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成日安成日安成日安成日，男，1964 年 11 月生，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国际问

题研究所所长、教授。2001 年南开大学日本政治外交史博士研究生 、2002 年日

本国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对外关系、东亚国际关系史 

主要成果：《当代日韩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0）、《东亚国际

关系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3） 。 

学术兼职：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

治学系   邮编：150080 

    

安善花安善花安善花安善花，女， 1964 年 7 月生，大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2007 年吉林大学世界

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对外关系、政治学 

主要成果：近代中朝日世界秩序观及其外交取向比较研究（《日本学论坛》，东北

师范大学，2006 年）、试析日本对国际体系的反体系思想（《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长春大学，2006 年）。 

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府大街 10 号  邮编：116622    

    

安文生安文生安文生安文生，男，1963 年，华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2000 年日本拓殖大学日本语

教育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山西太原南内环街 480 盛伟大厦   邮编：030012 

 

安勇花安勇花安勇花安勇花，女， 1971 年 10 月生，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7 年日本

大谷女子大学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夏目漱石的文学研究 

学术兼职：日本近代文学学会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安志达安志达安志达安志达，，，，男，1950 年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信

集团驻日本代表处总代表。1992 年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世界史（日本史方向）

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史、日本经济、日本金融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理事 

主要成果：《论日本近代元老政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年）、《日本启示

与警示--日本问题及中日关系研究文集》（中信出版社，2000 年） 

 

巴殿君巴殿君巴殿君巴殿君，男 ，1965 年 3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副教

授， 1999 年吉林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九州出版社）、《日本国家战略与东北

亚外交》（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史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白光洁白光洁白光洁白光洁    ，女， 1964 年生，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2

年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农业 

主要成果：中日合作新型微生物肥料“元气宝”的应用技术研究 

地址：山西太原农科北路 64 号    邮编：030031  

 

白洪生白洪生白洪生白洪生，男，1963 年生，山东省东亚研究所副研究员。1984 年山东大学英语专

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经济政策 

关所属学会：中国中日 系史学会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耕路 56 号    邮编：250002 

 

白如纯白如纯白如纯白如纯    ，男，1968 年 12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21 世纪中日关系发展构想》、《日本：200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日本所    邮编：100007 

 

白新良白新良白新良白新良，男，1944 年 9 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81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

清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近世中日关系史、清史 

主要成果：德川时期日本书院述论，《清史考辩》（人民出版社，2006）等。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白智立白智立白智立白智立，男， 1966 年 8 月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1997 年日本法政

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行政学 

主要成果：《日本的行政监察、监查》（法政大学出版局，2001 年）、《日本学》（北

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08 年 4 月，执行主编）。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公共政策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邮编：100871 

    

宝力朝鲁宝力朝鲁宝力朝鲁宝力朝鲁，男， 1962 年 5 月生，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2003 年日本东北大学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论上田万年的方言观（日本《教育思想》29 号）、论明治后期以后写 

作教育中的上田万年的地位（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研究年报》第 

53 集 1 号）。 

所属学会：日本教育哲学学会、日本教育思想史学会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 81 号  邮编：010022    

    

毕世鸿毕世鸿毕世鸿毕世鸿，男， 1973 年 11 月生，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2002 年早稻

田大学国际关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与东南亚关系 



主要成果：云南的开发—其问题与展望（《科学》，2005 年第 4 期）、日本与东盟

科技合作研究（《东南亚纵横》，2006 年第 2 期）。 

所属学会：中国东南亚学会、中国亚太学会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邮编：650091 

 

毕小辉毕小辉毕小辉毕小辉，男， 1943 年 8 月生，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1981

年辽宁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中江兆民》（世界哲学丛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9）、中江兆 

民的思想特色及其现代意义（（日本）那卡尼西亚出版社，2003 年 2 月）。 

学术兼职：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学会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邮

编：110036 

    

边蒙亮边蒙亮边蒙亮边蒙亮，，，，男，1966 年 2 月生。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俄语教学部主任、

副教授。1998 年 7 月内蒙古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爱民街 49 号            邮编：010051    

    

边恕边恕边恕边恕，男，1973 年 8 月生，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副教授。2005 年

辽宁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

心博士后。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中国公共养老金隐性债务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论 

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改革趋势（《现代日本经济》，2004 年第 2 期）。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京沈街 58 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邮编：110136    

    

卞崇道卞崇道卞崇道卞崇道，男，194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1969 年毕业于国际关

系学院日语系，2006 年获日本关西大学文学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宗教 

主要成果：《日本哲学与现代化》（沈阳出版社、2003）、《融合与共生——东亚视

域中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长、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732 

 

邴胜邴胜邴胜邴胜，男，1967 年 8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3 年东京学艺大

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心理学 

主要成果：中国日语学习者否定疑问句习得研究---以应用能力考察为中心（《日

语学习研究》，2006.4）、关于学习动力的调查及其研究（北九州市立大学外語学

部紀要第 121 号，2008.1）。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16044 

 

步平步平步平步平，，，，男，1948 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哈尔滨

师范学院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国际关系史、日本侵华史 

主要成果：《日本右翼思想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报告书》（中方首席委员，2009）。 

学术兼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 1 号    邮编：100006 

    

蔡建国蔡建国蔡建国蔡建国，男，1953 年 10 月生，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亚太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1990 年德国洪堡大学历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全国政协委员。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21 世纪

的东亚：机遇、挑战与创新》（主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邮编：200092 



    

曹大臣曹大臣曹大臣曹大臣，男，1964 年 5 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2 年南京大学历史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以华中地区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9）、《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鸦片毒化活动》（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210093 

 

曹大峰曹大峰曹大峰曹大峰，男，1952 年 6 月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副

主任。1974 年山东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学 

主要成果：《现代日语高级语法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多语语料库与

日语研究（《日本语科学》第 22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内 216 信箱  邮编：100089 

 

曹峰曹峰曹峰曹峰，男，1948 年 5 月生，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2004 年东京大学东亚

思想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古代史、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史记战国史料研究》。 

所属学会： 日本东方学会、日本中国出土资料学会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曹洁曹洁曹洁曹洁，女， 1961 年 3月生，河北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1998 年河北大学日

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曾任河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副译审。 

研究方向：日语、 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财政政策效果下降的新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2）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学府路 47 号    邮编：050061 



 

