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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点基本情况

南昌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点获批于 2011 年 8 月。中国史学

科是学校传统优势学科之一，由著名历史学家、原江西大学校长谷霁

光先生于 1958 年创建，经过多年薪火相传，保持了从古代到近代社

会经济史研究的完整性，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专

门史、中国历史文献学 4 个较为稳定的学科方向。其中中国古代史硕

士点获批于 1984 年，是江西省最早的历史学硕士点；2013 年获批历

史遗产管理二级博士点。学位点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在近

代长江中游商业史研究、唐宋以来江西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近代社

会史与苏区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受到学界肯定。

本学位点师资力量较为雄厚，学术梯队建设完整。目前有教师

34人，其中 45 岁以下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引进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教授，培育了国家级人才 3人，省级人才称号

7人，博士生导师 7 人。

学位点平台厚实，现有 1 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

个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3 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1个校级文科科研特区试点单位。

学位点研究实力雄厚，教学科研成果丰硕。先后获得 20 余项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 4 项重大招标项目、3项重点项目，省部级项

目 60余项；出版专著 3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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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成果奖 10 项，

其中一等奖 3 项；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等；

建立了 12个专业实践教育基地；研究生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率为 100%，学位论文通过率 100%。

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

中国古代史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制度史和社会史研究。

特色与优势：本方向由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谷霁光先生于 1958 年创
建，并于 1984 年获批硕士点，是江西省最早的文科硕士点。多年来薪
火相传，在唐宋以来江西地域史研究形成了特色和优势，围绕江西地
域社会经济史、江右移民与客家文化、江右士人社会、江右理学与书
院文化、海昏侯文化等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先后承担完成国家社科、
江西省规划课题等 10 余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史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代经济史、城市史等。

特色与优势：本方向重视对近现代档案、报刊文献的挖掘与分析，
并通过档案报刊文献与其他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变
迁。主要在近代商业市场与商人组织、近代财政金融史、近代城市史
研究等学术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其最大特色是对近代长江中游商
业、商会史、市场史的研究。获批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1 项，成果
获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项等。

中国专门史 主要研究领域：明清以来区域史研究、苏区史研究。

特色与优势：本方向由邵鸿教授于 1995 年创建，强调历史与档案
资料的结合，同时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发掘整理深受本方向关注，“中
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研究”（2015 年）和“中央苏区民间
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017 年）先后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
项目。先后完成了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江西省文明办特约课
题等 10 余项。

中国历史文
献学

主要研究领域：历史文献和民间文献整理、方志文献与文化资源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等领域的研究。

特色与优势：本方向致力于发掘整理中华文化典籍，弘扬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尤其在先秦诸子文献、近代家族与名人资料文献、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和优势。近年来获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成果
获得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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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1、培养目标：本专业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和新方

法的运用，把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研究结合起来，培养具有较深理论

素养和实际研究能力，德智体各方面均达到合格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

使学生具备以下四方面的素质：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敬业精神，

遵守学术道德规范。2.系统掌握本学科的理论、专门知识和研究动态，

能够熟练地使用一门外国语阅读本学科文献并进行学术交流，具备独

立从事教学、科研和其他实际工作的创新和分析能力。3．能完成具

有一定新意并符合学术规范的学位论文。4.具有健康的体魄和成熟的

心理素质。

2、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2021 年，中国史硕士研究生招生 22

人，在读研究生共 54 人；毕业学生 13 人，获得硕士学位 13 人，全

部实现就业，其中初次就业 9 人，初次就业率 64.3%。

序号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1 中国古代史

研究生招生人数 4 6

全日制招生人数 4 6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授予学位人数 2 4

2 中国近代史

研究生招生人数 6 7

全日制招生人数 6 7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授予学位人数 5 4

3 中国专门史
研究生招生人数 3 5

全日制招生人数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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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授予学位人数 5 3

4
中国历史文献

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2 4

全日制招生人数 2 4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授予学位人数 2 2

（三）研究生导师状况

本学位点师资力量较为雄厚，学术梯队建设完整。2021 年，本

硕士点共有教师 34人，其中教授（研究员）14人，副教授 6 人，讲

师 14 人；其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 人，省级人才称号者 6 人；拥

有博士学位 32人，博士生导师 7人；35 岁以下 11 人，36-45 岁 9 人，

46-59 岁 12 人，60 岁以上 2人。具体如下表所示。

（四）已有学科平台情况

本学位点拥有 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中部

专业

技术

职务

人数合

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位非

本单位授予

的人数
25 岁及

以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位

教师

正高

级
14 0 0 4 8 2 12 1 14 12

副高

级
6 0 3 2 1 0 6 0 4 6

中级 14 0 8 3 3 0 14 0 1 14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4 0 11 9 12 2 32 1 1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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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参与），1个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团队（江西区域文化史研究团队）；3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区域历史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赣学研究院、文化资源与产业

