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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 议 手 册 
 

 

 

主办单位：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协办单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现代史学会 

 

 

中国·长春 

2015 年 12 月 25-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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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会议日程 

12 月 25 日，与会代表报到。 地点：吉林师范大学长春校区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大楼

一楼大厅（进入校门后直行 200 米，走到底即是）。 

12 月 26-27 日（上午）为会议学术交流时间 

12 月 27 日下午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费用自理） 

12 月 28 日代表离会 

二 、 研 讨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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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自由提问、讨论时间为 20 分钟，请各位代表自

觉遵守。 

三、注 意事项 

   会议期间，请各位代表佩带代表证，便于联系与交流。 

   用餐地点：吉林师范大学长春校区餐厅三楼。用餐时间：早餐：7 点；午餐： 

12：00；晚餐：6：00。 

   因师资培训大楼会议期间临时增加培训任务，房间十 分紧张，长春市会议代 

表原则上不安排住宿，但考虑到大家参会辛劳，经会务组协调，中午可安排房间休息。 

   会议邀请函盖章扫描版（PDF 格式）已发各位代表邮箱，会议期间不再发放 

纸质版。 

    特别提示：会议期间，长春已进入一年中较为寒冷的时期，请各位代表做好 

防寒保暖工作。外套应穿羽绒服，内穿羊毛（绒）衫，下身穿羽绒或驼绒裤，佩戴手 

套、帽子等防寒物品。有慢性疾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者，请慎重出行，务必做好 

保暖！ 

 会务组联系方式： 

范立君：*** 姜小莉：*** 

贾宝库：***  赫 瑶：***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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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国际学术研讨会日程 

 12 月 26 日 

 上午 8：30-9：00 

 地点：吉林师范大学长春校区研发大厦 1 楼报告厅 

 开幕式： 

主持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范立君教授 

            一、吉林师范大学副校长李海波教授致欢迎词 

            二、日本大阪大学田中仁教授致词 

            三、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陈鸿图主任致词 

 上午 9：00-9：20 与会代表合影 

        9：30-18：00 学术讨论 

 12 月 27 日 

 上午  8：30-11：10   学术讨论 

 上午 11：20-12：00   闭幕式 

主持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姜小莉副教授 

            一、小组会议召集人做学术总结 

            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讲话 

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兴胜讲话 

            四、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范立君教授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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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学术讨论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组（44 人，会议召集人陈秀武）（地点：研发大厦 15 楼会议室）  

田中仁 江沛 程舒伟 曲晓范 赵英兰 范立君 菊地俊介 徐国利 高翔 

陳進金 丸田孝志 李秉奎 李峻 贺江枫 胡毓瑜 秦臻 高橋慶吉 馬力文 

陳鴻圖 许卫东 康越 豊田岐聡 青木顺 冯牧野 竹中浩 柳镛泰 林丁國 

王文峰 宋陵宇 吳淑鳳 汪谦干 张燕青 侯丽娟 団陽子 小松正幸 陈秀

武 刘莉 丁志强 田富 贾宝库 刘扬 战萌 李林峰 张晓晨 

 

第二组（38 人，会议召集人李军全）（地点：研发大厦 14 楼会议室）  

刘信君 赵兴胜 张煜 青野繁治 彭雨新 李军全 陈宏 林礼釗 潘宗億 

夏麒 若松大祐 日野绿 刘忠良 赵欣 徐畅 杨蕾 許惠文 那日苏 娜仁

格日勒 周太平 包贺喜格图 島田美和 横田素子 邹灿 斯钦巴图 五岛

文雄 渡辺直土 李道緝 彭玉萍 费驰 武向平 谭玉秀 姜小莉 张立彬 

王亚民 曲立超 杨铭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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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上午 

第一组  

 主题：东亚地区热点问题探究（一） 

 第一场 9:30---10:40 

主持人：程舒伟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田中仁 战后 70 周年与 21 世纪的东亚——“战争表述”与历史认识 

2 吳淑鳳 論「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的修正案及其衝擊 

3 李峻 日伪与上海“第三国”势力 

4 李秉奎 太行抗日根据地农村政权的改造与巩固 

5 程舒伟 日本政客历史记忆的有意丧失——从村山到安倍的20年 

 

第二组  

 主题：东亚地区历史与文化研究 

 第一场 9：30---10：40 

主持人：费驰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张煜 
论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到与80年代的创作历程兼简析中国文坛的

历史变迁中的一个侧面 

2 青野繁治 中国摇滚乐和日本人 

3 彭雨新 张承志《心灵史》所具备的历史民族志与文学作品的二重性格 

4 谭玉秀 清末民初东北水灾及其治理研究 

5 陈宏 伪满初期盛行祀孔活动之研究 

 茶歇 10：40---10：50 

第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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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东亚地区热点问题探究（二） 