曹金波曹金波曹金波曹金波，，，，女，1973 年 5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0 年大连外国语

学院日语语言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标准日语拟声词拟态词》（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 月）、《话

说日本日本纵横》（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 月）。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碧浪园 34-1-4-1    邮编：116113 

 

曹莉曹莉曹莉曹莉，女，1975 年 11 月生，上海海洋大学日语系讲师。2001 年 6 月南京大学日

语系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语、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日本语能力测试词汇一本通》（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 月） 、                                                                    

日本的“型”文化（《中国教育导刊》，2008.5）。 

地址：上海市曹杨路 710弄 11 号 1202室 

邮编：200063 

    

曹石堂曹石堂曹石堂曹石堂，男，1930 年，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 

地址：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邮编：030031 

    

曹修平曹修平曹修平曹修平，女，1974 年 3 月生，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5 年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语 

主要成果：日本的公司职员与小酒馆（《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8）。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1038 号       邮编 ： 300222    

    

曹振威曹振威曹振威曹振威，，，，男，1947 年 8 月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室主任。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侵略与自卫—全面战争期间的中日关系》（广西师大出版社，1994 



年版）、《汪伪政权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所属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上海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日本国际教育学会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安波路 265弄 55 号 202室   邮编：200433    

    

曹志明曹志明曹志明曹志明，男，1955 年 11 月生，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教授。黑龙江大学日语系硕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战后文学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出版） 、《日本文

学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出版）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   邮编：150080    

    

柴亚林柴亚林柴亚林柴亚林，男， 1977 年，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2004 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近年来日本旅游产业政策及入境旅游市场分析（日本学刊，2007）、

1996——2005 年日本入境旅游市场分析（《甘肃科技》，2007.7）。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路 967 号   邮编：730070 

 

车霁红车霁红车霁红车霁红，女，1963 年 11 月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1985 年吉

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伪满洲国、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伪满基层政权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从教科书问题看日

本国民历史教育的缺憾（《北方文物》，2007）。 

所属学会：黑龙江省抗战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友谊路 501 号   邮编：150018 

 

陈爱阳陈爱阳陈爱阳陈爱阳，男，1971 年 10 月生，清华大学外语系日语教研室讲师、教研室副主任。

1998 年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文化人类学 



主要成果：《亚东时报》考——及清末亚洲主义的主张（朝日综研报告书，2007

年 12 月）、试论井上靖的西域小说（《日本学论坛》，2000）。 

地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   邮编：100084 

 

陈春娴陈春娴陈春娴陈春娴，女，1969 年 8 月生，广东海洋大学日语系讲师。1992 年西安交通大学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语、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谓语附加成分「のだ」及其派生形式的汉译处理（《广东海洋大

学学报》，2007.2） 

地址：广东湛江市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524088 

 

陈春香陈春香陈春香陈春香，女，1956 年 9 月生，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日本文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主要成果：苏曼殊诗歌创作的中国传统与日本意象（《文学评论》）。 

地址：山西大学文学院   邮编：030006 

    

陈荻陈荻陈荻陈荻，女，1980 年 3 月生，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3 年大连

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学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女性用语的使用及变迁——以终助词为中心（考试周刊，2008、47） 

地址：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71003    

    

陈端端陈端端陈端端陈端端，女，1956 年 7 月生，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日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副院长。

1980 年厦门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学、比较文化学 

主要成果：《语言、文化与认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意识与表达》（厦

门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 

学术兼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门大学海滨新村 41 号楼 302室     邮编：361005 

 



陈多友陈多友陈多友陈多友，男，1964 年 9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日本研究中

心教授。2007 年中山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比较文化 

主要成果：《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前沿文存》(汕头大学出

版社，2006，3)、《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中国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    邮编：510420 

    

陈访泽陈访泽陈访泽陈访泽，男，1956 年 6 月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1997 年 3 月获北海道大学日语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现代日语主题句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年）、《日语句

法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年）。   

所属学会： 中国语用学研究会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          邮编：510420 

    

陈奉林陈奉林陈奉林陈奉林，男，1962 年 3 月生，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北京大

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2 年北京大学历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史 

主要成果：《战后日台关系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东亚区域意识的

源流、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世界历史》第三期，2007）。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东南亚研究会 

地址：北京西城区展览路 24 号外交学院外交学系    邮编：100037 

 

陈红陈红陈红陈红，女，1981 年 12 月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助教。2007 年华东

师范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310018    

    



陈红陈红陈红陈红，女，1953 年 10 月生，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教授。1989 年日本广岛大学日本

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语和日本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地址：中国济南洪家楼 5 号   邮编：250100 

 

陈虹陈虹陈虹陈虹，女，1953 年 9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199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金融 

主要成果：《日本金融考察》（合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日 

元国际化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 11 月）。 

地址：北京市建内大街 5 号    

 

陈鸿斌陈鸿斌陈鸿斌陈鸿斌，男，1954 年 12 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编辑室主任。1982

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日本政治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失去的十年》（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中日关系“瓶颈”论》

（时事出版社，2004）。 

所属学会：上海市日本学会 

地址：上海巨鹿路 845弄 1 号         邮编：200040 

 

陈晖陈晖陈晖陈晖，女，1943 年 4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教授。1981 年北京大学南

亚所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教育·社会·人——日本的近代化与教育》（东方出版社，1989）、

《民俗学》（东方出版社，1992）。 

地址：北京东城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陈景彦陈景彦陈景彦陈景彦，男，1955 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

长，教授 ，2006获得吉林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日本近代史 

主要成果：《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年）、《19

世纪中日知识分子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陈俊英陈俊英陈俊英陈俊英，女，1952 年 7 月生，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94 年日

本信州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中国东北经济发展与日本北部九州》（学苑出版社，2001）、《东北亚

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机制创新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比较教育学会 

地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寸金路 29 号   

 

陈丽陈丽陈丽陈丽，女，1973 年 1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教师。2004 年辽宁师范

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国的日本语言文学（《爱媛国文与教育》第 35 号）。 

地址：辽宁省大连旅顺南路西段 6 号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44 

    

陈林俊陈林俊陈林俊陈林俊，男，1980 年 11 月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讲师。2008

年南京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经济学 

主要成果：论翻译标准的现实影响因素（《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02 期）、日语俳句汉译句式探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 01 期）。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     邮编：210044 

 

