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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续）

我于 2022 年 4 月就任北京代表处所长之后，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8 月份才

来到北京上任。现在，我再次回到东京撰写本篇稿件。元旦前后北京的新冠感

染人数激增，人们的工作、生活重回正轨还需要一些时间。2022 年是中日邦交

正常化 50 周年，北京代表处为此筹划了几项纪念活动，非常遗憾的是其中一

些未能按计划实施。

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上期专栏中我主要回顾了 JSPS 与中国

机构建立交流合作的开端，本期专栏中我将继续讲述双方的交流历程。

JSPS 与中国机构的交流始于 1979 年与中国科学院缔结了合作备忘录。备忘录签署当年，中方派出

了短期 3 名、长期 9 名共计 12 名学者前往日本，JSPS 则派出了 11 名日本学者来到中国进行短期访问。

接下来，JSPS 先后于 1980 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 年与中国教育部缔结了同样内容的合作备忘录。

在此基础之上，双方学术交流的参与者由研究所的研究员扩大至了大学教师，资助领域也涵盖了人文、

社会科学至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从 1985 年起，在中国卫生部的大力支持之下中日两国逐步建立起了医学领域科研人员的相互交流。

得益于日本制药公司的捐助项目，JSPS 于 2005 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CAMS）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1996 年，JSPS 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开始实施共同研究项目。NSFC 与 JSPS 同为国

家级的科研基金资助机构，是 JSPS 在中国的核心合作机构。2001 年，中国科学技术部（MOST）成为

了 JSPS 外籍特别研究员项目的推荐机构之一。与中国教育部的合作则主要通过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

委员会（CSC）来开展。

从上述交流历程可以看出，JSPS 与多家中国机构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活动，这也是 JSPS 在

中国开展学术交流的特点。不过，近几年除了与 NSFC 的共同研究项目以外，与其他机构的合作项目仍

然处于小规模运作，有些甚至出现了停滞不前或者规模缩小的情况。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

JSPS 正在积极向科研基金资助机构转型所带来的必然影响，而这样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JSPS

在中国合作机构中存在感的下降。从总体趋势来看，中日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蒸蒸日上，而 JSPS 与中

国机构通过多年交流结成的友谊不应逐渐淡化，依靠众多有识之士的点滴积累连接而成的纽带更应该

用心维系。为了不让这些通过长期努力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无论双方是否有共同实施的合作项目，

向中国科研机构宣传介绍 JSPS 实施的资助项目以及 JSPS 在日本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并获得各方更多

的信任，是北京代表处的重要任务之一。

所长　山口英幸

所 长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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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年会的“学者讲坛”环节邀请了以下 6 位会员，他

们基于自身的实际研究，面向研究领域各异的与会人员进行

了科普性介绍，不仅彰显了 JSPS 广泛的交流优势，而且通

过一线学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向会员提供了贴近生

活的知识体验。

【学者讲坛】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全球变化与极地研究所　周凌晞

苏州大学能源学院　杨新波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苏媛

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芒来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　汤勇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吴杨

JSPS 中国同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于 2022 年 11 月 19

日（六）至 20（日）在雄踞我国深海科研高地的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圆满召开。

受疫情影响，时隔两年的此届年会在安全安心的防疫政

策指导下，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略称“深

海所”）的大力支持下，今年又喜逢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

新朋旧友在此欢聚一堂，在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同时也拓展了

合作空间。

本届年会由 JSPS 中国同学会会员、深海所杨阳研究员

担任企划协调人，近 50 位同学会会员偕亲友出席了此次活动。

在先于年会召开的理事会上，孙振东会长总结了近年来

同学会的各项活动，与会成员讨论并通过了今后的活动计划

以及以杨彪教授为同学会会长的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人选。

在接下来召开的年会上，与会全员听取了孙振东会长的

工作报告以及理事会决议。JSPS 北京代表处向现任任理事会

成员赠送了纪念品，向新任成员递交了任命书。新一届理事

会成员名单请参照以下链接 ：https://www.jsps.org.cn/jspsbj/

site/txhch/lshch-2022.htm

孙振东会长致词

山口英幸所长在线致词

深海所阳宁副所长致词

杨彪新任会长致词

JSPS 中国同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活 动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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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时间，与会成员们徜徉在深海所精心打造的“深海

