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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入选第一批“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组成单位

2021 年 4 月，中心入选第一批“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简称“古文字工程”）协

同攻关创新平台组成单位。“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人民政府八部门共同启动实施。

2. 刘钊教授、汪少华教授、陈剑教授分别当选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理事

2021 年 6 月 4 日至 7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暨 2021 年学术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举行，会议期间召开了第十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会员代表大会及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

会议。经第十一届理事会投票选举，中心刘钊教授当选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汪少华教授当

选为秘书长，陈剑教授当选为理事。

3. 刘钊教授、施谢捷教授、陈剑教授当选中国文字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2021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文字学会线上举行了第五届理事会换届大会。中心刘钊教授、

施谢捷教授、陈剑教授当选中国文字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其中刘钊教授为常务理事。

4. 蒋玉斌青年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

2021 年 4 月，蒋玉斌青年研究员获批晋升为研究员（自 2020 年 12 月起任职）。

5. 蒋文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

2021 年 4 月，蒋文助理研究员获批晋升为副研究员（自 2020 年 12 月起任职）。

6. 中心主办“敦煌文献语言文字研究青年工作坊”

2021 年 6 月 18 日至 20 日，中心主办的“敦煌文献语言文字研究青年工作坊”在光华楼西主楼

1001 室召开。来自各高校、科研单位的近二十位青年学者参加会议，宣读论文共十七篇。

一、中心大事记

合影 赵庸女士宣读论文《S.388〈字样〉反切对〈切韵〉
的研究价值》

余柯君先生宣读论文《四种〈大身咒〉浊声母比较研究》

萧瑜先生宣读论文《甘露元年〈譬喻经〉写卷中值得
注意的语言文字现象》

赵家栋先生宣读论文《敦煌文献字词释证十三则》

景盛轩先生宣读论文《敦煌文献中“恶”字的形音义》

张磊先生宣读论文《写本文献中的借笔字研究》

赵静莲女士宣读论文《敦煌变文字词考辩札记》

教育部批文 古文字工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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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同麟先生宣读论文《试论敦煌道教文献的汉语史研
究价值》

徐浩先生宣读论文《读〈庐山远公话〉札记》

博士研究生吉宁韵代高天霞女士宣读论文《敦煌写本
P.3715“类书草稿”疑难字句考释三则》

博士研究生傅及斯宣读论文《有关“擘三部落”的整
理和研究》

余坚先生宣读论文《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释义商补》

博士研究生张杨溦蓁宣读论文《P.3257曹元忠判词“赐
进君更不迴戈”释疑——兼论“迴戈”与“迴过”的词义》

张文冠先生宣读论文《敦煌杂字字词笺释》

张小艳女士宣读论文《敦煌文书所见“令六”辑考及
相关问题探讨》

博士研究生王子鑫宣读论文《变文生成年代辨证》 博士研究生邓博方宣读论文《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宝
应元年（762）六月西州天山县百姓康失芬行车伤人

案残卷〉校读札记三则》

7. 中心举办“第八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第八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聊城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中国传媒大学国学研

究所协办，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各高校、科研单位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

线上参加会议，宣读论文四十余篇。

时间 会议议程

11 月 27 日

上午

开幕式 主持人：刘　钊
发言人：汤漳平、刘跃进、赵敏俐、姚小鸥

与会学者线上合影

主题发言

主持人：姚小鸥
1. 汤漳平《出土文献与道家文化——兼论中华文化之重构》
2. 季旭昇《据〈上博二 •子羔〉释〈毛诗 •鲁颂 • 閟宫〉“上帝是依”》
3. 徐正英�（姚小鸥代读）《论孔子诗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以〈孔子诗论〉

“〈关雎〉组诗”论等简帛文献为起点》
4. 汪春泓《春秋时代国际背景下“女也不爽”之重新解读》
5. 张树国《〈殷高宗问于三寿〉乃〈吴子〉佚篇》
6. 李　山《认识芮良夫及其时代》
7. 陈良武�《百年来出土文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分期及特点》
自由讨论

下午

研讨会
第一场

主持人：李　锐
宣讲人及宣讲题目：
1. 曹胜高《〈鸱鸮〉与“武丁 周”“实始翦商”史事考》
2. 郝　潇《〈诗经 •大明〉〈閟宫〉“赫赫”与古文字“虩虩”合证》
3. 张富海《安大简〈诗经〉补释一则》
4. 曹建国《出土文献与〈诗经〉的早期书写》
5. 李　锐《删诗细节问题初论》
6. 熊芳藩�《早期〈诗〉的流传与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基于简、帛〈五

行〉引〈诗〉的讨论》
7. 姚小鸥�《〈周公之琴舞〉“视日”、“视辰”与商、周天道观之传承》
自由讨论

研讨会
第二场

主持人：何家兴
宣讲人及宣讲题目：
1. 刘　钊《汉简〈相剑刀〉补论》
2. 杜季芳《北大简〈妄稽〉“孺子”称谓探析》
3. 孔漫春《〈论语 •八佾〉篇“哀公问社”章用字考》
4. 任　攀《尹湾汉简〈神乌傅（赋）〉校释》
5. 蔡树才《出土简帛和“训”体的生成与演变》
6. 赵立伟《由汉代简帛用字看〈墨子 •备城门〉一处文意的解读》
7. 张传官《汉简〈苍颉篇〉拼合九则》
8. 汪梅枝�《秦汉简帛书信之曲指敬称研究》
自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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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新进人员介绍

