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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0000
年紀念辛亥百年
學術會議綜述
陳　雁 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辛亥革命」研究是中國大陸近代史

學界的研究重點之一，自 1980年代以來，
「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經成為中國近代史學

科最受重視、學術成果最多的研究領域之

一。⋯⋯據不完全統計，1981-2000年出版
的有關辛亥革命史圖書超過 350種；發表文
章大約 1萬篇，是前 30年的 20倍。」（註1）

今年，辛亥百年的紀念活動席捲全國，給

這一近十年來已相對轉冷的研究領域帶來

了新的繁榮。10月 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召開了規模盛大的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大會，隨後全國各省市、各種黨派、
各級機構紛紛以紀念大會、理論研討會、學

術報告會、新書發佈會、圖片展覽等形式紀

念辛亥百年。根據筆者利用讀秀網和中國知

網所作的不完全統計，截止 10月底，中國
大陸今年已出版（包括再版）了116部以「辛
亥」為題的中文書籍─這一數字已經超過

了該主題在過去十年的出版總量；發表篇名

包含「辛亥」一詞的期刊論文 898篇─而

2010和 2009年不過 154篇和 82篇，可謂
出現了井噴式的繁榮。今年，全國各地召開

的以「辛亥革命」為主題的相關會議數量之

多、主題之繁雜更是令人咋舌，本文僅就筆

者視野範圍之內的學術研討會做一簡單介

紹。

多省市高規格主辦大型學術會議

2011年，中國大陸紀念辛亥百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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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學術會議是 4月 2-5日在西安舉辦的
「黃帝旗幟‧辛亥革命與民族復興」學術

研討會，該會由陝西省政府主辦，西北大學

承辦，是陝西省政府一年一度清明公祭黃帝

活動的一部分，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

灣、馬來西亞的 70餘名學者與會，其中包
括張豈之、金沖及等知名學者。這次會議將

國內近年來的尊黃、祭黃熱與辛亥革命時期

孫中山等人舉黃帝為民族之旗幟、民主之初

祖的舉動相聯，拉開了中國大陸紀念辛亥百

年各類學術活動的大幕。

今年大陸所有紀念辛亥百年的學術會議

中的重頭戲當推 10月 12日在「首義之都」
武漢舉辦的「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紀念辛

亥革命 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該會
由湖北省政府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湖北

省政府、中國史學會、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

究所、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武昌辛亥

革命研究中心承辦。這次研討會是繼紀念辛

亥革命 50周年、70周年、80周年、90周
年在武漢舉辦的四次學術討論會之後，在該

地舉辦的第五次有關辛亥研究的學術盛會。

1981、1991和 2001年三次會議的主題分別
是「辛亥革命與中國資產階級」、「辛亥革

命與近代中國」、「辛亥革命與 20世紀的
中國」。本次會議吸引了來自海內外的 200
多位學者，其中境外學者 51位。章開沅、
張玉法、狹間直樹、周錫瑞和張海鵬五位教

授作大會主題發言。這次會議共組織了 36
場分組討論，有 150餘篇論文發表，規模空

前。

在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浙江，8月 19
日，「辛亥革命與杭州」研究論壇在杭州開

幕，來自境內外 100餘位中國近代史的專家
學者探討了辛亥革命中的浙江元素和杭州

元素。與很多省市的做法類似，這一論壇由

杭州市政協主辦。10月 10日，浙江省委宣
傳部、中共紹興市委又聯合在紹興召開「浙

江省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理論研討會」。
浙江省內外 80多位專家學者向會議提交了
60多篇論文，圍繞「浙江與辛亥革命」的
主題交流研討。

辛亥革命的另一策源地廣州率先在 4月
7-8日舉辦了「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研討
會」，該會由中央文史研究館主辦，全國

32個地方文史研究館有代表參加，提交論
文 40餘篇。9月 7日，由廣東省政協、民
革中央宣傳部、民革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山市

委、中山市政府聯合主辦的「翠亨論壇」在

孫中山故鄉中山市翠亨村開幕。與會的 120
餘名學者和辛亥革命先驅者的後人圍繞「孫

中山與民主革命」的主題展開研討。9月 23
日至 24日，由廣州市社科聯、廣州市地方
誌學會和廣州地方史學會聯合舉辦的「辛亥

革命與廣州城市發展學術研討會」又在惠州

召開。

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所在地南京，10
月 16日舉行了「辛亥革命暨南京臨時政府
成立國際學術研討會」，該會由南京大學、

揚州大學、民革江蘇省委、省政協文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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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省孫中山研

究會主辦，約 100位海內外專家學者參加，
共收到論文 80多篇，就中國在辛亥革命前
後的政治變法、社會改造、人物活動等多個

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這是江蘇省

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
在辛亥革命的重鎮上海，8月 26日，

上海市政協、民革上海市委聯合主辦的「辛

亥革命與上海」國際研討會率先開幕，海內

外 90餘名專家學者提交論文 60餘篇，深入
探討了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作用以及