陈秋霞陈秋霞陈秋霞陈秋霞，女，1979 年，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2 年湖南大学日语

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基督教传入时期的若干问题》。 

所属学会：湖南省翻译学会 

地址：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10082 

 

陈沙陈沙陈沙陈沙，男，1945 年 9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金融 

主要成果：21 世纪初期的日本综合国力（《国际金融》，2005）、日本（《世界主

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湖南出版社 1996）。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732 

 

陈山陈山陈山陈山，男，1953 年 1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1989

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北亚经济 

主要成果：：：：对南中国经济圈的若干分析（《当代亚太》，1992.06）。 

所属学会：亚太学会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100007 

 

陈世华陈世华陈世华陈世华，男，1973 年 12 月生，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05 年鹿儿岛

大学国语科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语教育 

主要成果：石川啄木短歌中的哭泣-以〈一把砂〉为中心（《外语研究》，2007） 、

《比较日中日本语教育》（鹿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实践研究纪要第 18卷，

2007）。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 200 号   邮编：210009 

 



陈小冲陈小冲陈小冲陈小冲，男，1962 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1985 年厦门大

学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十七世纪的御朱印船贸易与台湾》

（台海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台湾研究会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邮编：361005 

 

陈小法陈小法陈小法陈小法，男，1969 年 8 月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

2002 年浙江大学中日文化比较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世史、明代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遣明史研究》。 

所属学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编：130012 

 

陈秀武陈秀武陈秀武陈秀武，男，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所日本历史研究室教授。1995 年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2001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2003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华日本哲学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12 

    

陈艳云陈艳云陈艳云陈艳云    ，女，1964 年 5 月生，广州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2007 年 6 月获得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日本政治、日本东南亚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南进东南亚与台湾总督府关系研究（1895-1945）》（中国言实出

版社，2007）、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南洋华侨的调查（《东南亚研究》, 

No.1.2006）。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中国东南亚学会、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 

地址：广州中山大学蒲园区 645栋 802房    邮编：510275 

    

陈友华陈友华陈友华陈友华，男，1967 年 12 月生，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2005 年南开大

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史、日本旅游政策 

主要成果：《日本旅游政策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日本国民旅游消费

动向分析》（《消费经济》杂志社，2003）。 

所属学会：世界现代史学会 

地址：江西南昌红谷摊学府大道 999 号   邮编：330047 

 

陈月娥陈月娥陈月娥陈月娥，女，1970 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副教授。2003 年中国社科院研究

生院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史、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近代日本对美协调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3 月）、原敬

与国际协调外交（《世界历史》，2004 年第 6 期）。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石屏路 399弄 52 号 601       邮编：200240 

    

陈越陈越陈越陈越，女，1979 年 3 月生，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浙江

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明嘉靖年间中央客馆新考（《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 

所属学会：浙江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下沙浙江理工大学             邮编：310018    

    

陈朝辉陈朝辉陈朝辉陈朝辉，，，，男，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8 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博士

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鲁迅眼中的日本普罗文学》 （《国文学》（学灯社） 2009 年）、鲁



迅与臧原惟人（《东方学》 第 117辑 2009 年 1 月）。   

所属学会：日本东方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南开大学日语系  

邮编：300071    

陈志恒陈志恒陈志恒陈志恒，男，1968 年 6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2006 

年获得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以交易费用理论为视角》（吉林人民

出版社，2006）、日本风险投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日本学刊》，2000 年

第 6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邮编：130012    

    

陈治国陈治国陈治国陈治国，男， 1977 年 4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讲师，2004 

获得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金融 

主要成果：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以日本为实例的分析（《现代日

本经济》，2004.02）。   

地址： 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程绍海程绍海程绍海程绍海，男，1944 年 1月生，天津市现代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现代日

本》杂志主编。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关于日本型通货膨胀的抑制、企业经营及民营化（一桥大学产业经营

研究所所刊《商务评论》，1997.3）、中低增长与日本经济发展新时期（《现代日

本经济》，2008 年第 4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宾友道凯特饭店     邮编：300074 

    



程文程文程文程文，男，1974 年 10 月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01 年辽宁大学国际

关系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国际关系、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日本侵华政策和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中日亚洲战

略探研》（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 

所属学会： 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10036 

 

程永明程永明程永明程永明，男，1972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2006 年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中经济关系、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裕仁天皇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中日经贸关系

六十年（1945-2005 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初晓波初晓波初晓波初晓波，男，1971 年 12 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副教授。2006

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国际关系、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国际政治研究》 第 4 期，2007）、

徐光启的日本观研究（《日本学》第十四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淳于淼泠淳于淼泠淳于淼泠淳于淼泠，女，1957 年 7 月生，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

教授。2006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宪政制衡与日本的官僚制民主化》（商务印书馆，2007） 、《日本危

机管理体制的演变》（《当代亚太》，2005 年第 7 期）。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镇宝圣路   邮编：401120  



 

崔健崔健崔健崔健，1970 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1992 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

获哲学学士学位；1999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3 年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外资企业的现状及其效果分析（《日本研究》，2001.4）、日本引

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提高经济活力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8.3）。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崔明姬崔明姬崔明姬崔明姬，女，1971 年 10 月生，江南大学日语系讲师， 2005获得日本九州大学    

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日语逆接助词“ケド”（地域文化研究会 （日语）， 2006 年 1

月 ，《地域文化研究Ｎo４》）。                                                         

所属学会：地域文化研究会、九州大学韓国语言文化研究会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邮编：214122    

    

崔世广崔世广崔世广崔世广，男，195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室教授。

1988 年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日本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日本社会文化 

主要成果：《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的比较》（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出版社，1989 年）、《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中国日本哲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100007 

 

崔万有崔万有崔万有崔万有，男，1969 年，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07 年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社会保障 



主要成果：日本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对我国的启示（《高科技与产业化》，中国

科学院科学图书馆北京，2007）、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发展演变（《东北财经大

学学报》，2007）。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   邮编：116029 

    

崔新京崔新京崔新京崔新京，男，1953 年 9 月生，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教授。1982 年辽宁大

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7 年辽宁大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日本哲学 

主要成果：《日本明治启蒙思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日本法西斯思想探

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学会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110036 

    

崔岩崔岩崔岩崔岩，，，，男，1963 年 10 月生，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2002 年辽宁大学世界经

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对外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辽宁出版社，2004 年出版）、日本平成经

