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袁
我们应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
科体系尧学术体系尧话语体系袁以下
两个方面应是需开展的主要工作遥

一方面袁继承传统袁完善体现
中国话语和民族特色的历史学科遥
中国历史学科经过长期的发展袁
取得很大成就袁但也存在不足袁中
国话语和民族特色的一些缺失即
为其中之一遥 要使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学科
构建达到一流水准袁 应该仔细研究中国自身的
史学传统袁处理好经学和史学关系曰在人才培养
上要强化基本功训练袁大力建设史源学尧考据学
等课程曰也要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历史编纂学袁
完善历史撰述的体裁体例等遥 只有做到这些袁我

们才能使中国史学真正成为体现
中国话语尧具有民族特色的学科袁
为成为世界公认的一流学科打下
良好基础遥

另一方面袁在国际上树立中
国史学的鲜明旗帜袁引领学术潮
流遥中国历史的研究目前很受国
际学界的关注袁研究者众多遥 要
真正构建中国史学一流学科袁就

要在研究体系尧研究范式等各个方面都起到引
领作用遥 要注重引领史学研究的学术潮流袁不
要盲目跟着西方学者袁而是建立起自身的学术
话语袁反过来主导国际中国史研究遥 只有经过
这样的努力袁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构建一流中国
史学科的目标遥

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一流学科
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李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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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今之变 周万事之理
要要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座谈会纪实

新年伊始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袁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致信祝贺遥 为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于 1月 11日下午组
织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前主楼 600会议室袁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座谈
会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分党委书记郭家宏主持会议遥 现将学者们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辑录如下遥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再次强调
了历史及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袁
高度评价了史学工作者的积极贡
献袁令人深感与有荣焉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不同场合
都曾反复强调要重视学习中国历史遥
我以为袁要理解其贺信的深意袁还需
结合此前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遥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袁他曾说道院野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尧理论自信尧制度自信袁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
自信遥文化自信是更基本尧更深沉尧更持久的力量遥冶
他又强调说院野坚定文化自信袁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
史的认知和运用遥 冶这里有双层含义院其一袁中国人
的自信与定力袁说到底袁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曰

其二袁历史的野认知冶当与野运用冶相
统一遥 理解了这一点袁读其贺信袁意
义愈见显豁遥 总书记关于历史 野认
知冶与野运用冶相统一的重要见解袁在
信中得到了充分展开遥

研究历史袁 总结历史经验袁揭
示历史规律袁把握历史趋势袁乃一
脉相承袁一以贯之遥 史学研究愈是
深入发展袁此种历史的野运用冶就愈

加有力遥 惟其如此袁他在信中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发
展给予了高度关切袁希望史学工作者能不断推出有
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
学家遥要言之袁通过学习总书记的贺信袁除了深感振
奋外袁作为史学工作者的使命感尧责任感以及今后
的努力方向袁也变得更加明确了遥

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袁是
中国每一位历史学者都应当感
到高兴和振奋的事情 遥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袁我
深有感触遥 总书记提出野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尧学
术体系尧话语体系冶袁这项事业里
应当有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遥我
们有幸亲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袁目睹着
国家与民族走向强盛遥 作为历史学者袁虽然身

在书斋和课堂袁 却心系民族尧国
家与中华文明袁必须担负起一个
历史教师的重任遥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是当下中国历史学研
究的重镇袁具有长久且优良的学
术传统遥我们应当有信心承担起
这份责任袁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科
的发展尧为培育未来的历史学人
才 尧为引领中国的历史学研究

走向世界 袁 撸起袖子加油干 袁 贡献出自己
的力量浴

贺信号召历史研究工作者

野总结历史经验袁揭示历史规律袁
把握历史趋势冶袁 为历史学科在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遥在历史学
学科建设方面袁贺信提出野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尧
学术体系尧话语体系冶的要求遥我
觉得袁中国特色历史学科三个体
系的建设袁一方面要从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
化尧从传统史学中汲取营养和精华遥 另一方面
也要结合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
精神和时代风貌遥 因此袁可以说三个体系的构
建袁 是新时代历史学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双重
体现遥

在坚持建设中国民族化史学发展的进程

中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具有
优良的传统遥 当前袁历史学院也
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科
努力工作袁 并取得了显著成果遥
现在我们需要着力研究的袁就是
如何进一步发掘传统史学的丰
富遗产袁融入时代精神和先进思
想袁更好地完善和构建史学的学
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袁并从中提炼

