先《宋代

添差官制度研究》、胡昭曦与刘复生及粟品孝合著

《宋代蜀学研究》、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

动》、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杨世文《走出汉

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郭齐《朱子学新

探》、李文泽《宋元语文学著述考录》等。军事战争

则是宋元史研究的另一侧重点，粟品孝《南宋军事

史》、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陈世松《蒙古定蜀史

稿》、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钓鱼城史实考察》是

其中的代表作。人物研究有王晓波《寇准年谱》与

季平《司马光新论》。社会史研究有张邦炜《婚姻与

社会·宋代》、蔡东洲《宋代阆州陈氏研究》、方燕

《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

疾病的考察》。此外的优秀作品还有吴天墀《吴天

墀文史存稿》、李国玲《宋僧著述考》等。

明清史研究方面，成果虽然不多，涉及面也较

小，但仍不乏重要著作。有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

辩———兼析“湖广填四川”》、袁庭栋《张献忠传论》、

陈世松《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谢放《中

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沈传经《左宗棠传论》、

黄祖文《中缅边境之役（１７６６—１７６９）》、张学君与冉

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

民填四川》、彭久松与陈然主编《四川井盐史论丛》

等。

近现代史方面，上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前期，

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较为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与

中共党史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有隗瀛涛参与编著

的《辛亥革命史》、隗瀛涛编著《四川保路运动史》、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史式《太平天

国词语汇释》及《太平天国史实考》、李有明《李永和

蓝朝鼎起义》、王庭科主编《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

历史发展》、唐志宏与谭继和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史稿》、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林

超与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史》、张弓与牟之

先《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

实》、李世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曾瑞炎《华侨

与抗日战争》、康大寿与陈国勇《近代中国的对外赔

款》、匡珊吉《四川军阀史》、马宣伟与肖波《四川军

阀杨森》等。此外学术史、社会史领域还有李润苍

《论章太炎》、陈德述《廖平学术思想研究》、李耀仙

《廖平与近代经学》、赵清《袍哥与土匪》、王笛《跨出

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１６４４—

１９１１）》等代表性著作问世。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近现代史领域一大批中

生代学者开始大展拳脚，重要成果呈爆发式增长，研

究的深度与广度也远迈前人，近现代史研究的面貌

为之一新。从１９９５年起的十数年间，罗志田有包括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权势转移：近代中国

的思想、社会与学术》《裂变中的传承：２０世纪前期

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

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家”的思想论

争》《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在内的十余本专著出版，

研究范围涉及晚清民国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史

学史、中外关系史等多个领域，研究风格独树一帜，

开一时之风气，在全国近现代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

响。四川省近现代史研究多点开花，硕果累累。中

外关系史方向，杨天宏关于基督教的系列著作《基

督教与近代中国》《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１９２２

年———１９２７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救赎与自

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从不同层面、不同

视角梳理了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华发展状况及其对中

国的影响，成果斐然。秦和平《基督宗教在四川传

播史稿》、鲜于浩与田永秀《近代中法关系史稿》等

都是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著作。政治史方向，代

表性成果有杨天宏《中国的近代转型与制约》及《政

党建制与民国政制走向》、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

禁烟运动（１８４０—１９４０）》、苟德仪《川东道台与地方

政治》等。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方向，代表性成

果有杨天宏《新民之梦 梁启超传》、蒙默《蒙文通学

记》、徐亮工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王川

《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

长编》、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彭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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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初的最后３３年》、周鼎《刘咸?学术思想研究》、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

进程（１９２５—１９３９）》、陈廷湘与周鼎《天下·世界·国

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侯德础《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等。社会史、经济史

