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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齐鲁文化学术研讨会、杜甫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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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举行 



 

 



 

 

 

尼山国学大讲堂第十九讲 

著名学者李振宏教授在山大畅谈 

“关于国学热的反思” 



 

 



 

 



 

 

 

与青年学生谈人生 

——儒学高等研究院育贤讲堂成功举办 

巴书记认为，大学阶段是人生十分重要的阶段，它会为以后

的工作、生活甚至整个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巴书记要求大家规

划好自己的大学生活。至于怎么样规划自己的大学阶段？巴书记

从国家民族层面和个人层面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国家层面

来看，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应该承担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为

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

力！从个人层面而言，巴书记认为学习在大学阶段是第一位的，

要求同学们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水平。

毕业后就业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决定着以后的人生走向。巴书

记希望大家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认为好工作就是最能发挥自身

才干，实现个人价值的工作，从而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做贡

献。针对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巴书记还提醒大二大三的同学

要将自己的学习和将来的就业结合起来，提前做好专业技能和

心理方面的准备。 

巴书记还对同学们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加强道德修养，养

成君子品格；二是认真学习专业，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三是提高

个人能力，要能讲、能写、能干。在讲座中，巴书记结合个人的

工作实践和人生体验，对文科学生应具备的能讲、能写、能干三



 

 

项技能谈了看法，并就如何提高这三项技能给了方法性的指导，

使同学们对于今后如何锻炼自己，如何提高综合素质有了明确的

认识。最后巴书记鼓励大家抓住美好时光，努力向前迈进。他幽

默诙谐的演讲风格获得同学们的阵阵喝彩，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收获良多。 

 

 



 

 

 

韩国忠清南道历史文化研究院代表访问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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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高等研究院举行2016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院务纪事 

1月4日，许嘉璐院长在京主持召开第四届尼山论坛筹备研讨

会。山东大学、国家宗教局、中国伊斯兰协会、山东省委宣传部、

省文物局等相关单位与会，王学典、巴金文参加会议。会议研究

了第四届尼山论坛主题、报批手续、方案文本等事宜。 

1月7日，尼山论坛组委会向张荣校长汇报第四届尼山论坛筹

备会情况。张校长指示儒学院要全力做好山大承担的工作，王学

典、巴金文参与汇报。 

1月8日，儒学院召开教师职级晋升条件修订研讨会。巴金文、

杜泽逊、刘心明、宋开玉、陈峰、周纪文、朱以青、王加华、徐

庆文、李梅、聂济冬、江曦、邹晓东、龙圣、温磊参加。会议对

学校要求提修改意见的三个文件草案和儒学院教师职级申报条件

进行了讨论修改，巴金文主持讨论。 

1月12日，儒学院学术委员会网上表决，通过1月8日会议修改

的儒学院教师职级晋升条件，上报学校职聘办。 

1月19日上午，学校人文社科院要求撰写——关于建议设立发

展国学学科的智库型报告报教育部。经巴金文、杜泽逊、陈峰、

翟奎凤、江曦开会讨论，形成题纲，确定由陈峰、翟奎凤、江曦

分头执笔撰写，由陈峰统稿，修改定稿后上报学校。 

1月19日下午，儒学院召开年终考评工作会。会议根据教职工

填报的年度工作情况表和聘期情况表，对全院教职进行年终考核

和部分聘期期满人员聘期考核。杜泽逊、刘心明、戚良德、徐庆



 

 

