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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代表处的开设之路

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仪式的举办日期是 2007 年 4 月 20 日，而

我是在 3年半前来到北京的。那时，我在华盛顿代表处任职，接到

调令是在 2003 年 9 月 16 日。在去北京途中我在日本成田机场转机

的那天晚上，时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国际信息科科长的加藤久先生（现

任日本学术振兴会顾问）来到饭店，交给我了大量现金作为北京代

表处的运营资金。

来到北京后不久，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岩佐一秘（原日本学

术振兴会理事）带我吃了非常、非常辣的料理，还向我传授了很多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经验。

按理说北京代表处的开设之路应该就此开启了，只是没有想到的是，直到正式注册登记花

了 3年多的时间。

北京代表处最初的办公室只有 50m2 左右，经过简单装修之后正式启用是在 12 月 4 日。

可是，在录用职员时又一波三折。最初经过筛选准备录用的人还没有正式入职就辞退了。

在这之后的录用也不是很顺利，直到迎来了江岸。江岸是 2005 年 8 月 16 日正式开始在北

京代表处工作的。此后的十余年里，江岸勤勤恳恳，是北京代表处当之无愧的柱石。北京

代表处的历任工作人员都公认，录用江岸恐怕是我在北京代表处任职期间最大的业绩了。

新办公室启用之后的 12 月 18 日，曾经参与过 JSPS 国际交流项目的一对中国夫妻听到

北京代表处成立的消息之后专程前来拜访。这是值得纪念的北京代表处最初的客人。此后，

我陆续拜访了中国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所，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参与过 JSPS 项目的中国

学者的热情招待。日本学术振兴会经过多年努力培育的学术交流之树如今已枝繁叶茂。

北京代表处正式的注册登记时间是 2006 年 6 月 5日，而我在半年后的 12 月 28 日离任

回到了日本。在任职期间，除了代表处的成立准备工作以外，筹划项目说明会、同学会联谊会、

学术研讨会，接待访中团体，组建希平会等等，我还主持、参与了很多活动，并因此结识

了很多朋友。在这些朋友们的一路相伴之下，北京代表处迎来了正式成立 10 周年纪念。对

我来讲，今年应该是给我留下无数美好回忆的北京代表处的 14 周年纪念。

JSPS 北京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

JSPS 国际项目部人员交流科科长

山口　英幸

值此北京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之际，我想借此版面回忆一些成

立之前的准备阶段的情况。因为对我来讲，从着手准备至今，今年

应该是北京代表处的 15 周年纪念。

在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 5 年前的 2002 年夏天，日本学术振兴

会开始探讨在何地设立新的海外代表处。在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

目中，与中国的交流合作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在中国（北

京）设立代表处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从 1979 年起就与

JSPS 缔结了交流协议的中国科学院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在中国开设一

个海外窗口。同年 10 月，我只身来到北京拜访了中国科学院，向中国科学院所给予的大力

支持表示了感谢，并且共同探讨了成立代表处的具体事宜。自此，北京代表处迈上了漫长

的开设之路。我们不仅需要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部、日本文部科学省等部门反复磋商 ,

并且与中方机构的磋商还需要通过律师。考虑到往返中日之间进行这些磋商费时费力，因

此日本学术振兴会将当时在华盛顿代表处任职的山口先生紧急派驻北京来开展前期的协调

准备工作，这部分情况山口先生将会向大家做详细描述。

JSPS 国际项目部顾问

加藤　久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张晓林馆长（左）与小野元之理事长（右）
（2004.8.3）

与中国合作机构的联谊会（2005.11.3）

在华日本学者联谊会成立大会（20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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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谨向 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

 作为北京代表处的首任所长，我从 2007 年 4 月至 2011 年 3 月

在北京工作生活了 4年。作为中日学术交流与校际交流的亲身经历

者，回忆往事感慨良多。那时候，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大学、

大专等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在 1999 年～ 2009 年的 10 年里增长了 5