研究院）；1个校级文科科研特区试点单位（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

人姓名

带头人出

生年月
批准年月

批准部

门
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团队
江西区域文
化史研究

张芳霖 196303 201310
江西省
教育厅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月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参与）
教育部 200606

2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
区域历史与档案文献研究中

心
江西省社联 202005

3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
赣学研究院 江西省社联 201304

4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文化资源与产业研究院 江西教育厅 201404

5
校级文科科研特区试

点单位
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 南昌大学 201707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本学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重要使命，毫不放松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全面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思政育人队伍，推动“三全育人”

改革向深处、实处发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1、夯实基层党组织，发挥“主心骨”作用。学科以基层党建为



6

抓手，努力创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注重教工党支部和学生

党支部的互动衔接，以“双党支部”的互动为引擎，提高学生的政治

素养，确保党和国家的教育宗旨得到贯彻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

带头人”比例达 100%，充分发挥研究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带动

作用，本着发展一个党员，带动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带动一个年级的

宗旨，积极开展党建工作。

2、分层次多形式推进，建设一支高素质思政育人队伍。学科贯

彻全员育人理念，设立不同层次育人岗位，形成全员育人的人才队伍

保障。充分发挥青年博士人才的引领作用，任命青年博士教师为研究

生党支部书记，使思政教育网格化。组织多批次的思政人才高级进修

班，到井冈山、瑞金、莲花等革命老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到中央党

校、省委组织部培训班，学习革命传统，传承革命精神，提高思政育

人素质。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1、筑牢思想安全防线，推进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推出意识形态

领域教师学生“十不准”规定。坚持“三审三校”制度，建立健全课

堂、教材、讲座、论坛、读书会、网络平台、境外资助项目、学生活

动和社团等管理制度，强化课堂监管和学生活动监督，守住阵地，守

紧防线，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提升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为重点的校园文化建设的实效。

2、深挖老区苏区红色资源，丰富社会实践开展形式。立足江西

区域特色，建立 10 余个红色实践基地，常年开展“重走红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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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到八一纪念馆、安源革命纪念馆、井冈山革命纪念馆、瑞金红井

等地学习考察，并结合学位培养，将论文写在红色土地上。积极鼓励

学生申报“江西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创新工程”等科研项

目，半数以上学生积极参与。许多学生到贵州、江西、福建、云南等

偏远山区参与扶贫支教工作，用自己的专业学养助力国家脱贫攻坚。

（三）人才培养质量建设

1、坚守课堂教育主阵地，赓续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利用和发挥

本学科集知识性与价值性于一身的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充分发挥全体教工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指导和教育作用，自谷霁

光、梁淼泰、刘勉钰、邵鸿、俞兆鹏等几代学者延传至今。

2、狠抓学风建设，重视学术科研培养。目前已连续举办了四届

研究生学术论坛和专业文化节，全部研究生都参与其中，提交了相关

学术论文；学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率为 100%，申报“江西省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创新工程”项目学生约占总人数的 1/3。研究生

学习和科研积极性明显提高，学风进一步改善。

3、打造“课程-讲座-导师引领”三位一体的学术道德强化机制。

学位点通过设置“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的课程，每学期举办 2-3 次

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方面的专题讲座，推动导师在日常指导中强调学

术伦理，将学术道德教育渗透至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本学科以传承苏区红色基因、扎根江西古色文化和加强教研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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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旨，着力推动课程教学改革。

1、立足地域优势，构建红色文化教育平台。既开设了“苏区史

专题研究”等专门课程发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功能，也组织教师在所

有课程中挖掘与井冈山、瑞金、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江西红色文化

紧密相联的内容，构建红色文化资源库，打造红色精神宣传新阵地，

厚植爱国情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深入赣鄱大地，走出课堂做学问。秉承“跳出课堂，走向历

史现场”的教育理念，利用江西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全省建立了

12个教育实践基地，培养脚踏实地、知行合一的史学人才。

3、教研结合，薪火相传培育科研人才。依托科研项目，发现和

培育创新人才，是本学科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已形成研究

生全员覆盖的常态化、长效化育人机制。

此外，本学科将人才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强化师德师

风建设，开设了《学术规范与科学道德》等相关课程，举办专门学术

报告，推动师生思想政治素养培养。

（二）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1、严格贯彻实施《南昌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管理办法（修