文、王加华、宋开玉、陈峰、李扬眉、李鹏程、温磊参加，巴金

文主持会议。经参会人员阅读材料讨论评议，一致举手表决，2015

年度儒学院教职工全员考核合格。经投票选举，评出2015年度优

秀教职工9人，其中管理图书岗1人，文史哲编辑部1人，各专业老

师7人。对于聘期期满考核的27人，经投票，评出优秀4人，其余

为合格。上述考评结果公示一周后上报学校。 

1月22日，学校召开教代会和工代会。儒学院教代会代表和列

席代表巴金文、杜泽逊、刘京希、王小婷、李鹏程等参加会议。

会议23日闭幕。 

2月27日，儒学院召开学术委员会。推荐“齐鲁青年学者”和

“青年学者未来计划”人选。王学典、郑杰文、马来平、曾振宇、

周广璜、戚良德、杜泽逊、黄玉顺参加。经无计名投票，推荐出

人选顺序为：齐鲁青年学者陈峰、翟奎凤；青年学者未来计划王

加华，王小婷、江曦（并列第2），陈晨捷，王震。上述结果公示

后上报学校。 

2月27日16:00，儒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王学典、巴金文、

杜泽逊、黄玉顺、李鹏程、戚良德参加，颜炳罡在外出差请假。

会议讨论了院领导班子年终考核、院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本学

期院党委工作、召开院教代会等问题。 

3月3日，尼山学堂兼职辅导员面试。学工部批准，从儒学院

在读研究生中聘一兼职辅导员，做尼山学堂本科班的管理工作。

经面试，确定聘用张玉婷为本科兼职辅导员。巴金文、杜泽逊、

李鹏程、王敏、韩悦参加。 



 

 

3月8日，联合日报来儒学院商谈合办“国学丛刊”栏目。联

合日报总编助理王川、文化艺术周刊主任马洪香，与巴金文、马

来平、王敏、院研究生会金梅、励学编辑部李自强，就如何办“国

学丛刊”进行了商谈，确定由儒学院研究生会组织学生撰稿，两

周一期，栏目上冠以“儒学高等研究院协办”。 

3月9日，许嘉璐院长在京召开院新学期工作会。王学典、巴

金文代表院班子赴京参加。巴金文汇报了学校新学期工作会议精

神，王学典汇报了本学期学院计划开展的七项工作。许院长听取

汇报后作了具体指示。 

3月15日上午，胡金焱副校长、本科生院院长赵炳新、副院长

王宪华、招生办公室柳丽华主任一行来到尼山学堂进行调研，讨

论关于建立尼山学堂海外班与教学精品课的相关事宜。儒学院党

委书记巴金文、副院长杜泽逊、办公室主任李鹏程参加了会议。

会后，学校领导参观了尼山学堂2013级的教室。 

3月17日14:00，儒学院召开全院新学期工作会和院领导班子

年终考评暨述职述廉会议。巴金文书记主持，全体教职工参加会

议。首先举行新学期工作会，书记传达了学校新学期工作会议精

神和校党委工作部署，王学典院长布置新学期院行政工作。随后举

行班子考评和述职述廉会，院班子成员依次作个人述职及廉政工作

报告，全体教职工对院班子和班子成员进行民主测评。 

3月17日16:00, 儒学院召开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巴金文

代表院领导班子作院行政工作报告，王学典作院财务工作报告，

院工会主席李鹏程作工会工作报告、工会财务报告和2016年工会

工作规划，工会委员赵睿才老师作征集提案情况报告，本次教代



 

 

会共征集提案11项，合理建议9项，院工会将跟进提案的实施，督

促学院更好的服务于广大教职工和学生。随后教职工们自由发言，

对院行政工作报告、工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进行了充分讨

论和评议，并一致表决通过了这些报告。 

3月18日，儒学院2014级博士生张兴宇、沈畅被确定为山东大

学2016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推荐人员。 

3月20日，儒学院2016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专业课笔试工作

顺利进行。共有91名考生参加了中国哲学、科技哲学、文艺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史六个专业的专业课考试。  

3月21日，儒学院在知新楼 A1916会议室组织了2016年博士初

试专业课的阅卷工作。       

3月24日14:00，儒学院召开院班子民主生活会。曲明军部长

及院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巴金文首先代表院班子作对照检查，然

后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其他成员依次作对照检查，并互相开展批

评帮助，最后由曲部长作点评总结。这次会议准备充分，严肃认

真，班子成员态度诚恳积极，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3月24日17:00，儒学院召开学科建设计划书填报会议。巴金

文、杜泽逊、陈峰、宋开玉、赵睿才、徐庆文、王加华、江曦、

邹晓东、温磊参加，会议对计划书的各栏目进行了讨论，并进

行了任务分工。 

3月25日，学院开展2016年泰山学者攀登计划和青年专家计划

申报工作。学院推荐蔡祥元参加泰山学者青年计划评选。 

3月28日下午，尼山论坛组委会秘书处来校商谈尼山论坛问

题。组委会秘书长徐向红、副秘书长高述群，我校胡金焱副校长、



 

