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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界定的是，本文所谓“中古史 ”，限于笔者认知和精力所限，局限于传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
代史，而不再上溯秦汉和下延宋元。具体内容方面，也集中于历史学领域，少量涉及文学等领域。此
外，本文定稿于 2021 年 8 月，相关信息截止至此时间。

一、学术机构·高校
高校是创办学术机构最主要的依托平台，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教学转化，更有利于通过培养研
究生来进行梯队建设。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 1982 年 10 月，由教育部发文成立，初名中国中古史
研究中心，1999 年改现名，用以扩大中国古代史学科的整体发展。作为大陆最高学府的学术机构，北大
中古史中心有先天的平台优势。无论是创始者邓广铭（1907-1998）先生，还是主要成员周一良（19132001）、王永兴（1914-2008）、田余庆（1924-2014）等前辈大家，邓小南（1950-）、王小甫（1952-）、
阎步克（1954-）、辛德勇（1959-）、荣新江（1960-）、刘浦江（1961-2015）、罗新（1963-）、陆扬
（1965-）、朱玉麒（1965-）等中坚力量，都是中古史学界知名学者。近年来，史睿、叶炜、付马、苗润
博等七零后、八零后中青年学人也踵继其后。该中心主办《唐研究》
（1995-）学术集刊。作为半实体机
构，中古史中心还有自己的资料室，藏书种类和来源十分丰富。a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该所前身为 1961 年创立的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
1980 年由教育部批准正式建所。该所创始人为唐长孺（1911-1994）先生，主要成员有陈仲安（19221993）、黄惠贤（1931-）、陈国灿（1933-2018）、朱雷（1937-2021）等前辈学者，以及牟发松（1954-）、
孙继民（1955-）、何德章（1965-）等已调离的优秀成员，冻国栋（1957-）、刘安志（1966-）、魏斌
（1976-）、朱海等中坚力量，和黄楼、姜望来、胡鸿、吕博等后起之秀。该中心主办《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资料》
（1979-）学术集刊。有自己的资料室，接收过谷川道雄（1925-2013）等日本中古史学者的藏书。b
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该所前身为 1979 年成立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史研究室，正式成立
于 1981 年 5 月，是当时中国大陆首家专门以唐史为研究范围的学术机构，由教育部发文成立。创始人
是时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1912-2001）先生，主要成员有黄永年（19252007）、牛致功（1928-）、赵文润（1936-2016）、胡戟（1941-）、马驰（1941-2019）、牛志平（1942-）、
刘戈（1950-）等前辈学者，杜文玉（1951-）、贾二强（1954-）、艾冲（1955-）、周晓薇（1957-）、黄
寿成（1957-）、薛平拴（1959-）、王双怀（1961-）、拜根兴（1964-）、焦杰（1964-）、郭海文（1966-

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70-82 页；陆扬：《西方唐史研究概观 》，收
入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 》，第 83-110 页；赵立新《台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建
立与发展 》，收入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研究 》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0-53 页；王庆昱《中
国大陆隋唐史研究机构及相关研究人员概说》，收入贾二强、拜根兴主编《中国唐史学会会刊》2014 年第 33 期，
第 20-23 页。相关梳理，本文已有吸收，谨此致谢！
a 官方网址：https://zggd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BDZGGDSYJZX）。
b 官方网址：http://39history.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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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永强（1969-）等中坚力量，和于赓哲、李宗俊、沙武田、冯立君、胡耀飞、葛洲子等七零、八零
后中青年学人。该所创办《唐史论丛》
（1986-）学术集刊 a。该所早年有资料室，在 2000 年与历史系合
并为历史文化学院成为虚体后，部分藏书转入该校西北研究院资料室。b 值得一提的是，由牛致功先生
发起，该所自 2019 年开始设置“隋唐史研究传承奖”，旨在奖助该校历史学科隋唐史方向研究生，借以
相传薪火。此外，赵文润先生于 1995 年 3 月成立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 c 和贾二强先生于 2013 年成
立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2016 年起出刊《长安学研究》学术集刊），也都是陕西师范大学内与中国中古
史有关的学术机构。不过两者都是半实体，前者随着赵先生退休和部分成员离职，趋于消亡；后者尚且
存续，但只有编辑部，没有专职研究人员。
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大概是受到陕西师范大学成立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 d，西北
大学也在 1996 年冬天成立了周秦汉唐研究中心，属于文博学院（现历史学院）下属虚体研究机构。该中
心创始主任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1927-）先生，由副主任黄留珠（1941-）先生负责具体事务，
下设西周、秦汉、隋唐三个研究室和一个古籍研究所。相比于陕西师范大学的中心偏重先秦、隋唐史，
西北大学的这个中心更偏重秦汉史。但近年来，隋唐史的分量也开始增加，早期有杨希义（1944-）、葛
承雍（1955-）等先生，目前有贾志刚、李军、裴成国、顾成瑞等中青年主力。该中心主办《周秦汉唐
文化研究》（2002-）学术集刊。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该所可追溯至 1979 年成立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小组，1999 年正式成立
敦煌学研究所并入选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始人为郑炳林（1956-）先生，主要成
员有施萍婷（1932-）、樊锦诗（1938-）、陆庆夫（1944-）、马德（1955-）等前辈学者，以及王冀青、
白玉冬、朱丽双、刘全波等中青年学者。该所主办《敦煌学辑刊》
（1980-）学术期刊，其资料室在敦煌
学方面的藏书国内外首屈一指。e
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该所成立于 2004 年，当时是大陆第一家将唐史和宋史合并为一个领域的
研究机构。创始人为任爽（1953-2012）先生，主要成员有耿元骊、王美华、赵旭等任氏的博士高足。辽
宁大学唐宋史传统可追溯至东北师范大学吴枫（1926-2001）先生，后者曾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但在 2012 年任氏去世之后，作为虚体机构，该所一直未再发展。2019 年，主要成员耿元骊入职
河南大学，该所更难起色。f
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 2008 年，属于第二家唐史和宋史结合的学术机构。