11 月 28 日

上午

研讨会
第三场

主持人：李林芳
宣讲人及宣讲题目：
1.�李林芳�《错简文本的齐与不齐——以〈民之父母〉〈孔子闲居〉〈论礼〉

为例》
2. 常　森《新出土文献与屈原辞》
3. 汪少华《俞樾〈楹联录存〉整理中的问题》
4. 陈　剑《张禹碑与景云碑中的两处用典》
5.�何家兴《秦简韵文初探》�
6.�贾学鸿《由帛书〈老子〉“左契”“右契”辨评引发的思考》�
自由讨论

研讨会
第四场

主持人：季旭昇
宣讲人及宣讲题目：
1. 谢明文《释甲骨文中的“ ”及相关诸字——兼论丏、亥系一形分化》
2. 姚苏杰《论商末周初铭文书写结构的变化——以“因果式”为中心》
3. 周　波《旧释“郤氏左”戈铭文、国别再议》
4. 蒋玉斌《卜辞“弗子”与〈尚书〉“弗子”补说》
5.宁登国《清华简〈系年〉“二王并立”与〈春秋〉“始于隐公”问题再探》
6. 刘　娇《“古者诗、书多互称”说辩证》
自由讨论

下午

主题发言

主持人：汪春泓
1. 孙伯君《西夏文献中的汉声——曲子词述略》
2. 杨富学《〈孔雀明王经〉与唐代龙王祈雨信仰之关系》
3. 王献华《卢伽尔扎吉西与〈苏美尔王表〉的起源》
自由讨论

研讨会
第五场

主持人：常　森
宣讲人及宣讲题目：
1. 张小艳《〈太子成道经〉与〈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关系之研究》
2. 王志鹏《敦煌〈韩擒虎话本〉的小说史意义略论》
3. 杨晓丽《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韩朋故事的小说史意义》
4. 张勇风《宋金“舞队”图像与汴京“教坊格范”之流播》
自由讨论

研讨会
第六场

主持人：陈良武
宣讲人及宣讲题目：
1. 赵海丽《南北朝时期人口寿命及相关问题探讨》
2. 李如冰《北宋吕倩容墓志新考》
3. 龙成松《形制 •文体 • 文风：北朝胡族墓志文研究》
自由讨论

大会总结
暨闭幕式

主持人：姚小鸥
自由发言：张树国、宁登国、汪梅枝、曹建国、贾学鸿
致谢：刘　钊

合影

8. 中心网站更新网址并恢复论坛服务

2021 年 9 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网址变更为 www.fdgwz.org.cn，并恢

复论坛服务（按照相关规定，原有账号和新注册账号都需要实名认证后才能发帖）。

刘钊教授、中心博士研究生王茁参与视频录制

陈思昀，1995 年 4 月生于浙江余姚。2014 年 9 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

文学系学习，2018 年 7 月获文学学士学位。2018 年 9 月进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中心学习，硕士导师为谢明文副研究员，2021年 6月获文学硕士学位。

2021 年 6 月进入中心工作，承担办公室行政管理事务。

9. 刘钊教授、中心博士研究生王茁参与复旦

大学国庆视频录制

2021 年 9 月，刘钊教授、中心博士研究生

王茁参与复旦大学国庆视频录制。

10. 中心获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工作“2021 年

度科研组织优秀单位”称号

2021 年 12 月，中心获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工

作“2021 年度科研组织优秀单位”称号，刘钊

主任被评为科研管理优秀个人。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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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东平教授为中心作线上讲座

2021 年 6 月 18 日晚，比利时根特大学语言

文化系安东平教授（Christoph Anderl）为中心师

生作了题为《〈正名要录〉“本音虽同字义各别例”

初探》的线上讲座。讲座由中心张小艳教授主持，

校内外学者和中心学生共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5. 贾连翔副教授主讲“云讲座”第十一场

2021 年 10 月 28 日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

研究与保护中心贾连翔副教授作了题为《出土

竹书的整理及其技术方法研究》的线上讲座。

讲座由中心邬可晶副研究员主持，三百余位观

众参加了讲座。

7. 范常喜教授主讲“云讲座”第十三场

2021 年 12 月 11 日晚，中山大学中国语言

文学系范常喜教授作了题为《谈谈遣册名物考

释的两个维度——以信阳楚简“乐人之器”为例》

的线上讲座。讲座由中心刘娇副研究员主持，

二百余位观众参加了讲座。

3. 吴良宝教授主讲“云讲座”第十场

2021 年 9 月 25 日晚，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吴良宝教授作了题为《战国货币研究新进展及