 第二场 10：50—12：00 

主持人：刘信君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丸田孝志 
毛沢東イメージの形成―日中戦争期から建国初期における物語の

成立と展開 

2 陳進金 「鬥爭外交」：蔣介石與抗戰時期的中英關係 

3 范立君 东北地区满语兴衰及其文化走向 

4 贺江枫 物价飞涨的应对之道：1945-1949年上海市工人生活费指数制度研究 

5 陈秀武 文明视角下幕末维新期的日本列岛整合与海军建设 

 

第二组 

主题：思想与文化史研究 

 第二场 10：50---12：00 

主持人：陈进金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林礼釗 
20世紀40年代末中国知識分子関于“経済民主”的論争—以《観察》

和《新路》為例 

2 潘宗億 
臺北「歷史記憶區」之建構與意義變遷初探：以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

為中心 

3 夏麒 解读《老画师》——第四章 施蛰存与其身边的老画师 

4 李军全 消“毒”中共对华北地区乡村戏剧的改造（1937～1949） 

5 日野绿 
グリーフケアを日中で共有する可能性——日本、北京、上海の現状

調査報告 

 

 12：00---14：00 午餐、午休 

 

 12 月 26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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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  

 主题：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 

 第三场 14：00—15：10   

主持人：曲晓范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江沛、王微 “三寸金莲”之变：战时华北中共区域女性身体与政治 

2 曲晓范 
当代中国维护图们江出海权、全流域捕鱼权的历史开端：1964 年吉

林省的图们江渔业调查文化活动 

3 秦臻 
「生産拠点を持たない海外展開」戦略に基づく中小企業の新しい海

外ビジネスモデルの構築に関する実証的研究 

4 康越 北京老年宜居环境现状分析——以北京老旧社区周边交通环境为例 

5 馬力文 以顾客价值中心理论为基础的 TOTO 中国事业的事例研究 

 

第二组  

 主题：东亚区域关系及发展问题 

 第三场 14：00—15：10 

主持人：武向平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五岛文雄 

翻译：许卫东 
南シナ海問題をめぐる新たな動向 

2 武向平 不容忽视的战后日本“满铁会” 

3 渡辺直土 2012年重慶事件をめぐる日本の新聞の報道状況に関する分析 

4 李道緝 抗戰初期泰國華僑的援華抗日活動 

5 费驰 1882—1894 年间中朝商路历史性变迁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茶歇：15：1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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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综合 

第一组 

第四场15：20—16：20 

主持人：江沛 （两位日本学者因有翻译故每位发言 15 分钟）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高橋慶吉 

翻译：林礼钊 

Ｆ・Ｄ・ローズヴェルトと中国大国化構想―前提・意味・展開― 

2 许卫东 
海南岛的橡胶开发与中心-边陲关系的连续性重构——1950 年代《中

苏橡胶协定》的前前后后 

3 陳鴻圖 臺灣東海岸港口部落的水圳與水梯田復育 

4 
豊田岐聡 

翻译：胡毓瑜 
オンサイト質量分析による文理融合の取り組み 

 

第二组 

主题：综合 

 第四场 15：20—16：20 

主持人：赵欣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若松大祐 蒋経国『風雨の中の静けさ』（1967）の歴史観 

2 赵兴胜 当代中国乡村问题的建构与表达：1949-2000 

3 徐畅 
抗战时期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眼中的伪军——关于其形象及其成

因的研究 

4 胡毓瑜 舟山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局限性以及对渔业资源管理模式的再讨论 

5 赵欣 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东北农业地理的研究 

 茶歇 16：20---16：30 

 

第一组 

主题：中国近代史中的东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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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场 16：30---18：00 

  主持人：赵英兰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竹中浩 

翻译：邹灿 
19 世紀末ロシアの中国認識と義和団の乱 

2 菊地俊介 抗日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淪陥区工作 

3 赵英兰 中国东北地域城镇体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4 柳镛泰 朴殷植对“现实中国”和近代韩中关系的认识，1882-1925 

5 林丁國 從遠東運動會看東亞政治勢力的運作（1913～1934） 

6 冯牧野 由《中国 1913》浅尝民初政治风云 

 

第二组 

 主题：蒙古地区历史问题研究 

 第五场 16：30---18：00 

主持人：陈鸿图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娜仁格日勒 日文资料所载关于近代内蒙古骑兵的创建 

2 周太平 蒙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有关 “满蒙”文献资料述评 

3 包贺喜格图 
伪蒙疆政权时期日语教育史研究——以《满洲国语》中的相关记述为

中心 

4 島田美和 
蒙疆における社会調査——日本人の農業土木調査を中心に－蒙疆

的社會調查－－以日本人的農業土木調查為中心 

5 横田素子 貢桑諾爾布再来日案件蹉跌以後の対蒙政策について 

6 斯钦巴图   “满洲国”统辖蒙古事务中央和省级机构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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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日上午 

