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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强基计划招生专业培养方案 

日新书院 

清华大学新成立日新书院，负责强基计划历史学类、哲学类、中国语言文学

类（古文字学方向）的人才培养和学生管理。书院坚持强基固本、综合创新的方

针和“宽口径、厚基础、重交叉”的培养模式，主要依托人文学院历史系、哲学

系、中文系、科学史系的顶尖师资力量，致力于培养具有精深的人文专业知识和

广阔的跨学科视野、能够运用多种语言从事学术研究、知识和思想创造、推动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优秀人才。 

历史学类 

一、基本情况 

1、专业简介 

清华大学历史学科有着悠久传统和辉煌历史，是中国“新史学”的发源地之

一，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张荫麟、邵

循正、吴晗、周一良等都先后在历史系执教，形成了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

传统，培养了诸多蜚声中外的学者。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清华大学逐渐恢复包

括历史学科在内的人文学科。1985 年，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1993 年重建历史

系，2003 年所、系合并形成新的历史系。2000 年，历史系获批专门史博士点，

2006 年，历史学获得一级学科授予单位，2007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同时专门史二级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 年，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

心。2012 年，由清华大学牵头，联合国内 11 个高校与科研机构，共同建立了“出

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014 年，该协同中心通过了教育部

的正式认定。如今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学术梯队合理，学科齐全，优势集中，特色

明显，学术新生长点多，已成为国内历史学科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2、师资队伍 

历史学科（含出土文献中心）共有教师 35 人，包括教授 20 人，副教授 8 人，

助理教授 7 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青年长江学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 3 人，北京市教学名师 2 人。 

3、教学与科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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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拥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国家一级学科。中国史在历史文献学、中

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方面具备很强的实力。其中出土文献的整理

与研究已居于该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并获得了本领域有推广价值的两个国家专

利。世界史在西方史学理论、世界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

环境史、思想史）等方面实力突出。 

历史学科有 2 门课程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4 门课程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

6 门课程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7 门课程被列为校级精品课。 

二、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历史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充分秉承清华大学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

授“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和教育理念，致力于培养兼具扎实的历史学专业基础

和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重在培养出色的材料搜集、解读、分析能

力和严谨的学术写作能力；通过系统了解人类既往生活，博取众长，为我所用，

更好地把握当下，规划未来，迎接世界新的挑战。 

培养要求： 

1. 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吸收世界各大文明的有益成果，推动实现中国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 培养深入分析和阐发中西方史学基本资料，批判性采择和鉴别各类学术、

思想观点的人文学科基本能力。 

3. 系统阅读一批中西方历史学经典著作，基本掌握中西方史学的基本脉络、

主要成就与问题，以及发展趋势。 

4. 具备能够使用两种以上语言进行阅读、交流和写作的基本技能，初步拥有

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具备一定跨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的素养。 

三、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 

本科培养课程主要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深化交叉与自由发展课程。按

本科四年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在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完成社会实践、

完成通过综合学位论文训练的情况下，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 

四、培养方式 

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将进入日新书院单独编班，与书院内哲学、中国语言文学

及古文字学方向协同合作，整合配备一流的师资，提供一流的学习条件、教学资

源和教学设施，创造一流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实行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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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机制，并以多元化的国际培养环节拓展国际视野和全球

胜任力，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鼓励学生跨学科跨院系选课，探索历史学

与社会科学（政经法等）相融合的跨学科培养模式。 

在培养中强化科研协同育人，积极吸纳学生进入研究项目团队、研究中心等

科研平台参与项目研究，探索建立结合重大科研任务进行人才培养的机制。与国

际著名高校建立交流机制，为本科生的互派交流、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及建立网

络共享的国际课堂等提供支持。 

本科毕业时符合我校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要求的学生，可优先推荐免试攻读

相关方向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五、课程设置 

1.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人文素质选修课、外语课

（历史专业要求修读第二外语 4 学分）等。 

2. 专业教育课程，包括人文基础课程（本专业提供如下课程：中国古代文明、

《史记》研读、世界文明的进程、现代中国的形成、西方现代思想史专题、历史

学是什么、全球史的方法与视角、历史文献学、历史学英语文献研读、孔子研读

等）；专业核心课程（本专业提供如下课程：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

隋唐五代史、宋元史、明清史、晚清史、民国史、现当代中国史专题、世界上古

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日本史、俄国史、德意志史、英国史、印度史纲要、史

学史与史学理论专题、史学方法专题、中国经济史、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思想史

专题、西方史学史、考古学概论、古代亚洲内陆边疆、中国经学史等）。 

3. 深化交叉与自主发展课程，包括本专业深化课程（本专业提供如下课程：

学术史专题、拉丁语、出土文献选读、目录学、先秦历史文献选读、青铜器铭文

与西周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说文解字通论、古文书研读、晚清史史料导

读、数字人文等）、跨学科跨院系选修课程。 

4. 夏季学期和实践训练。 

5. 综合论文训练，包括第三学年的经典研读或主题研讨课论文、学年论文和

第四学年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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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类 

