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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 与会代表请认真阅读会议手册特别是会议议程安排，佩戴代表证，

依照会议手册参加相关活动。 

2、 主要活动安排： 

8 月 26 日，报到。地点：赣南师范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会议

报到处。18：00：晚餐，地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宴会厅。 

8 月 27-28 日：会议学术交流。 

8 月 29 日：排赴瑞金参观。 

8 月 30 日：上午全体代表离会 

3、 宿舍在赣南师范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入住后请打开电热水器，

出门请带好房卡。护照、钱包、手提电脑等贵重物品请妥善保管或交由

总台保管。此期赣州市早晚温差较大，请注意天气的变化。 

4、 会议的学术交流时间，每天上、下午开始的时间略有不同，请注意

时间的安排，会议期间安排有休息时间。会议地点：大会在国际学术交

流中心二楼多媒体会议室，分组讨论在二楼多媒体会议室、二楼会议室。 

5、 若需要预订返程票，请提前告知会务组。 

6、 会务组设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005 房，会议期间有关事宜，请联系

相关人员。 

张玉龙：****   曾耀荣：**** 

钟日兴：****   钟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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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开会规则 

1、为使各位代表均能得到平等的交流时间，本次大会实行报告限时制度：

每位代表的报告时间为 10 分钟（非中文报告增加 5分钟），评论时间 5分钟，报

告人回应时间 5分钟。请各位代表自觉遵守。 

2、提问时请先报姓名及所属单位，以便记录。会议之通用语言为普通话。

会议期间请将手机关闭或设置静音。 

二、会议翻译工作方案 

1、会议 7 位代表使用非中文报告（见附表），配备 2 名翻译,即“翻译 A”

与“翻译 B”。 

2、 7 位非中文报告时间增加 5 分钟：“翻译 A”用中文介绍报告的内容概

要。 

3、对报告提问的日语翻译以及对提问的日语答复，中文翻译由“翻译 B”

负责。 

4、7 位报告者须事先将发言稿提供给“翻译 A”与“翻译 B”。 

 

报告人 报告题目 会议场次 翻译 A 翻译 B 

竹内俊隆 从日本看中国军事的崛起 第二场 渡边直土 丸田孝志 

高橋慶吉 美占时期实施的日本复兴政策与中国

的关系 

第二场 坂井田夕起

子 

赵永东 

三好恵真

子 

应如何看待中国的环境问题——以保

证人类安全和可持续性科学的实践发

展为目标 

第四场 岛田美和 许卫东 

五島文雄 印度支那三国的华人和华侨社会的变

化 

第二场 娜仁格日勒 包贺喜格图

姉崎正治 关于起因于金属冶炼的污染土壤的复

原、再资源化的研究—结合日本经验

与中国实际的可持续性科学的实践展

开 

第四场 田昊 木村自 

福田州平 狂言妄语政治学―在中日关系中 第二场 根岸智代 日野绿 

横田素子 清朝滅亡と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王の模

索 

第三场 娜仁格日勒 包贺喜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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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8 月 27 日早餐 

时间：上午 7:00—8:00 

地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宴会厅 

开幕式 

时间：8 月 27 日上午 8:30—9:15 

地点：赣南师范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多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陈勃（赣南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 

主要议程：1、介绍来宾 

 2、赣南师范学院校长、中央苏区研究中心顾问田延光教授致欢迎词 

3、赣州市社联领导张志刚讲话 

4、南开大学江沛教授讲话 

8 月 27 日上午 9:30—9:40 

        全体代表合影（地点：赣南师范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前） 

 

第一场会议  主题发言 

8 月 27 日上午 9:50—11:50 

地点：赣南师范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张玉龙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田中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与 21 世纪的东亚 

江沛 

王先明 从士绅到权绅：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

“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许育铭 战后国民政府留用日籍技术人员问题初探 

张玉龙 中央苏区政权形态的特点（1931-1934） 

 

午餐 

中午 12:00（地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宴会厅） 

 



5 
 

第二场会议 

时间：8 月 27 日下午 2:00—3:50 

地点：赣南师范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多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坂井田夕起子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福田州平 狂言妄语政治学―在中日关系中 

许育铭 高橋慶吉 美占时期实施的日本复兴政策与中国的关系 

竹内俊隆 从日本看中国军事的崛起 

渡边直土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合法性原理的新阶段 
张宏卿 

五島文雄 印度支那三国的华人和华侨社会的变化 

 

第三场会议 

时间：8 月 27 日下午 2:00—3:50 

地点：赣南师范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王先明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周太平 德尔智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蒙藏局势 