第一组 

 主题：战时军事 

 第六场 8：30-9：50 

主持人：王文峰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王文峰 宋陵宇 关于对长春原日军第一〇〇部队遗址进行保护利用的初步设想 

2 田富 论二战前日本右翼对中国的思想战 

3 高翔 论蒋百里的空军思想 

4 贾宝库 辽源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研究现状及其意义 

5 邹灿 中日战争时期占领区的“七七纪念”及其政治功能辨析 

 

第二组 

 主题：近现代东北问题研究 

 第六场 8：30-9：50 

主持人：周太平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张立彬 浅析近代东北煤矿业的特点及其发展迟缓的原因 

2 刘忠良 满铁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 

3 王亚民 族群、地理与变迁：晚清珲春乡村社会刍议 

4 杨铭 论松花江流域的鱼文化 

5 王丹 晚清东三省之旗籍孀妇 

 

 茶歇 9：5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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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 

 主题：近现代教育问题研究 

 第七场 10：00—11：20 

主持人：柳镛泰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徐国利、汪锋华 二十年来中国的抗战高校内迁研究述评 

2 战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生失业群体特征探析 

3 刘扬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大学生失业动因探研——以高等教育为例 

4 李林峰 浅析互联网下的新中产阶级的文化复兴 

5 団陽子 
「反美扶日運動」の拡大と対日賠償要求問題―「宣伝」からみる中

国共産党・中華民国政府・米国政府 

6 侯丽娟 《冬学运动推动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研究计划 

第二组 

 主题：综合 

 第七场 10：00—11：10 

主持人：许卫东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杨蕾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日本海运业与东亚格局 

2 彭玉萍 

「民國」文學作為一種視野──以日本殖民地機制下張我軍、葉榮鐘

的知識社會學為考察對象 

3 許惠文 新縣制時期地方各級財政關係 

4 曲立超 近代东北边疆碑刻 “宋小濂墓志”的书法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 

5 那日苏 中蒙高层交往的开端——试论 1952 年泽登巴尔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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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名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E-mail 

1 田中仁 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2 五岛文雄 静岗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大学教授  

3 竹中浩 大阪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研究科长/教授  

4 青野繁治 大阪大学教授  

5 丸田孝志 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  

6 丰田岐聪 大阪大学大学院理学研究科教授  

7 高桥庆吉 大阪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准教授  

8 许卫东 大阪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9 康越 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  

10 岛田美和 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专任讲师  

11 若松大祐 常叶大学外文学院讲师  

12 日野绿 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13 渡边直土 熊本大学教员  

14 青木顺 大阪大学助教 

15 小松正幸 广岛大学大学院硕士研究生  

16 团阳子 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17 夏麒 大阪大学博士研究生  

18 菊地俊介 立命馆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19 胡毓瑜 大阪大学博士研究生  

20 邹灿 大阪大学博士研究生  

21 林礼釗 日本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22 彭雨新 大阪大学博士研究生  

23 張煜 大阪大学语言研究科学生  

24 秦臻 大阪大学经济学研究科硕士研究生  

25 马力文 大阪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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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柳镛泰 首尔大学历史教育科教授  

27 吴淑凤 台湾国史馆纂修  

28 陈鸿图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主任  

29 陈进金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30 李道緝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31 林丁国 高雄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32 潘宗億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33 许惠文 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34 彭玉萍 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35 侯丽娟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36 李秉奎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  

37 汪谦干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38 张燕青 福建社科院《福建论坛》杂志社副研究员  

39 江沛 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40 贺江枫 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41 刘忠良 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42 冯牧野 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43 高翔 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44 周太平 内蒙古大学教授  

45 横田素子 内蒙古大学客員教授  

46 娜仁格日勒 内蒙古大学教授  

47 包贺喜格图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48 斯钦巴图 内蒙古赤峰卫生学校校长  

49 那日苏 内蒙古大学学生  

50 徐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51 赵兴胜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52 徐国利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53 李峻 南京政治学院教授  

54 李军全 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55 杨蕾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56 程舒伟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57 曲晓范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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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赵英兰 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  

59 费驰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60 陈秀武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教授  

61 刘信君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62 武向平 吉林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63 赵欣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杂志社  

64 刘莉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助理研究员/编辑  

65 王文峰 伪满皇宫博物院陈列研究部研究馆员  

66 陈宏 伪满皇宫博物院陈列研究部研究馆员  

67 宋陵宇 伪满皇宫博物院陈列研究部馆员  

68 范立君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69 丁志强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70 谭玉秀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71 姜小莉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72 田富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73 王亚民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74 张立彬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75 曲立超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76 张晓晨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77 杨铭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  

78 贾宝库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79 王丹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80 刘扬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81 战萌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82 李林峰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