济论析（《日本研究》杂志 2007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110036    

    

崔崟崔崟崔崟崔崟，男， 1953 年，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89 年吉林大学日语语

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语通论》（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大连，2003）、进入中国的“和

制汉语”（《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6）。 

学术兼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河北大街西段 438 号   邮编：066004 



 

崔忠崔忠崔忠崔忠，男， 1971 年 2月生，淮海工学院日语系讲师。2003 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法

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汉跨语言交际中的词汇困惑及其对策（《文教论坛》2007 年第 4 期）

使役表达的汉日对比（《淮海工学院学报》2008.2）。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苍梧路 59 号   邮编：222005 

    

笪志刚笪志刚笪志刚笪志刚，男，1962 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教授。1984 年哈尔

滨师范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东北亚区域经济 

主要成果：《情怀-日本客座研究见闻录》（日本侨报出版社，2003）、、、、中国企业对

日投资现状及其演变（《日本学论坛》，2007.3）。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501 号   邮编：150018 

 

戴戴戴戴晓芙晓芙晓芙晓芙，女，1956 年 9 月生，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1991 年日本山口

大学人文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金融 

主要成果：《日本的银行兼并与经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经济全球化与

日本的企业决策（《日本学刊》，2002）。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戴宇戴宇戴宇戴宇，男，1964 年 5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2004 年 6 月获得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从〈南洋时事〉看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萌生的起因（《史学月刊》，

2006 年第 11 期）、《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简析（《史学集刊》，2007 年第 1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 130012    

    

单海英单海英单海英单海英，女，1983 年生，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大沽南路 1038 号天津科技大学 13 号公寓 

    

丁莉丁莉丁莉丁莉，女，1974 年 2 月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副教授。2002

年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 

主要成果：《伊势物语及其周缘》（风间书房，2006.5）、日本平安时代的女性与

文学（《东方研究 2006》）。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外文楼 218       邮编：100871 

    

丁敏丁敏丁敏丁敏，女，1957 年 7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1996 年日本

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产业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头脑产业》（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日本产业结构研究》（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日本所   邮编：100007 

 

丁晓杰丁晓杰丁晓杰丁晓杰，男，1963 年 11 月生，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日本大陆浪人笹目恒雄（《抗日战争研究》，2007）、伪蒙疆绵羊改良

活动述论（《史学月刊》2007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 

地址：内蒙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 81 号   邮编：010022 



 

董博董博董博董博，女，1979 年 7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6 年东京学艺大学 

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国际能力测试 2 级文字·词汇全攻略》（合著，大连理工大学出

版社，2008）。 

所属学会：中日韩文化教育研究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 6 号             邮编：116044      

    

董璠舆董璠舆董璠舆董璠舆，男，1927 年 6 月生，中国政法大学比较研究所研究室教授。1953 年中

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法学比较 

主要成果：《中日法律意识比较研究》（劲草书房，2001）、《宪法意识等日中比较

研究》（《日本法学》，1991）。 

所属学会：日本行政法学会、中国比较法学会、中国法学会。 

地址：北京西土城路 25 号   邮编：100088 

 

董国民董国民董国民董国民，男，1963 年 12 月生，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西安交通大

学外语系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社会学 

主要成果：《日语自动词他动词研究》（《外语研究》，2005）、《日本大学改革》（调

查报告，教育部）。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688 号    邮编：518060  

 

董佳佳董佳佳董佳佳董佳佳，女，1981 年 12 月生，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8 年河北大

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日本少子化的因素分析（《日本问题研究》，2007）、从不同自杀群体

分析日本人的自杀原因（《科学教育研究》，2007）。 

地址：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066004 



 

董江洪董江洪董江洪董江洪，女，1969 年 8 月生，廊坊市武警学院边防系日语教研室副教授。1997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阴翳的世界—读<细雪>》（《日语知识》，2002 年 12 期）、《边防专业

日语》（2007 年，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武警学院边防系日语教研室      邮编：201620 

    

董立延董立延董立延董立延，，，，女， 1960 年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研究员。长春大学

日语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东北亚国际关系 

主要成果：吉林蓝皮书·东北亚卷（1998～2002 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所属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5399 号     邮编：130033 

 

董素娥董素娥董素娥董素娥，，，，女，浙江树人大学教师。2005 年日本鸟取大学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中的外来语研究（《学园》） 

 

董伟董伟董伟董伟，男，1958 年 10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所副教授，2007

年获得吉林大学区域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顺差增长前景看好（《现代日本经济》，2004.3 期）、贸易盈余拉动复

苏（《现代日本经济》，2005.2 期）。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董妍娜董妍娜董妍娜董妍娜 ，女 1984 年 8 月生，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7 年 7

月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从《一天早上》看志贺直哉的调和型私小说（《高校语言教育论坛》）。 

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河南科技大学开元校区外国语学院日语教研室      

邮编：471023 

    

窦文窦文窦文窦文，女，1955 年 8 月生，青岛大学日语系副教授。1982 年山东大学日本语言

文学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陪伴你一生的经典美文》（日汉对照，中国宇航出版社）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邮编：130012 

 

杜创国杜创国杜创国杜创国，男，1967 年 1 月生，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000 年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行政 

主要成果：日本特殊法人及其改革（《中国行政管理》，2006.5）、日本地方自治

及其地方分权改革（《中国行政管理》，2007.3） 

地址：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杜小军杜小军杜小军杜小军，男，1970 年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2003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战后海运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杜颖杜颖杜颖杜颖，，，，女，1966 年 7 月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2005 年黑龙江社会科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医学界对战争责任的反省（《日本研究》，2007 年 12 月）、“感情

记忆”和“事实记录”之间----关于《世界》杂志上的讨论（《东北沦陷史研究》

2003 年 12 月）。 

所属学会：中国亚太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哈尔滨市道观区友谊路 501 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邮编：150018 

 

杜子芬杜子芬杜子芬杜子芬，女，1965 年 3 月生，太原科技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山西大学外语系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助词与助动词》（冶金工业出版社，2002 年）。 

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容流路 66 号    邮编 030024 

 

段帆段帆段帆段帆，女，1967 年 2 月生，郑州大学外语学院综合语种教研室副教授。2007 年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语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外语课堂反思教学模式的探索研究（ 河南省科技厅，2006 年度软科