周太平 横田素子 清朝滅亡と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王の模索 

白拉都格其 略谈共产国际与内蒙古革命 

岛田美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内蒙古后套地区开发事业 

钟声 
根岸智代 

七七事变前夕中国的对日言论和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

会会议 

3:50—4:00：休憩 

第四场会议 

时间：8 月 27 日下午 4:00—5:50 

地点：赣南师范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多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日野绿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许卫东 浅议日本产经界对开拓中国 BOP(低收入群体)市场的基

本战略及其特点 

李道缉 
姉崎正治、田昊 关于起因于金属冶炼的污染土壤的复原、再资源化的研

究—结合日本经验与中国实际的可持续性科学的实践

展开 

罗婉娴 热带医学在亚洲殖民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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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恵真子 应如何看待中国的环境问题—以保证人类安全和可持

续性科学的实践发展为目标 陈勃 

日野绿 为建立化解丧偶悲痛系统：上海老龄化的现状与问题 

 

第五场会议 

时间：8 月 27 日下午 4:00—5:50 

地点：赣南师范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田中仁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丸田孝志 中共冀鲁豫区根据地的象征与民俗利用 
曾耀荣 

张宏卿 解放的理想与现实的烦忧：婚姻自由与苏区农妇动员 

朱钦胜 论中央苏区内部审计制度建设 

胡松 钟日兴 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以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中为例 
李忠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研究 

欢迎晚宴 

晚上 6:00  （地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宴会厅） 

 

8 月 28 日早餐 

时间：上午 7:00—7:50 

地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宴会厅 

第六场会议 

时间：8 月 28 日上午 8:00—10:00 

地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多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徐有威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姜朝晖 1920 年代的教育独立思潮与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 
赵永东 

谢庐明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妇女干部的经验及其启示 

赵永东 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探析 

丸田孝志 张彦台 “四清“运动撞击下农村群体的心态研究——以石家

庄地区为例 

木村自 殖民及後殖民時期居住緬甸的雲南穆斯林之歷史敘述

與邊緣文化戰略 
徐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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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场会议 

时间：8 月 28 日上午 8:00—10:00 

地点：赣南师范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许育铭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江沛 交通体系与近代山东经贸重心的转移 

刘晖 张志国、邹灿 日本势力的统制与连云港口贸易述论 
耿科研 租界公共空间与华洋关系演变：以近代天津英租界为例 

刘晖 交通变革与近代郑州地域构造的演化 
钟日兴 

钟声、粟孟林 论大革命时期湖南国共党员的社会构成（1923—1926） 

10:00—10:10：休憩 

第八场会议 

时间：8 月 28 日上午 10:10—12:00 

地点：赣南师范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多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陈进金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林志晟 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的战后发展（1945-1948） 

王先明 徐有威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民国时期的

土匪为例 

方世藻 蒋经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李朝津 

尹红群、徐良利 民国乡村政治结构变迁中的代际关系 

张同乐 危机与应对：新中国初期察北鼠疫防控对策研究 
黄宗华 

张文标 中央苏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第九场会议 

时间：8 月 28 日上午 10:10—12:00 

地点：赣南师范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岛田美和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评论人 

坂井田夕起子 文化冷战与中国佛教：世界佛教徒大会与两个“中国佛教

代表” 张同乐 

川口幸大 村庄的社会变化与作为祭祀空间的房屋之变迁 

李道缉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與僑資企業研究 林志晟 

曾耀荣 近代城乡关系与农民的反应——以 1928 年的永定暴动为

例 徐有威 

陈进金 蒋介石的国家观念与实践（1928-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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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中午 12:00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宴会厅） 

闭幕式 

时间：8 月 28 日下午 2:00—3:30 

地点：赣南师范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多媒体会议室 

主持人：江沛 教授 

一、大会总结报告（田中仁、许育铭、江沛教授） 

二、大会感言 

三、大会组委会有关事项说明 

四、主办方陈勃教授致闭幕词 

五、闭幕 

赣州游 

时间： 8 月 28 日下午 3:50—5:40 

地点：赣州八境公园、古城墙 

晚餐 

晚上 5:40（地点：赣州市区太子楼） 

 
8 月 29 日早餐 

时间：上午 6:20—7:00 

地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宴会厅 

瑞金参观考察 
时间：8 月 29 日 7:00—18:00 

参观地点：瑞金 

午餐：中午 12:30，地点：瑞金 

晚餐：下午 6:00，地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宴会厅 

8 月 30 日早餐 

时间：上午 7:00—8:00 

地点：地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宴会厅 

早餐后代表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