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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

欢迎各位读者踊跃投稿，不吝赐教。

■ 封面照片　京都岚山

岚山位于日本京都市西郊，海拔 381.5 米。这里四季如画，春天樱花令

人陶醉，秋天枫叶艳丽如火，自古以来就是诗歌咏颂的风景胜地。现在，

把流淌于京都西郊的桂川两岸通称为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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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专栏

大学研究室的学业与人际关系（二）

中国有一个日本完全没有的词汇，那就是“干爸”。如果把“干爸”翻译成英文的话或许相当

于“Godfather”，不过在中国这个词汇完全没有宗教上的意义。“干爸”指的是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却像父亲或者比父亲更加疼爱自己的男性长辈。

我有两个称呼我为“干爸”的中国“干儿子”，另外还有三个欧洲“干儿子”。本期专栏中，

我就讲述一些我与其中一个我打小看着长大的中国干儿子的小故事。

每年 6 月，中国都会举办一场与日本大学入学考试类似（应该说是更加残酷）的“高考”。考

试期间，家长们事先预约了考场周围的酒店、从饮食到身体状况对孩子精心呵护。我就曾经加入

过一次这样的陪考大军。记得那天早上下起了雨，我陪着我的干儿子到考场的时候，考场外考生

和家长们已经是人山人海。看着别的家长们都在给自己的孩子壮行，我也作为“干爸”对孩子一

番激励之后送进了考场。考试结束前的一个小时我又来到了考场接孩子，考场外的家长们依然人

山人海，好几名警察拉起安全线在现场维持秩序。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时，家长们争先举手招呼

自己的孩子一番慰劳，我也对我的干儿子连道辛苦，并且继续培他准备第二天的考试。在日本也

许会被说成是过度保护，不过因为在中国高考的分数决定一切，所以考生和家长都会全力以赴，

也就出现了那样的高考考场风景。

我的干儿子升入大学以后我去探望过他。和日本大学不同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哪怕是家不

算远的学生都入住位于校园内的学生宿舍。我的干儿子带着我在校园内转了转。他的宿舍楼比较新，

一层有自动取款机和火车票自动售卖机，宿舍楼附近有食堂和便利店，食堂的饭菜物美价廉，10

元（约 170 日元）就可以吃饱一顿饭，只要不大吃大喝的话，校园生活应该没问题。在宿舍楼的

一层登记了之后（管理真严格！！），我们坐着电梯到了他的宿舍所在的 15 层，走廊周围有几个房间，

当推开他的房间门的时候，我立刻就回想起了 50 年前我的大学生活。他的房间里摆放着金属制的

上下铺，有四名室友，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男孩子特有的味道，我的两次宿舍生活的第一次入住的

宿舍几乎和这里一模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不把“我的东西是我的，别人的东西也是我的”

奉为信条的话，着实难以自处和共处。我的干儿子还和我聊起来他偶尔也会自己或是和朋友一起

去校外的餐馆吃饭。（本期专栏中没有谈到人际关系，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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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满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荣誉教授

河内良弘先生访谈

中国的满族人口约一千万人。但是，目前东北地区会说满语的人仅约百人，而能阅读满文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中国国内外留存的满文档案文献（公文文件）据说有二、三百万份，仅黑龙江

省档案馆保管的满文文献的重量就超过了 60 吨。可以说只有解读了这些文献，才能够更详细地了解

清朝的历史。

此次我们有机会拜访了长年从事清史研究，因编纂《满洲语辞典》而于 2016 年获得日本学士

院奖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荣誉教授河内良弘先生，请河内先生

谈了编纂词典的目的、过程以及对于青年学者的期待。（采访·摄影 ：内堀大地）

反思战争

1945 年，我作为一名佐贺高中的高中生来到长

崎县川棚的海军工厂当学徒。8 月 9 日上午 11 点多，

当我正在川棚的海岸边工作时，突然看到大海的远

方出现了像是 5、6 个太阳聚集在一起发出来的耀

眼的亮光，随后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 那朵蘑菇云

白烟缭绕 , 而中间却盘旋着火焰的漩涡。随后那朵

蘑菇云不断朝着这边移动过来，空中还降下了粉尘。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战争结束之后，我首先想弄清楚这场血腥战争

