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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与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华书局联合主办“《甲骨文常用字字典》首发式暨纪念甲骨文

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

2019 年 1 月 16 日，中心与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华书局联合主办的“《甲骨文常用字字典》首发

式暨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在河南安阳举行。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首发式现场

会场 开幕式现场

中心主任刘钊教授致论坛开幕辞

林沄教授宣读论文《从金文看西周的南淮夷》

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致辞

刘钊教授、冯克坚研究员为读者签名

刘钊教授致辞

吴振武教授、季旭昇教授主持论坛第一场研讨会

高嶋谦一教授宣读论文《问鼎 •贞—— 
从词义演变考察晚商至东汉占卜概念的变化》

中国文字博物馆李宽生书记致辞

“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会场

2. 中心与日本岩手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古印

研究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4 月 21 日，中心与日本岩手大学联

合主办的“中国古印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岩手

大学教育学部举行。来自各高校、科研单位的

十二位专家作报告，全日本篆刻联盟的几十位

篆刻家出席会议，参加讨论。

3. 中心与兄弟单位联合主办“纪念甲骨文发

现 120 周年第七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

2019 年 5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心与中国文

字博物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第七届中国文字发展

论坛”在河南安阳举行。

4. 中心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第一届“‘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史’学术论坛暨青年学

者工作坊”

2019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中心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

史’学术论坛暨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上海举行。来自各高校、科研单位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一、中心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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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生研究员宣读论文《从安大简〈诗经〉 
看经典流传中的若干问题》

陈絜教授宣读论文《滕州所出妊爵在商周东土 
地理研究中的指向意义》

刘乐贤教授、唐际根教授主持论坛第二场研讨会 韩巍副教授宣读论文《另一版本的“曲沃代翼”？ 
——关于“曾随之谜”的大胆假设》

沈培教授宣读论文《〈左传〉中的赵旃为何“席于军门之
外”——从清华简〈系年〉“ 于楚军之门”的释读谈起》

李宗焜教授宣读论文《出组卜王辞新缀例》

谢维扬教授、蔡哲茂研究员主持论坛第三场研讨会 颜世铉研究员宣读论文《甲骨与楚简文字合证 
——以表示“疾速”义的“疾”为例》

黄锡全教授宣读论文《谈谈楚国“ 郢”问题》 董珊教授宣读论文《秦子车戈考释与秦伯丧戈矛再释》

季旭昇教授宣读论文《从六问六答的对应关系 
调整上博五〈季庚子问于孔子〉的简序》

沈培教授、魏慈德教授主持论坛第四场研讨会

冯胜君教授宣读论文《清华简与〈尚书〉研究刍议》 唐际根教授宣读论文《殷墟西北岗祭祀坑人骨与 
甲骨文中的“羌”》

曹锦炎教授宣读论文《乘盨铭文考释》 张富海副教授宣读论文《商代文字所谓“庭”字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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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红教授、颜世铉研究员主持论坛第五场研讨会 宁镇疆教授宣读论文《〈论语 •宪问〉 
“阙党童子将命”新解》

杜勇教授宣读论文《清华简〈摄命〉人物关系辨析》 刘乐贤教授宣读论文《由“仁”、“佞” 
相通说到〈赵正书〉的一处简文》

苏建洲教授宣读论文《说〈芮良夫毖〉及“䄸室门器”的“管”》 吴良宝教授宣读论文《战国时期秦国上郡辖境变迁考》

刘钊教授宣读论文《以出土资料为佐证对〈孟子〉 
一处词语训释理解的判定》

蔡哲茂研究员宣读论文《读清华简〈系年〉札记二则》 施谢捷教授、苏建洲教授主持论坛第七场研讨会

陈伟武教授宣读论文《安大简〈诗经〉“流木”补说》 杨振红教授宣读论文《北大藏汉简 
〈苍颉篇 •阔错〉所见柳车考》

李宗焜教授、吴良宝教授主持论坛第六场研讨会 魏慈德教授宣读论文《从先秦时期商纣事迹的演变 
来看战国楚简中纣恶的记载》

汪少华教授宣读论文《俞樾书信再整理经验谈》
林沄教授发表感言 季旭昇教授发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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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宝教授发表感言

工作坊召集人马孟龙先生开场引言杜勇教授发表感言

侯乃峰先生宣读论文《由考古出土的东周青铜铎谈 
〈论语 •八佾〉篇的“木铎”》

陈伟武教授发表感言

傅修才先生宣读论文《战国韩兵器铭文所见 
“梁”及相关问题考论》

冯胜君教授发表感言

工作坊召集人林志鹏先生开场引言吴振武教授发表感言

周波先生主持工作坊第一场研讨会： 
东周铭文所见史实与制度探研

杨振红教授发表感言

刘刚先生宣读论文《晋系兵器铭文续考（三则）》苏建洲教授发表感言

朱继平女士宣读论文《〈禹贡〉导江之“汇” 
研究——基于鄂君启节的新思考》

胡平生研究员发表感言 石继承先生组织工作坊第一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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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先生宣读论文《由“同术异名” 
现象谈神煞的命名》