订）》，规定导师选拔条件：（1）必须是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

业教学、科研人员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申请年龄应 在 57 岁以

下(以申报当年的 9 月 1 日为准)。（2）正高职称者年龄不超过 60周

岁；若 57 周岁起每年均招收硕士生则可在 59周岁（正高职称者可在

62周岁）招最后一届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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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格贯彻实施《南昌大学关于开展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

教育培训的实施意见》《南昌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实施细则》《南昌大学关于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

方案（2021-2025 年）》《南昌大学研究生教育攀登行动计划（2021

—2025）》《江西省教师师德师风信用体系管理办法（试行）》等规

定要求，对上岗导师提出了相关要求，规定导师上岗需要符合：（1）

学术行为端正，师德师风端正。（2）所指导本校在读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总数不超过 16人(含历年未毕业的在校硕士研究生)。（3）所指

导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各级抽检中均合格。

3、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明确导师在研究生德育工作

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导师积极在思想、学业、生活、心理和就业等方面关

爱学生；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积极践行师德师

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三）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积极支持和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课题项目研究，申报江

西省和南昌大学研究生“马克思主义青年工程”项目课题，参加国内

外专业学术会议活动，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自 2016 年以来，每年举办了一次全体研究生都参与其中的“前

湖研究生论坛”，至 2021 年已成功举办了 6 届，强化了学生的学术

训练。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研究生论坛，引导学生们进行规范的学术

写作和研讨，学生们在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前发现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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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交流情况

本学位点积极支持和鼓励研究生参与各种学术交流活动，2021

年，研究生共参与了诸如“第四届闽浙赣区域史研究工作坊”、“第

三届近代中国财税史青年学者论坛”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并在会

上宣读了学术论文，拓展了学术视野，锻炼了学术研究能力。

（五）研究生奖助情况

本学位点根据学校研究生院和学工处等部门相关制度政策，制定

了详细的学生培养、奖学金、学位论文及科研基金等方面的考评政策

和措施，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序号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

数

1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0 25.80 43

2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0 28.60 43

3 省政府奖学金 奖学金 2020 1.00 1

4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0 2.00 1

6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0 26.40 44

7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0 28.40 44

8 省政府奖学金 奖学金 2021 1.00 1

序号 年度
学生

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

间
报告地点

1 2021
董雪

婷

“第三届近代中国财

税史青年学者论坛”

学术研讨会

抗战胜利后汉口商人

组织与地方财税的合

作与抗争（1945-1949）

2021-08

-07
线上

2 2021
李珊

珊

“第三届近代中国财

税史青年学者论坛”

学术研讨会

公债、税收与财政国家

信用——近代中国国

内公债信用 担保机制

研究

2021-08

-07
线上

3 2020
刘翔

运

“纪念义宁陈门五杰

暨陈寅恪诞辰 130

周年学术研讨会”

陈寅恪研究：二十年来

学术史回顾与展望

2021-10

-21

江西省

修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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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

1、立足地域优势，构建红色文化教育平台。既开设了“苏区史

专题研究”等专门课程发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功能，也组织教师在所

有课程中挖掘与井冈山、瑞金、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江西红色文化

紧密相联的内容，构建红色文化资源库，打造红色精神宣传新阵地，

厚植爱国情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红色教育效果显著，10余名

学生入选共青团江西省委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10余

名学生围绕红色文化主题撰写毕业论文。

2、深入赣鄱大地，走出课堂做学问。秉承“跳出课堂，走向历

史现场”的教育理念，利用江西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全省建立了

12个教育实践基地，培养脚踏实地、知行合一的史学人才。2017 年

和 2019 年，围绕田野实践教学模式的成果曾分别获得江西省第十五

批和第十六批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 年 11 月，张芳霖教授团队带领

学生在安义古村开展的田野实践受到 CCTV10 的关注和报道。五年来

有 30余名学生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撰写毕业论文。

3、教研结合，薪火相传培育科研人才。依托科研项目，发现和

培育创新人才，是本学科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近五年来，

在本学科教师主持的2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3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1项国家社科“冷门绝学”项目和 10余项国家社科一般及青年项目