相关问题》的线上讲座。讲座由中心周波副教

授主持，二百余位观众参加了讲座。

4. 葛亮副研究员来中心作讲座

2021 年 10 月 24 日晚，上海博物馆葛亮副

研究员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作了题为《古文

字数字化资源的使用与建设》的讲座。中心师

生共二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2. 辛德勇教授来中心作讲座

2021 年 6 月 28 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辛德勇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2201室作了题为《天

官正名——〈史记天官书〉的本来面目》的讲座。

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共五十余

人参加了讲座。

6. 姚磊博士主讲“云讲座”第十二场

2021 年 11 月 7 日晚，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

化学院姚磊博士作了题为《西北汉简缀合的过

去 现在 未来》的线上讲座。讲座由中心张传

官副研究员主持，二百余位观众参加了讲座。

8. 陈剑教授为中心师生作讲座

2021 年 12 月 26 日晚，陈剑教授在光华楼

西主楼2701室作了题为《漫谈马王堆帛书拼缀》

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刘钊教授主持，中心师生

共十六人参加了讲座。

三、学术讲座

讲座现场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讲座现场
讲座现场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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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题项目

五、获奖成果及其他奖励

1. 谢明文副研究员“商代金文的全面整理与

研究及资料库建设”项目结项

2021 年 1 月 26 日，谢明文副研究员独立承

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商代金文的

全面整理与研究及资料库建设”（项目批准号：

16CYY031）以优秀成绩通过验收，结项证书号

20210098。

2. 周波副教授“战国至秦汉时代漆木器文字

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结项

2021 年 1 月 27 日，周波副教授独立承担的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战国至秦

汉时代漆木器文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

目批准号：2016BYY008）以优秀成绩通过验收，

结项证书号 2021002。

3. 刘钊教授《古文字构形学》英译本获国家

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资助

2021 年 2 月，刘钊教授《古文字构形学》

英译项目获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

译项目立项资助。《古文字构形学》（英文版）

计划于2024年由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发行，

列入饶宗颐国学院“汉学丛书”系列。

4. 刘钊教授获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锋计划项

目立项资助

2021 年 6 月，刘钊教授“马王堆汉墓简帛

文字全编”课题获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锋计划

项目立项资助。

5. 汪少华教授获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锋计划

项目立项资助

2021年 6月，汪少华教授“考工记名物汇证”

课题获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锋计划项目立项资

助。

6. 中心博士后蔡一峰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

2021年6月，中心博士后蔡一峰（合作导师：

陈剑）“战国文字通用声符整理及上古音相关问

题探研”课题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14 批特

别资助（站中）（资助编号：2021T140132）。

结项证书

结项证书 资助证书

7. 谢明文副研究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

项目立项资助

2021 年 9 月，谢明文副研究员“商周甲骨

文、金文字词关系研究”课题获 2021 年度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立项资助（项目批准号：

21BYY133）。

8. 谢明文副研究员获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导

计划项目立项资助

2021 年 11 月，谢明文副研究员“霸国铜器

铭文研究”课题获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导计划

冷门绝学专项项目立项资助。

1. 裘锡圭教授文章获《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

（2020）》优秀论文奖

2020 年 12 月，裘锡圭教授所撰《说〈老子〉

中的“无为”和“为”——兼论老子的社会、

政治思想》获《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20）》

优秀论文奖。

2. 汪少华教授编著《〈考工记〉名物汇证》

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2021 年 7月，汪少华教授编著《〈考工记〉

名物汇证》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证书 证书

9. 陈剑教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

项资助

2021 年 12 月，陈剑教授“阜阳汉简整理与

研究”课题获 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立项资助（项目批准号：21&ZD305）。

10. 施谢捷教授《〈说文解字〉汇校》入选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

2021 年 12 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出版

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施谢捷教授《〈说

文解字〉汇校》入选图书古籍出版规划语言文

字类项目。



  12

11

六、出版著作

（10）《经课续编   四书文   曲园四书文   曲园课孙草   经义塾钞》，汪少华、刘珈珈、孙炜、王

欣整理，28.8 万字，2021 年 10 月出版；

（11）《春在堂诗编    曲园自述诗   补自述诗  春在堂词录》，谢超凡整理，64.4 万字，2021 年

10 月出版。

（12）《曲园杂纂》，顾莉丹整理，47 万字，2021 年 12 月出版；

（13）《俞楼杂纂》，倪永明整理，52.9 万字，2021 年 12 月出版；

（14）《宾萌集   宾萌外集》，滕振国整理，17.3 万字，2021 年 12 月出版；

（15）《弟一楼丛书》，王华宝、乔秋颖、傅杰、王博、张晓青、金钰整理，42.2 万字，2021

年 12 月出版；

（16）《春在堂杂文》，胡文波、白朝晖、张晓青、谢超凡、刘珈珈、王倩倩整理，91.5 万字，

2021 年 12 月出版；

（17）《春在堂杂著》，孙幼莉、刘珈珈、黄曙辉、乔玉钰、张龙飞整理，39.1 万字，2021 年

12 月出版；

（18）《春在堂日记    曲园日记》，孙炜整理，26.6 万字，2021 年 12 月出版；

（19）《荟蕞编》，谢超凡整理，29.9 万字，2021 年 12 月出版。

2021 年 12 月 25 日，“俞樾诞辰 200 周年纪念研讨会暨《俞樾全集》新书发布会”由中共杭州

市临平区委、杭州市临平区政府、复旦大学主办，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协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在杭州市临平区、复旦大学同步举行。中心刘钊教授代表中国训诂学研究会致辞，汪少华教授出