蒋文女士组织工作坊第三场讨论石小力先生宣读论文《战国文字“ ”形的来源、混同
与辨析》

何慕女士宣读论文《出土文献所见秦郡名考》田炜先生组织工作坊第二场讨论

赵志强先生宣读论文《裴骃三十六郡的再认识》
田天女士宣读论文《衣不如故 

——汉晋随葬衣物与衣物记录研究》

程少轩先生宣读论文《利用图文转换思维 
解析出土数术文献》

邬可晶先生主持工作坊第二场研讨会： 
战国竹简与语文学

马孟龙先生主持工作坊第四场研讨会： 
出土文献与秦郡研究

王凯博先生宣读论文《望山楚简“ ”字释义》

郑威先生宣读论文《秦洞庭郡与属县再说》
程少轩先生主持工作坊第三场研讨会： 

秦汉数术文本与知识体系

蒋玉斌先生主持工作坊第五场研讨会： 
九十年后重读“大龟四版”

黄儒宣女士宣读论文《〈周礼〉的卜筮知识系统》
王子杨先生导读《从大龟四版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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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心滢女士宣读论文《从新出青铜器析论奠丼氏世系》

林志鹏先生主持工作坊第七场研讨会： 
清华简《系年》与传世史籍比较研究

赵鹏女士介绍大龟四版的形态、钻凿、辞序与刻辞布局 黄圣松先生宣读论文《〈系年〉见于典籍之动词刍议》

赵争先生组织工作坊第七场讨论王进锋先生宣读论文《西周时期的赈济制度
——由农卣引发的新论》

胡宁先生宣读论文《也谈清华简〈系年〉的体例和
史学价值》

周忠兵先生讲解导读 杨博先生宣读论文《清华竹书〈系年〉的纪时》

谢明文先生主持工作坊第六场研讨会： 
西周金文与先秦史研究

黄国辉先生宣读论文《西周天人关系新论 
——以铜器铭文和新出竹书为主要考察对象》 小组召集人邬可晶先生总结发言

小组召集人蒋玉斌先生总结发言

小组召集人周波先生总结发言

小组召集人程少轩先生总结发言

小组召集人王进锋先生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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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海副教授，1976 年 2 月生于浙江岱山。1995 年 9 月至 2005 年 7 月

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分别于 1999 年、2002 年、2005 年获得文

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导师沈培教授，博士导师裘锡圭教授。2005

年 7 月起先后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副教授。2019 年 4 月进入复旦大

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工作。出版专著一部（《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

线装书局2007年），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和上古音。

王素研究员作讲座

合影

讲座海报

1. 王素研究员来中心讲学

2019 年 3 月 8 日下午，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员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4 室作了题为《马衡先生对早

期甲骨学的贡献》的讲座。

讲座由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主持。中心师生三十余人听取了讲座。

二、中心新进人员介绍

三、学术讲座

何莫邪教授作讲座 合影

2. 何莫邪教授来中心讲学

2019 年 4 月 28 日晚，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何莫邪先生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4

室作了题为《郭店简〈语丛一〉的哲学》的讲座。

讲座由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主持。中心师生三十余人听取了讲座。

华学诚教授作讲座

讲座现场讲座海报

3. 华学诚教授来中心讲学

2019 年 4 月 29 日下午，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大学教授华学诚先生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4 室作了

题为《〈诗〉“不我屑以”解兼论“不屑”的成词》的讲座。

讲座由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三十余人听取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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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铭基副教授作讲座

葛亮副研究馆员作讲座

讲座现场

讲座现场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4. 潘铭基副教授来中心讲学

2019 年 5 月 13 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学潘铭基副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4 室作了题为《略论〈群

书治要〉的文献学价值》的讲座。

讲座由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主持。中心师生二十余人听取了讲座。

5. 葛亮副研究馆员来中心讲学

2019 年 5 月 21 日下午，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葛亮副研究馆员在光华楼西主楼 2801 室作了

题为《古文字数字化资源的使用与建设》的讲座。

讲座由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四十余人听取了讲座。

陈松长教授作讲座

黄亚平教授作讲座

合影

讲座现场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6. 陈松长教授来中心讲学

2019年 6月 1日下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陈松长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2701室作了题为《岳

麓秦简中的“为符官”和“致所官”考论》的讲座。

讲座由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主持。复旦师生三十余人听取了讲座。

7. 黄亚平教授来中心讲学

2019 年 6 月 2 日上午，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黄亚平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4 室作了题为《汉字

起源和汉字体系形成问题的新探索》的讲座。

讲座由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主持。中心师生三十余人听取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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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大成副教授作讲座

汪启明教授作讲座

合影

讲座现场

讲座海报

讲座海报

8. 真大成副教授来中心讲学

2019 年 6 月 14 日下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真大成副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4 室作了题

为《略论汉文佛经用字研究之意义》的讲座。

讲座由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主持，张小艳教授担任与谈人。中心师生三十余人听取了讲座。

9. 汪启明教授来中心讲学

2019 年 11 月 8 日下午，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汪启明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4 室作了题为《语

言与文献的多学科互证——以上古蜀语“二始”说为例》的讲座。

讲座由汪少华教授主持。中心师生二十余人听取了讲座。

沈培教授作讲座

讲座现场讲座海报

10. 沈培教授来中心讲学

2019 年 11 月 28 日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沈培教授在光华楼西主楼 2801 室作了题

为《思古人之所思，悟古人之所言——重申释读出土文献应该注意的两个视角》的讲座。

讲座由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虞万里教授及复旦师生六十余人听取了讲座。

1. 博士后郭洪义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2018 年 11 月，中心博士后郭洪义“五代石

刻文字研究”课题获第 64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面上一等资助。2019 年 6 月，郭洪义“五代

石刻文字研究及特殊字形谱编纂”课题获第 12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四、课题项目