中，均有学生参与。目前已经形成本科生踊跃参与、研究生全员覆盖

的常态化、长效化育人机制。



12

4、积极鼓励本院系学生攻读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并采取推免

的方式，招收高素质生源。设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特别推荐

制，吸收本系本科学生推免进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组攻

读硕士研究生。

（二）教师队伍建设

加大高端人才“引育用留”力度，通过柔性引进、短期人才项目

等方法，邀请大批优秀学者加盟；同时注重对年轻教师的培养，加强

教学研究团队建设，助力年轻教师成长以及团队更新发展，建立以领

军人物—带头人—青年教师为主要结构的人才队伍。2021 年，本学

科点引进博士人才 2 人。

为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水平以及搭建学科交流平台，本学科聘请

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邵鸿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

史系蔡志祥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颐研究员、虞和平研究

员等 8 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兼职教授；聘请了曹树基、龚汝富、

贺喜等 3 位知名学者为“驻访学者”。

（三）科学研究

2020-2021 年，学位点老师共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出版专著 4

部；研究成果获得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4人次，三等奖 1人

次，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奖一等奖 1 项等；共主持科研项目 20

余项，到账经费总计 300 余万，其中纵向项目 12项，到账经费合计

104.8 万，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项、一般和青年基金项

目 4项；主持横向课题 10项，到账经费合计 196.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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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及卷(期)数

1

从何天炯致宫崎滔

天信函看孙中山第

二次广东政府时期

对日关系

李长莉 近代史研究 2020 年第 1期

2
商会史视角下长江

中游城市群研究
张芳霖，刘杰

光明日报（理论

版）

2020 年 04 月 05 日

06 版

3
史地教育委员会与

抗战时期的史学
戴磊

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学刊
2020 年第 1期

4
档案文本的文化阐

释
张芳霖 档案学研究 2020 年第 3期

5
刘泽华与历史认识

论研究
王丁 史学理论研究 2021 年第 1期

6
明清以来客湘江右

商帮在地化研究
张芳霖 江西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2期

7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

与财政治理———

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刘杰 江西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2期

8

民众生活蕴藏中国

近代社会转型内潜

力

李长莉 人民论坛 2020 年第 23 期

9

引导与扶持：顾颉

刚对吴丰培藏学史

料整理的影响

何丹 中国藏学 2020 年第 4期

10
海昏侯墓“孔子弟

子传记”与《史
何丹

励耘学刊.文学

卷
2020 年第 2期

序号 专著名称 教师姓名 出版社 出版物号 出版时间

1

近代长江中游地

区（湘鄂赣）商

业史资料汇编

张芳霖，刘

杰

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

9787501369

805
2020 年

2 尚书释读（上下） 程水金 人民出版社
9787020165

551
2020 年

3

微历史：近代中

国人的生活世

界

李长莉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9787520161

787
2020 年

4
万寿宫与江右商

帮

张芳霖，廖

艳彬，罗桂

林

江西高校出版社
9787576207

040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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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仲尼弟子列传》

的文本联系

11

国家财政转型视野

下孙中山、梁启超

公债思想比较研究

刘杰 民国研究 2020 年第 1期

12

“龟龙”——五帝

时代的中原水居民

族集团

何丹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

科学版)

2020 年第 4期

13

战国时期的自然状

态观与王权主义—

—以《吕氏春秋》

为中心

王丁 诸子学刊 2021 年第 2期

14
明清乡村治理体系

中的文化认同
黄志繁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21 年第 2期

15 宗族的由来 黄志繁 读书 2021 年第 11 期

16

周人“燮伐大商”

的运作策略与“天

下之中”的管控设

计

程水金 中国文化与管理 2021 年第 2期

17

一部呈现宋代通货

膨胀全貌的整体史

著作

邹锦良 宋史研究论丛 2021 年第 2期

18

官商·产权·利益:

清末汉阳铁厂焦煤

供应商选择背后的

矛盾与冲突

张芳霖 近代史学刊 2021 年第 2期

19

民国时期汉口商人

组织与地方营业税

的征稽与纷争

刘杰 城市史研究 2021 年第 1期

20

多维政治博弈视野

下的孙中山与 1923

—1924 年粤海关关

余争拨

刘杰 近代史学刊 2021 年第 2期

21

解缙家族史事再考

——兼论明清解缙

文集差异演变问题

邹锦良 励耘学刊 2021 年第 2期

22
海昏侯墓“孔子画

像”的文本考察
何丹

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1 年第 5期

23

《汉书》关于刘贺

帝位被废原因的真

实性考察

何丹 中国文化研究 2020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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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二十世纪初的三种