的始末缘由，进而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

考取了京都大学文学部。

一名学生的东洋史

入学后，文学部的哲学、文学、史学的各学科

教授对各个领域做了介绍。我是史学科的新生，不

过大多数同学都会倾向于研究日本史或西洋史，听

教务老师说“今年好像没人学东洋史呀”，所以我就

选择了东洋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就是从那时

起，我立志当一名大学教师从事研究工作。

本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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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几种语言，即使在没有满语语法书的情况下，

他们也可以举一反三读懂一些满文。

回国之后我接连在几所大学教授满语 , 也是苦

于日本国内满语语法书和读物不多 , 称手的辞典更

是少之又少。七十多年前出版的《满和辞典》例文、

出处、词汇都比较少，作为阅读清代初期的古文档

案的工具书来讲显然是不够用的。

新时代需要一部新满语辞典。多年等待之后仍

然看不到新辞典的问世，于是我就下决心自己编纂

一部辞典。

十余年查阅档案

一部好的辞典需要尽可能丰富的词汇与例文。日

本国内的满文档案不能满足编纂需要，我就十余年来

多次前往坐落于故宫西华门内、收藏了大量满文档案

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在时任馆长的徐艺

圃先生以及朱淑媛、屈六生伉俪、吴元丰先生的大力

支持和协助之下，我收集到了大量翔实的历史材料。

得贵人相助

在编纂过程中，我考虑在索引部分采用英文字

母与满文文字对照的形式，此外正文部分还需要使

用数千个生僻汉字，再加上日语注释，我亟需一种

能够输入满文文字并且可以自由切换四种文字的编

辑软件。只是那时日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编辑软件，

我的编辑工作进展缓慢。

就在这时，京都大学的佐藤昭裕教授向我介绍

了由他主持的斯拉夫语研究会中擅长软件开发的香

川大学教授本田道夫先生（注 5）。之后，我与本田先

生见面并谈了自己的想法。本田教授非常支持我，

此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我实现了一个又

一个编辑上的愿望。可以说，没有本田先生，就没

有这部辞典。

但是，求学之路并不平坦。一点基础知识都没

有的我进入了东洋史研究室后仍然面临着如何选择

研究方向的问题。当时，研究室里研究汉、隋、唐、

宋、明等朝代历史的学长们很多，于是我就选择了

还没有人从事的清史和满族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周围的人都半开玩笑的对我说“世界上研究满族史

和女真史的只怕是就你一个人哟”。我与满学相伴的

人生之路就此开启。

与满学相伴相随

我正式开始满学研究是从协助编辑《明代满蒙史

料》和在天理大学就职后担任编辑《五体清文鉴》（注 1）

汉语索引开始的。

1967 年至 1968 年我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

本来想继续研究满语，但是由于该校没有满语专业，

于是选择了蒙语。当时，我一天当中四个小时用于

编纂《金史》史料，其余四个小时向著名语言学家

尼古拉斯·鲍培教授（注 2）学习蒙语。

留学回国后，我向恩师佐伯富先生（注 3）汇报了

在美国学习的体验。佐伯富先生对我说 ：“你是满学

学者，蒙语作为个人兴趣爱好就可以了，还是专心

研究满语吧”。从那以后，我更加专心致志的研究满

语和满族史。

不得已开始编纂辞典

1978 年 9 月，在天理大学校长田中喜久男先生

的推荐下，我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 - 阿尔泰

语系任教，向美国学生教授满语。

开课之后不久我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美

国没有英文版的满语语法书、辞典等读物。于是，

我把《满洲实录》（注 4）中的满文用英文字母转写下来，

再把这些单词全部翻译成英文发放给学生们。

好在我的学生们已经掌握了乌拉尔 - 阿尔泰语

本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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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出版

2010 年，我在编辑整理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史料的基础之上，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注  崇德二·三年》。那时我曾