席并受聘为临平学研究中心专家顾问。复旦大学主页“新闻聚焦”以“在复旦土壤中，以匠人精神

治冷门绝学，俞樾诞辰 200 周年纪念研讨会暨《俞樾全集》新书发布会举行”为题作了长篇报道。

4. 中心博士后蔡一峰、李聪入选复旦大学“超

级博士后”

2021年7月，中心博士后蔡一峰（合作导师：

陈剑）入选复旦大学“超级博士后”计划。

2021 年 9月，中心博士后李聪（合作导师：

刘钊）入选复旦大学“超级博士后”计划。

5. 汪少华教授编著《〈考工记〉名物汇证》

获第十六届上海图书奖荣誉奖

2021 年 8月，汪少华教授编著《〈考工记〉

名物汇证》获第十六届上海图书奖荣誉奖。

6. 汪 少 华 教 授、 蒋 文 副 研 究 员 著 作 获 第

二十三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

2021年11月8日至10日，第二十三届（2019、

2020 年度）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评奖会在合

肥召开。汪少华教授《俞樾书信集》（上海人

民出版社，2020）获一等奖，蒋文副研究员《先

秦秦汉出土文献与〈诗经〉文本的校勘和解读》

（中西书局，2019）获二等奖。

证书

书影

1. 中心汪少华教授与东南大学王华宝教授合作主编的《俞樾全集》出版

2020 年至 2021 年，中心汪少华教授与东南大学王华宝教授合作主编的《俞樾全集》由凤凰出版

社陆续出版。《俞樾全集》由 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

作委员会重点项目支持，全集共 19 种，32 册：

（1）《春在堂尺牍》，张燕婴整理，79.3 万字，2020 年 4 月出版；

（2）《诸子平议》，王华宝整理，50.2 万字，2020 年 9 月出版；

（3）《右台仙馆笔记   附耳邮》，王华宝、余力整理，27.3 万字，2020 年 9 月出版；

（4）《七侠五义》，田松青整理，62 万字，2020 年 9 月出版；

（5）《春在堂随笔   九九销夏录》，王华宝整理，26.4 万字，2021 年 6 月出版；

（6）《茶香室丛钞》，汪少华、颜春峰点校，148.7 万字，2021 年 6 月出版；

（7）《楹联录存》，刘珈珈整理，21.6 万字，2021 年 8 月出版；

（8）《群经平议》，王其和整理，70.1 万字，2021 年 9 月出版；

（9）《茶香室经说》，魏庆彬整理，27.7 万字，2021 年 10 月出版；

刘钊教授致辞 汪少华教授发言

3. 中心博士后蔡一峰获复旦大学 2020 年度

优秀博士后称号

2021年7月，中心博士后蔡一峰（合作导师：

陈剑）获复旦大学 2020 年度优秀博士后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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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富海副教授著《古文字与上古音论稿》

出版

2021 年 11 月，张富海副教授著《古文字与

上古音论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影

七、外出讲学与学术交流

1. 张小艳教授为内蒙古师范大学作讲座

2021 年 1 月 7 日，张小艳教授应邀为内蒙

古师范大学文学院作讲座，题为《关于俗字认

知判断的若干问题》。

2. 刘钊教授在浙江大学作讲座

2021 年 3 月 13 日，刘钊教授应邀在浙江大

学作讲座，题为《古文字研究漫谈》。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3. 蒋文副研究员参加“《安徽大学藏战国竹

简 • 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3 月 14 日，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与 Bamboo and Silk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安徽大
学藏战国竹简 •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上

举行。蒋文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由

安大简重审〈诗经〉早期流传的口传与书写之争》。

4. 广濑薰雄研究员、周波副教授、邬可晶副

研究员参加“第九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国际

论坛暨先秦秦汉荆楚地区的空间整合学术工

作坊”

2021 年 3 月 20 日至 21 日，武汉大学简帛

研究中心、历史地理研究所、“新资料与先秦

秦汉荆楚地区的空间整合”青年学者学术团队

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国际论

坛暨先秦秦汉荆楚地区的空间整合学术工作坊”

在线上举行。广濑薰雄研究员、周波副教授、

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分别发表论文《岳

麓简“治狱受财枉事”令试析》《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 •秩律〉地名补释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北大汉简〈儒家说丛〉第一章与〈晏子春秋〉

等文献对读拾遗》。

5. 中心博士后蔡一峰参加“澳门汉字学会第

七届年会暨赵诚先生米寿祝寿会”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26 日，“澳门汉字学

会第七届年会暨赵诚先生米寿祝寿会”在北京

举行。中心博士后蔡一峰参加会议，并发表论

文《清华简字词散记四则》。

6. 陈剑教授参加“出土‘书’类文献研究高

端学术论坛”