倍，达到了2800万人。GDP也在这期间增长了5倍,进而超越了日本。

在这样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北京代表处在中国各地多次举办了

学术研讨会 , 积极为中日学者开展共同研究搭建平台。特别是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

（M8.0）之后，我们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中日地震防震减灾科学论坛，

邀请了多位中日地震领域方面的专家进行了探讨并且考察了震源地。我们还在中国各地举

办了日本留学说明会，积极向中国师生宣传日本大学的特色与优势。我与在中国期间结识

的朋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会一直珍藏着这些美好的回忆。

JSPS 北京代表处首任所长

东北大学名誉教授

福西　浩

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初期的回忆 在 JSPS 北京代表处的 4 年

  在收到 JSPS 北京代表处的联系，希望我写一篇 10周年纪念的感 

想时，我不禁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啊！来北京赴任之后的第一项工作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来北京交接工作后不久，当时的首席

代表山口英幸先生（现任 JSPS 国际项目部人员交流科科长）带我参

加了在日本大使馆举办的天皇生日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我和众多

陌生的面孔交换名片，短时间内新名片就用完了。在此之后的 4年时

间里，我与那些陌生的面孔逐渐成为了朋友。无论是工作和生活，都得

到了这些朋友们的指点与帮助。在任职期间，我经历的两次大型活动是赴任之初的北京代表

处成立典礼和 2010 年的 JSPS 中国同学会成立大会，这两次活动都邀请到了理事长出席。在

离任之前，虽然北京代表处的活动受到了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不过在所长、各位同事、各

位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圆满结束了任期。在此我要再次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希望并

且坚信北京代表处在今后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中一定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JSPS 北京代表处首任副所长

庆应义塾大学国际合作推进室科长

鹤尾　宁

北京代表处成立仪式（2007.4.20）

日本留学展（2009.10.25）

JSPS 中国同学会成立大会（2010.11.20）

第二届中日科学论坛（2009.3.10）

日本留学说明会（20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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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 2011 年 4 月至 2013 年 3 月担任了 JSPS 北京

代表处的第二任所长。那时候，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2010 年）、《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 年），加快

了中国高等教育、科研的国际化步伐。2012 年又迎来

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中日两国的学术、文化交

流本应迈向更加欣欣向荣的局面。可是，2010 年 9月 7

日中国渔船在钓鱼岛与日本巡逻船发生碰撞，中国渔船

船长被扣押，2012 年 9 月 11 日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等三座岛屿“国有化”。这些事件导

致了中日政治关系的急剧恶化，北京代表处精心筹备的预定于 2012 年 11 月举办的“纪念中

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也因此被迫取消。此外在北京代表处的运

营方面，我们在注册登记和纳税方面也需要不断应对政策的变化。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样的困难局面下，希平会（中日高等教育交流联络会）的成

员扩大到了 30 所日本院校，致力于学术交流的中日有识之士的热情和各位同事的支持让我

们的工作依然有所收获。最值得称道的是，无论走到哪里，中国学者都会一如既往地热情

接待我。尊重与求知，造就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过去与现在 ,并将继续缔造美好的未来。

JSPS 北京代表处第二任所长

神户大学名誉教授

佐佐木　卫

忆往昔 JSPS 北京代表处的回忆

首先，祝贺 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

我从 2011 年起担任了两年的北京代表处副所长。2012 年，就

在中日各界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而筹办各项庆祝活动之

时，发生了一些致使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事件，我们的活动也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赴任之后不久，在北京召开的希平会（中日高等教育交流联络

会）上我们得知了东日本大地震的消息。随着震情、灾情的明朗，

我们收到了包括 JSPS 同学会会员在内的、来自中国各地的捐款和慰

问信。原本预定于 3 月举办的第三届中日科学论坛虽然因为震灾的影响不得不取消了，不

过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和海南大学等中方机构的大力支持下，该活动

又得以在半年后顺利举办。

2012 年秋天，因为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北京代表处主办的学术研讨会和日本留学说