经向 JSPS 申请过出版经费资助，不过被认定为“非

急需刊物”而被拒绝了。有鉴于此，我决定自费出

版《满洲语辞典》。

比较遗憾的是，为了给正在编纂的《满洲语辞

典总索引》准备出版资金，再加上印刷数量较少，

本来想让更多的初学者使用的《满洲语辞典》定价

较高。

寄语未来

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故宫博

物院以及其它的档案馆里沉睡着 200 万份以上的满

文古文档案。不完全解读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就无

法完整地讲述清朝和当时周边国家的历史。2016

年 6 月，在本田道夫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满

洲语辞典》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我也因此获得了日

本学士院奖的殊荣。我与本田教授殷切期望这部辞

典可以为宝贵的满文资料的挖掘与解读贡献一份力

量（完）。

 
注 1  《五体清文鉴》

中国清代官修的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

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词汇集。

注 2 尼古拉斯·鲍培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语言学家、阿尔泰语学和蒙古语

学大师。

注 3 佐伯富

京都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东洋史学家。

注 4 《满洲实录》

用满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书写的记述满族崛起和

努尔哈齐时期的史书。

注 5 本田道夫

香川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

专家。

出生于 1928 年 8 月。1954 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

学部历史系，1959 年于该校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修满学

分毕业。1956 年任天理大学助手，1960 年任该校讲师，

1968 年任该校副教授，1973 年任该校教授。1984 年

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5 年任京都大学文学

部教授，1992 年任天理大学教授。1997 年以后，先

后被授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天理大学名誉教授、黑

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名誉教授。2016 年，

因其编纂的《满洲语词典》为满语学研究做出的巨大

贡献，被授予日本学士院奖。

河内　良弘
（Yoshihiro KAWACHI）

照片中河内先生身后的卷轴是他的中国朋友赠

送给他的。左边卷轴是用女真文字题写的“名扬四

海”，右边卷轴是用满文题写的“瑞气满堂”。

河内先生还向从没有看过档案的我展示了档案

的复印件，对我的提问也是一丝不苟地认真讲解，

学者风范令人敬仰。

《满洲语辞典》的跋中记录了一些辞典的编纂

过程，收集整理资料的艰难、电脑死机、校阅校阅

再校阅。历时 25 年编纂完成的这部辞典是河内先生

毕生的心血与学术成果的结晶。河内先生给予我们

的不仅仅是一部辞典，更是激励我们不断求知的奋

斗精神。希望青年学者不断涌现，通过这部辞典解

读更多的清朝历史。

（采访日期 ：2017 年 7 月 6 日） 

本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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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JSPS 北京代表

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共同主办了以“农村

转型发展中的农民合作社－中日比较与借鉴”为主

题的学术研讨会。

为了推动中日两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JSPS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自 2012 年以来

每年举办一届学术研讨会。此次的第六届会议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承办，该研究所的曹

斌研究员担任协调人，约 100 位相关人士出席了此

次会议。

研讨会的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闫坤副所长担任司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

作局周云帆副局长、农村发展研究所魏后凯所长、

JSPS 北京代表处广田薰所长先后致开幕辞。

此次研讨会分为三个议题 ：中日农民合作社比

较、农民合作社与农村转型发展、农村产业融合与

农民合作社的作用。

在第一个议题的“中日农民合作社比较”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山学部委员、东京农业大学综

合研究所农协研究会白石正彦会长发表了主题演讲。

张晓山学部委员在演讲中列举了中国和丹麦的案例 ,

论述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修订过程中应注意

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白石正彦会长则介绍了处在

农村发展转型期的日本综合农协的现状以及综合农

协在搞活农村经济中实施的一些举措，并且展望了

农协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第二个议题的“农民合作社与农村转型发展”

环节，日方 2 位、中方 1 位学者先后发表了演讲。

中国农业大学的任大鹏教授介绍了中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的概要以及该法修订过程中应注意解决的问

题。弘前大学的神田健策名誉教授介绍了日本农村

社会的变化以及综合农协自我改革的现状及未来。

小樽商科大学的多木诚一郎教授介绍了 2015 年修订

的日本农协法的概要以及今后仍需面对的课题。

在第三个议题的“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合作社

的作用”环节，日方 4 位、中方 2 位学者先后发表

了演讲。中国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

赵铁桥副站长论述了农村产业化发展与农民合作社

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的孔祥智教授就如何实现农

业规模化经营提出了新的建议。日本农林中央金库

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的米坂树纪首席代表介绍了日

JSPS-CASS 学术研讨会
“农村转型发展中的农民合作社－中日比较与借鉴”

广田所长致辞

魏后凯所长致辞

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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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報告