辛亥革命對上海發展的深遠影響。9月 28
日， 「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化」學術討論
會在興華賓館舉行，此會由上海市社會科學

界聯合會、市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市歷史

學會聯合主辦，會議圍繞「辛亥革命與近代

化」、「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和「新媒體

與辛亥革命」三個主題展開學術討論，這是

上海市社聯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系列學術
活動之一。

在保路運動的發源地四川，10月 17日，
「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成都開幕，該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

研究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和四川省政協文

史資料和學習委員會等機構主辦，會議期間

還舉行了由曾業英主編的《尹昌衡集》的新

書發佈會。10月 20-21日，由四川博物院
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共同主辦的「政治

變遷與區域社會：紀念辛亥革命暨保路運動

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四川博物院舉

行，70餘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 60餘篇。
會議探討了不同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的傳承、

變遷與政治變革的關係，聚焦於保路運動與

四川社會、中央政策與地方利益，社會精英

與普通大眾、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進程等問

題。

在湖南，10月 9-11日，湖南省社科聯、
湖南師範大學、湖南省社科院、湖南省史學

會、湖南省方志辦、湖南省辛亥革命研究會

等聯合舉辦的「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暨紀念

辛亥革命 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湖
南大學召開。為鼓勵青年學者在該領域的研

究，還同時舉辦了「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
青年學術研討會」。10月 11日，湖南省政
協、湖南省歷史學會又在長沙舉行了「蔣翊

武與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

「一部辛亥革命史，半部在江南」，中

國大陸今年對辛亥百年的學術研討一樣集

中於南方地區，除上述幾省外，安徽、福

建、雲南、廣西、貴州等省也舉辦了具有地

方特色的學術會議。在安徽：8月 12-14日，
安徽省政協和安徽大學共同舉辦的「辛亥革

命與百年安徽學術研討會」在安徽大學召

開，與會者 80餘人，共收到正式論文 23篇。
在福建：10月 25-26日，由福建省社科聯
主辦，福建省僑聯、福建省社科院聯辦，福

建省華僑歷史學會、福州市僑聯承辦的「閩

籍僑胞與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暨報告會」在福

州舉行，與會學者 50餘人，論文 45篇。在
雲南：10月 27日，由中國近代文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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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雲南省委、省文聯、省南社研究會等聯

合舉辦的「南社與辛亥革命兩岸三地學術研

討會」在昆明舉行，與會學者 120餘人，發
表論文 60多篇。在廣西：民革中央和廣西
壯族自治區政協主辦的「紀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學術研討會」9月 9日在梧州市舉行。
在貴州：貴州省政協主辦，貴州大學承辦的

「貴州省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學術研討
會」10月 11日在貴陽召開，會議主題為「辛
亥革命與民族復興」。

北方省市紀念辛亥革命的學術活動主要

集中在北京、天津、山東、河南和遼寧等

地。早在 8月 24日北京市政府就舉辦了「辛
亥革命與北京歷史文化」研討會。9月 17
日，「天津史學界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學術

研討會」在南開大學舉行，此次研討會由天

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市歷史學學會、南

開大學共同主辦。9月 28日，河南省社科
聯主辦的「河南省社科界紀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學術研討會」在鄭州市召開。10月 12
日，山東省政協文史委、山東省歷史學會、

山東省社科院和山東大學聯合舉辦的「山東

省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山
東省政協會堂舉行。10月 25日，由大連社
會主義學院、遼寧師範大學等聯合舉辦的

「辛亥革命與社會變遷：紀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連台兩地學術研討會」在大連舉行。

今年全國各地舉辦的紀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學術會議往往具有較濃的官方色彩，

各級政協、統戰部門和民革在今年的紀念

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非常主動地參

與到學術會議的籌備與組織中。有政府的支

持、官方的合作，今年這些學術研討會顯得

「財大氣粗」，規模大，規格高；但擔任會

議承辦方的學術機構也因此在會議主旨、論

文取捨上受到一定掣肘。

全國高校、研究機構主辦的學
術會議

除了參與或合辦、承辦各省市政府出面

組織的相關學術會議之外，全國各地多所高

校和研究機構還舉辦了多場高水準的學術

研討會。

9月 26日，故宮博物院在既象徵著帝制
遺產，又象徵著革命成果的故宮舉辦了「辛

亥革命與故宮博物院建院學術研討會」，20
名學者與會向大會提交了 14篇論文。
北京大學在 10月 18-20日舉行了「辛

亥革命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聚集

了近百位中外學者，是大陸高校舉行的辛亥

革命研討會中規模最大的一個。金沖及、張

磊、陳三井和來自法國的巴斯蒂四位教授在

開幕式致辭，王曉秋和錢乘旦教授分做題為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義」、「論辛亥革命在

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的主題報告，體現了北

大這次會議的國際視野。

多所師範大學在今年的辛亥百年學術活

動中唱主角。10月 7日，上海師範大學人
文學院、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與上海市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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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會聯合主辦了「上海：一座城市的辛亥