明会等活动相继被迫取消。不过就是在这样的中日交流几乎停滞的情况下，在当年年底举

办的 JSPS 中国同学会 2012 年年会上仍然有近 80 位会员出席了我们的活动。在此，我想再

次向所有在困难时期仍然支持我们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在任期间正逢中日政治关系紧张时期，可正是处在这样的时期，才能够更加深刻体

会到因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结缘的中日有识之士之间的友谊是何等宝贵。衷心希望北京代表

处今后继续发挥中日学术交流的桥梁作用。

JSPS 北京代表处第二任副所长

名古屋工业大学总务科总务主任

水野　满

陆学艺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2013 年
去世）（左）与笔者（右）

JSPS 中国同学会浙江分会活动（2011.8.6）
JSPS 中国同学会 2012 年年会（2012.11.3）

JSPS-CASS 学术研讨会（2012.8.31）
副所长合影（左起 ：第三任副所长加藤茂行、首任副所长鹤尾宁、
第二任副所长水野满、201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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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2013-2014年度在北京代表处担任了第三任所长。赴任之初，

中日关系虽然正在修复，但是各项活动基本上还处在停滞状态。随着

中日关系的不断回暖，我们秋季之后北至长春南至厦门，在中国各

地举办了留学说明会和同学会分会活动。此外，北京代表处的业务

范围也首次扩大到了蒙古国。我们去蒙古国拜访了该国教育部部长、

各大学领导等教育科研界人士，积极宣传了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

目，并且就进一步推动双边及多边交流达成了一致。

在中国各地筹备活动时，尽管受到了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不过在

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几场大型的中日学术研讨会得以顺利实施。特别是我们邀请到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教授来华演讲，为中国学生带来了一场生动精彩的讲座。

与大批的中国学生、学者不断走出国门相比，访华的日本学者和留学生人数却不多。

为了打造一个与同学会、希平会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交流平台，我们倡导成立了“在华日

本学者联谊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尽管成立之初仅有十余位会员，不过我们相信今天

的点滴积累必将为明天的共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北京代表处各位同事和各界朋友们的支持下我圆满结束了任期，不过我与中国的缘

分并未就此结束。2016 年，在中国科学院“国际人才计划”(CAS-PIFI) 的支持下，我与在

任职期间结识的中国学者的共同研究得以实施，受邀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开展了科

研与教学工作。

衷心希望中日学术交流更上一层楼！

JSPS 北京代表处第三任所长

神户大学客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和田　修

JSPS 北京代表处的回忆    首先，谨向 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 JSPS 北京代表处工作的两年是充实而愉快的两年。我是 2013

年来北京代表处赴任的。赴任之初，雾霾笼罩京城，北京代表处的

各项活动受到了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而无法按计划举办，注册登记

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不过在之后的两年里，在中日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JSPS 项目

说明会、日本留学说明会、JSPS 中国同学会分会活动等活动逐渐恢复

举办。我们积极倡导成立了“在华日本学者联谊会”，还拜访了蒙古国的教

育科研机构，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JSPS 资助项目的一大特色是资助领域涵盖了文理所有领域，资助对象也覆盖了从青年

学者到诺贝尔奖得主等各种资历的科研人员。这一特色让我们在收集学术信息和开展中日

学者交流时获益匪浅。直接或间接参与过 JSPS 项目的中国学者在各个层面为北京代表处提

供了莫大的支持。

离任回到日本之后，因为有了在北京代表处的这段工作经历，我又有幸结识了很多新

朋友。这些新朋友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和北京代表处有过工作上的接触。于我而言，北京代

表处不仅仅存在于我的回忆当中，更是我迈向新天地的起点。衷心希望我们的祝福能够陪

伴在北京代表处的左右，陪伴她坚实地迈向下一个十年。

JSPS 北京代表处第三任副所长

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管理部财务科会计主任

加藤　茂行

2013

～2015

安西 一郎理事长一行来访北京（2014.5.28）

日本留学展（2013.11.2）

天野浩教授诺贝尔奖获奖纪念演讲（2014.11.7）

JSPS 中国同学会 2014 年年会（2014.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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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7