所属机构·姓名 演讲题目

议题Ⅰ：中日农民合作社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晓山　学部委员

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引发的理论思考

东京农业大学综合研究所农业协同组合研究会
白石正彦　会长

农村转型发展中的日本综合农协现状、课题及基于ICA原则的展望―
基于日本与中国农协的共同课题与相异课题

议题Ⅱ：农民合作社与农村转型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任大鹏　教授

中国合作社立法及完善

弘前大学
神田健策　名誉教授

日本农村社会变化与综合农协的自我改革现状

小樽商科大学商学部
多木诚一郎　教授

基于农村社会变化的农业协同组合制度改革及课题

议题Ⅲ：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合作社的作用

中国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
赵铁桥　副站长

农村产业化发展与农民合作社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孔祥智　副院长

统分结合新形式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日本农林中央金库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米坂树纪　首席代表

日本六次产业化的发展现状

新潟大学农学部
伊藤亮司　副教授

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化中农协的作用―基于新潟县的案例分析

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
长谷川晃生　主任研究员

农业经营主体的六次产业化与农业金融

北海道大学农学部
清水池义治　副教授

农协对日本奶业发展的贡献

本六次产业化的发展现状。新潟大学农学部的伊藤

亮司副教授以新潟县为例，介绍了农协在日本农业

六次产业化中的作用。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的长谷

川晃生主任研究员论述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六次产业

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金融的特点与面临的课题。

北海道大学的清水池义治副教授介绍了农协对日本

奶业的贡献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中日双方学者的精彩演讲深深地吸引了到场听

众。在各个环节的答疑时间里，与会听众纷纷向演

讲人提问，并且在最后的互动环节里也积极开展讨

论，会议还超出了预定的时间。

JSPS 北京代表处将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

展合作，通过举办中日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为中日

学者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

☆演讲人名单

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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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由 JSPS 中国同学

会天津分会主办、题为“肿瘤分子靶向治疗及药物研发”

的中日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医科大学学术会议中心成功

举办。此次研讨会由 JSPS 中国同学会会长孔德新教授

企划并主持，广泛召集了会员中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

以及国内外著名专家与会并进行了特邀演讲。

研讨会上，在孔德新会长介绍了中日双方与会嘉

宾后，JSPS 北京代表处广田薰所长介绍了 JSPS 的

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并重点介绍了外籍特别研究员

等 JSPS 国际交流项目。随后，（日本）癌研究会癌

化学疗法中心分子药理部·副部长旦慎吾博士做了题

为“Identification of a unique anticancer drug lead, 

M-COPA, by using JFCR39 cancer cell line panel: its 

mode of action and antitumor profile” ( 利用 JFCR39

肿瘤细胞系群研究抗肿瘤先导化合物 M-COPA 的作用

机理及抑瘤谱 ) 的演讲。之后，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刘

建文教授围绕着“光动力治疗肿瘤的分子靶向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庞天翔教授围绕着“白

血病细胞多药耐药”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会议气氛热烈，大家积极互动问答。参会人数远

远超过预计，约有 60 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JSPS 中国同学会及北京代表处今后将继续支持并

大力推进各类分会活动，在增进会员友谊加深交流的

同时，为中日两国学者搭建更好的交流平台，提供丰

富的交流信息。

JSPS 中国同学会天津分会活动

活动报告

2017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由 JSPS 中国同学

会青海分会主办的“三江源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论坛”在青海大学举办。此次活动由 JSPS 中国同学会

会员、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畜牧兽医工作站宋仁德

站长担任企划并主持，包括同学会会员在内的约 60 位

国内外学者出席了此次活动。

学术论坛上，青海大学赵之重副校长致开幕辞，

宋仁德站长介绍了到场的中日嘉宾。日本宫崎大学的

长谷川信美名誉教授发表了题为“牦牛藏羊的放牧行

为对三江源高寒草甸的影响”的演讲。青海大学的柴

沙驼研究员发表了题为“青海高寒草甸草场生产生态

生活关键技术集成”的演讲，青海省草原总站的严振

英研究员发表了题为“青海省草原生态保护情况及展

望”的演讲。

演讲环节之后，JSPS 北京代表处广田薰所长向与

会人员介绍了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

为了增进会员间的友谊并打造中日学者交流的平

台，JSPS 中国同学会今后将继续积极推动研讨会类型

的分会活动的开展。JSPS 北京代表处也将全力协助中

国同学会，为中日学者开展共同研究创造更多的机会。

JSPS 中国同学会青海分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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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学说明会（主办 ：日本驻华大使馆）于