方向，代表性成果有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

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

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里赞《晚

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

践》、杨兴梅《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

廖胜《妇女与太平天国社会》等。在较为传统的革

命史、中共党史领域，仍有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如李

殿元《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吴达德《吴玉

章与中国民主革命》、王庭科《走自己的路———中共

党史论集》、李健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

集成》、徐学初《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研究》、王安平

与杨绍安《朱德思想研究》等。此外，西华师范大

学、南充市档案局编《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以及

蔡东洲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写作的《清代南部县衙档

案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学术成果。

世界史研究方面，１９８９年集结赵卫邦生前论文

成书的《赵卫邦文存》是较早的作品。较为重要的

著作还有顾学稼与陈必录等编著《美国史纲要》、张

箭《地理发现研究（１５—１７世纪）》、徐波《文艺复兴

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王挺之与刘耀春及刘君

合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城市与社会生活卷》、王

蕾《旧金山媾和与中国（１９４５—１９５２）》、陈紫华等

《梦想与辉煌———西方现代化探索之一》、罗建国

《非洲民族资本的发展（１９６０—１９９０）》、邹一清《生

存还是死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古蜀

文明存亡启示录》、孙培良《萨珊朝伊朗》、许晓光

《天方神韵———伊斯兰古典文明》、杨洪贵《澳大利

亚多元文化主义研究》、何平英文著作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

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中国的现代性追寻———２０世纪末的

文化话语》）等。

专门史研究是四川省史学最具代表性的门类。

１９８０年刘德仁、沈庆生、王家楼的《四川古代科技人

物》是该门类最早的著作，类似的还有毕剑横《中国

科学技术史概述》、冯汉镛主编《巴蜀科技史研究》。

１９８３年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则反映了教育史

研究方面的高水平，近似的还有马廷中《民国时期

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１９８９年周勇《重庆·一个

内陆城市的崛起》是城市史的开拓之作，较为重要

的城市史研究还有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

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王瑞成

《中国近代工商业城市类型研究》等。１９９０年陈定

闳《中国社会思想史》提示着思想史渐渐成为学界

集中讨论的热点，思想史的著作还有王德裕《先秦

哲学史论》。１９９１年李禹阶《权力塔尖上的奴

仆———宦官》关注了政治史中独特的现象，而李禹

阶与秦学颀的《外戚与皇权》是其进一步的研究。

１９９１年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开启了经济史领

域的研究，经济史的著作还有刘静夫《中国魏晋南

北朝经济史》、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侯

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史》等。此外，李世平《四川人口史》、谭红主编

《巴蜀移民史》、王绿萍《四川近代新闻史》、陈力《中

国图书史》、程大力《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郝

勤《体育史》都拓展了四川省历史学的研究视野。

民族、民俗史是专门史中的大宗。蒙文通《越

史丛考》、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冉光荣与李绍明

及周锡银合著《羌族史》、李绍明《民族史》、蒙默《南

方民族史论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凉山彝族奴

隶社会》都是早期分量颇重的民族史著作。藏学研

究一直是四川省民族史领域的重心之一，较为重要

的成果有冉光荣《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及《中国藏传

佛教史》、刘传英《巴塘藏族反教卫国斗争史略》、石

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及《青藏高原碉楼研究》、

徐君《狼牙刺地上的村落》、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

关系史》、袁晓文与李锦主编《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

群互动与发展》、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及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等。此外涉及到西南地

区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性成果还有李绍明《巴蜀民

族史论集》及《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刘复生《西南史

地与民族———以宋代为中心的考察》及《国与泸

夷》、伍湛《伍湛民族学术论集》、李星星《曲折的回

归：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杨铭《氐族史》、

郎维伟《四川苗族社会与文化》等。史料方面有蒙

默《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与四川省民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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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邓子琴《中国风