2021 年 3 月 27 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

究所主办的“出土‘书’类文献研究高端学术

论坛”在线上举行。陈剑教授参加会议，并发

表论文《简谈清华简〈四告〉与金文的“祜福”——

附释唐侯诸器的“佩（赗）”字》。

2. 裘锡圭教授著《老子今研》出版

2021 年 3 月，裘锡圭教授著《老子今研》

由中西书局出版。

书影

7. 刘钊教授参加“商务印书馆‘十四五’规

划专家座谈会”

2021 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商务印书馆

‘十四五’规划专家座谈会”在上海举行，刘

钊教授参加座谈会并发言。

座谈会现场

合影 ( 一 )

合影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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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传官副研究员参加“文明相遇 海纳百

川——2021中外古典学与丝绸之路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17 日至 18 日，温州大学人文

社科处、温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温州大学翻

译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

文明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明相遇  海纳百川——

2021 中外古典学与丝绸之路研讨会”在温州大

学国际教育学院举行。张传官副研究员参加会

议，并发表论文《秦汉蒙书研究三题》。

合影 合影

讲座现场（二）

讲座现场（一）

合影

10. 邬可晶副研究员、刘娇副研究员作《老

子今研》主题讲座

2021 年 4 月 29 日，中西书局在上海市杨浦

区图书馆举办了《老子今研》主题讲座活动。

讲座特别邀请邬可晶副研究员、刘娇副研究员

介绍《老子今研》一书的主要内容及成书背后

的故事。

12. 刘钊教授参加“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

院揭牌仪式暨‘新文科视域下简牍学学科建

设与内涵发展’高端论坛”

2021 年 5 月 15 日至 17 日，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联合主办，西北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甘肃简牍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

简牍研究院承办的“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

揭牌仪式暨‘新文科视域下简牍学学科建设与

内涵发展’高端论坛”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

刘钊教授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中国古代的

相马术》的讲座。

13. 刘钊教授、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出

土文献文本释读与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5 月 16 日，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聊城大学简帛学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国学

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省古典文学学会、济南大学出土文献与文学研

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出土文献文本释读与文

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举行。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刘钊教授、邬可晶副研究员线上参加会议。

刘钊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言，邬可晶副研究员发

表论文《说清华简〈芮良夫毖〉“其罚时尚其

德型宜利”》。

8. 裘锡圭教授为“《李学勤文集》发布会”

致辞

2021 年 4 月 17 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李

学勤文集》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裘锡圭教授

视频致辞。

裘锡圭教授视频致辞

14.刘钊教授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冷门绝学’

专业‘新文科’建设成果发布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

研究与应用中心主办的“华东师范大学‘冷门

绝学’专业‘新文科’建设成果发布会”举行，

刘钊教授参加会议并致辞。

15. 周波副教授、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古

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西湖论坛”

2021 年 5 月 29 日至 30 日，中国美术学院

主办，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汉字文化研究

所承办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西湖论

坛”在中国美术学院举行。周波副教授、邬可

晶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分别发表论文《燕玺“潮

汕山金贞鍴”考释》《金文“俦器”考》。

周波副教授宣读论文

邬可晶副研究员宣读论文

11. 刘钊教授参加“2021—2030 年国家古

籍规划专家评审会”

2021 年 5 月 8 日至 9 日，刘钊教授参加

“2021—2030 年国家古籍规划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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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刘钊教授宣读论文

汪少华教授宣读论文

陈剑教授宣读论文

17. 广濑薰雄研究员参加“中国出土资料学

会 2021 年度第 1 回大会”

2021 年 7 月 10 日，“中国出土资料学会

2021 年度第 1 回大会”在线上举行。广濑薰雄

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清华简中所见

墨家著作考》。

18. 刘钊教授参加“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

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日，“古文字与中

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北京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会议。

19. 陈剑教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作讲座

2021 年 7 月 13 日至 8月 17 日，陈剑教授在

成都中医药大学为“中医百部经典整理研究和

继承型人才培训班”讲授“古文字学概论”两场，

为“中医药‘冷门绝学’继承型人才学术能力

提升培训班（第二期）”讲授“天回医简释读”

五场。

21. 刘钊教授在“辞海讲堂”作讲座

2021 年 7 月 20 日，刘钊教授应上海辞书出

版社邀请，主讲“辞海讲堂”系列讲座第三讲，

题为《出土文献研究的前景及相关选题的编辑

出版》。

20. 裘锡圭教授、刘钊教授、施谢捷教授参

加“古陶蕴真——海上金石家跋战国陶文拓

本展”

2021 年 7 月 17 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金石

碑帖专业委员会、上海图书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古陶蕴真——海上金石家跋战国陶文拓本

展”在上海艺苑真赏社举行。裘锡圭教授视频

致辞，刘钊教授、施谢捷教授参加活动并发言。

合影

讲座海报陈剑教授作讲座

22. 刘钊教授参加“第四届‘古文字与出土

文献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出土文献语

言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论坛”

2021 年 7月 23 日至 25 日，东北师范大学文

学院主办的“第四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

究’学术研讨会暨‘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青

年学者论坛”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下研讨为主的方式进行。

刘钊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马王堆汉墓帛

画〈太一出行图〉拼缀复原的新进展》。

16.刘钊教授、汪少华教授、陈剑教授参加“中

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暨 2021

年学术年会”