赣南客家方言研究

文献

李军 方言 2020 年第 1期

25

汉语等韵文献的整

理与汉语等韵学

史、古典音系学的

构建

李军
湖南师范大学学

报
2020 年第 1期

26
经济史研究的新材

料与新趋向
黄志繁

光明日报（理论

版·史学）

2020 年 1 月 13 日第

14 版

27
中国历史动物研究

的反思与重构
吴杰华

澳门理工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21 年第 3期

28

唐燿与中央工业实

验所木材实验室的

创建

戴磊 长治学院学报 2021 年第 4期

29
新发现三则顾颉刚

佚文考略
戴磊 历史教学问题 2021 年第 4期

30
江西环境史研究述

评
吴杰华 鄱阳湖学刊 2021 年第 3期

31

论近代林学留学生

与林业高等教育的

发展

戴磊 中国林业教育 2021 年第 1期

32

晚清科技期刊与西

方林学的引进——

基于《格致汇编》

《农学报》的考察

戴磊
北京林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期

33
晚清安徽首笔地方

公债的发行与偿还
刘杰 中国金融 2020 年第 2期

34

档案馆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理论根基、

现实状况与优化路

径

张芳霖 北京档案 2020 年第 9期

35

敬畏与致用：比较

视野下孔墨鬼神观

念的再研究

王丁 长江文明 2020 年第 3期

36

“中国进士第一

村”进士文化学术

研讨会学术综述

邹锦良 地方文化研究 2021 年第 1期

37

“解缙诞辰 650 周

年学术交流会暨纪

念大会”学术综述

邹锦良 社会科学动态 2021 年第 6期

38
明清鄱阳湖流域水

利开发与环境演变
廖艳彬

南昌工程学院学

报
2021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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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江西农业水利遗产

的价值内涵及其当

代启示

廖艳彬
南昌工程学院学

报
2020 年第 2期

40

《论社会风气结

构》:社会风气基础

理论的新开拓

李长莉
九江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1期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利用学科优势，产学研用结合，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提供高

水平决策咨询服务，成为江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学术“重镇”和

“智库”，为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鄱阳湖经济生态区建设和原中央

苏区振兴发展规划多作贡献。如张芳霖教授开展了江右商帮文化资源

挖掘工作，完成了《万寿宫与江右商帮》等成果；黄志繁教授开展了

地方和企业文化挖掘工作，完成了诸如《安义“古村生活综合体”旅

游模式的调查与启示》等系列咨询报告；廖艳彬教授深挖江西潦河灌

区水利文化遗产，助推灌区于 2021 年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

录等，得到项目委托单位的很高评价，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2020-2021 年度代表性智库研究成果如下：（1）黄志繁教授编写的

《“产业双驱+内生治理”模式助力江西古村落乡村振兴——基于江

西乐安县流坑古村落的调研》，发表于《江西发展参考》2021 年第

19 期，得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的肯定性批示；（2）黄志繁教授编写

的《提振我省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五个一”工程》，发表

于《江西发展参考》2021 年第 16 期，得到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华栋

的肯定性批示。

（五）国际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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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广泛开展对外学术联系，学科带头人基本都有海外访学经

历，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海

内外学术机构学术联系密切。2021 年，本学科点教师出访校外讲学、

参加学术会议 30余人次，举办学术会议 1次，邀请海内外学者讲学

讲座 10余人次。如与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联

合举办了第四届“闽浙赣区域史研究工作坊”，主办了“第三届近代

中国财税史青年学者论坛”学术研讨会等。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自我评估工作进展情况

2020 年 12 月以来，根据《南昌大学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方

案》要求，本硕士点于 2021 年 5 月启动了了自查自评准备工作，成

立了中国史硕士点自我评估小组，由系主任张芳霖教授负责本次评估

工作，由张芳霖教授、廖艳彬教授、刘杰副教授、罗桂林副教授、杨

馗讲师具体负责评估工作材料的填写，全体教师参与提供各自相关材

料。具体准备工作时间为 2021 年 5月—2021 年 9月。

组长：张芳霖

成员：廖艳彬、刘杰、杨馗、罗桂林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1）2021.5—2021.11，完成相关材料的搜集和整理。

（2）2021.12—2022.1，检查评估简况表的相关内容，并依此开

展《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初稿填写；向全系教师征求意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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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集体讨论，并修改完善自评报告。