空间”，欣赏深海所与中国美术学院以科艺融合为主旨联合举

办的年度艺术大赛获奖佳作，感受艺术与科学在“深蓝·极地”

主题下的相遇相知。

下午，在杨阳研究员的引领下，深度了解了深海所在深

海科学、深海技术、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化发展方面的最新

科研成果。

产业繁荣、文化自信的先导科技城。大家参观了崖州湾科技

城产业促进中心，详解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指导下的国家深海

战略和海洋强国建设规划。之后，参观了海南省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了解产学研的紧密结合。

活动最后，与会成员们欣喜雀跃地登上了“探索二号”

科考船，致敬国之重器，在与“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

依依惜别中圆满结束。

本届年会的会务工作，承蒙杨阳会员及研究团队的大力

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祝愿 JSPS 中国同学会在新任会长杨彪教授的带领下不

断发展壮大！

祝愿中日人民友谊长存！

年会召开的前一天，杨阳研究员主持召开了 JSPS 项目

说明会。

活 动 报 告

之后，大家观看了万米海试等珍贵资料片，直击科考船

水面作业及深海装备作业第一现场。最后，参观了鲸豚标本馆，

倾听鲸豚与人类的生态故事，树立有效保护海洋环境的生态

意识。当天的活动，最后由刘山虎副会长作了闭幕总结。

第二天的活动，全面介绍了崖州湾科技城在“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三亚特色、高点定位”的构架下，建设陆海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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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报 告

首先热烈祝贺 JSPS 中国同学会新

一届理事会成立，并由衷感谢理事会选

举我为本届同学会会长。能够得到大家

的信任我感到万分荣幸，与此同时，也

感受到了肩负的重担。

日本学术振兴会是一个有悠久历史

传统的学术机构。其在推进学术研究、

培养研究者、促进与学术有关的国际交

流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建立至今，

学振持续不断地支援着全球各地研究者

们的工作。中国同学会理事会已经经历

了五届的更迭，在历届理事会和 JSPS

北京代表处的辛勤工作下，众多中国研

究者得以有幸接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支

持，与日本杰出学术机构展开学术交流

与合作。这不仅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的

学术交流，更是增进了中日两国之间的

友好感情。无论外部国际关系环境如何

变化，中日两国之间学术交流的发展一

直是向好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我们也乐见这一良好趋势继续发展。

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

两国人民在谋求世代友好的道路上做出

了巨大的努力。在这些努力当中，尤其

JSPS 中国同学会  会长致辞

以学术研究方面的合作最令我们感到高

兴。学术研究旨在开拓人类知识的边界，

通过各种学问的研究所创造出的体系化

的知识谱系，是能够作为人类文化重要

财产而传承给后代的。两国在学术研究

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其本身就是为我们

的下一代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情谊。

全球大疫数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均受到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中日交通方

面的限制，使许多活动难以开展。我们

热切地期盼待到疫情褪去后，能够重新

恢复盛况，弥补这几年疫情带来的遗憾。

杨彪会长简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美

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富布莱特学者。2001-

2003 年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综合文化研究科 JSPS外籍特别研究员，2017 年度

JSPS“桥”项目东京大学外籍研究员。先后在美国海军部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

德国乔格 -艾克特国际研究所、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迪

金大学、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德国奥格斯堡大学等机构做客座研究。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等。