一、基本情况 

1、专业简介 

清华大学哲学系由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等人创建于 1926 年，是中国

大学最早建立的哲学系之一，被视为 20 世纪前期“清华学派”的主要支撑。1952

年院校调整以后，清华哲学系一度被撤并。新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复建于 2000 年

5 月，目前下设八个二级学科方向，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

学、伦理学、逻辑学、宗教学、美学和政治哲学，专业方向齐全，师资力量雄厚，

影响力不断提升。2013 年，清华哲学专业世界大学学科评价（QS）排名第 29 位。 

2、师资队伍 

（1）哲学学科师资力量雄厚，成员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拥有全国一级学

会会长 2 名，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2 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3 名，青年

长江学者 1 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理论建设工程”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召

集人 2 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1 名；另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5 名、教育部

优秀青年教师 1 名、清华大学“百人工程”1 名。 

（2）哲学学科师资队伍具有鲜明的国际化特色，现设有三个“国际讲席教

授（团）”，其中“金岳霖逻辑学讲席（团）”（由 Johanvon Benthem，Martin Stokhof，

Dag Westerstahl，Jeremy Seligman 四位国际著名的逻辑学和分析哲学教授组成，

其中一人是荷兰皇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的双聘院士，一人为荷兰皇家科学

院院士，均为所在大学的讲席教授）已受聘三年，成效卓著。“贺麟西方哲学讲

席（团）”（由 Otfried Hoffe，Michael Beaney，Charles Travis，Robert Stern 四位

欧美著名哲学家组成，其中有英美分析哲学学会的主席、英美权威哲学杂志的主

编，均为所在大学的讲席教授）已正式受聘到位。 

3、教学及科研条件资源平台 

哲学系现有四个校级研究中心：国学研究院秉承 1925 年创建的清华研究院

（国学门）的精神，致力于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马克思恩格

斯文献研究中心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阐发，拥有一支高

水平的科研队伍，该中心建立的两个文库，使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馆藏水

平进入国内高校的最前列；清华大学—阿姆斯特丹逻辑学联合研究中心传承与发

扬金岳霖创立的“重分析、重逻辑”的哲学传统，研究团队由清华—阿姆斯特丹

大学 12 名学者联合组成，发表了系列成果，学科带头人的学术专著获第七届中

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成为逻辑学领域近 10

年空缺之后的首个获奖成果；道德与宗教研究院致力于道德与宗教开展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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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获得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获得立项或滚动资助。这些平台

为哲学教学及科研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为学生开阔视野、了解学术前沿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 

二、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响应百年清华“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发展蓝图，遵循“中西兼重，

博通古今”的一贯理念，清华哲学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扎实的哲学专业知识，传

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品格的哲学通才和哲学专才，力求通过四年的系

统培养，使哲学专业的学生系统掌握哲学学科的经典与前沿，大幅提升逻辑推理

能力和理性论证能力，陶冶发展阅读哲学原著、写作哲学论文和开展哲学交流的

素养，真正具备在哲学学科或其他学科进一步深造的潜质，从而助力百年清华“中

西汇通，文理交融”的培养目标。 

三、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 

本科培养课程主要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深化交叉与自由发展课程。按

本科四年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在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完成社会实践、

完成通过综合学位论文训练的情况下，授予哲学学士学位。 

四、培养方式 

1. 以哲学一级学科为平台，按照哲学八个二级学科设置主干课程和选修课

程，构筑“多层次”、“全覆盖”的哲学学科教学培养体系； 

2. 坚持人文基础教育和哲学专业教育相结合、专业理论学习和科研能力培

养相结合、哲学专业学术人才培养和高层次社会应用型人才培养相结合的“三结

合”培养原则； 

3. 采取小班化教学、“精细化”培养的模式，设立本科生导师制，为每一位

本科生配备专门的指导老师，实施“一对一”培养指导。 

4. 注重培养方式的“国际化”，已与众多国际一流名校签署长期合作协定，

定期邀请国际学术名家开课讲学，互派双边学生进行中短期的学术互访。 

5. 本科毕业时符合我校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要求的学生，可优先推荐免试

攻读相关方向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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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 