证书查验请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

郭洪义

211120 64

一

2018 11 20

复旦大学

2018M640320

证书查验请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

复旦大学 郭洪义

211120 12

2019T120290

2019 06 14

3. 蒋文博士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青年课题立项

2019 年 8月，蒋文博士“马王堆汉墓遣策综

合研究”获2019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青年课题立项（项目编号：2019EYY001）。

4. 张富海副教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

“绝学”项目立项

2019 年 9 月，张富海副教授“基于古文字

谐声假借的汉语上古音研究”课题获 2019 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立项。

5. 蒋文博士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2019 年 11 月，蒋文博士“战国有铭兵器编

年汇考及数据库建设”课题入选上海市“浦江

人才”计划。

2. 刘钊教授“传承基因——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论文选及提要”课题举行选目论证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刘钊教授承担的国家语

委重大委托项目“传承基因——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论文选及提要”选目论证会在复旦大学举

行。裘锡圭教授、吴振武教授、黄锡全教授、

黄天树教授、宋镇豪研究员、王蕴智教授、陈

伟武教授等专家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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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获奖成果及其他奖励

1.《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获第五届“郭

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

2019 年 11 月，裘锡圭教授主编的《长沙马

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

史学奖”二等奖。

3. 郭永秉教授《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

获第三届“普隐人文学术奖”

2019 年 12 月 7 日，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

院、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和普隐教育文化中

心联合颁发的第三届“普隐人文学术奖”获奖

名单公布。郭永秉教授《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

续编》获奖。

2. 蒋玉斌研究员获“汉字文化传播贡献奖”

2019 年 11 月，蒋玉斌研究员获中国文字博

物馆颁发的“汉字文化传播贡献奖”。

获奖证书 获奖证书

六、出版著作

1. 刘钊教授《书馨集续编——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论丛》出版

2018 年 11 月，刘钊教授所著《书馨集续

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论丛》由中西书局出

版。

3. 汪少华教授点校《楼杏春集》《陈德调集》

出版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9 月，汪少华教授点

校《楼杏春集》《陈德调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2.顾史考教授《上博等楚简战国逸书纵横览》出版

2018 年 11 月，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顾史考教授所著《上博等楚简战国逸书纵横览》

由中西书局出版。该书系“2011 计划”出土文

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复旦分中

心成果之一。

4. 程少轩副研究员《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研

究》出版

2018 年 12 月，程少轩副研究员所著《放马

滩简式占古佚书研究》由中西书局出版。

书影

书影

书影

书影

4.刘钊教授《甲骨文常用字字典》获多项好评

2019 年，刘钊教授与中国文字博物馆冯克

坚研究员共同主编的《甲骨文常用字字典》获

评中国出版集团 2019 年第一期及年度“中版好

书”、中华书局 2019 年度“双十佳图书”、中

华书局上海聚珍 2019 年度“十佳图书”。

5. 刘钊教授《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出版

2019 年 1 月，刘钊教授与中国文字博物馆

冯克坚研究员共同主编的《甲骨文常用字字典》

由中华书局出版。

7. 蒋文博士《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与〈诗经〉

文本的校勘和解读》出版

2019 年 8 月，蒋文博士所著《先秦秦汉出

土文献与〈诗经〉文本的校勘和解读》由中西

书局出版。

书影

书影

6. 郭永秉教授《九个汉字里的中国》出版

2019 年 7 月，郭永秉教授所著《九个汉字

里的中国》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影

8. 中心四种论著改版本出版

2019 年 8月，刘钊教授《书馨集》、陈剑教

授《战国竹书论集》、郭永秉教授《古文字与古

文献论集续编》、谢明文副研究员《商周文字论集》

四种论著改版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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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濑薰雄副研究员《简帛研究论集》出版

2019 年 9 月，广濑薰雄副研究员所著《简

帛研究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影

10. 周波副教授《战国铭文分域研究》出版

2019 年 10 月，周波副教授所著《战国铭文

分域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1. 施谢捷教授与吴振武教授合编《古代鸟

虫书印章专题展图录》刊行

2019 年 10 月，施谢捷教授与吴振武教授合

作编集的《古代鸟虫书印章专题展图录》由平

湖市陆维钊书画院、平湖市博物馆刊行。

12.《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八辑出版

2019 年 11 月，中心所编《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研究》第八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影

书影

书影

13.《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出版

2019 年 11 月，中心所编《出土文献与传世

典籍的诠释》由中西书局出版。

14. 广濑薰雄副研究员与近藤晴香博士合译

《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二卷出版

2019 年 12 月，广濑薰雄副研究员与近藤晴

香博士合作翻译的《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二卷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影

书影

七、外出讲学与学术交流

外出讲学

1. 陈剑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1 月 16 日、17 日，陈剑教授在中

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

“‘古代埃及与中国的写本文化’国际研修工

作坊”作了两场系列讲座，题目为《古代中国

文本流传中的字词变化》（一）（二）。

3. 刘钊教授在郑州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3 月 28 日，刘钊教授在郑州大学汉

字文明研究中心作了题为《从秦“交仁”等印

看秦文字的一个用字习惯》的讲座。

4. 刘钊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3 月 31 日，刘钊教授在华东师范大

学作了题为《清华简〈保训〉几个疑难问题的

再探讨》的讲座。

张小艳教授作讲座

5. 郭永秉教授在复旦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4 月 11 日，郭永秉教授在复旦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作了题为《更始与一尊——西

汉前期改元及年号使用起始问题的检讨》的讲

座。

讲座现场

6. 蒋玉斌研究员在台湾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4 月 18 日，蒋玉斌研究员在台湾大