自 2010 年第一届至今，先后任 JSPS中国同学会理事（历届）；上海分会会

长（第四届）；JSPS中国同学会副会长（第五届）。现任 JSPS中国同学会会长。

新一届 JSPS 中国同学会将不负众望，

继续承担起中日学术合作的纽带作用，

团结会员间的力量，促进中日两国学术

交流，提高国内外影响力，为中日友好

事业贡献微薄力量。我将尽心尽责，为

同学会服务，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更

多的中国研究者能够通过中国同学会和

学术振兴会的渠道与日本学术界建立密

切合作，藉此推进中日两国学术交流和

友好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

杨彪

■会长　　　　　　　　　　　　　　　　　　　　　　　　  ■副会长

杨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苏媛（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刘山虎（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分会会长

北京 ：李晓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天津 ：孔德新（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

辽宁 ：苏媛（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上海 ：卢红亮（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

江苏 ：朱春梧（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山东 ：孙振东（山东大学物理学院）

河南 ：刘山虎（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湖北 ：樊涌（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广东 ：林影（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庆 ：白涌滔（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JSPS中国同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任期：2022 年 11月 ~ 2024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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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11 日（一），JSPS

中国同学会的孙振东会长访问了

JSPS 本部。孙会长入选了 JSPS 外

籍研究员访问学者项目（短期），于

7 月上旬至 8 月末在日本开展了研

究工作。

孙会长拜访本部时，与水本理事、

三轮副理事兼国际统括本部部长进行

了会谈，双方围绕着中国同学会的各

项活动及中日学术交流相互交换了意

见。此外，孙会长还与即将赴任的北

京代表处山口所长以及本部国际企划

科负责同学会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交谈。

JSPS 中国同学会前会长孙振东教授拜访 JSPS 本部

此次日本之行中，孙会长于 7 月

25 日（一）参加了由日方合作学者、

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福谷克之教

授主办的学术会议，还与北京代表处

的前任所长广田教授和前任副所长菅

泽女士叙旧畅谈。

左起：福谷教授、孙会长、水本理事、山口所长、三轮副理事、伊藤人员交流科科长

2022 年 12 月 4 日（ 日 ）， 由

JSPS 中国同学会江苏分会与河海大

学共同主办的“中日先进材料及工

程应用研讨会”成功召开。

此次研讨会由同学会会员、河

海大学张建峰教授担任企划协调人。

该会议原计划于 10 月份在南京召

开，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延

期并采用了线上会议的形式。先进

JSPS 中国同学会江苏分会活动

材料领域的专家、学生约 80 余人参

加了会议，与会的演讲人用英语（部

分中日互译）做了报告。

张建峰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中

国材料领域的发展离不开与日本学

者的交流合作。日本东北大学未来

科学技术共同研究中心的后藤孝学

术研究员和同学会会员、河海大学

的朱伟教授发表了特邀演讲，活跃

于先进材料科研一线的其他学者们

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 JSPS 项目介绍环节，JSPS

北京代表处的成濑副所长以外籍研

究员项目为中心，介绍了 JSPS 以及

JSPS 实施的各类资助项目。作为外

籍研究员项目的亲历者，曾经在日

本从事科研工作的张建峰教授和刘

东波教授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在日本

工作、生活时的心得体会以及申请

项目时的注意事项。

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通过

JSPS 中国同学会的各项活动近距

离地接触中日学术交流，通过 JSPS

的国际交流项目推动中日共同研究

的开展。



第 19 届中日韩学术振兴机构首

脑会议（The 19th A-HORCs Meeting） 

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四）召开了

线上会议。中日韩学术振兴机构首

脑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日本学术振

兴会（JSPS）、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NSFC）、韩国研究财

2022 年 10 月 29 日（六），由

首都师范大学和广岛大学北京研究

中心主办、JSPS 北京代表处协办的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中

日读书文化交流会” 线上会议顺利

召开。

此次活动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纪念活动之一。广岛大学理事、

副校长佐藤利行、首都师范大学方

复全校长致开幕辞，日本驻华大使

垂秀夫发表了视频致辞，中日友好

协会常务副会长程永华、JSPS 北京

代表处所长山口英幸也先后发表了

第 19届中日韩学术振兴机构首脑会议及东北亚学术
研讨会

首都师范大学、广岛大学北京研究中心协办活动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中日读书文化交流会”