 

王君松、邢占军、王学典、巴金文等参加。会议商谈了设立尼山

论坛办公室、论坛办公室人员费用、4月份到北京参加尼山论坛组

委会会议等事宜。 

3月28日至30日，儒学院进行了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

取工作。中国哲学、科技哲学、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

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史九个

专业共录取了50名硕士生。加上17名推免生，2016年共招收67名

硕士研究生。 

1月至3月，学校开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年度课题申

报工作。我院12位老师申报，分别为蔡祥元《德里达与海德格尔

解构思想比较研究》项目、陈晨捷《先秦儒家天命观研究》项目、

陈峰《20世纪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路径研究》项目、法帅《中

国辩证法“一分为三”研究》项目、何朝晖《中国古代出版经济

史研究》项目、龙圣《清代大凉山西部的开发与彝族社会变迁研

究》项目、马来平《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项目、聂济冬《<盐铁

论>经典化过程研究》项目、綦维《宋代杜诗注辑考与研究》项目、

徐庆文《儒家思想的哲学化路径研究》项目、翟奎风《<周易·大

象传>与儒家君子修为》项目、邹晓东《宋明道统论的诠释学批判：

以学庸哲学为焦点》项目。 

3月，儒学院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选题推荐工作。分别为王

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史》、杜泽逊《十三经注疏汇校》、子海

项目组《俄藏汉籍调查编目与珍本的复制影印》。 

4月6日下午，本科生院来儒学院商谈国学人才培养问题。本

科生院王宪华副院长等人，儒学院王学典、巴金文、杜泽逊、江



 

 

曦、韩悦参加。会议讨论了慕课建设、筹备召开国学人才培养会

议等问题。 

4月7日下午，儒学院召开研究生优秀成果奖励推荐会。巴金

文、杜泽逊、宋开玉、周纪文、聂济冬、王加华、翟奎凤、陈峰、

刘丽丽参加，会议按照论文质量对申报学生进行了排序，公示后

报学校。 

4月8日上午，儒学院学科建设计划书讨论会。巴金文、杜泽

逊、宋开玉、陈峰、赵睿才、王加华、江曦、邹晓东、温磊参加，

会议对计划书初稿进行了讨论修改。 

4月11日上午，儒学院召开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工作会。邢

占军、王涛、王建民、孔令顺、巴金文、颜炳罡、杜泽逊、翟奎

凤、江曦、韩悦参加，会议讨论了筹备召开协同创新理事会及相

关项目进展、文本修改等有关问题。 

4月12日上午，儒学院召开第四届尼山论坛主题研讨会。尼山

论坛组委会副秘书长高述群、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王炳春、省生

态文明研究会秘书长刘爱军、傅有德、程相占、巴金文、马来平、

徐庆文、翟奎凤、王绍樱参加，会议对新的尼山论坛主题“传统

文化与生态文明”进行了研讨。 

4月13日下午，尼山论坛办公室应聘人员面试。对参加尼山论

坛办公室应聘的人员，在上午考试的基础上，进行面试。学校纪

委刘建刚，儒学院巴金文、杜泽逊、戚良德、李鹏程、温磊，对

应聘者按面试试题逐一提问，然后进行评议，并无记名打分。面

试分数与随后阅出的试卷分数相加，确定名次。 

4月16日，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杜甫与齐鲁文



 

 

化学术研讨会、杜甫读书会第二届年会暨唐代乐府歌诗研讨会”

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 A1916会议室举行。儒学院巴金文书

记，杜泽逊副院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社科院研究

员葛景春先生，山东大学郑庆笃先生分别致辞，会议由儒学院孙

微教授主持。来自山东大学、河南省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高

校及《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等文化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

了会议。 

4月16日上午，儒学院和哲社学院在知新楼 A1618室联合主办

励知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龙围绕中西方哲学的主题展开，两个

学院的研究生们就各自的议题展开了友好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儒学院蔡祥元副教授和哲社学院傅永军教授担任点评嘉宾。 