学项目）、《轻松解除肩部酸痛》（译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年出版）   

地址：郑州市高新区科学大道 100 号：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450001 

    

樊樊樊樊    怡怡怡怡，女，1982 年，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助教。山西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及所引发的教育问题（《生产力研究》，2008）。 

地址：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邮编：030031 

 

樊勇明樊勇明樊勇明樊勇明，男，1949 年 8 月生，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日本

研究中心教授。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 

主要成果：《日本的投资与亚洲的崛起 》（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日本经济复



苏与东亚合作（《日本学刊》，2004、6）。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邮编：200433 

    

范爱军范爱军范爱军范爱军，男，1955 年 1 月生，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2004 年山东大学经济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6 年第 5 期）、

日本经济发展新特点及对中日贸易关系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所属学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编：250100 

 

范范范范    纯纯纯纯，男， 1964 年，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002 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体制 

主要成果：《法律视野下的日本式经济体制》、信息技术革命与日本未来经济体制

（《信息革命与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02）。 

所属学会：中国法学会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150080 

 

范纪珍范纪珍范纪珍范纪珍，女，1953 年 1 月生，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1982 年吉

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中日企业财务的比较研究。 

地址：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范景武范景武范景武范景武，男，1963 年 7 月生，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

授。2001 年浙江大学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学院总支书记、院长。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宗教。 

主要成果：《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年）、《民族文化 

与国民性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内蒙古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爱民街 49 号    邮编：010051    

    

范连颖范连颖范连颖范连颖，女，1974 年 5 月生，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2006 年东

北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循环经济成效（《日本研究》，2008.2）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邮编：116025 

 

范作中范作中范作中范作中，女，195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日本企业内教育培训》、《日本人的就业与教育培训》。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100007 

 

方海燕方海燕方海燕方海燕，，，，女，1980 年 8 月生，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2 年中山大

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论日本神道教的现世性特征（《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 年 4 月）、从 

饮食看日本文化的特征（《广州大学学报》，2007 年 12 月）等。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广州大学外国语日语系        邮编：510006    

    

方琳琳方琳琳方琳琳方琳琳，女，1980 年 5 月生，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日语教研组助教。2006 年

浙江大学专门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魏志·倭人传》中的纺织品再探 ——浅谈当时中日纺织品交流背景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 11 月）。 

所属学会：浙江中日史学会 

地址：浙江舟山东路 19 号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日语教研组    邮编：310015 

    

冯帆冯帆冯帆冯帆，女，1978 年 10 月生，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6 年中国海洋

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日语中汉语接尾辞“的”的考察（《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我国现代远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完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

报》，2007 年第 5 期）。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50001 

    

冯冯冯冯    峰峰峰峰，男，1958 年 3 月生，清华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教授，日语专业主任。1990

年北京日研中心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社会学 

主要成果：日语教学用软件的开放与利用的实态调查（《日本学论坛》，2000.12）

中国的日本语言文学与中日关系（《Tutorial Chinese Advanced》（好文出版社，

2004）。 

所属学会：国际商务日语学会。 

地址：清华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     邮编：100084 

 

冯海鹰冯海鹰冯海鹰冯海鹰，男， 1972 年 7 月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日语专业讲师。2005 

日本鹤见大学日本近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埴谷雄高〈死灵〉试论---会话中的性别及其变迁（《文学与教育》，

第四十二集）、有岛武郎〈宣言〉---读书简体小说---（《学艺国语国文学》，第

三十五号）。 



所属学会：学艺国语国文学会、现代文学史研究所、有岛武郎研究会。 

地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日语专业   邮编：100084 

 

冯良珍冯良珍冯良珍冯良珍，1954 年，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主要成果：《汉语与日语的文献词语之计量比较研究》。 

地址：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邮编：030006 

 

冯明舒冯明舒冯明舒冯明舒，女，1978 年 6 月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讲师。2004 年辽宁师范

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バカ一词小议》（《日语知识》）、《中日谚语比较初探》（《日语学习与

研究》，2006增刊）。 

地址：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 

邮编：300024 

    

冯千冯千冯千冯千，女，1979 年生，四川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6 年四川外国语学院日

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近现代文学、社会学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川外日语系   邮编：400031 

     

冯天瑜冯天瑜冯天瑜冯天瑜，男， 1942 年 2 月生，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964

年武汉师院（今湖北大学）生物系毕业。  

研究方向：中西文化、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千岁丸”——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

《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 

学术兼职：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邮编：430072 

 

冯冯冯冯    玮玮玮玮，男，1956 年 1 月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993 年复旦大学历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史 

主要成果：《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现代日本经济体制四大特征

的形成》。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冯冯冯冯    芗芗芗芗，女，1960 年 1 月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语言文化系副教授。1983

年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人类文化学 

主要成果：《阅读理解与写作》（南开大学出版社，合著）、对日本茶道文化现象

的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 

地址：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   邮编：300204 

 

冯晓军冯晓军冯晓军冯晓军，女，1968 年 7 月生，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九州大

学大学院人间环境学府发达社会系统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社会学 

所属学会：日本社会学会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付奎香付奎香付奎香付奎香，男，1966 年 3 月生，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1990 年吉林大

学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企业文化 

主要成果：中日两国企业文化比较研究——以海尔公司和松下公司为例（《产业

与科技论坛》，2009 年 02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学府路 47 号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050061 

    

付丽颖付丽颖付丽颖付丽颖，女，1978 年，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讲师。2003 年东北师范大学世

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次贷危机中的日本金融经济动向（《日本学论坛》）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傅钧文傅钧文傅钧文傅钧文，男，1957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2000 年上海社会

科学院世界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经济运行机制》（合著）、日本制造业国际经济力的保持及

其新的解释（《世界经济研究》，2006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上海淮海路 622弄 7 号   邮编：200020 

    

傅美莲傅美莲傅美莲傅美莲，，，，女，1970 年生，江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厦门大学

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从《挪威的森林》看风格翻译的策略（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年， 

中日文）。 

所属学会：南昌市翻译学会。 

地址：江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30002 

    

甘洪倩甘洪倩甘洪倩甘洪倩，女，1971 年 4 月生，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5 年河北师范

大学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人口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合著，《商场现代化》，2007

年 15 期）、日本企业文化特征及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借鉴意义（合著，《商场现代



化》，2007 年 21 期）    

地址：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石家庄市学府路 47 号         邮编：050061 