。
a《唐史论丛》微信公众号：唐史论丛（tangshiluncong）
该所暂无官方网址，相关信息参见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编《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
b
册》，2021 年 5 月；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四十年回顾》，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1 年 7 月 11 日。
c 赵文润《创建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的重要意义》，收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
第 3 期，第 41-42 页。
d 同样受影响的还有咸阳师范学院，它在 2002 年成立了周秦汉唐历史文化研究所，主任雷依群（1949-）先
生。参见佚名《我院周秦汉唐历史文化研究所成立 》，收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5 期，第 36 页。
不过这个研究所没有什么学术活动。
e 官方网址：http://dhxyjs.lzu.edu.cn/default.htm。
f 官方网址：http://tssyjs.lnu.edu.cn/，但已多年不更新，没有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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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名誉主任是唐史和敦煌吐鲁番学家宁可（1928-2014）先生，创始人是宋史学者李华瑞（1958-）
先生。主要成员中，唐史方面有孙文泱（1958-）、王永平（1966-）、刘屹（1972-）、金滢坤（1972-）
等学者。a 不过该中心属于虚体，活动很少，只办过几次研讨会，没有出版刊物等，基本没有存在感。
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院。该院成立于 2010 年，是为第三家唐史和宋史相结合的学术机构，且
一直保持其研究活力至今。创始人为从浙江大学调入的宋史学者包伟民（1956-）先生，主要成员中，有
刘后滨（1966-）、孟宪实（1962-）、王静（1974-）、张耐冬（1977-）等唐史学者。该所主办《唐宋历
史评论》（2015-）学术集刊，2021 年新晋 CSSCI 来源集刊，可见其发展速度之快。
复旦大学中古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前身为 2009 年成立的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初期为
松散的研究班性质，至 2020 年正式获得复旦大学支持，成立虚体的研究中心。创始人为余欣（1974-）
先生，主要成员为仇鹿鸣、徐冲、唐雯、马孟龙、温海清、朱溢、邓菲、张小艳、夏婧、陈晓伟、任
小波等八零后左右的青年学者。该中心主办《中古中国研究》（2017-）学术集刊。
除了这几家专门的断代研究机构，大陆高校中还有一些小规模新近创建的中古史研究机构，比如
南京师范大学六朝历史文化研究所（2000 年成立）、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2007 年成立）b、杭州
师范大学吴越钱氏家族研究所（2007 年成立）、南京晓庄学院六朝研究所（2012 年成立）、西北大学
玄奘研究院（2015 年成立）c、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2017 年成立）；以及与中古史有交叉的研究机构，
比如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d、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e、上海师范
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f、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g、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h、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i、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j、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k、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
中心 l 等。虽然其中有些虚体机构已经没有活动，但名义上还是存在的。当然，各个高校的历史专业院
系，也都有中古史学者任职，此处不再一一梳理。
m
近年来，大陆高校中还流行校级高等研究院。比如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2015 年成立）
、北京

a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简介、唐宋史研究中心简介》，收入《中国唐代学会会刊》2008 年
第 15 期，第 99-100 页。
b 官方网址：https://weijinwenhua.xcu.edu.cn/index.htm。
。
c 官方网址：https://xzyjy.nwu.edu.cn/index.htm ；微信公众号：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xbdxfjyjs）
d 官方网址：http://yugong.fudan.edu.cn/ ；微信公众号：复旦史地所。
e 官方网址：http://www.rxgdyjy.sdu.edu.cn/index.htm。
f 官方网址：https://ccsh.nankai.edu.cn/。
g 官方网址：http://legalhistory.cupl.edu.cn/index.htm ；微信公众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
h 官方网址：http://flgj.cupl.edu.cn/ ；微信公众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gujisuo1984）
官方网址：
https://xixia.nxu.edu.cn/
；微信公众号：这里是西夏（xixiayanjiuyuan）
。
i
。
j 官方网址：http://heshan.snnu.edu.cn/ ；微信公众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snnu-xb）
官方网址：
http://nec.snnu.edu.cn/。
k
l 官方网址：http://www.heluowenhua.net/。
m 官方网址：http://www.iash.zju.edu.cn/ ；微信公众号：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ZJU-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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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16 年成立）a、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7 年成立）b 等。
与前述同样名为高等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机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不同，浙大、北大、陕师大的这
三所高研院，主要在于不仅为各自学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个综合性的交流平台，也为各自学
校的对外学术交流创造一个学术特区。他们的共同点是拥有校外学者驻访制度，受邀驻访的学者一般
在校进行单纯的学术研究，大多为一个学期时间，可以在此期间组织学术活动。由于主事者的学科背
景，这类高研院的驻访学者和学术活动，大多与中国中古史研究相关，逐渐成为这一领域新的学术交
流平台。
台湾地区高校没有太多中国中古史研究相关专门学术机构。中古史学者分散于大范围的历史系，
有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c、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中正
大学历史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成功大学历史学系、
中兴大学历史学系、东海大学历史学系、佛光大学历史学系等系所。其中中正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中
古史研究》（Medieval China Study ，2002-2019）集刊，每年由兰台出版社发行。该刊征稿论文研究时段
为从秦汉统一至北宋“元丰改革”，可谓台湾地区唯一一家以中国中古史为范围的学术刊物。惜第 18 期
（2019 年 12 月）出刊后，因故停办，期待异日再启。d
此外则有一些小规模的中国中古史研究团体，比如 2002 年成立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的“中国中古
史读书会 ”，该读书会至少活动至 2013 年以后，还有一个博客展示其 2013 年的活动成果，唯此后不再
更新。e 在此期间，陈弱水（1956-）先生在台大历史系发起过“中国中古近世史研究领域发展计划”，以
促进中古史学者和宋元史学者的联络，并出刊三期《台大中国中古近世史研究通讯》
（2008-2010），但事
毕即散。f2013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召开过“第一届华冈中国中古史学术研讨会”，但
此后并未继续举办。g 台湾高校中有机构性质的中古史平台，仅有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办《敦
煌学》集刊）、玄奘大学玄奘学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4 年）h 等。
香港地区高校，主要有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这是国变之际自大陆来到香港的学者所建，作为
独立院校创始于 1949 年。1963 年，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保留独立建制。1973 年，教学工作
收归香港中文大学校方，书院仅负责通识教育。该书院虽然不是专门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但创办之初
即有文史系，由创始院长、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先生任系主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

。
a 官方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pkuwyy）
官方网址：
http://gyy.snnu.edu.cn/index.htm
；微信公众号：陕师大人文高研院。
b
c 2009 年之前的情况，可参考李文仁、刘永中、郑娟芝《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中古史研究概况 》，收入
《台大中国中古近世史研究通讯》2009 年第 2 期，第 28-32 页。
d 感谢朱振宏先生告知相关信息。
e 官方博客：https://mchisworkshop.wordpress.com/。
f 该计划网址：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hs_plan/premodernhistory/index7.htm。
g 相关信息得自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网站：https://craahs.pccu.edu.tw/files/11-1073-9896.php?Lang=zh-tw，
2021 年 8 月 4 日浏览。
h 官方网址：http://hc.hcu.edu.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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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021）先生即该校 1952 级文史系学生。该院出版的《新亚学报》（1955-）颇多中古史论文。a
其次则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该所成立于 1967 年，其宗旨在“促进综合及比较性之研
究，协助本地及海外学者提高中国文化研究与教学水平；又通过出版书刊和举办学术会议，促进研究经
验与知识之交流及中国文化之建设。”b 其中书刊即包括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68-）年
刊。2003 年，又有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之设，除了管理饶宗颐（1917-2018）藏书和艺术藏品，更向
海内外提供中华文化研究的交流机会。该馆主办过一段时间的《华学》年刊和《敦煌吐鲁番研究》年刊，
并编印来访学者在学术报告会上的讲稿，其中多属中国中古史范围 c。
日本学界，则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研）。该所成立于 1929 年，最初名为东方文化学院
京都研究所，1938 年更名为东方文化研究所，1948 年纳入西洋文化研究所（1934-1948）、旧有的人文
科学研究所（1939-1948）而重组为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所。该所为京都学派的重要阵地，其中东方文化
研究为主要内容，出版有《东方学报》
（京都）
（1930-）期刊。d 另一方面，东方文化学院还有东京研究
所，但不久就衰败了。至 1941 年，东京大学成立了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文研），接收了东方文化学院东
京研究所的图书。该所是日本关东地区东洋文化的研究中心，与关西地区的人文研旗鼓相当，是东京
学派的重要阵地。出版有《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40-）期刊和《东洋文化》
（1944-）期刊。e
除了这两个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还有一些小型的学术机构分布于日本各个高校，比如各个高校
大学院（类似于研究生院）的各类东洋史研究室和相关东洋史刊物。就学术机构而言，其中与中国中古
史研究最相关的，要数明治大学东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石文研），这是气贺泽保规（1943-）先生于
2006 年正式成立的以中国石刻资料整理与研究为主旨的学术机构。该所在陆续整理《唐代墓志所在综合
目录》等的基础上，每年举办东アジア石刻研究会，又连续出版《东アジア石刻研究》
（2005-）学术年
刊。不过，该所事实上仅气贺泽先生一人，主要成员为其研究生，随着研究生们陆续毕业，气贺泽先
生于 2019 年退休，该所已不如以前活跃。f
欧美地区则有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16-）g、法国巴黎东
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1795-）h、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a 官方网址：http://www.na.cuhk.edu.hk/zh-hk/home.aspx。
b 参见：http://www.ics.cuhk.edu.hk/zh-hk/about-us，2021 年 7 月 24 日浏览。
c 官方网址：https://www.jaotipe.hku.hk/。
d 官方网址：https://www.zinbun.kyoto-u.ac.jp/。
e 官方网址：https://www.ioc.u-tokyo.ac.jp/index.html。
f 官方网址：http://www.isc.meiji.ac.jp/~ishiken/index.html，该网站在 2018 年后不再更新。之后的信息，主要
刊载于该所博客：https://sekikoku.hatenablog.com/。
g 官方网址：https://www.soas.ac.uk/。关于英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可参考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年版；魏思齐（Zbigniew Wesolowski）
《不列颠（英国）汉学研究的概况》，收入《汉学研究通讯》
2008 年第 27 卷第 2 期，第 45-52 页。
h 官方网址：http://www.inalco.fr/。关于法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可参考许光华《法国汉学史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年版；阎纯德、吴志良《法国汉学史论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5 年版；以及《法国汉学 》
丛书编委会所编已出版至 18 辑的《法国汉学》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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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00-）、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24- ）a、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Sinological Institute，1930-）b 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Weatherhead East
c
Asian Institute，1949-）
等，以及德国各大学的数家汉学系 d。其中莱顿大学汉学院与法国方面的汉学家