俗史》是民俗史研究的先驱。此后，孙晓芬《四川的

客家人与客家文化》、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罗

开玉《丧葬与中国文化》、黎小龙《民族心态与居室

文化》、罗新本与许蓉生《中国古代赌博风俗》、许蓉

生《水与成都———成都城市水文化》是这一领域的

代表性成果。

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地理学方面，１９８５年出版的

赵吕甫《云南志校释》是历史文献学的早期代表，同

一范畴的还有方北辰《三国志全本今译注》、杨耀坤

《三国志今注本》、李纯蛟《三国志研究》、金生杨

《〈苏氏易传〉研究》、文廷海《清代春秋梁学研

究》、舒大刚《儒学文献通论》等。历史地理学方面

则以１９８９年蓝勇的《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开其端

绪，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李勇先《〈舆地纪

胜〉研究》、郭声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黎小

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邓廷良《西南丝绸之

路考察札记》、阮明道主编《西域地理图说注》、蓝勇

《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张莉红《在闭塞中崛起———

两千年来西南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变迁蠡测》等

著作则是这一时期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标志性成果。

此外，地方通史也是史学工作者一直努力的方

向，１９８６年陈世松主编《四川简史》问世，标志着四

川地方通史写作的开始。１９８８年，蒙默、刘琳、胡昭

曦、柯建中合著《四川古代史稿》。１９９４年贾大泉、

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该书在２０１０年出版重修

本，共７卷，计５００万字、１０００余幅图，在原版良好

的基础上，质量有明显提高，内容上务实求信、创新

求深，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套四川通史著作。２０１１

年《成都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成都通史》由四川人

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成都建城２３００年以来的第一

部通史，共７卷，计３３５．７万字，各卷分“概述”“专

题”“大事记”三部分，其内容涵盖成都经济、政治、

文化和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着重勾画城市文明为

核心的发展轨迹。

这一时期的重大成果还有重要辞书类的编纂。

徐中舒１９８４年主编《殷周金文集录》；１９８６年主编

《汉语大字典》；１９８８年主编《甲骨文字典》。１９９３

年彭裕商、常正光、方述鑫编纂《甲骨金文字典》等。

大型历史文献编纂：２００６年，曾枣庄、刘琳主编《全

宋文》。重要学科人物的文集或全集：１９９８年，徐中

舒选编《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２００１年蒙默编《蒙

文通文集》；２００４年缪元朗、景蜀慧编校整理《缪钺

全集》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四川省历史学研究进入

到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较上一阶段均有显

著的提升；第二，除先秦史、民族史等研究领域保持

优势地位外，宋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研究经

过多年的积累，发展迅猛，涌现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学者与著作；第三，研究的范围与视野不断拓

展，从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方向，逐步延伸

到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方向。

３．持续发展阶段（２０１３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之后，老中青史学工作者倍受鼓舞，

再接再厉连续在各个领域推出更高水平的新作品。

先秦、秦汉史研究方面，徐中舒《古器物中的古

代文化制度》（徐亮工编）、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

鬼考》、段渝《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龙显

昭《龙显昭学术论文集》、李世佳《春秋楚国霸权问

题研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

隋唐史研究方面有黄日初《唐代文宗武宗两朝

中枢政局探研》。宋元史研究方面，代表性作品有

韦兵《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

动》、黄博《谣言、风俗与学术：宋代巴蜀地区的政治

文化考察》、王红梅《元代畏兀儿历史文化与文献研

究》、董春林《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

研究》、张邦炜《恍惚斋两宋史随笔》等。

明清史研究方面，代表性作品有张循《道术将

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

究》、张箭《郑和下西洋研究论稿》、谯珊《重庆：旧秩

序中的精英与城市管理１６４４—１９１１》、邹立波《明清

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黄豪《明代佛教劝善

运动》等。

与古代史研究学术成果少而精的特点不同，近

现代史研究延续了前２０年质量与数量并进的强劲

势头。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领域，罗志田《经典

淡出之后：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及《道出

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仍是具有极高学术水

准的作品，同时期的代表性成果还有王东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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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