    

甘能清甘能清甘能清甘能清，，，，男，1974 年 7 月生，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2003 年洛

阳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称赞表达的文化视角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 年第 2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日语教研室    邮编：510631 

    

高兵高兵高兵高兵兵兵兵兵，女，1967 年 1 月生。西北大学文学院对外汉语教育系教授。2006 年日

本大阪大学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比较文学。 

主要成果：《雪•月•花——由古典诗歌看中日审美之异》（三秦出版社，2006）、

《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华书局，2006，译著）。 

所属学会：和汉比较文学会、日本文学年会、陕西外国文学学会。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学府大道 1 号西北大学文学院      邮编：710127 

 

高高高高    宏宏宏宏，男，1970 年，大连大学日语学院讲师。2004 年东京工业大学农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姑息这种现象对美国经济也是有害无益（合

著，《日语知识》2005 年 12 期） 

    

高洪高洪高洪高洪，男，1955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河南

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1993 年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哲学）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东方出版社，1995 年）、《日本政党制度论

纲》（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 年）。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100007 

 

高科高科高科高科，男 ，1963 年 1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教授 ，1987 年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东北亚区域政治 

主要成果：台湾问题与中美日关系（《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研究》，吉林人民出版

社，2006 年 12 月）、中日关系的 10 年回顾与反思（《现代日本经济》，2005 年 5

期）。 

所属学会：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吉林省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地址：长春市前卫路 10 号   邮编：130012    

    

高高高高    兰兰兰兰，女， 1968 年 8 生，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2002 年复旦

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双面影人---日本对华外交的思想与实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亚洲主义的脱亚论》（日本明德出版社，2007）。 

所属学会：上海日本学会 

地址：上海淮海中路 622弄 7 号          邮编：201200 

 

高丽霞高丽霞高丽霞高丽霞，女， 1977 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讲师。2003 年上海外国

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近代文学起源》、《昭和文学史》。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 505 号职业技术学院  邮编：200083 

    

高高高高    宁宁宁宁，男， 1959 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学系教授。1986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越界与误读》（宁夏人民出版，2005）、《日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2008）。 

所属学会：上海翻译家协会、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日本文学分会、上海比较文学

会。 

地址：上海东川路 500 号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学系   

邮编：200241 

    

高鹏飞高鹏飞高鹏飞高鹏飞，男，1956 年 9 月生，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2000 年日本静

冈县立大学比较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夏目漱石“门”论――夫妇中两重构造的世界（《日本文艺学》第 44

号）、夏目漱石“明暗”论――围绕主人公津田夫妇的人间关系（《日本文艺研究》

第 59巻第 34 号）。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育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日本文艺学会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15006    

    

高淑娟高淑娟高淑娟高淑娟，女，1955 年 10 月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所教授。1998 年中国社科

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贸易史 

主要成果：《近代化起点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中日封建社会末期

对外贸易政策比较史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所属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所           邮编：100084 

    

高高高高    纹纹纹纹，女，1969 年生，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系主任。2003 年

三重大学农业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农业经济 

主要成果："On the Reform of the Chines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 Reducing 



Bad Loans and Accumulated Losses——A Case of Jilin-Province——, "2 Gao 

wen, Fan Jing and Masaaki Ishida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ociety of Japan,2006  、小额信贷与金融

原则——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经营模式再思考（《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主办，2008）。 

所属学会： 日本农业经济协会、日本协同组合协会、中国制度经济学会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凤凰西街 152 号 6栋 206室           邮编：210029 

    

葛葛葛葛继继继继勇勇勇勇，男，1975 年 11 月生，郑州大学外语学院讲师。2006 年浙江大学文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古代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合著）、日本列岛的黎明（《日本历史》，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3 年，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日本历史学会。 

地址：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450052 

    

耿铁珍耿铁珍耿铁珍耿铁珍，女，1951 年 6 月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76 年

黑龙江大学日语系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基础日语教程》（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年 9 月）、基础日语

阅读与理解》（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基础日语听力与测试》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99 年 6 月）。   

学术兼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92 号  邮编：150001 

    

宫伟宫伟宫伟宫伟，男，1970 年 12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1997

年洛阳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模糊现象究因（《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 年 12 月）、《日语句型



一点通》（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合著）。 

地址：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 6 号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44 

 

谷云谷云谷云谷云，男，1961 年 11 月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研

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企业集团 

主要成果：《日本的企业集团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日本企业集团

的形成理论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7 年第 2 期）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天津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关立丹关立丹关立丹关立丹，，，，女，1967 年 8月出生。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2007 年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日本的武士文学（《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 3 月）、《阿部一族》—

——森鸥外对历史的再思考（《长江学术》，2007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东方文学学会、中国日本文学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100083 

    

关权关权关权关权，，，，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教研室教授，1999 年日本一桥大学

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近代日本的技术创新：专利与经济发展》（日本，风行社，2008） 

地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贸易教研室 邮编：100872 

 

管纪龙管纪龙管纪龙管纪龙，男 1976 年 06 月生，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系讲师，2003 年获得

黑龙江大学法律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民俗 

主要成果：日本传统节日中的中国文化情结（《江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6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江苏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江南大学日语系办公室    邮编：214122 

    

管管管管    宁宁宁宁，男， 1949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1988 年南开大学日本史专业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史 

主要成果：《日本近代棉纺织业发展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僧旻法师考略（《日

本研究》2008第 3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东侧     邮编：100010 

    

管颖管颖管颖管颖，男，1963 年 8 月生，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2001 年 3 月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法学，国际关系与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宪法第九条及其走向（《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4 期）、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之研究——交涉停滞与进展的原因分析（《浙江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3 年）。  

地址：青岛市松岭路 238 号      邮编：266100 

    

归泳涛归泳涛归泳涛归泳涛，男，1976 年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2005

年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东亚国际关系 

主要成果：《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政策——战后日本历史观中的美国因素》（重庆出

版社，2008）、试析日本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立场（《国际政治研究》，2008

年第 1 期）。 

地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邮编：100871 

    

郭定平郭定平郭定平郭定平，男，1965 年生，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999 年复旦大学



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2002 年获日本东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

业。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论战后日本政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学刊》，2003）、

东北亚安全合作与日朝关系（《中国眼中的朝鲜半岛问题》，国际书院，2007 ）。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执行常务理事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邮编：200433 