共同主办《通报》
（T'oung Pao ，1890-），是为着名的老牌汉学刊物，多有着名汉学家的中古史论文。e 不
过这些机构的侧重点不同，大部分重视古代文学、早期中国、内亚研究和近现代中国等等，专门关注
中古史的较少。

二、学术机构·其他
在以上几所重要的高校内部中古史学术机构之外，还有高校之外的其他学术机构，包括专门的学
术研究机构和考古所、博物馆、图书馆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中国历史研究院）。1977 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是中国大陆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其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其中与历史学有关的是历史
研究所，其前身是 1954 年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第二所，1960 年合并为中国历史研究
所。2019 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历史研究所更名为古代史研究所。其中与中古史有关的研究室有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隋唐五代十国史研究室两个。数十年来，许多著名学者先后在该所工作，另有
在该所成员指导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学子先
后毕业。f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外，还有个省市的社会科学院，部分中古史学者都在这些地方社会科学院的
历史研究所工作。在各地社科院系统中，还有唯一设置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
理研究所 g，极具地域特色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 h 和渤海研究所 i，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诸葛
亮研究中心 j 等等。在这些中央和地方的社科院中，还有许多人文社科期刊，除了专门刊发历史论文的
《历史研究》（1954-）、《中国史研究》（1979-）等，其余综合类的社科刊物和历史类的刊物往往每隔几
期即集中刊发一些中古史论文。

a 官方网址：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
b 似无官网，可参考陈宗仁《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访问琐记 》，收入《国家图书馆馆讯 》2006 年第 1 期，
第 29-34 页。
c 官方网址：https://weai.columbia.edu/。
d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张西平主编《德国汉学的回顾与前瞻：德国汉学
史研究论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
e 官方网址：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tpao/tpao-overview.xml。
f 具体成员名单，参见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官方网址：http://cah.cass.cn/。
g 官方网址：http://www.sxsky.org.cn/new/3370。
h 官方网址：http://www.jlass.org.cn/academic/index/spid/6.html。
i 官方网址：http://www.jlass.org.cn/academic/index/spid/18.html。
j 官方网址：http://www.sass.cn/933/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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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陆的社科院类似，在台湾的官方学术机构则是中央研究院，特别是其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从 1920 年代延续至今，不坠其风。该所成立于 1928 年，其中设有历史学组，1948 年冬迁台，2003 年
改称历史学门。史语所不仅有陈寅恪（1890-1969）、傅斯年（1896-1950）等早年在所任职的大家，严
耕望（1916-1996）、徐高阮（1915-1969）、毛汉光（1937-）等迁台之初的著名学者，近年来依然有卢
建荣（1949-）、康乐（1950-2007）、陈弱水（1956-）、林富士（1960-2021）、刘淑芬等知名中古史学
者。a 特别是该所主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28-），一直是两岸中国史学界的标杆。
1997 年，该所还接收了此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知名汉学刊物《泰东》（Asia Major ，1923-），继续以英
文出刊。该所另有傅斯年图书馆，在唐代墓志拓片等方面的收藏十分丰富，亦有敦煌文献的收藏。b
比较独特的是敦煌研究院。其前身是 1944 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 年改名为敦煌文物
研究所，1984 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由甘肃省文物局主管。2017 年，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
庆阳北石窟一并移交给敦煌研究院管理。在研究院下，设有石窟保护、美术、考古、文献等研究所，
集保护与研究于一体。近八十年来，敦煌研究院汇集了常书鸿（1904-1994）、段文杰（1917-2011）、樊
锦诗（1938-）、赵声良（1964-）、杨富学（1965-）等一大批敦煌学家，成果丰硕。c 该院主办《敦煌
研究》（1980-）期刊。
与此类似的还有 2005 年成立的吐鲁番学研究院，2021 年成立的云冈研究院。前者负责吐鲁番地区
文物古迹保护与吐鲁番学刊物《吐鲁番学研究》
（2008-）期刊。后者可追溯至 1952 年的大同市古迹保养
所，1955 年改名山西云冈古迹保养所，又经过多次更名后，至 2006 年成立云冈石窟研究院，再到 2021
年正式成立云冈研究院，并创刊《云冈研究》
（2021-）期刊。d 另外，还有新疆的龟兹研究院（1985 年
成立龟兹石窟研究所，2009 年改现名，2019 年改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院）、北庭学研究院（2016
年成立，2017 年创刊《北庭学研究》集刊）等，但规模较小。
专门研究机构之外，则是主要承担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图书藏借的考古所、博物馆和图书馆等
机构，在此机构中往往有设置专门的研究部门。在中国的两岸，大陆中央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其下设汉唐考古研究室等，地方上有各省市的考古研究所或考古研究院。就中古史而言，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1958 年成立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1963 年归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1984 年归
属陕西省文物局，2006 年更现名）e、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1985 年成立西安市文物研究咨询服务
中心，1994 年改组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2011 年更现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981 年成立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2013 年更现名）f、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1981 年成立洛阳市文物工作队，2011 年
改组升级，更现名）g、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h 等是最为相关的文物考古部门。
a 史语所官方网址：https://www1.ihp.sinica.edu.tw/。
b 傅斯年图书馆官方网址：http://lib.ihp.sinica.edu.tw/。
。
c 官方网址：https://www.dha.ac.cn/ ；微信公众号：敦煌研究院（icaves）
官方网址：
https://www.yungang.org/xsb/index.html
；微信公众号：云冈石窟官微（ygskwx）
。
d
。
e 官方网址：http://www.shxkgy.cn/ ；微信公众号：考古陕西（shanxikaogu）
官方网址：
http://www.hnswwkgyjy.cn/
；微信公众号：河南考古（hnkg1952）
。
f
。
g 官方网址：http://www.lykgy.cn/index.php ；微信公众号：考古洛阳（kaoguluoyang）
微信公众号：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yangzhoukaogu）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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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方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地方上的各省市区县的博物馆，或多或少都有中古时期的藏品，
此处不赘。更有特色的博物馆如陕西历史博物馆（1944 年成立陕西省历史博物馆，1955 年改名陕西省
博物馆，地址在碑林；1983 年筹建新馆，1991 年移入并改现名）a、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品及其藏地可追
溯至 1087 年，1991 年因陕西省博物馆迁入新址而独立，1993 年更现名）b、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始建
于 1936 年，1980 年代开放）c 是最相关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1955 年成立杜甫纪念馆，1985 年改
现名）d、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1959 年开放）e、咸阳乾陵博物馆（1961 年成立干陵文物保护管理所，
1978 年改现名）f、咸阳昭陵博物馆（1972 年成立昭陵文物管理所，1978 年改现名）g、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1984 年开放）h、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1987 年开放）、宝鸡法门寺博物馆（1988 年开放）、北京云居寺
石经博物馆（1988 年开放）i、成都永陵博物馆（1978 年成立成都王建墓文官所，1990 年改名成都王建墓
j
k
l
博物馆，
1998 年更现名）
、宝鸡大唐秦王陵博物馆（2003 年开放）
、南京六朝博物馆（2014 年开放）
、大