现代中国》、刘复生与徐亮工及王东杰合著《近代蜀

学的兴起与演变》、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及

《缪钺先生学记》、魏红翎《成都尊经书院史》、刘开

军《晚清史学批评研究》等。社会史与地方史研究

的蓬勃发展揭示出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眼光下

移”的新趋势，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

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李德英《近代长江上游农

民生活状况研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

成功伟《合作组织与乡村社会：民国时期四川农村

合作运动研究》、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

秩序考察》皆为转型期的佳作。此外，以黄天华《边

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

（１９０６—１９４９）》与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

学（１９３１—１９４８）》为代表的边疆史研究也开始崭露

头角。在新的学术增长点不断涌现的同时，传统的

政治史领域仍不乏重量级成果，尤以杨天宏《革故

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及《法政纠结：北洋

政府时期“罗文干案”的告诉与审断》、陈廷湘《晚清

民国政府应对民众运动史论》等著作最具影响。抗

战史领域，代表性成果有刘世龙《抗战时期中国的

后方社会：战时动员与农村》、李瑞与吕毅《抗日老

兵亲历记》、张彦《四川抗战史》等。

进入新时代后，世界史研究焕发出勃勃生机，尤

以欧洲史成果最为丰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孙锦

泉《文艺复兴与中西文化交流》、徐波《文艺复兴时

代著名历史学家及其代表作》及《西方史学思想

史》、吕和应《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

学》、王磊《１９世纪英国刑法改革研究》、刘君《威尼

斯与阿姆斯特丹———十七世纪城市精英研究》及

《从手艺人到神圣天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

家阶层的兴起》、辛旭《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

（１７８９—１８１５）》、李伯槐《铁腕柔情———撒切尔夫人

传》、付有强《英国人的“大旅行”研究》等。孙锦泉、

邹薇合著《东方文化西传及其对近代欧洲的影响》

一书被翻译成英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各

国发行，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专门史方面，以城市史、民族史研究成果最为突

出。城市史领域，以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为依托，其

学术团队众志成城，短短６年间推出了《革新与再

造：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发展与转型》《世界屋脊上

的城市———西藏城市与社会变迁研究（１７世纪中叶

至２０世纪中叶）》《中国西部农牧地区城市历史变

迁研究》《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动

力·结构·空间———多元视阈下中国城市历史发展

研究》等一系列优秀著作。专门史方面其他的重要

著作还有陈力《中国古代图书史》、王雪梅《近代中

国的商事制定法与习惯法》、罗凯《２５００年战争与和

平的交响———扬州瘦西湖文化景观的历史断代研

究》、潘家德《近代四川民俗变化研究》、柯建中《灯

下集》、张循《四川方志史》、王义全与邹洪伟《四川

史专题考》、何一民与付志刚《成都简史》等。

民族史领域仍以藏学研究最为耀眼。较为重要

的成果有石硕与李锦及邹立波合著《交融与互动：

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袁晓文与李锦《藏

彝走廊多彩的格萨尔》及《交流 互动 发展———全球

视野中的西南各少数民族》、李锦《家屋与嘉绒藏族

社会结构》、玉珠措姆的英文著作《瞻对的“独眼龙”

勇士：工布朗吉在康区的兴起》（美国列克星敦出版

社）。史料整理方面的成果有任乃强、任新建编著

《清代川边康藏史料辑注》。

此外，口述史的萌芽与兴起反映出四川史学在

新时代的多元发展趋势。以李德英《尘封的记忆：

中和场口述历史》及其与张杨的《多元视角下口述

历史方法的探索与实践》等著作为先导，中和场口

述历史调查、成都钢铁厂口述历史调查、共和国三线

建设口述历史调查、川大百岁老人口述历史调查等

众多实践活动为四川省历史学界培养了大批口述史

人才。

进入新时代后，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大型历史

文献的编纂更为活跃。刘琳与刁忠民及舒大刚等主

编《宋会要辑稿》（全１６册）、周斌与孙锦泉等主编

《日本汉文史籍丛刊》、李勇先主编《中国西南地理

史料丛刊》与《巴蜀珍稀文献汇刊》等都是标志性的

学术成果。

２０１３年至今时间虽然不长，但史学工作者抱着

建设具有时代高度的中国历史学的决心，不断耕耘，

四川省的历史学发展出现了以下显著的变化：第一，

新生代的历史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为四川省史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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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史研究势头依然强劲，但研究者的“学术眼

光”明显“下移”，从关注全国性的重大问题转向关

注更加地方性的、具体的、具有地域性特征的问题，

许多“新材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地方史与社会史

研究的蓬勃发展是这一转变的表征；第三，研究领域

进一步扩展，尤以口述史与边疆史的兴起为代表；第

四，跨学科、跨领域的多学科交叉成为研究的新趋

势，大量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

论方法被引入史学研究中。

（二）考古篇

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与国家和四川省的发展密

切相关，经过７０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

成果。这些成果是四川文物考古事业不断进步的体

现。下面分三大阶段对四川考古学在７０年发展中

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简要梳理。

１．初步发展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本阶段是四川文物考古事业初步发展的阶段，

在学术成果的数量、类型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许多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奠定了四川文物考古

