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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苏州大学中国史学位授权点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东吴大学办学期间。1952

年江苏师范学院成立之初即设有历史专修科，1955 年在著名历史学家柴德赓教

授的带领下，创建历史学系，发展至今，办学历史长，学术积淀深。1990 年获批

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博士点，并被确定为江苏省“九五”“十五”“十一五”重

点学科。2006 年获批历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07 年历史学系获准建立历史学

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 3 月，历史学科通过评审，获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在随后的学科目录调整工作中，历史学科分设为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

其中中国史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其后也改设为中国史博士后

流动站。“十二五”“十三五”期间，中国史学科成为江苏省重点学科，验收结果

合格。 

 

（二）学科建设情况 

目前，本学位授权点依托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以及

吴文化研究基地等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平台，下设四个研究方向，即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专门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2 
 

表 1：学位授权点主要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 带头人 出生年月 
最后学

位、学历 

专业技

术职务 
主要学术职务 

中国近现代史 
朱小田 

（学科带头人） 
196307 博士 教授 

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江苏省经

济史学会理事 

中国古代史 臧知非 195809 博士 教授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

江苏省项羽文化研究会会长 

中国近现代史 黄鸿山 197705 博士 教授 

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

长；江苏省历史学会理事；苏州

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专门史 王卫平 196210 博士 教授 

教育部历史学专业类教指委委

员；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 
周书灿 196711 博士 教授 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 

本学位授权点现由一支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领衔，“省（部）级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社科英才、“江苏省 333工程”等学术带头

人、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的学科队伍，师资力量雄厚。现有 25位专职教师，

其中正高级 12人，副高级 7人，讲师 6人，10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已形成

了一支高学历、高素质、跨学科的教师科研队伍。 

表 2：学位授权点师资获得高层次人才项目情况 

姓  名 团队中担任的职务 获得高层次人才项目类别 

王卫平 专门史方向带头人 

全国优秀教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 

江苏省 333工程培养对象 

朱小田 学科带头人 

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 

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江苏省高校“新世纪学术带头人” 

臧知非 古代史方向带头人 
江苏省 333工程培养对象 

江苏省青蓝工程培养对象 

黄鸿山 近现代史方向带头人 

江苏社科英才 

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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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团队中担任的职务 获得高层次人才项目类别 

周书灿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向带头人 苏州市第三批东吴学者 

王青 古代史团队成员 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徐鹤涛 近现代史团队成员 苏州大学优秀青年学者 

张程娟 专门史团队成员 
江苏省双创博士 

苏州大学优秀青年学者 

 

（三）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2021 年，本学位授权点招收硕士 15 人、博士 5 人，共计 20 人。目前硕士

在读 40 人，博士在读 20 人，共计 60 人。硕士毕业 13 人，授予硕士学位 13 人，

其中就业 8 人、读博深造 5 人；博士毕业 5 人，授予博士学位 5 人，其中高校就

业 2 人（另外 3 人定向在职）。 

4、研究生导师状况 

本学位授权点目前共有博士生导师 11名，硕士生导师 19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7人，全部拥有博士学位。 

表 3：研究生导师状况 

主要学科方向 姓 名 出生年月 最后学位 职称和导师资格 

中国古代史 

臧知非 195809 博士 教授，博导 

铁爱花 197603 博士 教授，博导 

胡火金 196311 博士 教授，硕导 

王青 197509 博士 副教授，硕导 

丁义珏 198301 博士 副教授，硕导 

中国近现代史 

朱小田 196307 博士 教授，博导 

黄鸿山 197705 博士 教授，博导 

朱从兵 196508 博士 教授，博导 

池子华 196108 博士 教授，博导 

王玉贵 196510 博士 教授，博导 

傅亮 198610 博士 副教授，硕导 

徐鹤涛 198802 博士 副教授，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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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科方向 姓 名 出生年月 最后学位 职称和导师资格 

中国专门史 

王卫平 196210 博士 教授，博导 

余同元 196201 博士 教授，博导 

王晗 197908 博士 副教授，硕导 

朱琳 197704 博士 副研究员，硕导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周书灿 196711 博士 教授，博导 