 

郭冬梅郭冬梅郭冬梅郭冬梅，女，1971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1996 年东北师范大

学日本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日本哲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郭海红郭海红郭海红郭海红，女，1972 年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0 年山东大学地域文化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民俗学 

主要成果：日本城市民俗学研究述略（《世界民族》，2009 年 04 期）、批判、继

承与反思——对 1975—2005 年日本民俗学研究动向的考察（《民俗研究》，2007

年 03 期）    

所属学会：山东省民俗学会 

    

郭洪茂郭洪茂郭洪茂郭洪茂，，，，男，1955 年 8月出生，吉林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82

年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满铁 

主要成果：《中日关系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8）、《满铁劳动史研究》（日

本经济评论社，2002.2）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5399 号       邮编：130031 



 

郭丽郭丽郭丽郭丽,女 1973 年 10 月生，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2003 年 1 月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日本大学教授会自治的形成与演变（《外国教育研究》，2006 年第 6

期）、日本国立大学校长角色的历史演变述论”（《比较教育研究》，2007 年第 7

期）。                                                                           

地址：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邮编：300071 

    

郭连友郭连友郭连友郭连友，男，1960 年 3 月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室教授。1999 年获

日本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日本思想史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近世史。 

主要成果：《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近世中

日思想交流论集》等 

所属学会：日本思想史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编：100089 

 

郭敏郭敏郭敏郭敏，女，1977 年 11 月出生。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6 年南

开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文化差异与日语教学（《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2008 年）、多媒体在

日语教学中的应用（《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2008 年）。 

地址：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00134 

 

郭润伟郭润伟郭润伟郭润伟，，，，男，1957 年 9 月出生。任职于山西大学哲学系，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

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宗教 

主要成果：《净土宗及中日文化交流》 

地址：山西大学哲学系 

 



郭万平郭万平郭万平郭万平，，，，男，1967 年 10 月出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副教授。2004

年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来宋日僧道元及其《宝庆记》（《文献》，2004.8）、日本金泽文库藏佛

典孤本《天台文类》（《日本思想文化研究》，2008.5）等。 

所属学会：中国元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郭阳郭阳郭阳郭阳，男，1981 年 5 月出生。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助教。2007 年湖南大学日

语专业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24088 

 

郭越涛郭越涛郭越涛郭越涛，女，1969 年 9 月生，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讲师，2003 年日本

国立新潟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法学 

主要成果：：：：对农村房屋及宅基地管理与利用的调查和思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 年 02 期）    

所属学会：山东法学会、青岛东亚法研究会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238 号法政学院             邮编：266100 

    

韩春花韩春花韩春花韩春花，女，1971 年 11 月生，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讲师。2008 年东京农工

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经济学、经营学 

主要成果：中国城市消费者的农产品购买场所的选择行为分析--以山东省青岛市

为例（《日本农业经济学会论文集》，2007 年 12 月）、契约农业对农家经济的影

响--以山东省烟台市、潍坊市为事例（《农业经营研究》，第 46巻第 1 号，2008

年 6 月）。 

所属学会：日本农业经营学会、日本经济学会、日本国际地域开发学会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 700 号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   



邮编：266109 

 

韩韩韩韩立立立立红红红红，，，，    女，1964 年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97 年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 

主要成果：：：：《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年）、《日

本文化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地址：天津市卫津路 94 号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300071    

    

韩丽萍韩丽萍韩丽萍韩丽萍，女，1975 年 6 月出生。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日本岛根大

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河北大街西段 438 号    邮编：066004 

 

韩霈煖韩霈煖韩霈煖韩霈煖，女，1979 年生。辽宁对外贸易学院外语系讲师。2004 年日本爱媛大学

国际贸易专业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2007 年日本年度汉字——僞（《日语知识》，2008 年）、浅析日本的“从

业员主权”对我国的借鉴意义（《黑龙江对外贸易》2008 年） 

地址：大连市旅顺经济开发区新港辽宁对外贸易学院外语系 

 

韩西怡韩西怡韩西怡韩西怡，女，1979 年 1 月生，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四川大

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00715 

 

韩新红韩新红韩新红韩新红，女，1968 年 10 月生，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日语教研室副教授。2003 年北

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女性用语在句末的表现（《日本学论丛 9》，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学习和研究日语（《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 年 4 期）。 

所属学会：河南省外语教学与研究学会 

地址：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450001 

 

韩铁英韩铁英韩铁英韩铁英，男，1952 年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编审、《日本学刊》主编。 

研究方向：日本行政改革 

主要成果：《日本政治概论》（合著，东方出版社 1995 年）、日本町内会的组织和

功能浅析》（《日本学刊》，2002 年第 1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6 

 

郝靓郝靓郝靓郝靓，，，，女，1980 年 10 月出生，就职于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2006 年日本语

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郝素岩郝素岩郝素岩郝素岩，，，，女。辽宁医学院日本语教研室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瞳美人论（《世界中的川端文学》）、《如何用敬语》（大连出版社，合

著） 

所属学会：辽宁省翻译学会、中国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辽宁锦州市松坡路三段 40 号   邮编：121001 

 

郝祥满郝祥满郝祥满郝祥满，，，，男，1968 年 4 月出生。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人文

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思想 

主要成果：《朝贡体系的建构与结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好色的日本人——日本人性行为的文化人类学分析》（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8 年） 



地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 

 

何宝年何宝年何宝年何宝年，男，1965 年 6 月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主任，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古代竹筮文化比较二题（《《《《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 04 期））））、竹文化与绘画（《文教资料》，2001.04））））    

所属学会：日本日本语言文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 100 号钟麓花园 15幢 603  邮编：210043    

    

何彩莲何彩莲何彩莲何彩莲，，，，女，1966 年 7 月出生。湛江师范学院日语系教师，1995 年日语专业本

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 

主要成果：《初级日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参编） 

地址：广东湛江市赤坎区寸金路 29 号         邮编：524048 

    

何方何方何方何方，男，1922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1945 年大

学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问题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的当前形势和今后展望（《国际问题研究》，1982 年第 3 期）、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合编，时事出版社，1989 年版）。 

所属学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6 

    

何华珍何华珍何华珍何华珍，男， 1963 年 11 月生，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2003 年

浙江大学中文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 

主要成果：《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所属学会：浙江省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语言学会、中国社会语言学会 