学文学院作了题为《甲骨文字体分类与甲骨缀

合复原》的讲座。

刘钊教授作讲座

7. 刘钊教授在上海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4 月 28 日，刘钊教授在上海大学文

学院“文献语言工作坊”作了题为《出土文献

研究漫谈》的讲座。

陈剑教授作讲座

2. 张小艳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3 月 19 日，张小艳教授在上海师范

大学古籍所作了题为《谈谈“音韵”在古典文

献整理与研究中的重要性——以敦煌写本为例》

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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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钊教授在华南师范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5 月 7 日，刘钊教授在华南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了题为《出土文献研究漫谈》

的讲座。

2019 年 5 月 8 日，刘钊教授在华南师范大

学文学院作了题为《从秦“交仁”等印看秦文

字的一个用字习惯》的讲座。

10. 汪少华教授在湖南师范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5 月 9 日，汪少华教授在湖南师范

大学文学院作了题为《训诂方法与实践》的讲座。

刘钊教授作讲座

刘钊教授作讲座

讲座现场

张小艳教授与中学生交流

刘钊教授作讲座讲座现场

张小艳教授作讲座11.张小艳教授在复旦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作讲座

2019 年 5 月 24 日，张小艳教授在复旦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作了题为《敦煌的唐诗》的讲座。

14. 陈剑教授在“第二届中国简帛书法高级

研创班”作讲座

2019 年 7 月 12 日至 14 日，陈剑教授在贵

阳孔学堂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简帛书法高级研

创班”作了三场系列讲座，题目分别为《〈说

文解字〉导读》（上、下）和《古文字学导论》。

15. 刘钊教授在清华大学暑期研习班作讲座

2019 年 8 月 3 日，刘钊教授在清华大学主

办的“出土文献的新发现”暑期研习班作了题

为《汉字起源与构形理据的科学认识》的讲座。

16. 刘钊教授在上海普陀区图书馆作讲座

2019 年 8 月 31 日，刘钊教授在上海普陀区

图书馆作了题为《趣味甲骨文——纪念甲骨文

发现 120 周年》的讲座。

12. 汪少华教授在浙江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5 月 28 日，汪少华教授在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作了题为《古籍点校的精益求

精——以〈周礼正义〉为例》的讲座。

13. 张小艳教授在贵州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7 月 9 日，张小艳教授在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作了题为《走进敦煌藏经洞》

的讲座。

17. 陈剑教授在台湾政治大学讲学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2 日，陈剑

教授担任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教授，

讲授《古文字形体源流研究》《出土文献与语

文学》两门研究生课程。

18. 刘钊教授在西北师范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9 月 11 日，刘钊教授在西北师范大

学文学院作了题为《出土文献与〈山海经〉》

的讲座。

19. 刘钊教授在扬州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9 月 20 日，刘钊教授在扬州大学文

学院“长江学者论坛”作了题为《出土文献与〈山

海经〉》的讲座。

20. 刘钊教授在吉林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9 月 23 日，刘钊教授在吉林大学主

办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作了

两场系列讲座，题目分别为《谈秦文字以“仁”

为“信”的用字习惯》《〈吴越春秋〉校释一则》。

讲座海报

刘钊教授作讲座

刘钊教授作讲座

8. 刘钊教授在中山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5 月 6 日，刘钊教授在中山大学中

文系作了题为《古文字考释纵横谈》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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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谢捷教授在浙江平湖市图书馆作讲座

2019 年 10 月 27 日，施谢捷教授在浙江平

湖市图书馆作了题为《中国古文字研究现状》

的讲座。

23.刘钊教授在“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作讲座

2019 年 11 月 9 日，刘钊教授在“腾讯社会

研究中心”作了题为《古文字构形之美》的讲座。

刘钊教授作讲座

24. 刘钊教授在同济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11 月 14 日，刘钊教授在同济大学

“‘言 •象 •意——汉字的传承与传播’主题论

坛”作了题为《古文字构形之美》的讲座。

刘钊教授作讲座

蒋玉斌研究员作讲座

刘钊教授作讲座 陈剑教授作讲座

郭永秉教授作讲座

25. 蒋玉斌研究员在安阳师范学院作讲座

2019 年 11 月 15 日，蒋玉斌研究员在安阳

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

了题为《甲骨文字考释的材料与方法——以“屯

（蠢）”字考释为例》的讲座。

27. 刘钊教授在同济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12 月 3 日，刘钊教授在同济大学作

了题为《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漫谈》的讲座。

28.陈剑教授在台湾“中研院”作讲座

2019 年 12 月 16 日，陈剑教授在台湾“中

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了题为《张家山汉简〈金

布律〉“煮济潦”探微》的讲座。

26. 郭永秉教授在“望道讲读会”作讲座

2019 年 11 月 30 日，郭永秉教授在上海市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望

道讲读会”作了题为《禹与禹域》的讲座。

学术交流

1. 陈剑教授参加《岳麓书院藏秦简（陆）》

释文审订会

2019 年 1 月 4 日至 8 日，《岳麓书院藏秦

简（陆）》释文审订会在湖南长沙举行。陈剑

教授参加会议。

2. 刘钊教授参加北京大学藏秦简读简会

2019 年 1 月 12 日至 13 日，北京大学藏秦

简读简会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会议。

3. 刘钊教授参加“‘锦带书’学术研讨会”

2019年 1月 18日，“‘锦带书’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会

议。

4. 郭永秉教授参加“‘交互的过往，复合的

过往：以经典为视角’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1 月 25 日至 26 日，复旦大学和巴