吴建华 196207 博士 教授，博导 

侯德仁 197507 博士 副教授，硕导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保证。本

学位授权点所在的社会学院由院党委书记分管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配有一名

专职研究生辅导员，严格落实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制度；学+ 

科导师既是专业导师，也是德政导师，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位授权点

同时配备一名秘书，配合专职研究生辅导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我院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把学习宣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开

展面向全院研究生的宣传教育,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

心。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方位地贯穿

于教学、科研、服务和管理等各个环节。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开展主题讲座、实

地调研、党团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帮助研究生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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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情况 

主题 时间 参与者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关工委与研究生交流会议 3月 16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 3月 24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社会学院“薪火计划”启动仪式 4月 20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追忆党的光辉历程，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党史学习专题宣讲 
4月 21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重温百年历程，打造最美窗口”——社会学院党史

学习教育沉浸式主题活动 
4月 24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郭富山》 观影活动——党史学习专题教育 4月 28日 学位点部分在校生 

“砥砺信仰心向党 使命引领开新局”征文比赛 5月 8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学党史忆百年历程，守初心展研途风采”知识竞赛 5月 24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辅导

报告会 
9月 24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新生入学教育活动系列之“书记第一课”讲座 10月 16日 学位点新生 

社会学院研究生热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11月 12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学党史，强党性，跟党走”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11月 13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除了学院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外，本学位授权点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鼓励和支持广大教师在教学中开展多种形式的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全方位、

多层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全面提升课程思政建设能力。 

2021年，朱琳老师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课程获得苏州大学课程思政项目立

项。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依托建设的历史学（师范）本科专业被确定为江苏省

首批课程思政示范专业。 

本学位授权点今年有 2名学生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三）校园文化建设 

我院为研究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对于充实研究生课余生活，

发挥研究生体育、艺术等方面的特长，陶冶研究生的情操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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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部分文化活动 

主题 时间 参与者 

趣味运动会 4月 18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研究生素质专题讲座 10 月 20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篮球友谊赛 
10 月 17日至

21日 
学位点部分在校生 

科研与实习经验分享会 10 月 22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研究生学术规范与科研诚信专题讲座 10 月 22日 学位点全体新生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新生第一课主题交流会 11月 8日 学位点全体新生 

“绿色骑行，共享生活”研究生会绿色骑行活动 11 月 14日 学位点部分在校生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本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定期开展研究生思想政

治理论学习、主题教育、主题讲座、座谈会，及时掌握研究生思想政治动态。

第二，研究生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本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做好研究生会、

班团学生干部管理与培养，协调好班级学生干部、党支部支委、院研究生会的

工作协调，及时开展相关座谈会了解学生干部的思想动态与工作能力。第三，

心理健康与安全稳定。本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组织 2021级研究生完成心理普测

工作，并根据普测结果，对部分研究生进行谈心谈话交流。同时做好研究生安

全教育工作，及时提醒研究生注意自身财产、宿舍安全等问题，每月定期在社

会学院研究生公众号推送防诈骗相关内容。第四，疫情防控与请销假。在疫情

特殊时期，本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做好研究生的每日疫情摸排上报工作，严格

规范研究生日常请销假制度。教育引导研究生非必要不离苏、不离校，减少人

员流动和聚集；教育研究生关注疫情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科学佩戴口罩，合

理安排作息、安全健康饮食，做好健康监测、遵守防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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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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进行全面改革，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重点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朱琳老师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课程获得苏

州大学课程思政项目立项。二是注重增强史料阅读、分析和写作能力。朱小田等

博导的博士生课程专门探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史料阅读和分析能力，着力提高研

究生论文写作水平。 

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本学位点采取研究生选课试听制度，研究生在正式选

课之前，有 2周左右的试听过程，之后再正式选课。这样可以较好的激励教师将

精力投入教学。 

 

（二）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本学位授予点对导师进行严格的选聘、培训、考核。一是导师的选聘及其资

格认定需经过学院 “把关”，学院对导师上岗前进行严格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

的审核。二是学院对获得认定资格的导师进行培训和考核，通过之后才能上岗招

生。三是实施“老导师帮扶新导师”制度，在新导师独立指导学生前，由老导师

帮扶新导师指导研究生。 

本学位授予点严格遵守教育部、教育厅、苏州大学有关师德师风的规章制

度，积极宣导师德师风的各项要求，使导师树立师德师风的“底线意识”。本学

位授予点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将师风师德建设纳入到导师管理各环节。严

格执行学校关于《苏州大学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规范》，对标进行自我排查，对

违反的行为绝不姑息，实行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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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训练情况 