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整体而言，本阶段四川地

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学术成果以资料性成果为主，研

究性成果为辅。其中资料性成果主要有裴文中与吴

汝康编《资阳人》、闻宥集撰《四川汉代画像选集》、

刘志远与刘廷壁编《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冯定国

与周乐钦及胡伯祥编《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沈仲常与

冯定国及周乐钦编《四川汉代陶俑》、冯汉骥撰《前

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等。其中《前蜀王建墓发掘报

告》对新中国成立前发掘的五代前蜀王建墓进行了

系统的报告，王建墓是我国２０世纪首次科学发掘的

古代皇陵，在中国陵寝考古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该书自出版以后便被学界公认为历史时期考古报告

及研究的典范。除此之外，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

文管会）、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和成都市文物管理处

等文物考古机构还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

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考古简报，基本涵盖了四川

各主要区域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至明代的各种考古

材料，涉及墓葬、遗址、石刻、摩崖造像、古人类化石、

出土文物等。

本阶段研究性的学术成果主要是对考古发现进

行的相关研究，其中代表性成果如冯汉骥的《王建

墓内出土“大带”考》《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

族属问题试探》《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

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记唐印本陀

罗尼经咒的发现》，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巴蜀

文化续论》《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童

恩正的《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睳铜棺墓的族属》

《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后统一文字

的进步措施》，秦学圣《关于资阳人的年龄和性
"

问

题》，于豪亮《四川涪陵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戈》，王

家《四川广元黑釉窑初探》等。上述这些成果多

具有开创性，如徐中舒、冯汉骥等对巴蜀文化、云南

青铜文化等的一系列研究开启了西南考古的新

篇章。

２．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７７—２０１２）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四川地

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产生

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资料性论

著、研究性论著、教材等类型。根据学科发展的阶段

性，本阶段还可以２０００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出版的资料性成果包括考古报告（简报）、

资料性图录及文物志等类型，涉及墓葬、遗址、石窟

寺、古建、文物藏品等方面的内容，时间从旧石器时

代一直延续到元明。其中考古报告（简报）类的代

表性成果如《巫山猿人遗址》《四川考古报告集》《三

星堆祭祀坑》《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

究》《四川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存》《四川西昌礼

州新石器时代遗址》《成都市上汪家拐街遗址发掘

报告》《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四川炉霍卡

莎湖石棺墓》《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

报》《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成都凤凰山西汉木

睳墓》《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四川西昌东坪汉

代冶铸遗址的发掘》《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

清理简报》《四川万县唐墓》《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

窖藏》《四川重庆明玉珍墓》等。除上述四川本区域

的成果外，本期由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在西藏开展

了考古工作，形成了一系列西藏考古的资料性成果，

如《昌都卡若》《西藏考古（第一辑）》《吉隆县文物

志》《阿里地区文物志》《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

年〈大唐天竺使出铭〉》等，其中《昌都卡若》一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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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和四川大学教研室共同编写，童

恩正先生主笔，是西藏第一本专业考古报告。资料

性图录成果涵盖的内容比较多样，其中石窟造像类

有《安岳石刻》《大足石窟》《中国美术全集·四川石

窟雕塑》《中国石窟雕塑精华·四川重庆卷》等；古建

类有《四川古建筑》《四川汉代石阙》等；墓葬艺术类

有《四川汉代画像砖》《四川汉代画像石》《四川汉代

石棺画像集》等；文物藏品类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四川卷》《四川省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全集·巴蜀

卷》《巴蜀青铜器》等；文物志书类成果主要是《四川

省志·文物志》（上、下）。

本期出版的研究性论著类型多样，涉及巴蜀考

古、西南考古、宗教考古、西藏考古及历史时期考古

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四川地区先秦考古材料的逐渐

丰富，特别是三星堆祭祀坑等的发现，巴蜀考古进入

了一个高潮，产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徐中

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林向《巴蜀文化新论》、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

李绍明与林向及徐南洲主编《巴蜀的历史·民族·考

古·文化》、李绍明与林向及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

巴蜀文化》等。西南考古在本期也形成了许多具有

代表性的成果，如童恩正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

文集》及《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

化传播带》、张勋燎《四川凉山昭觉石板墓的族属和

古代的乌浒人》、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

究》、刘弘《川西南大石墓与邛都七部》等。四川拥

有丰富的佛教和道教考古资料，为宗教考古研究的

开展提供了条件，本期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刘

长久与胡文和及李永翘编著的《大足石刻研究》、刘

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王家《道教论稿》及

《四川道教摩崖造像概况》、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

石窟艺术》等。本期还有一些历史阶段的专题类考

古研究成果，如宋治民《汉代手工业》、霍巍与黄伟

《四川丧葬文化》、袁庭栋《成都城坊古迹考》、陈丽

琼《四川古代陶瓷》及《四川古陶瓷研究》等。随着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在西藏开展考古工作，亦在该领

