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简介 

● 历史沿革：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最早进入文化史研究

领域的学术单位之一； 

1989 年经湖北省教委批准成立； 

1991 年被确定为湖北省首批省级重点建设学科（中国文化史）； 

1993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2 年被遴选为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首批设岗单位； 

2003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4 年被授予“湖北省高校有突出成就的创新学科”称号；2008 年被评为

“湖北省特色学科”； 

2010 年，以本所为主干的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2011

年学科目录调整后，成为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 

2012 年 11月，中国史学科获批为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特色学科） 

20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批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出版了一批影响重大的研究成

果，拥有广泛的学术影响。 

● 学科建设理念： 

在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本所锐意创新，持续发展，形成指导学科建设和

发展的理念，这就是：“立足前沿，关注现实，突出特色，锐意创新”。 

● 标志性科研成果： 

1980 年代后半期——1990 年代中期，本所以文化史的宏观研究为重心，出

版了建国后第一部《中华文化史》，蜚声海内外。该书荣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一

等奖、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代表了

二十一世纪之交文化史研究的前沿水平。 

 1990 年代中期——2000年代，本所立足于文化史研究的深厚基础，向社会

历史研究领域拓展，出版了获得“继往开来”高度评价的《中国社会史论》。该



书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湖

北图书奖荣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内多所重点大学将其列为博士生参考书或

必读书，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本世纪以来，本所回应湖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将研究重心转向湖北社会文

化研究，集合国内湖北文化研究专家，编纂出版百万字《湖北文化史》。《光明

日报》、《中华读书报》相继发表书评，称该著为“湖北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2004 年 9 月，经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以本所为主要依托的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成立。该中心以当代湖北社

会文化为研究主题，在艰苦而厚实的基层社会调研的基础上，形成《鄂南地区基

督教、天主教传播发展情况调研报告》等一系列调研成果，得到中共湖北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及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中国社会科学内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对本系列成果加以重点刊发，产生了重要社会效益和广泛

影响。 

    ● 学科研究方向与特色： 

本学科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不断凝练研究方向，形成清代学术文化史研究、

近代思想文化研究、湖北当代社会文化研究三大研究重心，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研究工作。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及其它课题数十项；出版和发表了《文化视

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最初的纪元——中

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

《百年忧患——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

义新论》、《晚清反传统思潮论纲》《秘密结社的意识论述》、《清前期义理学

研究》、《南社与中国近代文化变迁》、《文化分区与湖北文化》、《试论湖北

文化的交融性》等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著；在国内重要报刊以及日本、台湾等

地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 百余篇，其中 50 多篇被《新华文摘》等国内重

要刊物及海外报刊转载；各类成果十数次获国家级、省市级社科优秀成果奖、图

书奖。 

http://59.68.64.11/kns50/detail.aspx?QueryID=30&CurRec=5


●学科队伍与人才培养： 

学科带头人周积明教授是著名文化史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入选者。何

晓明教授和郭莹教授均系“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学科队伍正在加

速实现年轻化与博士化。 

本所现已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自 2002 年承担湖北省

教育厅重大教改项目：“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坚持教改探索八年，并创建

“国际文化交流”本科新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取得卓越效果，2009 年荣获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学术交流   

本所与国内外高校有广泛的联系，学科主要成员曾多次赴澳大利亚、美国、

新西兰、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以及台湾、香港、

澳门等地讲学和交流；主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在海外出版和发表论著；促进了中

外学术交流。 

 

国际文化交流系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简介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原名“国际文化交流

专业”，是经国家教育部特批的国内第一个旨在培养从事国际文化交流人才的全

日制本科专业（目录外专业），2006 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2012年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将“国际文化交流专业”名称调整为“国际事务与

国际关系专业”，列为“特设专业”。 

本专业学制四年，文理兼收。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设置由外语课程、中外文

化基础课程、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课程三大课程板块组成的多学科交叉渗透

的新型课程体系，以“文化”为抓手，以“跨界应用”为特色，着重培养学生熟

练的英汉双语能力、国际文化交流能力，外语课程（英语和第二外语）训练强度

与英语专业本科基本相同。 



本专业依托湖北省首批省级重点学科和一级博士点学科——湖北大学中国

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的学术优势，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成果丰硕，并聘请海内外知