在学术训练方面，除导师进行的日常学术训练以外，本学位点还有如下要求： 

一是积极鼓励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文。本年度，博士生戴少刚在 CSSCI 期刊

《中国农史》（导师一作）上发表一篇论文。 

二是鼓励学生参与和承担各类科研项目。为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导师普遍让研究生参与自己主持的科研项目，并鼓励学生独立申报和主持科研项

目。本年度，博士研究生杨林颖主持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宋代馆客

的日常生活研究”。 

三是聘请外单位专家来校讲学。本学位授权点积极邀请相关领域学者为研究

生开设各类讲座，这类讲座每年约 8-10次。 

 

（四）学术交流情况 

受疫情影响，研究生在校期间参与学术交流的途径主要是参加学术会议或研

讨班。 

 

（五）研究生奖助情况 

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

“三助”津贴、国际交流奖学金、捐赠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困难补助共八

部分构成。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所受奖助可分为普惠性补助和竞争性奖助两部分。

学校和学院定有专门规章制度，开展研究生奖助学金评选工作。此外导师还从科

研经费项下不定期给予研究生“三助”津贴。 

本年度，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2人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特等奖 3人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 12人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16人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三等奖 20人次；获得“顾—张奖学金”1人次；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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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周氏奖学金 1人次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一是积极配合研究生院“破五唯”改革，探索建立科研训练积分制，多维

度的考察授予学位的要求。二是加强了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各个

环节的要求，力求做到全过程管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尤其是提高学位论

文的水平。三是为了保证培养质量，本学科从研究生入学考试环节就“做足”

功课。为保证生源质量，加强面试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采取提前准备题库随

机抽取形式，保证面试的公平性。通过以上措施，综合挖掘生源的综合素质、

理论基础、专业特长和创新潜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21年，夏雪的《北洋时期铁路警察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郭子英的《东周时期楚国屈氏家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获得苏

州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洪怡博士的《宋明苏州福清王氏家学之变及传承》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界第十五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二）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本年度新引进了一名年轻副教授熊贤品老师，

充实了中国古代史方向的师资队伍；二是做好了具有副高职称的年青教师申报硕

士生导师的动员工作与培训工作。三是继续做好博士生导师上岗招生的工作。 

 

（三）科学研究 

在项目方面，2021 年本学位授权点教师新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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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点 1项），本年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计 4项，省部级项目 4项，市厅

级项目 5项，横向项目 8项。总计到账经费 192.3 万元。 

表 6：学位授权点教师全年主持项目情况 

主持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 

级别 

到账经费 

金额万） 

朱从兵 近代中国铁路体制的早期探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

项目 

国家级

重点 
32 

臧知非 秦汉农民身份演变的历史考察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级

重点 
3 

傅亮 
民国时期海关税款的保管

与分配（1912—194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

项目 
国家级 23 

丁义珏 北宋宦官制度研究 国际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国家级 2 

范莉莉 
日常生活史视野的吴地知

识人（1465-1566）研究 

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项目 

省部级

一般 
4 

张程娟 
从卫所到漕帮：明清漕运卫所

的演变研究 
教育部青年项目 

省部级

一般 
3 

周书灿 
现代学术思潮与多学科视野下

的《穆天子传》研究 
贵州市省规划办 

省部级

一般 
15 

胡火金 苏州水文化与城市精神研究 
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项目 

省部级

一般 
1 

王卫平 
清代苏州地方官的社会治理思

想与实践研究 
姑苏宣传文化人才项目 

市厅级

一般 
12.5 

王玉贵 
吴文化与近现代江南地区工商

企业文化研究 
江南文化专项 A类 

市厅级

一般 
6.4 

朱琳 
非遗家学传承研究——立足于

苏州的考察 
市厅级-省教育厅 

市厅级

一般 
1 

张程娟 
明清漕运制度与徐淮地区社会

变迁研究 
省运河院一般课题 

市厅级

一般 
0.9 

侯德仁 
晚清民国西北史地学中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观念研究 

博瑞奖教金（民族共同

体），苏州市委统战部项目 

市厅级

一般 
尚未到账 

胡火金 
苏州古城水文化馆展陈视频脚

本及有关资料翻译 
苏州市水务局 横向 8 

胡火金 苏州水文化概论 苏州市水务局 横向 2.6 

黄鸿山 张家港市家风教育基地陈展 
张家港市凤凰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横向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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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 