4月19日，儒学院开展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权威目录修订调查摸

底工作。学院教师对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权威目录的修订提出了宝

贵意见。 

4月21日至5月26日，儒学院对2014级硕士生进行中期筛选工

作，全体学生顺利通过考核。 

4月28日，许嘉璐院长在京主持召开第四届尼山论坛筹备会。

在京的许嘉璐、李肇星、叶小文、蒋坚勇、刘川生、依法法师等

论坛主席、副主席、理事，山东省徐向红、高述群、王世农、济

宁李昌文，山东大学张荣、胡金焱、邢占军、王学典、巴金文、

颜炳罡、徐庆文、傅有德等参加。会议对论坛主题进行了论证，

确定了发邀请函等几个筹备的关键环节。 

4月28日，儒学院开展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高端论坛资助申报工

作。我院沈顺福教授申报的“儒学与现代文明高端论坛”获得资助。 



 

 

4月，儒学院开展教育部科技评价与评审专家遴选工作。 

4月，儒学院开展图书征集采购工作。广泛征集全院教师和学

生拟购图书书目并集中采购，进一步丰富了学院图书资料室的阅

读资源。 

4月，儒学院开展山东省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专家

遴选工作。我院18位教授入选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专家

库。 

4月，儒学院开展山东大学人文社科著作权统计工作。共上报

学校、院系资助的学校拥有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的专著、编著、

译著、古籍整理63项。 

4月，儒学院开展山东大学“高峰学科计划”重点学科项目建

设工作。提交了《山东大学学科高峰计划重点学科项目建设计划

任务书（2016-2020）》和《山东大学学科高峰计划重点学科项目

建设计划任务书2016》。 

5月4日至6日，儒学院进行了2016年博士研究生入学复试工

作。中国哲学、科技哲学、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民间

文学、中国史6个专业共27人参加复试，拟录取19人。 

5月5日，儒学院对应聘《文史哲》编辑、编务人员进行资格

审查。周广璜、刘京希、李扬眉、李鹏程、戚良德、温磊，根据

公布的报名条件，对几十名报名者进行学历、学位、年龄、经历

等方面的审查，结果报人事部。 

5月9日18:00，儒学院召开学生安全工作会。巴金文书记向尼

山学堂本科生传达了学校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并就学生的政治安

全、人身安全、防火安全、财务安全等问题，提出了要求。 



 

 

5月9日19:00，儒学院开办育贤讲堂。院党委书记巴金文以“与

青年学生谈人生”为主题，给尼山学堂本科生作专题讲座。 

5月10日8:30，儒学院召开教师职称晋级资格审查会。巴金文

主持，杜泽逊、戚良德、陈峰、蔡祥元、李梅、李浩、温磊参加。

会议按学校批准的申报条件和批准的名额，对我院教师申报的各

职级进行了资格审查。 

5月10日14:00，儒学院党委召开会议。为配合全院党员“两

学一做”教授活动，决定用党费为全院150余名党员购买党章、党

员纪律条例等学习材料和习近平讲话读本等材料，分批发给党员

学习使用。 

5月16日下午，儒学院召开学术委员会进行职称评审。王学典

主持，郑杰文、冯春田、马来平、颜炳罡、杜泽逊、黄玉顺、曾

振宇、张士闪、周广璜、刘京希、戚良德参加。会议对我院申报

各级职称的人员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评选。会议还讨论了研究生论

文外审、专家聘用等问题。 

5月18日下午，本科生院来商谈尼山学堂问题。本科生院赵炳

新院长、王宪华副院长及巴金文、杜泽逊、韩悦参加，就尼山学

堂经费、教务员、辅导员、慕课建设、尼山精典讲堂、国学研讨

会等进行了协商。 

5月18日，学院参加了山东省社会科学年鉴编纂材料提交工

作。学院提交了“山东大学国家汉学研究中心”机构概况和黄玉

顺、颜炳罡、张富祥、孙剑艺、沈顺福等学者简介。 

5月19日上午，儒学院召开2016届毕业生答辩秘书培训会。杜

泽逊副院长给各个专业的答辩秘书讲解了如何根据学生自评、导



 

 