（4）2022.3—2022.3，完成在指定信息平台的材料填报工作。

（二）自我评估问题分析

经过自我评估，本学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1、学术论文的发表层次还可进一步提高。2、教师以及学生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还可进一步加强。3、研究生的生源结构还可进一步改善。4、

师资规模还可进一步扩大。5、学科建设薄弱，至今尚无一级博士点。

不仅给引进人才增加了难度，也不利于组织学术队伍进行大规模的学

术研究。

（三）学位论文抽检、盲审情况及问题分析

中国史
年份

送审情况 全部论文送审结果

送审论

文数

“ 全 盲

审 ” 论 文

数

允许答

辩论文

数

修改后

答辩论

文数

修改后再

次送审论

文数

不允许

答辩论

文数

2021 13 13 13 0 0 0

2021 年共 13 位学生参加了毕业论文校外盲审，每份论文有 2位

专家盲审，盲审成绩全部合格。但也发现，盲审成绩中，个别同学的

论文两位专家给的分数都不高，以及两位专家所给分数差异较大的情

况，除了专家因素外，论文质量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六、改进措施

根据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和问题分析情况，并结合同省内外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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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建议，学位点规划建设的目标是在下个周期内成功获批中国史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力争建设成为省内乃至国内既具地域特色、

又紧跟国际学术潮流的特色学科，学科水平力争进入教育部学科评估

C以上。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力量，完善和拓展学术队伍结构建设

加大高端人才“引育用留”力度，下大气力培养学科带头人，培

育一批学科骨干，整合、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加强教学研究团队建设，

助力年轻教师成长以及团队更新发展，建立以领军人物—带头人—青

年教师为主要结构的人才队伍。

未来 3年内，学科师资队伍总人数达到 40人左右。四个学科方

向中，每个学科方向达到 9-10 人，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2人以上，

45岁以下教师占比 60%以上；博士学位人数超过 90%。形成一支老中

青结合、学历层次高、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使学位点教

授、副教授以及博士学位教师比例进一步提升；并鼓励在职教师到国

内外著名高校进行访学和深造，以及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活动。

（二）持续推进科学研究，提升和强化科研成果新水平

对接国家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着力构建科研精品工程，积极

培养学科高端学术成果，发表高质量论文，提升专著出版水平，扩大

学术影响；重点围绕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中国专门史、中国历

史文献学四个方向，着力建设近代长江中游商业史与市场史研究、唐

宋以来江西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近代社会史与苏区史研究、历史文

献整理开发与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四个特色领域研究，形成若干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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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术影响力的成果。在未来 3 年内，新增 1-2 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二等奖以上奖项，新增 1项以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招

标项目，新增二类以上权威期刊 2-3 篇，力争获得 1项教育部人文社

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以上）。

（三）不断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专业人才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于国家人

才战略和江西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坚持“立足江西，

面向全国”的人才培养目标，立足于为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为江西文

化强省战略培养优秀的文化引领者和工作者，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年均培养硕士研究生 20名左右。

同时，注重学生专业理论与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双重”培养，倡

导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之研究的结合，拓展和加强田野实践基地建设，

形成理论思考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教学形式；支持和鼓励研究生参与

海内外学术会议活动，如研究生参加中山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定期举

办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中山大学与台湾交通大学、嘉应

学院举办的“海峡两岸客家夏令营”等；鼓励研究生考取国内外著名

大学博士研究生。

（四）不断推进对外学术交流，提升学科影响力和知名度

注重广泛开展对外学术联系，力求使得学位点研究团队具备宏通

的国际学术视野，提升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未来 3年内，新增 3-5 名

教师外出访学，每年邀请 10位国内外知名教授讲学，确保每个研究

方向优秀教师外出参加高级别学术研讨活动，每年举办 2次高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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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或学术沙龙。

（五）不断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发挥智库作用

精准对接、主动服务和融入全省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生态文

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等国家战略。主要围绕文化遗产资源的挖掘

整理，充分考察江西文化遗产资源发展的内涵特征和精神内核，为促

进江西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决策和咨询服务，使本学科在江

西省委、省政府制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

参考、咨询作用。

（六）不断强化文化传承创新职能，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传承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挖掘赣鄱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谱系。打造文化传承新高地，将学

术研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相结合，考察中国古代思想与

文学语言、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理学文化思想与当代中国建设

密切结合，解读中华文明传承路径；强化以本土文化内涵夯实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未来 3 年内，积极参与校内外国学馆、校史馆、

博物馆、展示馆等文化设施建设，以及文化宣传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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