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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培养目标 

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必须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注重硕士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具体要求是： 

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

展观。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具有集体主义观念；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

谨，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阅读本专业古文献的基本能力，熟练地掌握一

门外语，了解本学科国内外前沿动态和研究新手段、新方法，具有独立从事研究的学术能力和素

质。毕业后能够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或到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作。 

二、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3 年。在规定基本年限内，未达培养要求的，可以申

请延长学习年限，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延长期满仍未完成学业者，按退学处理。延长学习

年限的学生须按学年交纳延长期学费。 

三、研究方向 

1、中国古代史 

主要研究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明清史，注重实证、以专求

通，揭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与特点。 

2、中国近现代史 

主要研究近代政治转型、山西革命根据地建设、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社会与近代中国思想文

化之变迁，重点关照地处内陆之山西近现代史发展的区域特色，揭示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规律与特

点。 



 

3、专门史： 

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宗教史，加强对晋文化的研究和挖掘。 

4、历史地理 

继续推进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研究环境变迁、区域发展、城乡聚落发展等问题。重视

与社会史、环境史等学科相融合，突出区域人地互动关系，揭示历史地理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规律

与特点。 

5、中国社会史 

主要研究中国历代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变迁等问题，注重文献考证与田野考察相结合

能力的培养，侧重中国近代社会史、华北区域社会史、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人口资源环境

与社会变迁研究。探索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四、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参见附表 “教学进度表”） 

2、补修课程 

以同等学力入学和跨专业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必须补修与历史学专业相关的本科阶段专业核

心课程 2 门。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选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 

专门史：       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选 

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中国古代史 

中国社会史：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 

五、专业实践和学术活动 

学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积极参加教学实践和科研训练，包括参加社会调查、承担校内外的科

研、设计、调研、咨询和服务等相关专业实践活动。 



 

学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积极参加各种相关学术活动。积极开展内部定期学术交流。学术活动

包括举办个人学术报告、文献报告，参加学术报告会、学术前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暑

期学校等。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加 10 次以上（其中 2 次为跨二级学科）的学术活动，其中,校外

学术活动至少 1 次。要求每次活动须写出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学术活动达到规定要求的记 2 学

分。填写“硕士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存，申请答辩前交所在院系研究生

管理部门记载成绩。 

六、学位论文 

（一）论文开题 

硕士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本课题研究

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选题。选题要有创新性和先进性，确定研究课题和作

开题报告，须经导师审核同意，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应由培养单位组织公开进行。 

（二）预答辩 

预答辩是对硕士生学位论文提交正式审核之前，所在培养单位和导师对即将毕业硕士生的学

位论文所做的最后一次自我把关。其主要目的是对该学位论文是否已经达到本学科对硕士学位论

文的水平要求进行自我诊断，尤其是对该学位论文的史料搜集解读等进行甄别和把关。硕士学位

论文预答辩应由导师主持，指导小组成员和本学科专家参加，也可根据需要邀请校内外其他专家

参加。时间一般在三年级第一学期末举行。 

（三）论文评阅 

培养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人员对本单位硕士学位论文进行评阅，学校随机抽取部分论

文外审盲评。论文评阅有关规定详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四）论文答辩 

一般在最后一个学期末进行。有关要求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七、必读书目和主要学术期刊 

1、3 方向必读书目： 

《左传》，中华书局，1981 年。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 

班  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 

范  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 

陈  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 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 年。 

洪  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 年。 

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3 年。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2007 年。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 年。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1 年。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 年。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人民出版社，1999 年。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陈寅恪：《隋唐制度源渊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 年。 

陈  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人民出版社，2003 年。 

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李治亭主编：《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 年。 

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 2002 年版。 

2 方向必读书目 

胡思庸、苑书义：《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英]爱德华•H.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

出版社 2003 年。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 2002 年。 

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行龙：《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行龙：《 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行龙 《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 年版, 

行龙、 马维强、 常利兵：《 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岳谦厚：《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书海出版社 2005 年。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1 年。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 2006 年。 

杨念群：《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美]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郝平：《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4 方向必读书目： 

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杨正泰：《中国历史地理要籍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谭其骧：《长水集》（上、下），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地图出版社，1982—1987 年版。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5 年版。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史念海：《河山集》（1—9 集），中华书局等出版。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 年版。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上、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 年版。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年版。 

[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姜道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日]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 

5 方向参考书目：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静如等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杨念群主编：《空间  记忆  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 

【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王尔敏：《新史学圈外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马寅初：《新人口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行龙：《近代山西社会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行龙：《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  

行龙：《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  

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行龙等著：《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李中清、王丰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北京：三联书店，2000

年版。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2 年版。 

【美】高彥颐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 年版。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美】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文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年版。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版。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美】艾尔曼：《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1998 年版。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6 年版。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版。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版。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2 年版。 

【美】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0 年版。 

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年版。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版。 

【美】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版。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版。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文译本，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主要期刊文献： 

《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清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

日战争研究》、《新史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史林》、《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文史哲》 

 

电子资源：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网：http://www.jds.cass.cn 

近代中国网：www.china1840-1949.com 



 

北京大学历史系：http://www.hist.pku.edu.cn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http://www.lsx.tsinghua.edu.cn/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http://www.mgzx.org.cn/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http://ha.sysu.edu.cn/ 

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http://ipub.zlzx.org。 

 

考核办法： 

通过课程论文、读书报告会、开题报告会等方式考察学生对必读书目和相关文献的掌握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