2021年 6月4日至7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训诂

学研究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暨 2021 年学术年会”

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刘钊教授、汪少华教授、

陈剑教授参加会议，分别发表论文《利用出土

文献资料对〈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补正》

《俞樾日记整理札记》《〈尚书 •君奭〉“弗克

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句解》。

会议现场

讲座海报

23. 广濑薰雄研究员在“简帛医学系列讲座”

作讲座

2021 年 8 月 6 日，广濑薰雄研究员主讲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简帛医学系

列讲座”第六讲，题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

〈五十二病方〉整理经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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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24. 刘钊教授参加“百年辉煌——长三角甲

骨文书法篆刻邀请展”

2021 年 8 月 7 日，“百年辉煌——长三角

甲骨文书法篆刻邀请展”在上海久事美术馆艺

术沙龙开展，刘钊教授参加并致辞。

27. 周波副教授参加“第十一届‘出土文献

与法律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8 月 24 日，中国法律史学会法律古

籍整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

籍整理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金、

简牍法制史料汇纂通考及数据库建设”课题组

承办的“第十一届‘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周波副教授参

加会议，并发表论文《说张家山汉简、悬泉汉

简律令中的“眄”》。

28. 陈剑教授在“简帛医学系列讲座”作讲

座

2021 年 9 月 10 日，陈剑教授主讲上海中医

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简帛医学系列讲座”

第十一讲，题为《简、帛与传世医书字词合证

零札》。

29. 陈剑教授、刘钊教授为“第四届中国简

帛书法高级研创班”讲课

2021 年 9 月底至 10 月中旬，长沙简牍博物

馆、湖南大学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中心、贵

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和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举

办的“第四届中国简帛书法高级研创班”在湖

南长沙开班。陈剑教授、刘钊教授应邀授课。9

月 29 日至 10 月 2 日，陈剑教授讲授《〈说文解

字〉导读》；10 月 3 日，刘钊教授讲授《甲骨

文与甲骨文书法》。

讲课现场

30. 张小艳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作讲座

2021 年 10 月 15 日，张小艳教授应邀在上

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作讲座，题为《近代汉语

研究与论文选题》。

31. 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经、经学与哲学’

青年工作坊”

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复旦大学哲学

学院主办的“‘经、经学与哲学’青年工作坊”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

会议，并发表论文《〈孟子 •梁惠王上〉“君子

之于禽兽”、“君子远庖厨”的“君子”及其他》。

讲座海报

合影

讲座海报

32. 刘钊教授参加“古文字学前沿论坛暨古

文字学强基班教学研讨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山大学古文

字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山大

学饶宗颐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古文字学前沿论

坛暨古文字学强基班教学研讨会”在中山大学

中文堂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古

文字研究的“精密化、立体化和数字化”》《筑

牢基础，强化专业，全面培养》的发言，以及

题为《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对〈汉语大词典〉（第

二版）的补正》的讲座。

33. 张富海副教授在“古文字讲坛”作讲座

2021 年 10 月 19 日，张富海副教授应南京

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邀请，

主讲南京大学文学院“古文字讲坛”第五讲，

题为《谈谈上古音知识在古文字释读中的应用》。

34. 周波副教授、任攀青年副研究员参加

“五一简与东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清华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的“五一简与东汉历

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举行。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周波副教授、任攀青年副研究员线上参加

会议，分别发表论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

秩律〉“棘满”与传世典籍地名校读》《五一

广场简“解止”等词考辨》。

25. 张富海副教授参加“‘新文科建设背景

下的古代汉语教学’研讨会”

2021年 8月17日至18日，高等教育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联合

主办的“‘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古代汉语教学’

研讨会”在线上举行。张富海副教授参加会议，

并作主题发言《“上古汉语语音基础”简介》。

26. 邬可晶副研究员在“天一讲堂”作讲座

2021 年 8 月 21 日，邬可晶副研究员应宁波

图书馆“天一讲堂”之邀，作了题为《地下究

竟有多少“经典”宝藏？——出土先秦西汉时

代抄写的上古典籍综览》的讲座。

刘钊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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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广濑薰雄研究员参加“第十二届汉代文

学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台湾“国立”

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办的“第十二届汉代文学

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广濑薰雄

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长沙五一广场东

汉简牍分类研究（之一）——长沙郡文书》。

36. 中心研究人员参加“第二届汉语字词关

系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中山大学古文

字研究所、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汉语字词关系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

广濑薰雄研究员、张富海副教授、周波副教授、

邬可晶副研究员、谢明文副研究员、博士后蔡

一峰参加会议，分别发表论文《说楚文字“ ”》《说

“耕”》《“怢然衰”还是“快然衰”——帛书〈阴

阳十一脉灸经〉与〈灵枢 •经脉〉对读》《“弱”、

“约”有关字词的考察》《谈谈近年新刊金文

及其对金文文本研究的一些启示》《说郭店简〈语

丛三〉“四亡”与复姓“毋丘”》。

37. 中心博士后李聪参加“‘出土文献与上

古史研究诸问题’学术工作坊”