革命學術研討會」，80餘人與會。研討會
共分「上海社會與辛亥革命」、「近代人物

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時期上海城鄉

與階層」三場。10月 8日，四川師範大學
舉辦了「辛亥革命與四川」學術座談會。10
月 22-23日，陝西師範大學、西北大學、陝
西省歷史學學會和臺灣極忠文教基金會在

陝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舉行了「紀念陝西辛

亥革命 10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海峽兩岸第三
屆孫文論壇」。10月 25日，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和韓國學術社團「亞洲論

壇」在武漢聯合舉辦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紀念高峰座談會」。

專題性學術會議

除了全國性研討或具有地方特色的區域

性研究會議之外，今年還有不少專題性學

術會議召開，或就辛亥革命與某一專題的關

係，或就某一領域在辛亥百年以來的發展展

開了深入的探討。

9月 17-19日，國家清史編委會與故宮
博物院在北京聯合召開「中國辛亥革命百年

紀念暨第十四屆清史學術研討會」，有來自

海內外的 13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共收
到論文近百篇。會議期間，與會學者分四組

就辛亥革命，清代政治、文化、經濟、邊疆

民族以及清代滿漢文檔案等進行研討。

作為辛亥革命重要力量的海外華僑一直

是辛亥革命研究的熱點，今年也不例外，由

國務院僑辦牽頭，在廣州和長沙先後舉辦了

兩次「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

8月 22日的廣州會議由國務院僑辦、中國
海外交流協會主辦，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承

辦，與會學者 80餘位，收到論文 45篇。研
討會現場還展出了「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

的圖文史料。兩天後，該會議又移師武漢，

在華中師範大學舉行了「湖北座談會」。

對辛亥革命第三大策源地「留學生」的

研究也並未受到冷落。8月 27-28日，由歐
美同學會和澳門基金會聯合舉辦的「留學人

員與辛亥革命暨第二屆中國留學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有近 80名中外
學者與會。以「辛亥革命與留日學生」為主

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9月 23-25日在武漢大
學舉行，該會由武漢大學與日本法政大學聯

合主辦。今年 12月，圍繞該主題的另一場
會議將在日本法政大學舉行。

人物研究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另一重

點，今年的學術會議除了聚焦孫中山（廣東

中山，9月 23日）、尹昌衡（四川成都，
9月 17日）、蔣翊武（湖南長沙，10月 11
日）之外，還有集中探討林森和袁世凱與辛

亥革命關係的專題會議。10月 21-22日，
「林森與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在林森的故

鄉福州舉行，該會由福建省社科聯主辦，福

建省林森研究會承辦，與會學者達百餘名，

收到論文 40多篇。河南的安陽師範學院將
在 12月份舉辦「辛亥革命與袁世凱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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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而 9月 10-11日由復旦大學歷史系、
復旦大學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中

心與美國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共同主辦

的「民國人物的再研究與再評價」學術研討

會也是一個旨在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以
人物研究為中心的國際學術會議，該會聚集

了 50餘位海內外學者。
其他的專題研討會還涉及史料、民俗、

法制和貨幣等領域，體現了中國近代史研究

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的良好趨勢。比如 10
月 18日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辦的「辛亥革命
以來的文化史料研討會」就是一場多學科學

者的聚會，既有考古學、漢語言文字學的學

者，也有近現代文學研究專家、文物學家和

致力於民間文化史料收集整理的學人。該會

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新文學史料》雜

誌社主辦，《讀書》雜誌社、《文藝研究》

雜誌社協辦。 
8月 21日，「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民

主法治─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學術研

討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舉行，

這次研討會由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主辦。

這一高水準的法學研究會議彙聚了國內近

70位專家學者，有 46篇研究論文發表。這
雖然不是歷史研究的會議，但是與會的法學

界專家就辛亥革命的性質、辛亥革命與中國

法治的近代化、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民主憲政

的發展歷程、中國刑法和民法的百年變革等

問題所展開的探討給史學界的相關研究提

供了值得借鑒的視角與方法。

9月 14-15日，由中國錢幣學會主辦，
湖北省錢幣學會承辦的「辛亥革命與貨幣」

專題研討會在武漢召開。來自全國各省市

錢幣學會、文博系統、大專院校的專家學者

70餘人參加了會議。10月 14日，上海舉辦
了「辛亥百年與民俗變遷」研討會，該會由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與上海市辭書

學會、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等機構共同主

辦。

其他學科領域「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
年」的研討會還有不少，甚至有學術會議將

知青研究、海洋學等冠以辛亥百年的紀念之

銜，限於篇幅，無法在此一一贅述。本文對

中國大陸紀念辛亥百年各類學術會議的介

紹難免掛一漏萬，敬請諒解。

【註釋】

  1. 張海鵬教授在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國際學術
討論會上的開幕致辭，引自 http://jds.cass.cn/
Item/2176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