师评语、评阅人意见起草答辩决议草稿等事项。教务秘书刘丽丽

强调了答辩秘书需要注意的其他问题，共17名答辩秘书参加了会

议。 

5月20日上午，儒学院召开《儒林》文稿编审会议。巴金文、

杜泽逊、徐庆文、李琳、翟奎凤、江曦、邹晓东、温磊参加，会

议对两辑稿子进行了认领分工。 

5月23日，山东大学公布2016年“山东大学研究生优秀学术成

果奖”获奖名单。儒学院张云、李长银获一等奖；李向振、刘乾

阳、李振聚获二等奖；吕晓钰、邵妍获三等奖。 

5月23日至31日，儒学院进行了2016届毕业生论文答辩工作。

共有53名硕士，19名博士参加，全体学生顺利通过答辩。 

5月24日晚，著名历史学家、河南大学李振宏教授做客尼山国

学大讲堂，在中心校区作了一场题为“关于国学热的反思”的学

术报告。报告由儒学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主持。  

5月25日下午，儒学院对《文史哲》编辑部招聘人员进行面试。

巴金文主持，周广璜、刘京希、李扬眉、杜泽逊、戚良德、李鹏

程为评委，徐庆文、邹晓东、李梅、温磊作为现场监督和计分人

员参加。面试严格按人事部审定的程序进行，相关材料面试后立

即密封报人事部。 

5月30日9:30，研究生特色学术活动品牌——第13期“海右”

博士生学术论坛在中心校区知新楼 A 座1916会议室成功举办。“海

右”博士论坛由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儒

学高等研究院承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博士生李向振作报告，儒学

院刁统菊副教授作点评嘉宾。 



 

 

3月至5月，儒学院开展迎接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学院分别

为哲学、历史、中文、社会学学科提供了人事、科研、教学、学

生管理等方面的成果支持。 

5月，儒学院开展房屋土地清查工作。对学院使用的房屋进行

了全面清查，并上报学校资产清查工作组。 

6月1日，儒学院2014级博士生张兴宇、沈畅被确定进入山东

大学2016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录取人员名单。 

6月6日上午，儒学院尼山学堂党支部“两学一做”学习大会

暨党员转正大会在知新楼 A 座2116报告厅召开。本次大会由尼山

学堂党支部书记高倩云主持，尼山学堂党员及预备党员参加。 

6月8日14:00，儒学院召开院学术委员会议。王学典主持。会

议对2016届毕业生的答辩材料进行了审核，同意毕业并授予学位；

审核了我院16名在岗博士生导师的招生资格，同意2017年继续招

生；审议了《子海》项目部聘请台湾世新大学退休教授洪国樑先

生审稿事宜；审议了台湾林安梧先生来院短期工作事宜；审议了

是否引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姚中秋来院工作事宜。 

6月14日，儒学院开展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和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2016年度中期检查工作。 

6月16日，儒学院召开党委会议。会议研究了党员“两学一做”

教育推进问题以及校党委要求的七一进行党委和党组织表彰问

题。决定学校表彰的党员由全体教工党员评选推荐，先进党支部

推荐研究生党支部，院里对优秀学生党员进行表彰，由各学生党

支部评选推荐。 



 

 

6月17日下午，儒学院召开协同创新工作会议。邢占军、刘洪

渭、王涛、王学典、巴金文、杜泽逊、翟奎凤、江曦、于晓雨参

加。会议研究了专家团队建设、经费预算等问题。 

6月20日，儒学院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6月21日上午，儒学院举行尼山学堂本科毕业生典礼。胡金焱

副校长，本科生院赵炳新、王宪华、王建立，杜泽逊、晁岳佩、

李开军、邹宗良、张富祥、颜炳罡、王承略、西山尚志、戚良德、

宋开玉、赵睿才、李婧、江曦、王震参加。典礼由巴金文主持，

胡校长在讲话中对尼山学堂给予了很高评价。 

6月22日下午，儒学院教职工合唱队参加全校“庆七一”合唱

比赛。虽然我院合唱队人数单薄，未请专业伴奏乐队，但全队士

气高昂、歌声优美、舞台形象很好，得到评委和观众好评，在23

个代表队中取得9.466分的中上成绩。 

6月23日9:00，儒学院召开党委会。研究“七一”慰问困难党

员问题。决定从党费中支付一部分，对困难党员进行慰问，并支

持党群组织在参加合唱比赛等庆祝活动中的部分费用。 

6月23日13:00，尼山学堂本科教务员招聘面试。杜泽逊、李

鹏程、陈峰、徐庆文、温磊参加，巴金文主持。在上午招聘笔试

的基础上，对应聘人员从政治素质、专业水准、对岗位的认识和

责任心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当面测评，由评委进行了无记名打分，

最后按笔试和面试成绩进行了排名。 

6月23日15:00，儒学院举行2016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典礼由

巴金文主持，王学典院长在讲话中从保持书生情怀、终生爱书情

节、坚持个人奋斗精神、保持平衡生活角度忠告即将离校的学生。



 