出标识性理念袁形成为国际学术界易于接受的
新概念和新表达袁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史学
话语体系遥这当然是要投入大量精力和具体研
究实践的遥 不过袁我相信袁有党和国家的高度
重视袁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袁我们一定能够不
负时代所望袁 将历史学科建设成为有中国特
色尧中国风格尧中国气派的优秀学科遥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杨共乐教授

史学工作者的自豪感尧使命感与责任感
筵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尧原副校长 郑师渠教授

责任和信心
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晁福林教授

继往开来 不负厚望
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周少川教授

1月 3日袁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遥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党中央致信祝贺遥 贺信再次强调
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遥

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袁是因为野世界的今
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遥今天世界遇到
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袁历史上发
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冶遥 历史
中蕴含着普遍真理袁但这些真理只有通过研究
历史才能揭示袁才能服务大众袁真正起到彰往
察来的作用遥

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袁是因为野当代中
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冶遥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尧 人民的选择袁具
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尧强大的前进动力遥
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袁 是因为中国人民

已经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袁
进入了强起来的崭新时代遥 新时代呼唤史学
工作者在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多出
成就袁 呼唤史学工作者在深刻把握人类发展
历史规律上多作贡献遥 新时代对史学工作者

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遥

历史研
究之所以重
要袁 是因为
中国即将进
入世界舞台
的中央袁总
结 历 史 经
验袁 揭示历

史规律袁把握历史趋势袁加速构建中国特色历史
学学科体系尧学术体系尧话语体系袁业已成为时
代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袁 反映着时代的强烈愿
望遥 中国的史学家理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中袁大显身手袁周万事之理袁通古今之变袁以
中国的经验惠泽世界袁以中国的理论服务人类遥

历史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袁是人
类社会实践的重要记录遥 历史的主体是人遥
从严格意义上说袁历史科学实际上就是一门
实践科学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野历史研

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冶袁 把历史研究的
作用提升到新的高度遥 这一认识来源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袁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建设的实践中总
结出来的重大成就袁对我国乃至世界学术的
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肩负着为社会
育人的重任遥 我们有责任在继承我国优良历
史学教育传统的基础上袁开拓创新袁书写历
史学人才培养的新篇章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
学院肩负着为时代立言的使命遥 前辈学者在
为民族立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尤其是最近 10年以来袁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撰写出版的系列论著在
回应西方挑战尧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方面做了
许多有益的工作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号
召大家 野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
作冶袁 如何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是我们学院
下一个阶段必须认真研究的大问题遥 应该
说袁 生活于新时代的历史工作者是幸运的遥
我们感恩于这个时代袁我们感恩于这个时代
为我们创造的各种条件遥 我们只有勤奋工
作袁只争朝夕袁才能不负社会的重托遥 历史工
作者任重道远遥

没有突破就没有穿透力
筵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刘家和资深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袁令人振奋遥 下面
我就总书记的贺信谈一点个人体会遥

首先袁野历史是一面镜子冶袁 这是中华
文化的优良传统袁也是中国历史思维很重
要的特点遥 叶诗经窑大雅窑荡曳院野殷鉴不远袁
在夏后之世遥 冶这首诗的目的是提醒周朝
要注意殷失败的原因遥 叶尚书窑多士曳记载
了周公对殷遗民发表的讲话院野惟尔知袁惟
殷先人有册有典袁殷革夏命遥 冶读了这封贺
信袁我们更应该积极思考野以史为鉴冶如何
才能实现遥

其次袁野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
发展冶遥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袁更加
需要野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冶袁更加需要
野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冶要要要总书记

在这里用了

野中国 冶和
野人类冶两个
不同层次的
概念遥 研究
中国史是离
不开研究人
类史的 袁当
然人类史也

不能离开中国去写遥
再次袁野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

础冶遥如何把既有认识提高到这个层面钥历史
学工作者在这方面责任重大遥 野整合中国历
史尧世界历史尧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冶遥 整合
的目的是什么钥 野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