域形成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如童恩正《西藏考古综

述》、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李永宪《西藏原

始艺术》等。为促进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本期四

川大学考古专业还出版了一批教材，如童恩正《文

化人类学》、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马继贤《博物

馆学通论》、康忠主编《文物保护学基础》等。此

外，本期还出版了一批综合性的论文集，如《冯汉骥

考古学论文集》《于豪亮学术文存》《四川考古论文

集》《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华西考古研究》《四川

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等。

２０００年以后四川的文物考古事业较之前又有

发展，学术成果进一步丰富。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

增多以及考古资料整理工作的推进，本期四川省发

表了大量的资料性论著，涉及不同的区域和主题。

其中关于四川地区墓葬和遗址类的代表性成果有

《成都十二桥》《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什邡城关战国

秦汉墓地》《安宁河流域大石墓》《老龙头墓地与盐

源青铜器》《安宁河流域古文化调
#

与研究》《茂县

牟托一号石棺墓》《绵阳双包山汉墓》《三台荅江崖

墓》《中江塔梁子崖墓》《华蓥安丙墓》《泸县宋墓》

《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遂宁金鱼村南宋窖

藏》《射洪泰安作坊遗址》等。摩崖石刻类成果有

《巴中石窟》《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广元石窟》《巴

中石窟内容总录》《四川安岳卧佛院唐代刻经窟》

《绵阳龛窟》《夹江千佛岩》等。此外，本期在《四川

文物》《成都考古发现》等刊物中也发表了大量四川

地区的考古新资料。古建方面的成果有《四川文

庙》《平武报恩寺》《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等。文物

专题类成果有《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集》《成都馆藏

文物精品选著》《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从三

星堆到金沙：来自古蜀王国的珍藏》《成都出土历代

墓铭券文图录综释（全三册）》《中国画像石棺全集》

等。本期四川省还出版了若干文物志书、文物地图

集和文物普查等方面的成果，如《成都市志·文物

志》《四川省志·文物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四川文物

志》《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等。本期四川省

文物考古学者还刊发了不少与省外有关的考古成

果，如《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中国文物地图

集·西藏分册》《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和

《耿马石佛洞》等著作。

本期有关四川省考古的研究性论著数量众多，

涉及主题和区域多样。其中巴蜀考古研究的代表性

论著有宋治民《蜀文化》、林向《巴蜀考古论集》、孙

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霍巍与王挺之主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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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赵殿增与李明斌《长江上

游的巴蜀文明》、江章华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

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赵殿增《三星堆文化与

巴蜀文明》、于孟洲《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

研究》、江章华与王毅及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

论》、江章华《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等。西南考古

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

南》及《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

石棺葬研究》、霍巍与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

南的对外文化交流》、霍巍《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

陈苇《先秦时期的青藏高原东麓》等。宗教考古的

研究成果有张勋燎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王家

《道教之源》、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等。其中《中

国道教考古》是海内外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道教考

古的著作，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的空白。科技考古研

究的代表性成果有王毅、颜劲松《人种学及古 ＤＮＡ

分析在成都金沙遗址及相关诸遗存研究中的应

用》，金普军、赵树中、吕春林、杨伟《四川绵阳出土

的西汉饱水漆木器的前期保护工作》，赵志军、陈剑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黄翡、郭

富、金普军《麦坪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稻植硅体

的发现及其意义》等。本期四川学术界还陆续出版

了一批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论文集或纪念性文集，如

《川大史学·冯汉骥卷》《宋治民考古文集》《童心求

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和徐鹏章《四川历史考古

文集》等。此外本期还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成果，

如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李映福《三峡地区早期

市镇的考古学研究》等。最后，本期四川省考古学

者在西藏考古领域也有一系列的研究论著问世，如

霍巍与李永宪合著的《西藏西部佛教艺术》及《西藏

考古与艺术》、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

究》等。其中《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是近

年来有关西藏考古综合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学术界

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川考古学在本阶段获得了快速发展，具体表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术成果的数量较上一阶