2015

～2017

自 2015 年作为第四任所长赴任以来已经过去两年多了。赴任

之初，我们面临了代表处迁址的问题。在选址看房的过程中，我了

解到了租金连年涨价以及办公室需要自己装修等不少北京的办公楼

租赁市场的情况。同年 9月北京代表处正式迁址之后，我们又面临

了日本驻在员在华签证、代表处登记延期等诸多问题。如此迎来 10

周年庆典实属不易。与体育界和经济界相比，学术领域的国际交流

具有更强的惯性。即便如此，通过北京代表处的各项活动，我们也

深刻认识到了我们必须面对并且必须努力克服的诸多课题。近几年

中国的科研水平迅速提高，日本不能再以自己是本世纪仅次于美国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

尔奖最多的国家而孤芳自赏。北京代表处应当如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蒙古国、

中亚各国）开展多边交流，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也成为了我们的新命题。今后，我将和北京

代表处的同事们共同努力，为中国与日本以及周边国家的学术交流尽绵薄之力。

JSPS 北京代表处第四任所长

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

广田　薰

首先，谨向 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表

示衷心的祝贺！

我作为第四任副所长在北京代表处工作了 2年

3个月。在任期间，除了 JSPS 中国同学会和希平会

的活动以外，还拜访了蒙古国和中亚各国的教育科

研机构，积极宣传了 JSPS 的国际交流项目。回到

日本之后，我在仙台高等专门学校担任国际交流方

面的工作。

在中国期间，我感受到了很多两国的不同之处，特别是日新月异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的发展让人惊诧。如今不可或缺的微信，我在赴任之初还没有完全感受到它的必要性。在

随后的工作中，和初次见面的人除了交换名片以外，还经常互相添加微信好友。另外随着

在线支付手段的多样化，在小摊上买水果或蔬菜都可以手机支付了，无现金生活已经成为

现实。

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越发坚实，北京代表处也需

要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与需求不断调整活动计划和举办方式。相信北京代表处一定会在加

深中日学术界的友谊与相互信赖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JSPS 北京代表处第四任副所长

仙台高等专门学校企划室国际交流主任

　渡边　干博

乐山大佛通高 71 米（日本东大寺大佛的 5 倍），是世
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也是我最喜欢的中国景点之一。

JSPS 中国同学会陕西分会活动（2016.3.25）

JSPS- NSFC-CAS 学术研讨会（2015.10.23）

JSPS-CASS 学术研讨会（2016.7.30）

JSPS 中国同学会山东分会活动（2016.5.16） 日本留学手续讲座（201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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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热烈祝贺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北京代表处成立

十周年。祝代表处为促进中日学术交流与合作作出更大

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

广田  薰  所长 ：

值此贵处成立 10 周年之际 , 我谨代表中科院国际合

作局表示祝贺 !

我衷心希望我们今后能继续加强合作 , 为促进中日

两国的科技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

2017 年 7 月 11 日

谨贺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希

望双方继续保持良好合作，促进中日学术交流更上一

层楼！
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亚非处

朱莉

热烈祝贺 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十周年！作为中日

科学合作的桥梁，十年来代表处为促进两国科学合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祝愿代表处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亚非及国际组织处

中
国
机
构
贺
词

中
国
机
构
贺
词

值此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之际，我们有

幸收到了来自中日合作机构和 JSPS 中国同学会的贺词，在此谨

向各家机构、组织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的一路

相伴！今后，我们将继续为推动中日学术交流与科技发展而不

懈努力，请大家多多关照！

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所长

广田　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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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S 的小野元之理事长表示日本学术振兴会

将全力支持日本大学在中国开展校际和师生

交流等各项活动，JSPS 北京代表处由此担任

希平会秘书处至今。

在今后的中日交流活动中 , 希平会仍将

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会继续与 JSPS 北京代

表处通力合作，为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尽绵

薄之力。

广岛大学理事・副校长

希平会会长

佐藤　利行

研机构中知名度极高，该

项目培养出的中国学者成

为了所在大学或科研机构

的学术骨干，为中日大学

校际交流的开展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10 年来，日本各大学的各种努力与尝试

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日本学术振兴会也在不

断尝试着更有效的支持方式与方法。衷心希

望日本学术振兴会在中日学术交流中继续发

挥重要的作用。

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

横井  理夫

2002 年，在北京已经

成立或是准备成立代表处的

几家日本大学和机构有时候

会聚在一起，相互交流一些

如何在中国开展国际交流活

动的信息，这一聚会就是“希

平会”的前身。当时，“9.11 恐怖袭击事件”