能力冶遥 只有努力提高研究水平袁才能有更高
的创新能力遥 在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之
后袁要野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冶遥 野融合
发展冶不是简单拼凑袁而是在整合尧提高研究
水平和创新能力之后最终追求的目标遥 历史
学科是一个综合学科袁只有坚持多学科研究袁
它才能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遥 习近平总
书记贺信中提出的要求很高袁我们必须转变
思想袁再做努力遥 在做到融合的基础上袁我们
才能野总结历史经验袁揭示历史规律袁把握历
史趋势袁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
系尧学术体系尧话语体系冶遥

贺信最后一段提出要野推出一批有思想
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冶遥 思想穿透力绝不能通
过简单相加而得到袁 没有突破就没有穿透
力遥 而要野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冶袁
这同样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遥 我们在研究中
决不能简单守住一个断代袁 守住一个专门
史遥 我们要有专家袁但更要有一批学贯中西
的历史学家遥

思考历史 汲取智慧
筵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瞿林东资深教授

贺信概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袁强
调了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历史使命袁 指出了
中国史学自身建设应达到的理论高度和科
学水平袁 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
目标遥

知古鉴今袁认识古代袁可以作为认识
今天的借鉴遥在中国古代袁许多史学家尧思
想家和政治家袁在深入思考历史尧汲取智
慧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袁具有重要
意义遥

汉初贾谊的叶过秦论曳提出了野攻守异
势冶的著名论断袁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叶封
建论曳提出了野封建非圣人意也袁势也冶的结
论袁清代史家顾炎武的叶郡县论曳提出了野寓
分封于郡县之中冶的认识等袁都是从对历史

的思考中获
得的理论概
括袁 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
出对历史演
进规律性的
认识遥

汉高祖
刘 邦 接 受

儒生陆贾的建议袁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
验袁陆贾的叶新语曳论述野无为冶而治的思
想袁对于汉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走向兴
盛产生了重要作用遥 唐代史家吴兢所著
叶贞观政要曳 一书袁 记述唐太宗君臣讨论
野创业冶野守成冶的关系袁善始尧慎终的关系

等袁其认识所得转化为政治举措袁对于野贞
观之治冶政治局面的形成袁无疑产生了重
大作用遥

唐太宗的主要理念是院野览前王之得失袁
为在身之龟镜遥 冶宋神宗为司马光叶资治通
鉴曳作序袁起首讲到了野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冶古训的重要性遥 清朝皇帝乾隆论杜
佑叶通典曳的价值是野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冶遥
以上所举袁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
政治家通过读史对历史的思考及其所得的
启示遥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从广泛的意义上指
出了史学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袁认为院野史之为
用袁其利甚博袁乃生人之急务袁为国家之要
道遥 冶这是表明袁史学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袁
下及生民袁上至国家袁都至关重要遥

清人龚自珍概括得好院野出乎史袁 入乎
道袁欲知大道袁必先为史遥 冶可见袁由思考历史
而悟出野道冶袁提炼智慧袁这正是史学的重要
所在遥

筵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陈其泰教授

把握研究工作重点 努力打造精品力作

经党中央决定袁中国历史研究院于 1月
3日成立袁 习近平总书记发去热情洋溢的贺
信遥 党中央这一重大举措的意义极为深远袁
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袁
必将激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创
造热情袁推进新时代历史研究的宏大事业走
向新的发展阶段遥

总书记的贺信高瞻远瞩袁 论述深刻袁提
纲挈领袁对新时代历史研究的任务提出了更
高要求袁对今后努力的方向和工作重心有更
加明晰的阐发浴 我个人对以下两个问题体会
尤为深刻遥

第一 袁
把握好研究
工 作 的 重
点袁 是大力
提高历史研
究科学水平
和当代价值
的 关 键 问
题遥 贺信中

强调历史研究要重视总结历史规律袁把握历
史趋势袁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指
导思想遥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文明发展长期连

续的东方大国袁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既符合
全人类共同发展规律袁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点遥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经历了跌宕起伏而
又波澜壮阔的斗争袁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
和非凡创造力袁需要深入地加以总结遥 必须
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和历史
主义观点袁分析中国的历史实际遥

第二袁努力打造精品力作袁继往开来袁
启迪后人遥贺信中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殷切
希望遥史学名著是一个时代学术进展的标
志性成果袁集中体现了史家极高水平的史
识尧史学尧史才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许多史学
名家精心撰成优秀之作袁产生了广泛社会
影响遥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学术文化
发展的黄金期袁应当潜心钻研袁志存高远袁
发奋努力袁 继续奏出 21 世纪中国史学的
华彩乐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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