黎高师合作举办的“‘交互的过往，复合的过

往：以经典为视角’学术研讨会”在巴黎举行。

郭永秉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汉人所见〈尚

书〉文本时空特征的一个窥测》。

合影

会议现场

21. 汪少华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作讲座

2019 年 10 月 12 日至 13 日，汪少华教授在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作了三场系列讲座，题

目分别为《训诂方法与实践》《文化习俗的训

诂价值》《训诂与考古资料利用》。

汪少华教授作讲座

5. 刘钊教授参加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楚文字综合整理与楚文字学的构建”

开题报告会

2019 年 3 月 22 日，由清华大学李守奎教授

担任首席专家的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楚文字综合整理与楚文字学的构建”举行

开题报告会。刘钊教授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会

议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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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钊教授、汪少华教授、张小艳教授参加

“《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第一册出版座

谈会”

2019年3月27日，“《汉语大词典》（第二版）

第一册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刘钊教授、

汪少华教授、张小艳教授参加会议。

7.张小艳教授参加“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英国剑桥大学

主办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剑桥 2019”

举行。张小艳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伍伦

27 号〈普贤菩萨说证明经〉辨伪》。

张小艳教授宣读论文

8. 刘钊教授、陈剑教授参加《清华大学藏战

国竹简（玖）》整理报告审稿会

2019 年 5 月 17 日至 20 日，清华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的《清华大学藏战国

竹简（玖）》整理报告审稿会举行。刘钊教授、

陈剑教授参加会议。

9. 刘钊教授参加“‘贵州师范大学出土文献

及近代文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首届中

国出土文献及近代文书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贵州师范大学

主办的“‘贵州师范大学出土文献及近代文书

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国出土文献及

近代文书学术研讨会’”举行。刘钊教授参加

会议并作主题发言《说“辟兵”》。

合影

13.陈剑教授、广濑薰雄副研究员参加“2019

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国际论坛”

2019 年 6 月 21 日至 24 日，成都中医药大

学主办的“2019 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国际

论坛”举行。陈剑教授、广濑薰雄副研究员参

加会议。陈剑教授担任大会与分会两场主持人。

广濑薰雄副研究员发表论文《老官山汉简医书

中所见的风论初探》。

14. 刘钊教授、蒋玉斌研究员参加“第十一

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古文字与出土文

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6 月 22 日至 23 日，河南大学黄河

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

建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文字学会共同主办的

“第十一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古文字与

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

开封举行。刘钊教授、蒋玉斌研究员参加会议，

分别发表论文《关于〈吴越春秋〉一处疑难文

意的解释》《结合两版新缀补说宾类历类的“南

孟”与“子方”》。

10.郭永秉教授参加“‘文’与‘物’的生成：

多学科视野下的文本制作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5 月 25 日至 26 日，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举办的“‘文’与‘物’的生成：多

学科视野下的文本制作学术研讨会”举行。郭

永秉教授参加会议，担任主持人和评议人。

11. 张小艳教授参加“沧海观澜——第四届

古典文学体式与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香港中文大学

主办的“沧海观澜——第四届古典文学体式与

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举行。张小艳教授参加

会议并发表论文《再论“委曲”的性质、特征

及其他》。

合影

合影

合影

15. 刘钊教授参加“第五届文献语言学国际

学术论坛”

2019 年 6 月 29 日至 30 日，内蒙古师范大

学主办的“第五届文献语言学国际学术论坛”

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会议并作主题报告《关于〈吴

越春秋〉一处疑难文意的解释》。

16. 张小艳教授参加“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19年7月5日至8日，四川大学主办的“中

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张小艳教授

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敦煌变文疑难字词校释》。

17. 广濑薰雄副研究员参加“中国历史上的

边疆、民族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7 月 7 日，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出土资料与汉唐史研究”

学科团队共同主办的“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民

族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在西宁举行。广濑

薰雄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敦煌汉简

中的宣帝神爵元年制书补论》。

18. 刘钊教授参加“‘跪女盲民：汉字阐释

与汉语依存的历史语义’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7 月 12 日至 13 日，德国波鸿鲁尔

大学主办的“‘跪女盲民（Kneeling Women, 

Blinded Slaves）：汉字阐释与汉语依存的历史语

义’国际研讨会”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会议并

发表论文《古文字字形与词义的关系》。

19. 张富海副教授参加“上古音與古文字整

合研究中的谐声问题工作坊”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浙江大学人文

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上古音與古文字整合研究

中的谐声问题工作坊”举行。张富海副教授参

加会议并发表论文《利用谐声构拟上古音应该

注意的几个问题》。

12. 张小艳教授参加“新时期的汉语研究与

辞书编纂暨庆祝《辞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

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6 月 15 日至 16 日，中国辞书学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等联合主办的“新时期的汉语研

究与辞书编纂暨庆祝《辞书研究》创刊四十周

年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张小艳

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栗六”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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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陈剑教授参加《里耶秦简（叁）》审稿会

2019 年 7 月 18 日至 25 日，湖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主办，“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

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承办的

《里耶秦简（叁）》审稿会举行。陈剑教授参

加会议。

21. 张传官副研究员参加“汉代玺印封泥国

际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7 月 29 日，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与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联合主办的“汉代玺印封泥国际学术研

讨会”举行。张传官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发表

论文《说“辟彊”（提纲）》。

张传官副研究员宣读论文

22. 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第八届出土文献

青年学者国际论坛”