级别 

到账经费 

金额万） 

王卫平 《昆山史纪》史学撰写及出版 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横向 12 

王卫平 
张家港市家风教育基地陈展顾

问 

张家港市凤凰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横向 4 

王玉贵 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研究 江苏路漫律师事务所 横向 20 

徐鹤涛 
民国时期商人税外负担研究及

资料整理项目资助协议 
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 横向 6 

王国平 
《苏州大运河史》编纂与苏州

大运河数据库建设研究 
苏州市社科联 横向 30 

在论文发表方面，本学位授权点教师全年共发表核心论文 12 篇，其中一类

权威文章 1 篇，二类核刊 7 篇，其他核刊 4 篇。共发表普通论文 19 篇。 

 

表 7：学位授权点教师全年发表核刊情况 

作者 论文名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作者

排序 

刊物

级别 

王卫平 
从“苏作”看苏州的

工匠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华文摘（全

文转载） 

2021年 1月 4日

/2021年第 6期 
独立 

一类

权威 

王玉贵 
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

国减贫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年 5月 7日第 1

版 
独立 二类 

周书灿 
汲冢争讼与流失简真

伪之辨 
浙江社会科学 第 7期 独立 二类 

王晗 

清代基层官员的环境

感知与地方治理——

以陕北黄土高原为例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第 6期 独立 二类 

张程娟 

长运之后：明代中后

期漕运派兑改革与卫

所分帮机制 

学术研究 第 9期 独立 二类 

傅亮 

关税特别会议与英国

对华海关新政策

（1925-1926） 

史林 第 6期 独立 二类 

冯世明 
古代游牧民族国家形

成模式之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年 5月 19日 独立 二类 

范莉莉 
苏州士子的科举竞争

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年 1月 4日 独立 二类 

徐鹤涛 
北洋政府财政预算数

据辨析 
经济社会史评论 第 3期 第二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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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论文名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作者

排序 

刊物

级别 

熊贤品 
战国纪年铜戈研究两

则 
考古与文物 第 6期 独立 三类 

胡火金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水

灾危害及灾害链 
农业考古 第 4期 独立 北核 

铁爱花 
宋代科举“抑势家，

拔寒士”政策考论 
中国考试 第 10期 第二 北核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本学位点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和学科特点，结合学校、学院特

色，从本学位授权点的师资队伍、学科方向、人才培养质量与特色、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学术交流、条件建设、制度保障等方面，开展了初步的总结与评价工

作。 

本学位授权点对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2020版）》等标准进行自

我初评，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是师资队伍建设仍有待加强。本学位授权点近年来大力引进年轻教师，但

目前总人数不过 25人，离 30人左右的规模还存在一些差距；高级职称队伍老龄

化比较严重，5-10年内面临新陈代谢的需求。 

二是国际学术交流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加强。目前疫情状态下，国外访学交流

几乎暂停。 

三是高层次、有显示度的成果和奖项相对不足。 

 

（二）学位论文盲审情况及问题分析 

本学位授权点论文盲审情况总体尚可。2021 年博士论文盲省中，有 1 个不

合格，修改后再次盲省 2个良好；有一位同学的论文盲省获得 5个优，这得到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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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专家的一致好评。5 份博士学位论文的 27份盲审结果（1个不合格修改后再送

出 2份），优良率达到 77%。 

2021 年博士学位论文抽检中，本学位授权点被抽查的《技近乎道——明清

苏作技艺发展研究》博士论文，不存在问题。 

六、改进措施 

本学位授权点提出的改进措施如下： 

（一）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人才，使团队的年龄、职称、学缘和学历结构得

到进一步改善，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平均每年引进 2人，使学科团队总人数达到

35人左右。 

 

（二）积极推动人才培养工程 

切实落实人才培养工作的内涵式发展，大幅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研究生

论文质量建设，争取落实研究生国际交流经费，推动研究生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三）争取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紧密围绕国家、江苏省和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重点对吴文化研

究、慈善与社会保障史、中国社会史等领域方向进行重点突破，力争产出原创性、

前沿性、突破性和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