2021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主办的“‘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诸

问题’学术工作坊”在上海举行。中心博士后

李聪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嫡庶之分：论殷

墟卜辞中一类特殊的亲属称谓“㕣”》。

38. 刘钊教授参加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和

专家代表座谈会

2021 年 11 月 2 日，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召

开文科资深教授和专家代表座谈会。刘钊教授

参加会议，并作为教师代表发言。

39. 陈剑教授参加“第三届‘商周青铜器与

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

2021 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重庆市历史学会

主办，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西南

大学商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所承办，中国社会

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

部提供学术支持的“第三届‘商周青铜器与先

秦史研究’青年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本次

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陈剑教

授线上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昔鸡簋铭用为

“送”之字与相关问题》。

40. 广濑薰雄研究员、周波副教授参加“第

四届全国出土医药文献文物研讨会”

2021 年 11 月 6日至 7日，广西中医药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出土

医药文献文物研讨会”在广西中医药大学举行。

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

濑薰雄研究员、周波副教授线上参加会议，分

别发表论文《读秦汉简帛医书札记（三则）》《“怢

然衰”还是“快然衰”——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

与〈灵枢 •经脉〉对读》。

41. 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第二届出土文献

与古史史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11 月 13 日至 14 日，上海市历史学

会主办，上海大学历史系承办的“第二届出土

文献与古史史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

行。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谢明文副研究员线上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霸

国族姓考——兼论周代金文人名中的某生》。

42. 刘钊教授参加“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21 年 11 月 19 日至 20 日，清华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的“清华战国楚简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举行。

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刘

钊教授线上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清华简〈五

纪〉训释杂说》。

43.汪少华教授参加“古代汉语研究高层论坛”

2021 年 11 月 21 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国

际交流学院主办的“古代汉语研究高层论坛”

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汪少

华教授参加会议，并作报告《从俞樾〈楹联录存〉

整理谈古籍点校能力》。

44. 刘钊教授在“国学七天七堂课”作讲座

2021 年 11 月 23 日，刘钊教授主讲“国学

七天七堂课”系列第一讲，题为《牛骨龟甲上

的历史——甲骨文漫谈》。

45. 张传官副研究员在“古文字讲坛”作讲座

2021 年 11 月 30 日，张传官副研究员应

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

邀请，主讲南京大学文学院“古文字讲坛”第

十六讲，题为《秦汉蒙学类字书的源流与体例》。

讲座海报

46. 蒋文副研究员参加“诗与诗经——写本

时代的经学与文学（文本细读）工作坊”

2021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台湾中研院中国

文哲研究所主办“诗与诗经——写本时代的经

学与文学（文本细读）工作坊”在中研院文哲

所举行。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蒋文副研究员线上参加会议，并担任评

议人。

47. 蒋玉斌研究员在吉林大学作讲座

2021 年 12 月 3 日，蒋玉斌研究员应吉林大

学古籍研究所邀请，主讲“古文字与出土文献

青年学者论坛”系列名家讲座2021年度第七场，

题为《关于甲骨文字考释的几点新思考》。

讲座海报

48. 蒋文副研究员参加“若手研究者竹简学

国际会议”

2021 年 12 月 18 日，日本立命馆大学主办

的“若手研究者竹简学国际会议”在立命馆大

学衣笠校园学而馆举行。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蒋文副研究员线上参加

会议，并发表论文《据安大简谈〈诗经 •秦风 •

权舆〉“于我乎”》。

刘钊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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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生培养

1. 中心博士研究生王茁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20 年 12 月，中心 2019 级博士研究生王

茁被国务院授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证书

证书

2. 中心博士研究生李雨萌获“复旦大学相辉

奖学金”

2021 年 6 月，中心 2021 级博士研究生李雨

萌获“复旦大学相辉奖学金”。

3. 中心博士研究生王茁获“国家奖学金”。

2021 年 10 月，中心 2019 级博士研究生王茁获“国家奖学金”。

4. 中心四位同学论文入选“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征文

2021 年 11 月，中心 2020 级博士研究生黄博《读契札记四则》获评“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

优秀论文；2018 级博士研究生张昂《说殷墟甲骨文中“ ”字的相关问题——兼谈甲骨文中部分被误

释的“茍”字》、2019级博士研究生杨熠《殷墟出土变异龟甲之研究》、2018级硕士研究生王鹏远《读

传抄古文札记》获评“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入选论文。

证书

证书

5. 中心博士研究生沈思聪、张昂参加“出土文

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话”全国博士研究生论坛

2021 年 9 月 4 日至 5 日，华东师范大学主

办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话”全国博士

研究生论坛在线上举行。中心 2018 级博士研究

生沈思聪、张昂参加会议，分别发表论文《居

延新简零拾》《何组卜辞札记（三则）》。沈

思聪《居延新简零拾》被评为优秀学术论文。

6. 中心博士研究生张昂、杨熠、黄博参加“甲

骨文与古代文明青年学者论坛”