段有显著增长；第二，成果涉及的地域进一步扩大，

除四川本区外，本阶段四川考古学者在西藏考古领

域有诸多成果呈现；第三，学术成果显示的研究主题

进一步多样化，道教考古、科技考古及文物志书等方

面的成果在本阶段明显增多；第四，随着考古新材料

的不断出现，某些主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巴蜀

考古已经进入了兴盛期。

３．全新发现阶段（２０１３年至今）

新时代的四川文物考古事业再度迈向了新阶

段，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成果。首先在资料性论著方

面，本阶段继续出版了不少考古报告（简报），其中

墓葬和遗址类的成果有《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

址》《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料集》《茂县营盘山石棺

葬墓地》《会理粪箕湾水坪梁子墓地》《宣汉罗家坝》

《荥经高山庙西汉墓》《广汉二龙岗》《成都下同仁路

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乐山西坝

窑址》《水井街酒坊遗址发掘报告》等。摩崖石刻类

成果有《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四川大邑县药师

岩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考古报告》《安岳卧佛院考古

调
#

与研究》《广元千佛崖》《仁寿牛角寨石窟》《四

川散见唐宋佛道龛窟总录》等。文物藏品类成果有

《四川博物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
#

成果选

编》《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泸州市博物馆

藏宋墓石刻精品》《江口沉宝》《四川平武土司遗

珍———明代王玺家族墓出土文物选粹》等。本阶段

四川省考古学者继续发表了一些来自省外的考古资

料，如《卫辉大司马墓地》《丹江口潘家岭墓地》《越

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等。其中《越南

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是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等中国考古机构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合作

在越南开展考古工作的成果，被认为是“中国考古

全球化的伊始之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阶段也有不少研究性论著问世，其中巴蜀考

古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宣汉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

研究》、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林向

《四川盆地的文明化进程新探》、施劲松《成都平原

先秦时期的墓葬、文化与社会》等。西南考古研究

是四川考古学界的传统研究领域，本期发表的相关

成果有周志清《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段渝等

《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一个考古学文

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等。宗教考

古研究仍以佛教为主，相关成果有胡文和、胡文成

《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雷玉华、罗春晓、王剑平

《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曾繁森《四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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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壁画艺术》，蒋晓春、符永利、罗洪彬、雷玉华《嘉

陵江流域石窟寺调查及研究》等。科技考古研究的

成果在本阶段继续增多，有陈显丹与谢振斌《四川

崖墓石刻病害调查与风化机理研究》、四川省文物

局等单位编著《安岳石窟圆觉洞保护研究》、黄鑫等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竹简饱水保存期间的细菌群

落结构》、何锟宇《试论十二桥文化的生业方式———

以动物考古学研究为中心》等。古建筑类研究成果

有《四川古代牌坊》等；手工业考古研究成果有《四

川地方窑研究论文选》等。本阶段四川省还出版有

个人和会议论文集，如张勋燎《中国历史考古学论

文集》、冯汉骥《川大史学·冯汉骥英文卷》、于豪亮

《于豪亮学术论集》、王震中与高大伦及肖先进编

《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四

川省考古学者在本阶段也发表了不少与省外考古有

关的研究论著，以西藏考古为主，代表性成果有《中

国藏地考古》，霍巍、王煜、吕红亮合著《考古发现与

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吕红亮《跨喜马拉

雅的文化互动：西藏西部史前考古研究》，霍巍《青

藏高原考古研究》等，此外还有不少成果发表在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

新时代以来的四川考古发展迅速，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第一，成果的发表频率较以前明显加快；

第二，学术成果的国际化程度明显加强，不仅有不少

学者在国外相关期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而且还有

四川省学者在境外发掘的考古报告出版；第三，成果

涉及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多样化，这在科技考古领域

表现得尤为明显。

结语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

（含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波澜壮阔，学科建设成绩瞩

目，学术成果层出不穷。本文的爬梳只是大致勾勒

出了一条线索，难免挂一漏万，完整的总结和严肃的

学术史研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希望本文能

略具抛砖引玉之功。

注释：

①　如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８；成都市社科院编《成都市志·

哲学社会科学志》，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四川考古６０年》，《四川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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