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历经十余年专业建设实践，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效。本专

业“复合型国际文化交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入选省级教改项目并获湖北省教学

成果奖。本专业培养的学生综合素质高，外语能力强，就业面广。毕业生或进入

海内外大学国际关系、外交学、中外文化、翻译、外国语、文化遗产、传播学、

对外汉语、国际商务、经济管理等学科硕博专业继续攻读深造，或进入政府机关

和文化、宣传、教育、新闻、旅游及知名大型企业等各类企事业单位工作。 

 

 

 

 

 

 

 

 

 

 

 

 

 

 

 



名师风采·教学团队 

 

 

郭莹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二级教授；现任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当代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等学

术职务。 

学术专长：中国社会文化研究、湖北区域文化研究；在《社会学研究》、《史

学理论研究》、《学术月刊》、《中国社会科学内刊》、《新华文摘》、《光明

日报》等国内权威和重要学术刊物及日本、美国、台湾等地报刊发表论文 60 余

篇。主编《中国文化讲习录》《外国文化讲习录》等著作、丛书多种。先后获国

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多项奖励。 

 



 

周积明教授，著名文化史学者，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湖北大学原副校长，二级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

副会长。  

学术专长：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国早期现代

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史研究》

等国内权威和重要学术刊物及海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种。

主持国家重大专项课题《清史·思潮志》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汉冶萍

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学奖和湖

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何晓明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二级教授；兼任全国史学理论研究会

常务理事等。 

学术专长：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研究；在《历史研究》、

《哲学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国内权威和重要学术刊物

及台湾《孔孟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著作、丛书多种。曾获国家图

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社科成果奖和湖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

项奖励。 

 

 

 

 

 

 

 

 

 



 

黄柏权教授，湖北大学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湖北省宣传文化战线“五个一批”人才、湖北

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高层次人才、湖北省政府津贴专家；日本山口大学东亚

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广西民族研究》《铜

仁学院学报》编委；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青年社会科学联合

会副会长，湖北三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史学

会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理事，中国傩戏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服饰研究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土家族经济文化协作会副秘书长，湖北民族学会副秘书长。主要

从事南方民族历史文化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主持国家出版基金、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艺术基金、教育部、国家民委等课题 20 多项，出版著作 12部，发表论文和

调研报告 130多篇，参与拍摄纪录片、专题片 8部。有 10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

并获湖北省首届民族文化政府奖，因主持唐崖土司遗址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获

湖北省人民政府嘉奖。曾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新华社、

湖北日报等媒体采访。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

响力学者排行榜。 



 

姓名：郭娅 

职称：教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社会史，教育史 

 

郭娅，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社会史、文化

史、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担任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学等课程讲授；

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江汉论坛》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著作《反思与探索：教育史学元研究》、《中国教育活动通史》

（宋辽金元卷）、《言传身教：长江流域的家学与家训》，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兼任中华炎黄

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姓名：乐胜奎 

职称：副教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中国儒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思想史 

 

    乐胜奎，男，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中国哲学博士。2002 年 9 月至今

任教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史、魏晋南北朝儒学思

想史，主讲《文化哲学》、《中国文化元典原著导读》、《外国文化原著导读》

等课程。 历年来在《光明日报》、《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周易研

究》、《天津社会科学》等重要核心期刊发表二十余篇重要学术论文，出版著作

《大江儒林——长江流域的儒学与修身》、《中国文化元典选读》、《中国古典

哲学原著选读》等。曾参与国家社科重大专项课题《清史•思潮志》纂修，另参

与的《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项目获 2009 年教育部二等

奖荣誉。  

 

 



 

姓名：卢文芸 

职称：副教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近代史 

 

    卢文芸，女副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1996 年至 2002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

学，获博士学位。2002 年 7 月至今任教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研究方

向中国近现代史、南社研究、区域宗教史；主讲《中外文化交流史》、《传播学

概论》等课程历年，发表过《南社——新文化的前驱》、《“真知”的路与障—

—论南社的“国学之真”》、《林译<茶花女>撼动中国的岁月》等论文多篇。出

版著作《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 

 



 

姓名：雷平 

职称：教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清代学术史 

 