2021 年 12 月 5 日，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

持续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

心主办，河南大学甲骨学与汉字文明传承发展

研究中心承办的“甲骨文与古代文明青年学者

论坛”在线上举行。中心2018级博士研究生张昂、

2019 级博士研究生杨熠、2020 级博士研究生黄

证书

书影

博参加会议，分别发表论文《殷墟甲骨文中“瘳”、

“ ”二字的词义研究——兼谈出土文献中所

见“疾愈”类字词的相关问题》《史语所藏甲

骨缀合十则》《关于商周时期“鄙”的几点认识》。

7. 中心博士研究生王茁《王茁中山王篆书楹

联》《战国中山王篆书楹联》出版

2021 年 6 月，中心 2019 级博士研究生王茁

著《王茁中山王篆书楹联》由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

2021 年 11 月，中心 2019 级博士研究生王

茁著《战国中山王篆书楹联》由广西美术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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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合影

合影

2021 年 12 月 19 日下午，中心 2021 届冬季

博士研究生答辩会举行，博士研究生李霜洁参

加答辩。李霜洁的博士论文题目为《〈甲骨文

合集补编〉类纂及相关问题研究》，导师为刘

钊教授。答辩委员会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黄天树教授、王子杨教授，吉林大

9. 中心 2021 届硕士研究生完成论文答辩

2021 年 6 月 3 日下午，中心 2021 届硕士研

究生答辩会在中心资料室举行，硕士研究生陈

思昀、陈书豪、陈筱参加答辩。陈思昀的硕士

论文题目为《商代杂项文字的收集与整理》，

导师为谢明文副研究员。答辩委员会由复旦大

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周波副教授、张

传官副研究员、邬可晶副研究员组成。周波副

教授担任答辩主席，任攀青年副研究员担任答

辩秘书。陈书豪的硕士论文题目为《清华大学

藏战国竹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校释及

相关问题研究》，导师为陈剑教授。答辩委员

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张富海

副研究员、谢明文副研究员、张传官副研究员

组成。张富海副研究员担任答辩主席，任攀青

年副研究员担任答辩秘书。陈筱的硕士论文题

目为《秦汉检署资料整理与研究》，导师为施

谢捷教授。答辩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中心刘娇副研究员、谢明文副研究

员、邬可晶副研究员组成。刘娇副研究员担任

答辩主席，任攀青年副研究员担任答辩秘书。

经过下午三个多小时的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

10. 中心举行 2021 级新生见面会

2021 年 9 月 17 日下午，中心在光华楼西主

楼 2701 室举行了 2021 级硕博士新生见面会。中

心主任刘钊教授向全体新生详细介绍了中心的

各方面情况和当前古文字学科的研究形势，并

在学习、生活等方面对同学们提出了具体要求。

负责学生工作的陈思昀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中

心硕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流程。最后，刘钊教授、

陈思昀老师对同学们表示关心和鼓励，回答了

同学们在新学期遇到的学习、生活方面的问题，

并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在新的阶段取得新的成

绩。

见面会现场

11. 中心 2019 级硕博士研究生开展学术考察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4 日，中心 2019

级博士研究生王茁、李美娟、杨熠、张鑫裕和

合影

合影

12. 中心 2021 级硕博士研究生开展学术考察

2021 年 10 月 23 日，中心 2021 级硕博士研

究生参观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葛亮副研究

员为学生讲解青铜馆。

讲解现场

8. 中心 2021 届博士研究生完成论文答辩

2021 年 6 月 3 日上午，中心 2021 届博士研

究生答辩会在中心资料室举行，博士研究生暨

慧琳、毛祖志参加答辩。暨慧琳的博士论文题

目为《先秦两汉典籍类出土文献特殊文例整理

与研究——结合〈古书疑义举例〉看出土文献

中的相关问题》，导师为刘钊教授。答辩委员

会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宁镇疆教授、中国社会科

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刘源研究员、复旦大学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施谢捷教授、张小艳教

授、陈剑教授、广濑薰雄研究员、蒋玉斌研究

员组成。宁镇疆教授担任答辩主席，任攀青年

副研究员担任答辩秘书。毛祖志的博士论文题

目为《甲骨文常用词词典》，导师为刘钊教授。

答辩委员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刘

源研究员、上海大学历史系宁镇疆教授、复旦

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施谢捷教授、

张小艳教授、陈剑教授、广濑薰雄研究员、蒋

玉斌研究员组成。刘源研究员担任答辩主席，

任攀青年副研究员担任答辩秘书。经过上午近

四个小时的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

授予暨慧琳、毛祖志博士学位。

学古籍研究所周忠兵教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剑教授、蒋玉斌研究员组

成。黄天树教授担任答辩主席，任攀青年副研

究员担任答辩秘书。答辩会采用线上的方式。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

建议授予李霜洁博士学位。

通过，建议授予陈思昀、陈书豪、陈筱硕士学位。 2019 级硕士研究生李雨萌、马誉文、程名卉、

杨晓婕、朱璟依、康博文等一行 10 人赴陕西省

历史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秦汉砖瓦博物馆、

中国青铜器博物馆、周原博物馆、西北师大博

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地进行学术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