同北朝艺术博物馆（原为私人设立的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2016 年借用大同北魏明堂遗址公园改为大同
北朝艺术博物馆，2020 年并入大同市博物馆，名字场所不变）m、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2020 年开放）n、
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2018 年开放）o 等等也各具地方特色。在此，期待南唐二陵文物保护管理所（1984
年成立）p 早日升级为南唐二陵博物馆或南唐博物馆。此外，还有许多私人博物馆比如大唐西市博物馆，
颇有出其不意的藏品，但藏品来源多非正规考古发掘出土，在使用时需要辨析。
图书馆方面，中古时期的书籍主要以宋元明清刻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但版本价值较高的不多，大
部分中古史相关的古籍也都有今人的整理本，故而不论是首都，还是地方的图书馆对于中古史学者来
说，重要性不是很大。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各自所藏的北朝隋唐墓志拓片，已

。
a 官方网址：http://www.sxhm.com/ ；微信公众号：陕西历史博物馆（sxhm_com）
官方网址：
http://www.beilin-museum.com/
；微信公众号：西安碑林博物馆（beilinmuseum）
。
b
c 官方网址：http://www.lyqtzz.com/ ；微信公众号：千唐志斋博物馆（qtzzbwg）。
。
d 官方网址：http://www.cddfct.com/index.php ；微信公众号：杜甫草堂博物馆（dfctbwg）
e 官方网址：http://www.qzhjg.cn/html/index.html ；微信公众号：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qzhwjtsbwg）。
f 官方网址：https://www.zhongguoqianling.com/ ；微信公众号：乾陵（qianling35510222）。
。
g 微信公众号：昭陵博物馆（zhaolingbowuguan）
官方网址：
http://www.wuhouci.net.cn/index.html
；微信公众号：成都武侯祠（cdwuhouci）
。
h
i 云居寺石经主要刻于唐代，特别对于唐后期幽州藩镇历史颇有价值。微信公众号：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但
该账号并无内容更新。
j 官方网址：http://www.cdylbwg.org/ ；微信公众号：成都永陵博物馆（cdylbwg）。
k 该馆以唐末五代秦岐政权统治着李茂贞（856-924）之墓为基础而设。微信公众号：宝鸡大唐秦王陵博物馆。
但该号 2016 年以后再无更新。
。
l 官方网址：http://liuchao.njmuseumadmin.com/ ；微信公众号：南京六朝博物馆（njlcbwg）
m 此事承蒙大同云冈研究院马志强先生告知，谨此致谢！微信公众号：北朝艺术博物馆。但该账号自 2019
年以后再无更新。
n 微信公众号：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
o 该馆从属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共享一个网站，官方网址：https://www.gzkaogu.org/index.aspx ；微信
公众号也共享，账号是：广州考古·南汉二陵博物馆（gzkaogu）
。
p 微信公众号：南唐二陵文物保护管理所。不过该账号仅发过一篇购票须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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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别有整理。a
台湾地区没有国家博物馆，但有台湾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不过与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关系不
大。台湾地区的国家图书馆（前身为 1933 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图书馆，1949 年迁台，1996 年更现名）倒
是值得关注，特别是国民政府迁台后从大陆转移过去的大量善本古籍，以及数十年来台湾学者在中古
史方面的研究论著，都有实物馆藏和数据库检索系统。国家图书馆还设有汉学研究中心（1981 年成立
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7 年改现名），办有《汉学研究》（1983-）、
《汉学研究通讯》（1982-）期
刊。b 初期迁台的大陆学者大多有故国情怀，故而对于大陆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比台湾历史研究热情
高。可惜近年来，纯粹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已经因为各种因素在台湾地区式微了。
日本的博物馆有东京、京都、奈良、九州四大国立博物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中国中古时期的藏
品。尤以其中奈良国立博物馆一年一度的“正仓院展 ”最为知名，所展为现属日本宫内厅管理的旧东
大寺正仓院藏品，大多为遣唐使带到日本的唐代文物，十分珍贵。c 但也要看到，日本民间收藏发达，
很多私人博物馆和展览馆的收藏十分有特色，比如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 d 藏魏晋南北朝石刻，宁乐美术
馆 e 藏吐鲁番文书，大阪市立美术馆 f、永青文库 g 藏隋唐造像等等。不过私人博物馆的开放程度不够大，
很多藏品只有目录，难得拿出来进行展览，即便有展览的机会也不允许参观者拍照，颇为不便。
在日本的图书馆方面，除了类似于中国国图的国立国会图书馆之外，最著名的专门性东洋史藏书
机构要属东洋文库，是为与中国学研究最为相关的藏书机构。东洋文库成立于 1924 年，最早的藏书来
自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藏书，日后陆续增加藤田丰八（1869-1929）等学者的
藏书。该文库不仅是一个藏书机构，更是一个研究机构，设置有东亚研究部门、内亚研究部门，以及
东亚资料研究班等。其中东亚研究部门下的前近代中国研究班以《水经注》研究最为知名。此外，又出
版《东洋学报》
（1911-）等学术刊物。h 东洋文库之外，同样成立于 1924 年的静嘉堂文库藏书也十分知
名，其有价值的古籍善本购自清末陆心源（1838-1894）的皕宋楼。不过静嘉堂文库目前改名静嘉堂文
库美术馆，其中书籍之外艺术品的藏品日渐增多。i
欧美地区高校以外的汉学研究机构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1875-）