雷平，男，湖北松滋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

中国文化史、清代学术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讲《中国文化》、《国外汉学》、《史

料学》等课程；出版专著《清前期“新义理学”研究》，在《光明日报》、《清

史研究》、《史学月刊》、《汉学研究通讯》（台湾）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编青少年读物《阅读天下·中国青少年分级阅读书系》（历史名人卷，

9册）；曾参与国家社科重大专项课题《清史·思潮志》纂修并担任主持人学术

助手，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子

课题负责人，曾参与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项；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近代史

专业委员会理事。 

 



 

姓名：刘元 

职称：副教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社会史 

 

    刘元，女，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2006 年至 2009年就读于湖北大学，获

博士学位。2009 年 7 月至今任教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湖北

历史与文化、区域宗教史。主持湖北省和教育厅课题多项，在《兰州学刊》、《湖

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著作《晚清湖北教案研究（1860

—1911）》，该著作曾获得武汉市社科二等奖。 

 



 

姓名：郑维维 

职称：副教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社会史 

 

    郑维维，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史、现代中外关系

史的教学与研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秘书学等课程讲授。在《历

史教学》、《湖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著作《社会史视

角下的汉剧（1912-1949）》，主持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 1项。 



 

姓名：李灵玢 

职称：副教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社会史 

 

李灵玢，女，历史学博士。2008年至 2010 年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获硕士

学位。2010年至 2014 年就读于湖北大学，获博士学位。至今任教于湖北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主持有国家

社科基金、湖北省社科基金，以及湖北省教育厅、文化厅项目多个。先后在《光

明日报》、《福建论坛》、《江汉论坛》、《湖北社会科学》等权威及核心刊物

发表论文数十篇，部分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有学术专著《洞商与

羊楼洞区域社会》（社会科学出版社）、《洞茶与洞商》（湖北人民出版社）两

部。曾获全国高校微课大赛国家三等奖、校级青年教师比赛二等奖、湖北大学教

学质量优秀奖，武汉市社科成果优秀奖（2017）湖北省社科成果三等奖（2018）

多个奖项。 



 

姓名：李晓溪 

职称：讲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 

 

    李晓溪，男，历史学博士。2002年至 2018 年就读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

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8年 7月至今任教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一项，在《湖北大

学学报》、《中国地方志》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姓名：刘广丰 

职称：副教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五代、宋政治史、民族史、女性史、家族史等 

 

刘广丰，男，群众，历史学博士。2006 年至 2009年就读于武汉大学，获博

士学位。2016年 7月至今任教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五代

至宋政治史、民族史、女性史、家族史。主持国家博士后面上一等资助课题一项、

浙江省社科基金课题一项，在《社会科学战线》、《妇女研究论丛》等刊物上发

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译著《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 

 



 

姓名：熊兴 

职称：讲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全球治理、中国外交、非传统安全、清洁能源 

    熊兴，男，法学（国际关系学）博士。2000 年至 2004年就读于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学士学位（其中 2002年 3月至 2004年 1月在武汉

大学法学院辅修法学学位）。2004年至 2007 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

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12年 9月至 2015年 12月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其中 2013年 9月至 2014年 6月就读于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 9月至 2015年 1

月就读于台湾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公共行政与政策学系）。2007年 7月至 2012年

6月工作于国家能源新能源接入设备研发中心，2015年 12月至今任教于湖北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2016年 6月至今为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7年 10月至今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

中国外交、非传统安全、清洁能源。主持武汉市社科基金，北京大学世界新能源

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基金等多项课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多项。在《社会主义研究》、

《深圳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著作 2 部，参与著作 4 部。 



 

 

姓名：李佳佳 

职称：讲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李佳佳，女，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2012 年至 2015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5 年 12月至今任教于湖北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一项，在《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姓名：唐辉 

职称：讲师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新兴国家、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唐辉，男，中共党员，法学博士。2012 年至 2017 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

获博士学位。2017年 12月至今任教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新

兴国家、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在《教学与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等

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姓名：蔡智力 

职称：中级 

学历：博士 

研究方向：四库学、文化文献学、经学史、思想文化史 

 

    蔡智力，男，文学博士。2014 年至 2018 年就读于辅仁大学，获博士学位。

2018年 9月至今任教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四库学、文化

文献学、经学史、思想文化史。在《汉学研究》、《清华中文学报》等刊物上发

表多篇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