1.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人文素质课、外语课等。 

2. 专业教育课程，包括人文学科基础课程（本专业提供的课程有西方哲学思

想经典、中国哲学思想经典、政治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伦理学导论、

逻辑学等）、哲学专业核心课程（本专业提供的课程有古代-中世纪西方哲学、先

秦哲学、逻辑与知识论、应用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原理、美学原理

等）。 

3. 深化交叉与自主发展课程，包括本专业深化课程及跨学科跨院系选课。 

4. 夏季学期和实践训练。 

5. 综合论文训练。包括第三学年的经典研读或主题研讨课论文、学年论文和

第四学年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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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方向） 

一、基本情况 

1、专业简介 

清华大学中文系前身为 1926 年清华学校大学部设立的国文系。1928 年，清

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国文系改为中国文学系。此后，清华中文系名师汇

集，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俞平伯、王力、钱玄同、

许地山、郭绍虞、罗常培、杨振声、朱光潜、王瑶等名师均曾在此任教。1985 年，

中文系复建，之后迅速搭建起了学科齐备的学术平台，形成了将通识教育与专业

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强调中外融合、古今贯通、文理交叉的教学理念。在 QS、

U.S.News 等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中，包括中文与外文在内的“现代语言学”排名

国际前列，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古文字学方向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汉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

艺术学等多个学科。清华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历史悠久，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

代就已涌现出王国维、陈寅恪、杨树达、闻一多、陈梦家等一批大师学者。新世

纪以来借“清华简”入藏的契机，于 2008 年 9 月成立“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李学勤先生担任首任中心主任，对“清华简”进行保护、整理与

研究，同时开展其他古文字材料（如甲骨文、金文）与中国古代文明的科学研究

和人才培养工作，并先后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本领域唯一国

家级基础文科协同创新中心等。2015 年清华大学实施“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

明研究创新拔尖人才计划”，成为古文字学及出土文献研究人才培养的“试验田”。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本研究方向已在通识教育、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建设以及

拔尖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成绩，在以文、史、哲为学科依托的同时，也成为新一轮

拉动文、史、哲发展的引擎。 

2、师资队伍 

中文学科拥有一支“小而精、高水平、高质量、国际化”的师资队伍。现有

在职教师 29 名，其中教授 20 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3 名、“清华大学首批文

科资深教授”1 名），副教授 8 名，讲师 1 名。近年来，中文学科教授获得高校人

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优秀古籍整理研究成

果奖等奖项 50 余项，其中重大学术及文学奖项有第三届“思勉原创奖”（2016）、

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19）、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4）、

老舍文学奖（201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5）、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

（2013）、德国“安内莉泽·迈尔奖”（2018）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清华大学古文字学方向拥有国内一流的师资力量。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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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历史系、中文系等相关培养单位共有本研究方向导师 21 人，其中清华

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1 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1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 人，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

才”1 人，教授和研究员 10 人。 

3、教学及科研条件资源平台 

中文系目前拥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语言

学研究中心、计算语言学实验室、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中国书法与文化研修

中心及《数字人文》学刊等资源平台，常年邀请著名国际学者、作家、艺术家来

校讲座并组织各类国际研讨会，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

工作提供了强力支持。同时，在学生选拔、导师指导、学术训练、奖助制度、国

际交换、留学派遣等方面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为保证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等，为古文学研究方向提供学科

基本教学保障，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为古文字学研究提供了科研条件和资源

平台。该中心是“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主体单位，国家“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牵头单位，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成立的“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

家委员会”秘书处单位，中心下设 4 个研究室，分别为甲骨金文研究室、清华简

研究、秦汉简研究室、文物保护实验室。其中甲骨金文研究室已建成国内一流的

甲骨文研究团队，现阶段以编纂《甲骨文摹本大系》为科研重心；清华简研究室

以整理研究“清华简”为核心任务，兼及其他战国文字材料研究，目前已处于引

领学科前沿的地位；秦汉简研究室以整理研究近年新出土的五一广场东汉简、敦

煌悬泉置汉简等为重点工作；文物保护实验室则依托清华大学多学科交叉的优势，

在古文资料保护、图像采集技术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以上四个研究室

已基本实现对古文字学所含相关研究领域的全覆盖，并初步形成了结合重大科研

任务进行人才培养的机制。中心以建设世界一流文科研究中心为目标，并与芝加

哥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古文字研究

人才提供条件。 

二、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致力于培养兼具通识素养和中文专业基础

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本专业学生应具有深厚人文关怀，正确的价值观念，拥

有阅读专业作品的能力，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知识基础和跨学科的知识结构，能

够从复杂的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并形成自身合理判断，能够有条理地表达自己思



 9 / 11 

维过程和论点，能阅读外文学术著作及交流学术观点。在拥有专业水平的阅读能

力与表达能力之外，同时具备扎实的古今语言文学基础与感知真、善、美的价值

判断能力，成为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坚力量。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要求是： 