2019 年 8 月 14 日至 17 日，台湾中兴大学

历史学系主办的“第八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国

际论坛”举行。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发

表论文《对〈管子·水地〉篇与郭店简〈太一

生水〉“水生说”比较的补充意见》。

23. 刘钊教授出席“上海书展·《甲骨文常

用字字典》新书读者交流会”

2019 年 8 月 19 日，刘钊教授携新书《甲骨

文常用字字典》做客上海书展，与读者交流。

24. 蒋文博士参加“《诗经》的早期形态与

早期《诗经》学学术沙龙”

2019年8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诗

经》的早期形态与早期《诗经》学学术沙龙”举行。

蒋文博士参加会议并作报告《从古文字材料看

今本〈诗经〉的讹字问题》。

25. 张小艳教授参加“第五届出土文献与上

古汉语研究暨汉语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23 日，复旦大学主办

的“第五届出土文献与上古汉语研究暨汉语史

研究学术研讨会”举行。张小艳教授参加会议

并发表论文《说“补帖”——兼论“帖”“贴”

的分化》。

刘钊教授与读者交流

张小艳教授宣读论文

蒋文博士作报告

26.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古代文明与学术’

研讨会”

2019年9月21日至22日，《中国史研究动态》

编辑部与浙江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联

合主办的“‘古代文明与学术’研讨会”在杭

州举行。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

《谈谈所谓宾妇丁父辛卣铭文的释读》。

合影

合影

蒋玉斌研究员宣读论文

王震中会长向刘钊教授颁发聘书

27. 周波副教授、邬可晶副研究员、张传官

副研究员参加“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

论坛”

2019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吉林大学古籍

研究所、吉林大学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心联合主

办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在长

春举行。周波副教授、邬可晶副研究员、张传

官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分别发表论文《说上博

简〈容成氏〉的“冥”及其相关诸字》《说“回”》

《玺印姓名释丛（五则）》。

28. 刘钊教授参加“《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

（一）》新书发布会”

2019 年 9 月 22 日，安徽大学主办的“《安

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新书发布会”在合

肥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会议。

29. 刘钊教授参加“2019 年中国殷商文化学

会理事会”

2019 年 9 月 25 日，“2019 年中国殷商文化

学会理事会”在河南安阳召开。刘钊教授参加

会议并被聘为中国殷商文化学理事会副会长。

30. 汪少华教授参加“世界汉字学会第七届

年会”

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世界汉字学

会第七届年会”在日本立命馆大学举行。汪少

华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俞樾手札疑难字

辨析》。

31. 蒋玉斌研究员参加“首届俄罗斯汉语语

言学与汉学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3 日至 4 日，俄罗斯国立人文

大学孔子学院、语言学院共同主办，俄罗斯汉

学发展协会协办的“首届俄罗斯汉语语言学与

汉学国际研讨会”在莫斯科举行。蒋玉斌研究

员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关于商周甲骨和甲骨

文字的几个统计数字——甲骨学 120 年基础整理

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32. 刘钊教授出席“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

年 •全国甲骨文书法篆刻展”开幕式

2019 年 10 月 10 日，中国文字博物馆、中

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上海练

祁古文字研究中心、京师大学堂殷商甲骨文研

究院、安阳学院甲骨文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的“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 •全国甲骨文书法

篆刻展”在上海市政协展厅开幕。刘钊教授作

为专家代表为开幕式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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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刘钊教授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

骨学大辞典”开题报告会

2019 年 10 月 12 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甲骨学大辞典”开题报告会在郑州大学举行。

刘钊教授参加会议。

34. 刘钊教授、张富海副教授参加“中国文

字学会第十届学术年会”

2019 年 10 月 12 日至 13 日，中国文字学会、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

文字学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郑州举行。刘钊

教授、张富海副教授参加会议，分别发表论文《利

用出土资料对〈孟子〉一处词语理解的判定》《补

说“毁”字的上古音及其字形结构》。

35. 周波副教授参加第九届“‘出土文献与

法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12 日至 13 日，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第九届“‘出土文

献与法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举行。周波副

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张家山汉简〈二年

律令〉校读》。

36. 蒋文博士参加“先唐文学观念与文学史

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13 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

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先唐文学观念与文学史

研究学术研讨会”举行。蒋文博士参加会议并

作报告《死而复生：镇墓之文还是事鬼指南》。

蒋文博士作报告

37. 刘钊教授、施谢捷教授、蒋玉斌研究员、

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共中央宣传

部等单位主办的“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研讨

会”在河南安阳举行。刘钊教授、施谢捷教授、

蒋玉斌研究员、谢明文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刘

钊教授作了题为《从新发现的鹿角刻辞谈甲骨

文中的注音字》的报告。蒋玉斌研究员和谢明

文研究员分别发表论文《内藤湖南旧藏甲骨整

理札记五种》《试论“扬”的一种异体——兼

说“圭”字》。

38. 郭永秉教授参加“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会历史学学部 2019 年工作会议暨七十年来

的中国历史学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19 日至 20 日，山东泰山学

院举办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

2019 年工作会议暨七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研讨

会”举行。郭永秉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二十

年来有关夏史的新见文献资料与研究反思》。

39. 周波副教授参加“首届汉语字词关系学

术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郑州大学汉字

文明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共同

主办的“首届汉语字词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浙

江大学举行。周波副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

《战国同系文字中用字不同的现象》。

40. 张富海副教授参加“第七届《中国语文》

青年学者论坛”