团（NRF）的负责人齐聚一堂，围

绕着各国科技政策面临的课题相互

交换意见。

JSPS 杉野理事长出席了本届

会议。包括如何培养、吸引中坚科

研人才、如何推动三国之间的交流

合作在内，与会人员就各国的科技

政策动向及国际合作的方式方法进

行了直接对话。

与会议并行举办的东北亚学术

研讨会于 9 月 1 日（四）～ 2 日（五）

召开。东北亚学术研讨会由中日韩

学术振兴机构首脑会议确定主题，

致辞。山口所长介绍了 JSPS 为促

进国际学术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并

且强调 JSPS 始终致力于文学等人

文及社会科学领域顺应各自特性及

独立价值观的长期发展。

下午的会程中，围绕着中日读

书文化这一主题，从传统文化到创

汇集中日韩该领域的学者，旨在为

参会人员打造共享最新科研信息进

而开展国际共同研究的平台。该学

术研讨会的主题也是下一年度中日

韩前瞻项目的实施课题。本届研讨

会 上， 与 会 学 者 围 绕 着“Cellular 

Senescence: from Pathophysiology 

to Treatment”进行了交流。

新文化，从本土特色到中日交流，

与会的中日学者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并进行了积极地探讨。

JSPS 北京代表处一直积极致

力于协助日本的大学、学者在中国

国内举办研讨会、讲座等活动，请

有意向者与我们联系。

活 动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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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　出席新闻文化十一方会谈

21 日　拜访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研究所（海南三亚）

29 日　首都师范大学、广岛大学

协办活动

20 日　出席新闻文化十一方会谈

25 日　JSPS 中国同学会前会长拜

访 JSPS 本部

10月

12月

7月

中国各地于 2022 年 12 月优化调整了新冠防疫政策，大家告别了历时三年的新冠疫情下的生活模式。入

境隔离政策也随之取消，北京代表处的驻在员们回国度过了新年。

2022 年下半年北京代表处的各项活动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特别是 11 月北京的疫情出现了 5 月份时

的蔓延情况，北京代表处不得不改为居家办公。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感染者增多，北京代表处又不得不

改为了居家办公。

在活动举办受限的情况下，JSPS 中国同学会学术年会时隔三年于 11 月在海南三亚召开，第六届理事会

成员正式上任。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有一些本来计划参会的会员没能成行，北京代表处的部分职员到达

三亚机场之后得知隔离时间延长，不得不折返北京改为线上参会。即便如此，仍然有约 50 位各地会员及亲友

克服苦难远道而来，欢聚一堂，共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卸任的第五届理事会成员在新冠疫情之下任期由 2 年

延长至 4 年，为同学会各项工作的开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年新气象！伴随着工作、生活不断回归日常，衷心希望迄今未能如期开展的各项活动顺利举办，中日学

术交流逐步走上正轨。今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编后语　

副所长　成濑雅也

（2022 年 7月～ 12月）活动纪要

8月

9月

24 日　出席新闻文化十一方会谈

  1 日　中日韩学术振兴机构首脑

会议 (A-HORCs)

20 日　出席新闻文化十一方会谈

11月

  9 日　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电影放映会（国际

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

10 日　出席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

坛（北京外国语大学）

11 日　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论坛（线上会议）

12 日　出席第 8 届中日教育交流

会（线上会议）

19、20 日　JSPS 中国同学会学术

年会（海南三亚）

22 日～　居家办公

23 日　出席新闻文化十一方会谈

  4 日　JSPS 中国同学会江苏分会

活动（线上会议）

12 日　出席新闻文化十一方会谈

Tel: +86-10-8882-4331 Fax: +86-10-8882-4332
E-mail: beijing@jsps.org.cn URL: www.jsps.org.cn

所长 山口英幸                               副所长 成濑雅也 
职员 江岸、佘彬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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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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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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