 

刘心明则从保持好奇心、要有生活情趣、允许平庸角度寄语学生

们。2013级硕士生霍冕作为毕业生代表，2014级蒋聚缘作为在校

生代表在会上发言。典礼后进行了毕业合影。 

6月24日14:00，儒学院院工会在知新楼 A2116报告厅，举行

了师生扑克够级暨象棋比赛，来自全院各专业近30名选手参赛。

经过多轮紧张角逐，由王承略、刘心明、张雷三位教师组成的队

伍荣获够级比赛冠军，三位博士研究生李才朝、张云、晏青组成

的队伍荣获够级比赛亚军。《文史哲》编辑部时东武老师获得象

棋比赛冠军，2015级硕士研究生宋恩来获得亚军。 

6月25日14:30，儒学院研究生会2015——2016学年总结表彰

大会暨第六届研究生会换届大会在知新楼 A2116报告厅举行。出

席大会的成员有第五届研究生会主席团、部长团成员，以及特邀

嘉宾山东大学校研会主席程广沛先生和校研会副主席苏昕女士。

会议由金梅主持。 

6月29日下午，儒学院2014级研究生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进

行“两学一做”集体学习交流、优秀党员表彰和上“七一”专题

党课。首先进行了学习交流，本支部的部分党员上台讲了个人学

习党章的体会。交流会后对本支部评选出的优秀党员进行表彰，

巴金文代表院党委向评选出的优秀党员金梅、罗娇、张兴宇颁发

证书。随后，由院党委书记巴金文为党员上“七一”专题党课，

巴金文以“争做自觉遵守党纪党规的模范党员”为题进行了讲授。 

6月30日上午，儒学院2015级研究生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进

行“两学一做”集体学习交流、优秀党员表彰和上“七一”专题

党课。巴金文代表院党委向三位优秀党员柏云、李兵、李自强颁



 

 

发了表彰证书。随后，由院党委书记巴金文为党员上“七一”专

题党课，巴金文结合国内外形势和学生党员实际，对党员如何遵

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进行了讲授。 

6月，儒学院开展山东省第三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申报推

荐工作。我院共8位老师申报。分别为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

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沈顺福《试论德性论的吊诡》，马来平《试

论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赵睿才《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

孙剑艺《山东阳谷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学诠释——兼

论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的“二哥”尊称旧俗》，刘宗迪《七夕》。 

6月，儒学院开展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推荐工

作。推荐陈峰、翟奎凤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 

3月至6月，儒学院开展资产大清查工作。对儒学院184件账面

设备（账面总金额903162.90元）、475件账面家具（账面总金额

509389.34元），原文史哲研究院234件账面设备（账面总金额

1237927.59元）、529件账面家具（账面总金额390314.44元）进

行了全面盘点和清查，并将清查情况上报学校。 

6月，儒学院开展2016年度（第十届）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

献奖、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奖推荐。我院推荐郑杰文、张富

祥为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候选人选。 

8月17日上午，韩国忠清南道历史文化研究院代表访问山东大

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韩国忠清南道历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李相均

博士、柳炳德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少雄先生的陪同下，

来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访问，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副



 

 

院长杜泽逊教授、蔡祥元、翟奎凤、陈晨捷副教授参加座谈，双

方就儒家文化的研究与交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8月20日至21日，“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山东

济南隆重举行。来自北京、上海、香港、山东、河北、广东、山

西、吉林、四川等多地的近60位专家学者就“生活儒学”思想体

系展开热烈研讨，并冀望“生活儒学”继续保持开放的形态，引

领当前的儒学复兴和重建。儒学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哲社

学院哲学系主任傅永军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

主任王新元先生、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杨永明教授分别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