a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徐自强、
冀亚平编《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 》，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大学
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b 汉学研究中心官方网址：https://ccs.ncl.edu.tw/。
c 相关梳理和研究，参考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 》，东京：文求堂 1941 年版；再版，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4 年版。东野治之《正仓院 》
，东京：岩波书店 1988 年版。韩昇《正仓院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再版，北京：三联书店 2020 年版。具体的馆藏内容，可见正仓院事务所编：
《正仓院宝物》全十卷，东京：
每日新闻社 1994 年版。
d 官方网址：https://www.taitocity.net/zaidan/shodou/。
e 官方网址：https://isuien.or.jp/museum.html。
f 官方网址：https://www.osaka-art-museum.jp/。
g 官方网址：https://www.eiseibunko.com/。
h 官方网址：http://www.toyo-bunko.or.jp/。
i 官方网址：http://www.seikado.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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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士鲍润生神父（Franz Xaver Biallas S.V.D.，1878-1936）创办的《华裔学志》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1935-）及其研究所。该刊诞生于北平辅仁大学，但在 1948 年之后，随着国变，脱
离辅仁大学，编辑部辗转于日本、美国，最终于 1972 年定居德国圣言会总部圣奥古斯丁市。自创刊以
来，该刊主要执事者皆以德国人为主，刊发文章也多与宗教有关。但也经常会有中国古代宗教史的论
文，且目前也一直在扩发范围到整个汉学领域。a

三、学会组织
学会组织是就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进行交流的学术团体，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较大范围的学
会，受政府或财团资助，肩负一定的委托任务；另一类是民间小范围组织，纯粹以学术为目的，仅仅在
政府备案，从而更具自由性。
在日韩、欧美学界，普遍存在由各类财团资助的学会团体，在中国则有官方管理的全国性学术团
体如中国史学会等。这类学会一般并不具体到某一个研究方向，而是以很大的范围为名义，比如亚洲
研究、东方研究、历史研究等等。以下简要介绍：
中国史学会。1951 年正式成立，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史学会为其团体会员。学会自 1980
年起连续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 》，其中包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中古史的学术信息。不过这个年鉴在前
二十年的时候基本每年连续出版，近二十年大概每年学术信息量太大，未能保证年年出版，这也反映
出年鉴这一学术信息载体已经不太合时代需求。
除了这个最大的学会，还有一些学会与中古史也有交叉，此处一并提及，不再详述。比如中国考
古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
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法律史学会（台湾地区有中国法制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农业历史学
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
会、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建筑史专业委员
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突
厥语研究会等横向相关的学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宋史研究会、中国辽金契
丹女真史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等纵向相关的学会。
在台湾地区，则有中国历史学会。该会创始于 1969 年，至 2011 年之后，基本停止大部分活动。在
此期间，每年出刊一期《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共计 43 期。该会在台湾各高校之间轮流举办，对于
学术交流颇有功劳，可惜随着前辈史家日渐凋零，各个断代的学会慢慢发展，后继者不再热衷整个历
史时段的学会组织，故而未能持续。目前，在台湾尚无可以取而代之的学会，故该学会尚且以每年度

a 官方网址：http://www.monumenta-serica.de/monumenta-serica/index.php。相关介绍，还可参考李腾《〈华
裔学志 〉：一份在北平创刊的国际汉学杂志八十岁了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 年 9 月 4 日。网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4411，2021 年 8 月 3 日浏览。李海英《德国〈华裔学志 〉转向
关注更全面的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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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显示存在感。a
日本的全国性历史研究学术团体有好几个，主要有设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史学会（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Japan，1889 年成立）b，设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史学研究会（The Societ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1908 年成立）c，有单独事务局的历史学研究会（The Historical Science Society of Japan，1932 年成立）d 和
历史科学协议会（Associat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1967 年成立）e 等。每个学会都有各自的机关刊物，
这四个学会分别主办《史学杂志 》（1889-）、《史林 》（1916-）、《历史学研究 》（1933-）、《历史评论 》
（1967- ）。其中，以《史学杂志》和《史林》刊载中国史研究论文较多，更为国人熟知。特别是《史学
杂志 》每年都有对日本当年度学术论著发表动态的回顾，设置“回顾と展望 ”栏目，内含中国史部分，
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现代、台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中国史研究动态》期刊也每年都会编译这些栏目中的内容，可惜近几年已经停止编译。
除了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学术团体，还有以东方或东洋为范围的综合性学会，最著名的即东方学会
（1947 年成立东方学术协会，1948 年改现名）f、东洋史研究会（1935 年成立）g。前者位于东京，有自己
的会馆，每年举办一次东方学者会议（已举办 66 次），并出版有《东方学 》（1951-）、英文刊物 ACTA

ASIATICA （1961-）等期刊；后者在京都大学，也每年举办一次东洋史研究会大会，并出版有《东洋史
研究 》
（1935-）期刊。另有会名为中国文史哲研究会，出刊《集刊东洋学 》（1959-）的学会，成立于
1959 年，设事务局设于东北大学文学部。h
此外，还有以中国为范围的，比如中国文化学会（1932 年成立）i、日本中国学会（1949 年成立）j，
分别出版《中国文化》（1933-）、
《日本中国学会报》（1949-），也有每年的年会。这两个学会，虽然会
名范围较大，但都偏重于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古代文学史方面。偏重古代历史文化的则有中国社会
文化学会（1985 年成立），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出刊《中国―社会と文化》
（1986-）
。k 当然，日本的学
a 相关信息，承蒙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林冠群先生、韩桂华女史、桂齐逊先生告知，谨此致谢！
b 官方网址：http://www.shigakukai.or.jp/index.php。
c 官方网址：http://www.shigakukenkyukai.jp/index.html。
d 官方网址：http://rekiken.jp/index.html。
e 官方网址：http://www.maroon.dti.ne.jp/rekikakyo/。
f 官方网址：http://www.tohogakkai.com/index.html。
g 官方网址：http://www.toyoshi-kenkyu.jp/index.html。
h 日本各高校设东洋史研究室或东洋史研究会的所在多有，比如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出刊《东洋史
论集 》，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会出刊《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 》，大正大学东洋史研究会出刊《大正大
学东洋史研究 》
，国士馆大学东洋史学会出刊《国士馆东洋史学 》，立正大学东洋史研究会出刊《立正大学东
洋史论集》，立教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史学专攻出刊《东洋史学论集》，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出刊《大
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 》，兵库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会出刊《东洋史访 》，广岛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出刊《广岛
大学东洋史研究室报告》，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生会出刊《东洋史苑》，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东洋史研究会出刊《史
穗 》，北海道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东洋史谈话会出刊《史朋 》，早稻田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东洋史恳话会出刊《史
滴》，等等。
i 官方网址：https://zhongguowenhuaxuehui.org/。
j 官方网址：http://nippon-chugoku-gakkai.org/。
k 官方网址：http://www.l.u-tokyo.ac.jp/ASCS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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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很多，所以也有各个高校、各个县市，以及各个具体领域的学会，已有学者梳理，此处不再赘述。a
欧美地区的综合性学会有：法国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1822 年成立），主办《亚洲学报 》
（Journal Asiatique ，1822-）b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24 年
成立）c，主办《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27-）
；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d
Oriental Society，1842 年成立）
。此外，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综合性东方 / 亚洲研究学术团体，当然其中