2019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与陕西师范

大学文学院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第七届《中国语文》青年学者论坛”在西安举行。

张富海副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试说书母

的塞音来源》。

刘钊教授作报告

合影

蒋玉斌研究员作报告

谢明文副研究员作报告

41. 刘钊教授、蒋玉斌研究员参加“纪念甲

骨文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

2019 年 11 月 1 日，“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刘钊教授、

蒋玉斌研究员受邀出席座谈会。

42. 刘钊教授、蒋玉斌研究员参加“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周

年的贺信精神座谈会”

2019 年，11 月 7 日，教育部主办的“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

的贺信精神座谈会”举行。刘钊教授、蒋玉斌

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发言。

43. 张富海副教授、邬可晶副研究员、谢明

文副研究员、张传官副研究员参加“‘古文

字与上古音’青年学者论坛”

2019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厦门大学人文

学院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办的“‘古文字

与上古音’青年学者论坛”举行。张富海副教授、

邬可晶副研究员、谢明文副研究员、张传官副

研究员参加会议，分别发表论文《补说“毁”

字的上古音及其字形结构》《释“铄”》《陈

喜壶铭文补释》《说“辟彊”》。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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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汪少华教授参加“‘语言研究与论文写作’

工作坊”

2019 年 11 月 10 日，上海大学文学院主办

的“‘语言研究与论文写作’工作坊”举行。

汪少华教授参加会议。

47. 刘钊教授参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玖）》成果发布会”

2019 年 11 月 22 日，清华大学主办的“《清

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成果发布会”举行。

刘钊教授参加会议。

48. 刘钊教授、蒋玉斌研究员参加“纪念甲

骨文发现 120 周年古典学论坛暨《甲骨文摹

本大系》编纂座谈会”

2019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清华大学人文

学院、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的“纪念

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古典学论坛暨《甲骨文摹本

大系》编纂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刘钊教授、

蒋玉斌研究员参加会议。蒋玉斌研究员发表论

文《谈谈甲骨文摹写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重要字

形信息》。

49.郭永秉教授、广濑薰雄副研究员、张富海

副教授、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第三届国际古

典学会议‘古典世界中的文本、思想与自我’”

2019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北京大学人文

学部与哲学系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国际古典学

会议‘古典世界中的文本、思想与自我’”举行。

郭永秉教授、广濑薰雄副研究员、张富海副教授、

邬可晶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分别发表论文《西

汉前期改元及年号使用起始问题的再检讨》《天

回老官山汉简〈别脉〉初探》《古文经说略》《试

释殷墟甲骨文的‘达’字》。

刘钊教授发言

合影

合影

刘钊教授发言

50. 刘钊教授参加“闻一多先生诞辰 120 周

年纪念大会”

2019 年 11 月 24 日，清华大学主办的“闻

一多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刘钊教

授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阐释了闻一多先生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成就。

45. 蒋玉斌研究员参加“‘守望汉字’联盟

筹备会议”等系列活动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守望汉字’

联盟筹备会议”、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十周年

纪念活动及中国文字博物馆建设发展座谈会在

河南安阳举办。蒋玉斌研究员参加活动并发言。

46. 刘钊教授参加“第二届跨文化汉字国际

研讨会”

2019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江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主办的“第二届跨文化汉字国际研讨

会”在鹰潭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会议并作了《马

王堆汉墓帛书〈太一将行图〉与巫道辟兵术》

的主题发言。

51. 郭永秉教授参加“颜真卿碑刻研究工作

坊”

2019 年 12 月 1 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

院主办的“颜真卿碑刻研究工作坊”举行。郭

永秉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夜鱼春躍 ”

与“间缉之心”》。

合影

52 郭永秉教授参加“第八届青年法史论坛

‘法律治理与社会变迁：中西方历史的对

话’”

2019 年 12 月 7 日，复旦大学法学院主办的

“第八届青年法史论坛·‘法律治理与社会变迁：

中西方历史的对话’”举行。郭永秉教授参加

会议并担任评议人。

合影

53. 刘钊教授参加“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

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清华大学主办的

“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

举行。刘钊教授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马王堆

汉墓帛画〈太一将行图〉与巫道辟兵术》的发言。

54. 张小艳教授、蒋玉斌研究员参加“集刊

与学科建设高端论坛”

2019 年 12 月 21 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

研究所主办的“集刊与学科建设高端论坛”在

重庆举行。张小艳教授、蒋玉斌研究员参加会议，

分别发表论文《敦煌赋字词校释》《说一些误

释误立的甲骨文“字头”》。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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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生培养

1.中心博士蔡伟《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

出土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

究》出版

2019 年 3 月，中心 2015 届博士、安顺学院

蔡伟所著《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土简

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究》由台

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该书是以蔡

伟的同名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

3. 中心硕士研究生黄博、博士研究生张昂论

文入选“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第七届中

国文字发展论坛”征文

2019 年 5 月，中心硕士研究生黄博《释甲

骨文中的“南”及相关字》、博士研究生张昂《释

甲骨文中的“铃”字》入选“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第七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征文。

2.中心硕士叶书奇参与点校的《迩言等五种》

出版

2019 年 3 月，颜春峰、叶书奇点校的《迩

言等五种》（[清]钱大昭等撰）由中华书局出版。

叶书奇系中心2018届硕士（导师：汪少华教授），

在读期间参与此书点校工作。

书影

书影

获奖证书

4. 中心 2019 届博士研究生陆续完成答辩

2019 年 5 月 26 日上午，中心 2019 届博士研

究生王凤娇论文答辩会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

举行。王凤娇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恒言录〉〈恒

言广证〉研究》，导师为汪少华教授。答辩委

员会由上海师范大学徐时仪教授、浙江工业大

学孙力平教授、语文出版社李建国编审、复旦

大学中文系傅杰教授、中心张小艳教授组成。

徐时仪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石继承博士

担任答辩秘书。经过两个小时的答辩，答辩委

员会一致通过，建议授予王凤娇博士学位。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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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 日上午，中心 2019 届博士研