4 月 6 日（星期一）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 月

7 日（星期二）在北京师范大学先后举办，多所日

本大学和机构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中国地质大学会场，面向有意赴日留学的约

50 位学生，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横井理夫参赞概要性

的介绍了日本留学的魅力、申请手续、奖学金等信

息，法政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早稻田大学、

JSPS 北京代表处、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

的工作人员先后登台介绍了各自大学、机构的特色

或项目。

4 月 24 日（星期一）～ 25 日（星期二），所长

广田薰、副所长藤田明子、国际交流项目官员内堀

大地、助理江岸前往四川成都，在电子科技大学和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举办了 JSPS 项目说明会。

24 日，JSPS 北京代表处一行首先拜访了电子

科技大学副校长熊彩东。熊彩东副校长对北京代表

处一行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广田所长向电子科技大

学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

说明会上，广田所长向与会的 20 名师生介绍

了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赵宝华、电子科技大

学的李发根教授、湖北工业大学的张明武教授介绍

了项目申请经验和赴日体会。

25 日，JSPS 北京代表处一行首先拜访了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何建新，向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说明会上，广田所长

在北京师范大学会场，约 80 位学生参加了说

明会。日本驻华大使馆的菊池信太郎一秘概要性的

介绍了日本留学的魅力、申请手续、奖学金等信息，

九州大学、神户大学、一桥大学、金泽大学、早稻

田大学、樱美林大学、同志社大学、JSPS 北京代表

处、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的工作人员先后

登台介绍了各自大学、机构的特色或项目。两所院

校的与会学生们认真聆听了讲解。

JSPS 北京代表处今后将继续积极参加在中国

各地举办的日本留学说明会，向中国高校师生宣传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

介绍了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赵宝华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屈玉贵教授、中国科学院的唐

翔宇研究员介绍了各自的项目体验。约 20 名该校师

生参加了说明会，认真聆听了讲解。

两场说明会上，与会师生详细咨询了申请方法

等具体问题，对 JSPS 项目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日本留学说明会中国地质大学站·北京师范大学站

JSPS 项目说明会电子科技大学站、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站

事業報告

左起 ：藤田副所长、广田所长、熊彩东副校长、胡俊教授、赵宝

华教授

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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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 6 月 1 日（星期

四），由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日本留学说明会在北京交

通大学举办。

此次说明会是与 2018 年度日本政府（文部科学

省）博士生奖学金项目面试选拔同一日程举办的，前

来参加面试的学生以及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约 200 名

来到了会场，向各日本大学的工作人员详细咨询了赴

日留学信息。

由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的日本留学说明会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在北京工业大学、27 日（星期四）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28 日（星期五）在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先后举办，三所高校各约 140 名、25 名、60

名学生参加了说明会。

在这三场说明会上，日本驻华大使馆职员概要性

介绍了申请手续、奖学金等赴日留学信息，与会的日

本大学及机构先后登台介绍了各自大学的特色学科或

资助项目。与会学生特别是理科学生对赴日留学表现

出了极大的兴趣。

作为希平会秘书处，JSPS 北京代表处今后将继续

大力支持日本大学在中国开展校际交流活动。

JSPS 北京代表处今后将继续积极参加在中国各地

举办的说明会，力争为中国师生提供更多、更有价值

的赴日留学信息。

日本留学说明会北京交通大学站

日本留学说明会北京工业大学站、北京大学医学部站、
中国矿业大学站

北京工业大学会场

【参加大学・机构（※ 排名不分先后）】

4 月 26 日（星期三）北京工业大学 ：一桥大学、金泽大学、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法政大学、帝京大学、日

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

4 月 27 日（星期四）北京大学医学部 ：金泽大学、神户大学、九州大学、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日本学术振

兴会

4 月 28 日（星期五）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神户大学、法政大学、帝京大学、上智大学、九州大学、日本科学

技术振兴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

【参加大学·机构（※ 排名不分先后）】

早稻田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法政大学、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丰桥技术科学大学、

熊本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一桥大学、冈山大学、金泽大学、筑波大学、帝京大学、青山学院大学、名古屋大学、