留给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内容比较少，限于篇幅和笔者的认知水平，不再具列。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
一家专门刊登中国史研究的贯通性质的学报，可以持续关注，即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的《中国历史学刊 》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2017-）
。e
在上述大范围的学会组织之外，还有更多的小范围学会组织，其中一直在活跃的中国中古史相关
学会，可根据国家和地区之别梳理如下：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1984 年成立于成都四川大学，秘书处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首
任会长为黄烈（1924-2006）先生，现任会长楼劲（1957-）先生。该会旧有内部刊物《中国魏晋南北
朝史研究通讯》十数期，因故断档多年后，目前每年出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刊》（2020-），已
有两卷出版。该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年会，不定期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已举办十二届年会，大部分会
后都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该会目前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微信群作为会员之间的交流平台，又有
“中国魏晋学会事务群”作为学会具体事务的商量平台。f
除了全国性的学会，还有区域性的一些学会，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指导下，也在该领域学术
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做得最好的是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和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前者成立于
1985 年，首任会长为卞孝萱（1924-2009）先生（南京大学），现任会长王永平（1962-）先生（扬州大
学）
。该会在联合江苏省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六朝史学者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该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至今已办 8 届。早期有《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会刊 》
，但后来似未继续出刊。不过在该
学会指导下，《南京晓庄学院学报》自 2004 年开设“六朝研究”专栏，一定程度上成为该会的学术窗口。
在刊物出版方面，更具连续性的是大同的平城北朝研究会。该会成立于 1987 年，首任会长殷宪（19432015）先生，目前负责人为马志强（1963-）先生。该会主办的《北朝研究》
（1989-），前十年（19891998）为期刊，共出刊 29 期；1999 年开始改为以书代刊，每年出版一辑。该刊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界一直
以高质量的论文而负有盛名。
另外，还有一系列区域性的研究会可以集中关注，即各地的诸葛亮研究会。其中最早成立的是湖
北襄阳市诸葛亮研究会（1983 年）和四川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1983 年），随后有山东临沂诸葛亮研究
会（1987 年）、河南南阳诸葛亮研究会（1991 年）、浙江兰溪市诸葛亮研究会（1992 年）、山东沂南县诸

a 主要参考康昊整理：《日本史主要期刊、学会》，“太史政”微信公众号，2021 年 8 月 2 日。
b 刊物网址：https://poj.peeters-leuven.be/content.php?url=journal&journal_code=JA。
c 官方网址：https://royalasiaticsociety.org/。
d 官方网址：https://www.americanorientalsociety.org/。
e 官方网址：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chinese-history。
f 微信公众号：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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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研究会（2013 年）、江苏金坛诸葛亮文化研究会（2019 年）、山西临猗县诸葛亮文化研究会（2019
年）、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会（2020 年）等先后成立。以这些研究会为主，1983 年以来，先后轮流举办了
25 次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也出版了一些论文集。不过这些研究会往往出于提升地方经济，故而党
政机关的领导参与较多。特别是相关论文大多围绕诸葛亮本人、汉末三国史和诸葛氏后裔研究，甚至
对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对于中古史研究整体上的促进作用不大。a
中国唐史学会。1980 年成立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秘书处挂靠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首任会
长为唐长孺先生，现任会长杜文玉（1951-）先生。学会有每年 12 月份出版的当年期《中国唐史学会会
刊 》，每三四年举办一次年会，不定期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已举办十三届年会，大部分年会后都出版
了会议论文集。b 学会目前有“中国唐史学会”微信群作为会员之间的交流平台，又有“中国唐史学会
理事”微信群作为学会理事之间的联络平台。
中国武则天研究会。
1985 年成立于咸阳乾陵博物馆，秘书处挂靠乾陵博物馆。首任会长吴枫（19262001）先生，现任会长王双怀（1961-）先生。学会原名中国唐史学会武则天研究会，为中国唐史学会下
属二级学会，1997 年第七届年会前后更现名，独立注册为全国性学术团体。学会至今已举办十二届年
会，大部分年会之后都出版会议论文集。c 该学会虽然是围绕武则天研究的学术团体，但作为唐前期重
要的历史人物，对于武则天及相关话题的研究，往往能够带动唐史研究整体的发展。并且由于涉及到
佛教史、女性史等议题，武则天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很高，该学会的活动也值得关注。
除了独立出来的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中国唐史学会还指导成立了其他几个唐代历史人物为研究范
围的学会。其中与武则天研究会同一年成立的有唐太宗研究会，秘书处挂靠昭陵博物馆，首任理事长
为胡如雷（1926-1998）先生，但活动不多，仅出刊两期《唐太宗研究简讯》
（1985-1986）
。d 近年来稍
有活动的是河南省姚姓暨姚崇文化研究会（2007 年成立），该会活动得益于河南省普遍的对姓氏文化和
宗族文化的重视；另有吉林省高句丽渤海研究会（2016 年成立），这是东北地区地域史的强项。不甚知
e
f
名的则有陕西郭子仪研究会（1994 年成立）
、陕西魏征研究会（1990 年代前期成立）
等，成立后不久即