给世界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及心理影响，

基于“希望世界和平”这一共同愿望，我们

为联谊会命名为“希平会”。

不久后，在西安召开的中日校长会议上，

首先，谨向北京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表示

衷心的祝贺！

在北京代表处成立仪式举办的 2007 年，

我当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一秘。那时候，

日本的科研水平获得了高度的国际赞誉，不

过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日本大学才刚刚迈出

了国际化的步伐。

那时候，日本大学开始陆续将目光转向

中国。日本各大学与大使馆、日本学术振兴

会积极交流信息，在已有的学者互访和交换

留学生的基础之上，尝试了增设中日合作项

目及跨领域课程、举办全校交流研讨会以及

组建校友会等各项举措。日本学术振兴会实

施的外籍特别研究员项目在中国的大学及科

希平会与 JSPS 北京代表处

纪念北京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
日
本
机
构
贺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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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S 中国同学会第三任会长

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  孔德新

贺日本学术振兴会

北京代表处成立十周年：

十载同心风雨无阻学术求发展，

两国共荣奋发有为携手谋进步。

热烈祝贺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十周年，祝愿日本学

术振兴会（JSPS）北京代表处继续为推动中日

学术交流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JSPS 中国同学会第二任会长

浙江大学核医学与分子影像研究所所长

张宏

JSPS 中国同学会第三任会长

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 

孔德新

JSPS 中国同学会首任会长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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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北京代表

处已经 10 岁了。回望来路，感慨良多。

我在东京大学自 2005 年起担任了与中国的交流工

作，2008 年到 2011 年之间被派驻到东京大学北京代表

处任职，主要负责招收中国留学生和中日学者互访的工

作。从那时起，在希平会例会和日本留学说明会上就与

JSPS 北京代表处有了很多交流。

回到日本后，我又担任了两年多招收留学生的工作，

特别是负责东京大学 ADK 奖学金项目中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招生工作。之后，我

又调动到了世界顶级研究基地项目（WPI）东京大学科维

理数物宇宙研究机构（Kavli IPMU），主要使用英语参与外

国学者交流和项目实施成为了我的主要工作内容。那时候，

我还时不时地想过会不会

自此远离中国了。但是，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与惊

喜。去年秋天，当我被问

到是否愿意来北京工作时，

我非常庆幸自己还能够续

写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就这样，我再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有幸与大家一

起迎来了 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在 JSPS 北京代表处迈向下一个 10 年之时，我

也准备在中国迈出新的一步！

副所长　藤田明子

编后语

2008 年王府井

WeChat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9 号　中国外文大厦 A 座 404 室　邮编：100089

Tel: +86-10-8882-4331 Fax: +86-10-8882-4332

E-mail: beijing@jsps.org.cn URL: www.jsps.org.cn

    所长   广田薰	 						国际交流项目官员			内堀大地、中津纯子

副所长   藤田明子	                助理			江岸、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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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北 北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外文大厦A座 404室

JSPS 北京代表处

国际财经中心

世纪经贸大厦

北京工业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北洼东街

地铁6号线花园桥站
A（西北）出口

车公庄西路玲珑路 花园桥

B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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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D1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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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北  

路

首都師範大学

中国外文大厦 A 座 404 室
JSPS北京研究連絡センター

国際財経中心

世紀経貿大厦

北京工業大学
継続教育学院

北洼東 街

地下鉄6号線花園橋駅
A（西北）出口

車 公 庄 西 路玲 瓏 路 花 園 橋

B1

C

B2

D2

D1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北京代表处日本学术振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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