日本学术振兴会（京都大学、广岛大学）、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资料出展 ：庆应义塾大学）

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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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報告

2017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 16 日（星期

二），“中日大学展暨论坛 in CHINA 2017”（主办 ：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国家

外国专家局）在上海市和杭州市举办。

在 13 日（星期六）的活动中，中日两国的大

学、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汇聚一堂，通过座谈会

和交流会的形式相互交换了意见。

在 14 日（星期日）召开的中日大学论坛的开

幕式上，主办方和与会嘉宾先后致开幕辞，北海

道大学的名和丰春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丁仲

礼校长发表了主题演讲。

在下午的分论坛环节，与会人员围绕着“大

学国际化与国际人才培养”、“大学的地区贡献”、

“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进行了分组讨论。

在论坛之后召开的展会上，45 所大学、团体

设置了展台，介绍了各自的特色学科或实施的项

目，很多有意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参加了此次活

动。JSPS 北京代表处也在会场设置了展台，宣传

了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

中日大学展暨论坛 in CHINA 2017

活动报告

活动预告
（2017 年 10 ～ 12 月）

交流平台

●  在华日本学者联谊会沙龙＠北京代表处会议室

（17 日、北京）

●  第 10 届中日科学校长会议＠东北大学

（19-20 日、沈阳　※ 东北大学主办）

●  NSFC-CAS-JSPS 学术研讨会、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十

● JSPS 主办　● 同学会活动　● 其它

周年庆典＠科技会堂（3 日、北京）

●  JSPS 中国同学会河南分会活动（7 日、郑州）

●  JSPS 中国同学会理事会・年会・研讨会＠贵阳大成精

舍酒店（11 日、贵州）

●  Family Meeting/Study Abroad Fair（18-19 日、 南 京　

※ 南京大学主办）

10月

11月

JARC-Net

面向拥有赴日经历的外国学者以及有意开展国

际共同研究的日本学者的数据库。

相关链接 ：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affiliated/

JSPS-Net

面向所有领域、所有地区的科研人员以及科研

支撑人员的社交网站。

相关链接 ：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plaza/jsps-n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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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4
  

  6 日	 日本留学说明会（北京·中国地

质大学）※ 日本大使馆主办

16 日	 日本留学说明会（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 日本大使馆主办

20 日	 新闻文化十一方会谈

24、25 日  JSPS 中国同学会四川安徽分

会活动暨 JSPS 项目说明会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

26 日	 日本留学说明会（北京·北京工

业大学）※ 日本大使馆主办

27 日	 日本留学说明会（北京·北京大

学医学部）※ 日本大使馆主办

28 日	 日本留学说明会（北京·中国矿

业大学）※ 日本大使馆主办

May5
  2 日	 日本大使馆新春交流会

12 日	 JSPS 海外代表处所长会议（东京·

JSPS 本部）

13-14 日  JST 主办日中大学展暨论坛（上

海·上海世贸商城）

15 日	 拜访复旦大学

22 日	 科技座谈会

24 日	 新闻文化十一方会谈

31、6/1 日  国费留学生考试、日本留学

说明会（北京·北京交通大

学）※ 日本大使馆主办

June6
  6 日	 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

11-13 日  JSPS 岩佐理事来访

12 日	 2017 年度第 1 次希平会（日中高

等教育交流联络会）例会

13 日	 拜访中国科学院

27-30 日  拜访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

大学

July7
  

2-4 日  国家外国专家局研讨会

12 日	 科技座谈会

13 日	 拜访中国科学院大学

26-29 日  CLAIR 主办第 16 届中日地方

交流促进研讨会

August8
23 日	 CASS-JSPS 学术研讨“农村转型

发展中的农民合作社－中日比较

与借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24 日	 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文化十一

方会谈

25 日	 JSPS 中国同学会青海分会活动（西

宁·青海大学）

28-29 日  拜访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September9
  2 日	 JSPS 中国同学会天津分会活动（天

津·天津医科大学）

7-8 日  北京理工大学暑期研讨会（山东

省·滕州鲁南研究中心）

13 日	 科技座谈会

21 日	 JSPS 建会日

22 日	 2017 年度第 2 次希平会（日中高

等教育交流联络会）例会

26 日	 新闻文化十一方会谈

活动纪要
（2017 年 4 ～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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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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