究生周硕、杜新宇、OLESIA VOLKOVA 论文答

辩会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举行。

周硕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战国秦汉出土时

令类资料辑证》，导师为刘钊教授；杜新宇的

博士论文题目为《马王堆帛书〈经法〉等四篇

集释》，导师为刘钊教授。答辩委员会由湖南

大学岳麓书院陈松长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文学

院黄亚平教授，中心汪少华教授、陈剑教授、

张小艳教授组成。陈松长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

主席。张传官副研究员担任答辩秘书。

OLESIA VOLKOVA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四

大早期文明原始文字的比较研究：早期中国、

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及古中美洲》，导师为

刘钊教授。答辩委员会由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

黄亚平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松长教授，

中心汪少华教授、陈剑教授、张小艳教授组成。

黄亚平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张传官副研

究员担任答辩秘书。

经过三个小时的答辩，答辩委员会一

致通过，建议授予周硕、杜新宇、OLESIA 

VOLKOVA博士学位。

2019 年 10 月 9 日下午，中心 2019 届博士研

究生刘思亮论文答辩会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

举行。刘思亮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山海经·五

藏山经〉校笺》，导师为刘钊教授。答辩委员

会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张固也教授，上

海大学历史系宁镇疆教授，中心施谢捷教授、

汪少华教授、张小艳教授组成。张固也教授担

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蒋文博士担任答辩秘书。

经过三个小时的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

建议授予刘思亮博士学位。

5. 中心 2019 届硕士研究生陆续完成答辩

2019 年 5 月 29 日上午，中心 2019 届硕士研

究生高强、羌荻、周涛、叶雁鹏论文答辩会在

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举行。高强的硕士论文题

目为《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等四篇集

释续补》，导师为刘娇副研究员；羌荻的硕士

论文题目为《居延新简校释》，导师为广濑薰

雄副研究员；周涛的硕士论文题目为《两周金

文征伐类动词语义语法研究》，导师为陈剑教授；

叶雁鹏的硕士论文题目为《〈尔雅〉汉魏佚注

稽考》，导师为汪少华教授。答辩委员会由刘

钊教授、陈剑教授、张小艳教授、周波副教授、

广濑薰雄副研究员、邬可晶副研究员组成（答

辩人导师不担任其答辩委员）。刘钊教授担任

答辩委员会主席。石继承博士担任答辩秘书。

经过三个小时的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

建议授予高强、羌荻、周涛、叶雁鹏硕士学位。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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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设的办公室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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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31 日上午，中心 2019 届硕士研

究生龙腾远论文答辩会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

举行。龙腾远的硕士论文题目为《用出土文献

检验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勘古书得失》，导

师为郭永秉教授。答辩委员会由复旦大学中文

系盛益民副教授，中心广薰雄副研究员、邬可

晶副研究员组成。盛益民副教授担任答辩委员

会主席。石继承博士担任答辩秘书。经过两个

小时的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授予

龙腾远硕士学位。

6. 中心研究生获“优秀毕业生”称号

2019 年 6 月，中心博士研究生周硕、高中

正获 2019 年“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博士

研究生王凤娇、硕士研究生叶雁鹏获2019年“复

旦大学优秀研究生”称号。

7. 中心四位博士研究生赴台湾“中研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交流学习

2019年6月15日至7月15日，受“高峰学科”

项目经费资助，中心博士研究生毛祖志、暨慧琳、

孙超杰、陈小龙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交流学习。

8. 中心选派本科生参加清华大学暑期研习班

2019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2011 计划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委托清华大学分中心主办的“出土文献的新发

现”暑期研习班开班。中心选派本科生许佳莹（复

旦大学）、杨晓婕（东南大学）参加了暑期班。

9. 中心举行 2019 级新生见面会

2019 年 9 月 5 日晚，中心 2019 级新生见面

会在光华楼西主楼 2701 室举行。中心主任刘钊

教授向新生介绍了中心近况，对新生的学习和

纪律提出了具体要求，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在

新的阶段取得新的成绩。负责学生工作的青年

教师蒋文博士参加了见面会。

合影

新生见面会现场

余坚宣读论文

10. 中心研究生开展读书会活动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中心 19 级研究生围

绕《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开展读书

会活动六场。

11. 中心博士研究生王茁获“钦州市拔尖人

才”称号

中心博士研究生王茁书法成绩突出，2019

年 10 月获广西钦州市委、市政府授予的“钦州

市拔尖人才”称号。

12. 中心博士研究生余坚参加“第五届全国

语言学核心期刊主编与青年学者对话论坛”

2019 年 11 月 9 日，“第五届全国语言学核

心期刊主编与青年学者对话论坛”在上海师范

大学举行。中心博士研究生余坚参加论坛并发

表论文《从分别到指示全体——中古“X别”成

因考探》。

13. 中心博士研究生王茁参加“2019 中国书

法评论杭州论坛”

2019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日，“2019 中国书

法评论杭州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中心博士

研究生王茁参加论坛并发表论文《国展篆书，

发展还是消亡》。

王茁宣读论文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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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小艳教授带研究生赴敦煌考察

201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张小艳教

授带领博士研究生傅及斯、余坚、张杨溦蓁和

硕士研究生邓博方到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

千佛洞及锁阳城遗址进行学术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