（1）注重中外结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具备较深广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知识和独立研究、解决本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能够不断扩充、完善自己知识结

构以适应新的需求，胜任与中国语言文学相关的教学、科研和文化工作。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利用学校及学院学科齐全的优势，强调基

础课程、学科交叉与专业训练三结合，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中外融合优势的

人才。本科培养阶段实行名师授课和新生导师制，突出实践教学（社会实践、专

业实习、综合论文训练）环节。 

其中古文字学方向的培养目标是：聚焦甲骨学、青铜器学、简帛学等冷门绝

学和关键领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较高的综

合素养、突出的创新能力，有志于古文字学研究，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

发展的优秀人才。 

古文字学方向将进行本研有机衔接培养。本科阶段主要帮助学生夯实基础学

科能力素养，建立广阔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内生的研究兴趣和志向。 

三、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培养课程主要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深化交叉

与自由发展课程。按本科四年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在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完成社会实践、完成通过综合学位论文训练的情况下，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古文字学方向的本科培养课程主要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深化交叉与自

由发展课程，按本科四年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作为交叉学科，本方向

设置的基础课程，可在历史、哲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选修；专业必修课

程可以置换学生所属学科的专业课程。在修满规定所需课程学分、完成社会实践、

完成通过综合学位论文训练的情况下，授予学生所属学科（文学、历史、哲学）

的学士学位。 

四、培养方式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将进入日新书院单独编班，与书院内历史、哲学及

古文字学方向协同合作，整合配备一流的师资，提供一流的学习条件、教学资源

和教学设施，创造一流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实行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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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机制，并以多元化的国际培养环节拓展国际视野和全球

胜任力，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在培养中强化科研协同育人，积极吸纳学生进入研究项目团队、实验室（计

算语言学）、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参与项目研究，探索建立结合重大科研任务进

行人才培养的机制。与国际著名高校建立交流机制，为本科生的互派交流、学分

互认、联合培养及建立网络共享的国际课堂等提供支持。 

古文字学方向作为交叉学科，设置“古文字学专业必修课程”，与文史哲专

业学生统筹培养，同时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选课。 

本科毕业时符合我校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要求的学生，可优先推荐免试攻读

相关方向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五、课程设置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如下： 

1.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人文素质课、外语课等。 

2. 专业教育课程包括人文基础课程（本专业提供的课程如文学理论、古代汉

语、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比较文学等）、专业核心课程（本专

业提供的课程如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语言学、比较文学、少数民族

语言文学等相关方向课程）。 

3. 交叉深化与自主发展课程，包括本专业深化课程和跨学科跨院系专业课，

与世界著名大学相关专业建立网络共享课堂等。 

4. 夏季学期和实践训练。 

5. 综合论文训练，包括第三学年的经典研读或主题研讨课论文、学年论文和

第四学年的毕业论文。 

古文字学方向课程设置如下： 

1.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外语课、写作课、通识选

修课组等。 

2. 人文基础课程（本专业提供的课程如汉字与中国文化、出土文献选读等）。 

3. 古文字学必修课程，包括：（1）专业基础课程（如古代汉语、先秦历史文

献研读、《说文》导读、汉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先秦史、秦汉史等）。（2）专

业必修课程（如古文字学、考古学概论、甲骨学概论、青铜器与金文、简帛学、

战国文字、出土文献选读、出土文献暑期培训等）。 

4. 开设暑期古文字专业培训和考察实践课程。专业培训包括邀请国际、国内

相关领域优秀学者授课、讲座。考察实践课程包括到考古工地考察、实习，考察

重要历史遗迹，参观重要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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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古文字学荣誉课程，与重大科研项目相结合，设立高难度研究性课

程，能完成课程的学生给予奖学金、短期留学等奖励。 

6. 综合论文训练，要求以古文字研究或出土文献研究为基础，对中国古代文

明进行探研。 

 

书院配套保障 

学校专门成立了本科培养改革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新成立

日新书院，负责历史、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古文字学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和学

生管理，协调日常的培养资源与相关条件保障，组建专门学生管理队伍，鼓励优

秀硕士生博士生担任班级辅导员、知名教授和优秀青年学者担任班主任等。将积

极为一批有志于攀登人文学术高峰的本科生提供一流的学习条件，创造一流的学

术环境与氛围，配备一流的师资，通过个性化的培养计划，因材施教，关心、鼓

励和爱护每一个学生，促使他们不拘一格地成才，努力使他们成长为相关学科领

域的领军人物。 

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下，学校为人文学科营造有利环境，在招生、培养、管

理等环节提供政策保障，在经费、设施、资源等方面予以条件支持，对冷门绝学

（如古文字学方向）配置本研贯通的名额、留学名额和专项奖学金，同时开展教

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促进拔尖创新人才

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