a 类似的地方三国历史名人研究会还有安徽亳州市曹操研究会，河南安阳曹操文化研究会，安徽庐江周瑜文
化研究会、舒城县周瑜文化研究会，浙江安吉朱然历史文化研究会等等。面向书法爱好者的则有浙江嵊州王
羲之研究会、山东临沂市王羲之研究会、河南洛阳市颜真卿研究会、山东费县颜真卿研究会、陕西省柳公权
书画研究会、江苏省颜真卿文化研究会、台湾颜真卿书法学会等等。
b 2020 年 10 月，中国唐史学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会后编印了《中国唐史学会成
立四十周年纪念册》，可作为学会历史的参考。
c 2013 年之前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的历史，参见赵文润《武则天研究会的回顾与展望 》，王双怀、梁咏涛主编
《武则天与广元》，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4 年，第 1-15 页。
d 学会秘书组《唐太宗研究会在昭陵成立》，收入《中国唐史学会会刊》1986 年第 5 期，第 14 页。
e 鲁山《陕西郭子仪研究会在西安成立 》，收入马驰主编《中国唐史学会会刊 》1994 年第 13 期，第 142 页。
该会具体会务情况不详，但同一时期成立的华县郭子仪研究会颇有动作，1994 年正式成立，编刊了 6 辑《郭
子仪研究 》（1993-1996），1998 年以后业务停滞，延宕至 2017 年撤销。参见秦寂（闫广勤）：《华县郭子仪研
究会始末》，“华州文史荟萃”微信公众号，2019 年 11 月 30 日。
f 陕西魏征研究会仅出版过吕效祖《魏征研究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一书，其他会务不详。
此前较为活跃的是河北晋县魏征研究会，该会成立于 1984 年，先后编印了 7 集《魏征研究资料》
（1984-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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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声匿迹。基本上，这类研究会都是地方上一些掺杂地方史、家族史的团体，受限于学术视野，水平
不高，在唐史学界影响不大。
与中国唐史学会没有联系，但在地方唐五代史研究方面做得较好的则有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
杭州市临安区钱鏐研究会等。前者成立于 1990 年，其成立得益于陆羽在湖州撰写《茶经 》的历史，
以及晚唐持续 100 年的湖州·常州紫笋茶贡茶制度。该会主办《陆羽茶文化研究》内部期刊，持续至
今，已有 30 多期，颇有水平不错的论文。a 后者成立于 1992 年，其成立得益于临安的吴越王陵发掘
与保护，以及海内外吴越钱氏后裔的家族联谊。该会主办《钱鏐研究》内部期刊，持续至今，已有的
20 多辑。近年，该会联合临安区的浙江农林大学吴越文化研究中心，连续三年举办了三届吴越国历
史文化研讨会。b
更有学术水平的交流平台则是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比如在西安，有许多直接与唐史相关的学
术机构和文博单位，他们在 1988 年成立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秘书处设在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
该学会基本每年举办一次年会，但因并未连续编号，以致有所混乱。也没有出版每年会议论文集和刊
物，不过在 2018 年编过一本《西安唐代历史文化研究》作为成立三十周年的论文选集。c 与此类似，北
京地区的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和会员也比较多，他们在 1991 年成立“北京中青年唐史学者联谊会”
（后改
称“中国唐史学会北京地区中青年学者联谊会 ”，又随着参与学者年龄渐长，近年改为“北京唐史学者
联谊会”），此后基本每年都会有数次学术联谊。d 不过这个联谊会并未正式注册，无学术论文集和刊物。
此外，还有洛阳市隋唐史学会（中国武则天研究会洛阳分会），2016 年成立于隋唐遗址明堂保护区，但
洛阳的学者不多，学术活动偏少，这个学会更多面向隋唐文化的公众推广。e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1983 年成立于兰州，秘书处先设于北京大学，2006 年转移至首都师范大
学。首任会长季羡林（1911-2009）先生，现任会长荣新江先生。学会早年有每年四期的《中国敦煌吐
鲁番学会研究通讯 》（1984-1997），后来停办。1990 年代后期开始，又有每年一卷的《敦煌吐鲁番研
究》
（1995-）学术集刊，持续至今。学会大致每五年举办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并改选理事会，目前已举办
7 届。此外，学会经常举办各类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出版相关会议论文集。学会
有“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微信群为会员交流平台。
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下面，1984 年还成立过一个语言文学分会，会址设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成立十周年时出版了《论魏征：魏征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4 年版），可惜
没有继续。此外，还有河北巨鹿县魏征故里研究会等，都属于地方人物研究民间团体。
a 微信公众号：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大陆陆羽研究相关的地方学术团体还有陆羽故里湖北天门的天门市
陆羽研究会，成立于 1983 年，2009 年挂牌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该会主办《陆羽研究集刊 》，已出刊约
20 期。
b 由于吴越钱氏后裔分布广泛，全国各地都有一些钱鏐研究会或钱氏研究会，比如杭州钱鏐研究会、上海钱
鏐研究会等，分别有《钱鏐研究》、《吴越钱氏》等刊物，但同姓联谊性质更多，略不备述。
c 王双怀、王宏海主编《西安唐代历史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d 宁欣《北京中青年唐史学者联谊会简介》，收入马驰主编《中国唐史学会会刊》1995 年第 14 期，第 71-75 页；
王援朝、史睿《北京中青年唐史学者联谊会简介》，收入《中国唐代学会会刊》1998 年第 9 期，第 213-216 页。
。
e 微信公众号：隋唐史学会（suitangshixue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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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会长为姜亮夫（1902-1995）先生。该分会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文学研究室合办《敦煌语言文
学研究通讯 》季刊一直出刊，至本世纪初，计有 60 多期。但近年来，似乎未见相关活动。近年来有活
动的则是 2014 年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民营的大唐西市博物馆，
由胡戟先生任委员会主任。地方上则数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活动较多，得益于先后调入浙
江大学的刘进宝（1961-）、冯培红（1973-）等敦煌学家的操持。
（台湾）早期中国史研究会。台湾地区限于研究人员的规模，没有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亦无
中古史学会，但有包含先秦至唐宋的早期中国史研究会。该会成立于 2009 年，主要由年轻学者组成，
间有大陆优秀青年学者，并学习日本学者合宿办法，每年夏天举办一次合宿。该会创办《早期中国史研
究》（Early and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2009-）期刊，刊登学会成员论文、札记和相关学术信息，至今
已出刊 12 卷，每卷 1-2 期。a 不过早在此会之前，台湾已有中国中古史相关的交流平台，1990 年代初，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毛汉光先生和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刘显叔（1938-2020）先生召集台湾
各大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成立读书会，每两个月集会一次。可惜该读书会没有正式的名称，亦不知其
后续情况。b
（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台湾地区的唐史研究团体，始于 1984 年 5 月成立的“唐代研究学者联谊
会”，包含唐代文学、史学和敦煌学学者。至 1989 年 12 月，正式成立“中国唐代学会”，并创办《中国
唐代学会会刊 》（1990-）年刊，至今已有 25 期。该会由台湾各高校轮流主办，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学
术研讨会，并印行论文集，至今已有 14 届。该会首任理事长为政治大学王寿南（1935-）先生，现任理
事长为台湾大学康韵梅女史。
（日本）中国中世史研究会。日本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源远流长，可追溯至战前内藤湖南（1866-1934）
那一代汉学家。但在战前，似乎没有相关的学会。到战后，方有宇都宫清吉（1905-1998）发起的中国
中世史研究会。但该会具体的活动不详，亦无官方刊物，仅出版过两本论文集。c 不过，就这两本论文
集来说，已足够名垂青史。
（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始于 1989 年成立的“若手魏晋南北朝
史研究者の会”（青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会），2001 年改现名。首任会长为东北大学安田二郎（19392018）先生，现任会长大阪教育大学伊藤敏雄（1954-）先生。日本的学会往往每年有一次学术聚会，称
之为“大会”，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从改名至今已有 21 次大会。该会没有学术刊物，但会在官方博客
上贴出每篇报告过的论文最终正式发表期刊的情况。d
（日本）六朝史研究会。日本的六朝史研究会始于 1990 年由京都大学谷川道雄先生发起的“L の
会”，2003 年 4 月改现名。该会初始为一读书会，每个月在谷川先生的谷川研究室聚会一次，每次围绕
一篇论文进行讨论。参与者以谷川先生的学术友人为主，包括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谷川先生去世后，

a 官方博客：http://emchistory.blogspot.com/。
b 参见《台湾中古史学者成立读书会》，收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通讯》1991 年第 7 期，第 19 页。
c 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化 》，神奈川：东海大学出版会 1970 年版；
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1995 年版。
d 官方博客：http://6ch.blog.shinob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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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京都的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辻正博（1961-）先生主持，持续至今，依旧每月一次，每次讨论文
章的篇数则多至两篇。a 当然，严格意义上，这只是一个读书会，并非学会。
（日本）六朝学术学会。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六朝研究学会，要数六朝学术学会。该会于 1997 年 4 月
成立于斯文会馆讲堂，地点在东京的汤岛圣堂，即所谓东京孔庙。该会每年召开两次例会、一次学术
大会，又主办《六朝学术学会报 》（1999-）学术年刊，已出刊 22 集。不过，该会成员多为研究魏晋南
北朝文学的学者，目前会长为安藤信广（1949-）先生，事务局设于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b
（日本）唐代史研究会。日本的唐代史研究会筹划始于 1970 年，创始人为以铃木俊（1904-1975）先
生为主持人的科研计划组成员。该会以课题形式组织起日本国内的唐史学者，并在这一过程中于 1972
年正式成立。自创立以来，该会即每年八月召开夏期シンポジウム（夏季研讨会），十一月召开秋期シ
ンポジウム（秋季研讨会），夏季以风景名胜地合宿的形式，秋季以学术机构研讨的方式召开。该会在
1988-1997 年间出版《唐代史研究会会报》，共计 10 期；1998 年开始，改为出版《唐代史研究》，至 2021
年已出刊 24 号。
（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上文一直未能介绍韩国的学术机构和学会组织，一则韩国似乎没有专
门的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学术机构，二则笔者限于语言之隔未能了解更多详情。不过有一个学会不得不
提，即中国古中世史学会。该学会成立于 1987 年 3 月，先后名为东亚中世纪研究会、魏晋隋唐史研究
会、中国古代史学会，2006 年改现名。出刊《中国古中世史研究》（1994-）期刊，诚为不易。c 至于韩
国其他相关机构和学会，所知有限，期待有人专门梳理。
（美国）中国中古研究社群（Early Medieval China Group, Inc.）。这是成立于 2000 年的欧美学界研究
中国中古史（220-589）的公司法人，注册于佛罗里达州，在肯塔基州列克星顿市的肯塔基大学办公。d
不过在该组织成立之前，即已有《中国中古研究 》
（The Early Medieval China Journal ，1994-）期刊，目
前该刊属于该组织主办，主编为哈佛大学田晓菲（1971-）女史。 e
（美国）唐学会（T'ang Studies Society）。1983 年成立的唐学会，及其创刊的《唐学报》
（T'ang Studies ，
1983-）f 是欧美学界唯一的唐史研究学会和刊物，并且兼顾唐代历史和文学。该会并无每年举办的年
会，毕竟欧美唐史学者数量偏少；但有每年出版的学报，目前已出刊 38 卷。现任会长为纽约州立大学
邓柏安（Anthony DeBlasi）先生。g
在上述国别学会组织之外，随着近年来东亚地区中国中古史研究青年学者的活跃，出现了两个较

a 该 会 每 次 例 会 的 论 文 题 目， 可 以 在 辻 正 博 先 生 于 京 都 大 学 的 教 员 介 绍 页 下 载， 地 址：https://www.
h.kyoto-u.ac.jp/academic_f/faculty_f/242_tsuji_m_0/，2021 年 8 月 4 日浏览。
b 官方网址：http://liuchao.gakkaisv.org/。
c 相关内容，可参考张玉兴整理《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 ”与〈中国古中世史研究 〉目录 》，收入薛平拴、
拜根兴主编《中国唐史学会会刊》2015 年第 34 期，第 37-55 页。
d 官方网址：https://www.earlymedievalchinagroup.org/。
e 刊物文章下载地址：https://www.tandfonline.com/toc/yemc20/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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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范围的跨国别和地区的学会组织，值得关注。
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该会成立于 2007 年，最初由中国大陆和日本学界的魏晋南北朝史青
年学者发起。当时，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
2008 年，第二届联谊会加入了台湾地区的学者，故改现名。此后，基本每年在两岸和日本不同高校举
办，并逐渐加入韩国学者，至今已举办 12 届。该会又创办《中国中古史研究 》（2011-）学术集刊，由
徐冲（1980-）先生担任主编，至今已有 8 卷。该会实行一定程度的准入制度，故参与者集中在中国中
古史研究领域较受该会核心成员认可的青年学者，从而保证了较高水平的交流。
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该会成立于 2013 年，会主要目的在于团结所有海内外中古史研究学者，特
别是中青年学者。该会每年在不同高校轮流举办，第一届年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至今已举办 7 届。
在每届年会提交论文的基础上，该会创办《中国中古史集刊 》（2015-）学术集刊，由每届年会召集人
主编。
除了联谊会和前沿论坛，还有一些地域性的中古史学术交流团体，比如始于西安地区高校和研究
机构的学者联谊组织“长安中国中古史沙龙”，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六朝历史与考古青年学者交流会”；
甚至一些学校内部的交流活动，比如武汉大学的“珞珈中古史青年学术沙龙 ”，南开大学的“南开中古
社会史工作坊 ”，前文所揭复旦大学的“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 ”等等。至于更小型的围绕某本书进行的
读书班，则更加多了。

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说把所有中国中古史范围的重要学术机构和学会组织都涉及到了。以后若有
机会，笔者可以继续梳理中古文学研究的相关情况。特别是在一些中古史料的整理和考订方面，做文
学史的学者往往比做历史研究的学者更能下功夫，所整理的成果也更具传世价值。相关学术机构比如
早年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唐诗
学研究中心等，学会组织如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并相关文学家
为名的单独学会等，都是中古文学研究阵地和交流平台。周勛初（1929-）、郁贤皓（1933-）、傅璇琮
（1933-2016）、陶敏（1938-2013）、吴在庆（1946-）、陈尚君（1952-）等学者，也都是文史兼通，在
历史文献整理和考订方面独树一帜的学者。
大体来说，当前的中国中古史相关学术机构和学会组织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学术机构水平普遍与所在城市和高校相当。如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武汉大学
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就比在非 985 综合院校陕西师范大学的唐史研究所要强。虽然三个机构都成
名于 1980 年代初，但身处西部的陕西师范大学所在城市和学校的吸引力方面都不如中部和东部地区的
高校，故而唐史研究所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一度成为虚体机构。相应的，复旦大学以读书会为形式的
中古史研究班，则能够水到渠成地发展为中古中国研究中心，无疑有所在城市和高校的加持。基于此，
如何突破城市和高校的限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为次等院校学术机构的思考难题。
第二，考古学界对中古史的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得益于考古发掘工作所带来的材料和实地考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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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考古学者在发掘中古史相关的墓葬、遗址过程中，一边整理考古材料，一边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考
古材料撰写论文。这类论文，包括但不限于墓志考释、以图证史、丧葬礼制等视角，相关研究已经通
过相关考古报告，以及《文物》、
《考古》等考古类期刊，为学界所共享。此外，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之
间，也有了更多的互动，比如西安地区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工作者之间，就围绕唐史展开了各种形式的
合作交流。
第三，地方文史研究与学院派学术研究的若即若离。一方面，地方文史研究集中于对地方历史名
人、名胜古迹的关注，较为忽略整体历史背景的研究，故而所得到的成果往往有硬伤，不被学院派学
者所重视。另一方面来说，这类地方文史研究，往往在地方资料的掌握方面更胜一筹，是学院派学者
所不具备的。由此，两者之间产生了若即若离的感觉，既互相利用又互不服气。这一局面如何打破，
需要考验双方的胸襟气度。
第四，青年一代学者有更多元的学术交流方式。自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时，八零后学者陆续进
入学界以来，青年一代中国中古史学者在掌握数据库的基础上解决了学术材料量的问题，更加追求学
术研究质的提升。于是，出现了一些对史料进行深入解读的视角，以及彼此之间互相砥砺的风气。由
此，不仅在不同机构和学会之间，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出现了许多年轻人为主的学术交流平台，
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至于接下来的路如何走，就看本文所列相关学术机构和学会组织的日后发展，以及各位中国中古
史学者和学子的努力方向了。

Review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ies on Medieval China
Hu Yaofei
(Institute of Tang Histor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ABSTRACT: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of this century, there were lots of changes in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of medieval China. There are many institutions in universities
respectively,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is the most famous one. There
are also many academic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Wei-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y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Tang History of China, and Association of Tang Dynasty of China are the
famous three. The current status not only reflects the prosperity of academic but also witn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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