地址：杭州下沙高教东区学源街 18 号   邮编：310018 



    

何倩何倩何倩何倩，男，1924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政治概论》、《战后日本政治》。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6 

 

何午何午何午何午，男，四川外国语学院东方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现代日语语法》（2001 年 9 月）、《日语近义表现分析》（四川大学出

版社）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 33 号        邮编：400031 

 

何燕侠何燕侠何燕侠何燕侠，女，大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2001 年日本新潟大学法学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法学、女性学 

主要成果：《现代中国的法与男女性别差异》(日文，尚学社，2005 年) 

所属学会：日本国际女性地位协会、日本中国女性史研究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开发区学府大街 10 号大连大学法学院    邮编：116622 

 

何一鸣何一鸣何一鸣何一鸣，男，1966 年 9 月出生。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经济

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环境政策、东亚区域合作 

主要成果：日本的能源战略体系（《现代日本经济》，2004 年）、打破中日僵局，

深化东亚合作（《远东高教学刊》，2004 年） 

地址：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编：266071 

    

贺平贺平贺平贺平，男，1979 年生。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讲师。2008 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

专业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国际关系 

主要成果：经贸摩擦与大国崛起（《日本学刊》，2006 年，合著）、日美贸易摩擦

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8）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晓星贺晓星贺晓星贺晓星，，，，男，1962 年出生。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1 年获广岛大学教育学

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社会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日本“聋文化宣言”：权力政治、社会不平等与文化再生产（《北京大

学教育评论》，2008 年）、《山彦学报》的故事：生活缀方运动的教育社会学意义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 年） 

所属学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社会学学会。 

地址：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      邮编：210093 

 

贺亚芹贺亚芹贺亚芹贺亚芹，女，1955 年 3 月出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日语研

究所副所长。1978 年辽宁师范学院外语系日语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大学日语写作技能指导》（高教社，2003 年） 

所属学会：天津市外语翻译协会。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00401 

 

侯惠英侯惠英侯惠英侯惠英，女，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副教授。2002 年日本名古

屋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大连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合著，《大连大学

学报》，2005 年第 26卷第 1 期) 

地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编：116622 

 

侯珺然侯珺然侯珺然侯珺然，女，1964 年 2 月生，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1997 年

河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狂乱物价”后日本金融政策目标的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 年 

9 期）、《日本泡沫经济新论》（孙执中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邮编：071002 

 

胡备胡备胡备胡备 ，男，1959 年生，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00 年获得日本大阪

产业大学地域经济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市场营销战略》、《日本市场概况》（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 263 号 天津理工大学     邮编 ：300191    

    

胡德坤胡德坤胡德坤胡德坤，，，，男，1946 年 3 月出生。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日本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1969 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主要成果：《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 

学术兼职：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会长、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副会长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邮编：430072 

    

胡建华胡建华胡建华胡建华，男，1955 年生，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1998 年名古

屋大学比较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高等教育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大学史》 

所属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地址：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邮编：210097 

    

胡俊胡俊胡俊胡俊，男，1967 年 1 月生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日语系主任，2006 年

7 月获得鹿儿岛大学日本语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語与汉語的指示詞対照研究――現場指示的场合（『地域政策科学



研究』No.2）、日語与汉語的指示詞対照研究――文脉指示的场合（『地域政策科

学研究』No.3）。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湖南省高等教育协会日语委员会。 

地址： 湖南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11105 

    

胡俊文胡俊文胡俊文胡俊文，，，，男，1962 年 7 月出生。江汉大学经济系教授。1992 年武汉大学世界经

济专业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论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实质及局限性（《日本问题研究》，1993

年第 4 期）、论“雁型模式”理论实质及其局限性（《现代日本经济》，2000 年第

2 期） 

所属学会：湖北省世界经济学会、湖北省国际贸易学会。 

地址：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汉大学经济系    邮编：430056 

    

胡令远胡令远胡令远胡令远，，，，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1992 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

士学位。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政治 

主要成果：《文明的共振与发展》（时事出版社，2003）、《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

潮与中日关系》（主编， 上海财大出版社， 2003）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日韩比较文化会议、日本史学会。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胡淼胡淼胡淼胡淼，，，，1979 年 7 月出生，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2006 年大连外国语学院硕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中に与～中的用法（大连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论丛）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110036 

 

胡澎胡澎胡澎胡澎，，，，女，1966 年 5 月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2005 年北

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近代日本女性 

主要成果：《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

武士道精神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亚太研究论丛》第 4辑，2007）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100007 

 

胡启敏胡启敏胡启敏胡启敏，，，，女，1966 年 3 月生。贵州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教研室主任、副教

授。1987 年贵州大学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从中日旅行语来看社会变迁及其与日语教学的关系（《贵阳金筑大学

学报》，2004 年）、对于汉字教材作成的关注（《山口大学学报》，2006） 

地址：贵州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     邮编：550025 

 

胡秋阳胡秋阳胡秋阳胡秋阳，男，1969 年 10 月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2004 年日本神

户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经济学、经济政策学 

主要成果：《中国経済発展的産業連関分析》（三惠社 2007 年 12 月 ）、《中国

劳动力産業構造変化的要因分析——与日本的比較》 （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

济研究所《亚洲经济》第 46巻第 6 号）。 

所属学会：环太平洋产业关联分析学会、亚洲政治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北村 17-203       邮编：300071 

    

胡小春胡小春胡小春胡小春，男， 1978 年 7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讲师。2003 年大连外

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日语语言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助词助动词》、《日语听力百日通》。 

所属学会：东亚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化研究学会 

地址：大连市旅顺路西段 6 号  邮编：116044 

 

胡以男胡以男胡以男胡以男，，，，男，1953 年 9月生，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日语系主任。1991



年日本冈山大学国语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试论日语中格助词与名词结句现象（《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 年第 4 

期）、日语惯用句浅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 年第 2 期）。 

学术兼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科技外语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济南市文化东路 88 号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50014 

    

胡毅美胡毅美胡毅美胡毅美，女，1976 年 5 月出生。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2 006 年北京外

国语大学日本文学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天津商业大学日语系            邮编：300381 

 

胡勇胡勇胡勇胡勇，1973 年出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日本金泽大学教育学硕士研究

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林罗山的易学观（《《《《周易研究》，2009.01） 

    

花超花超花超花超，女，1976 年 4 月出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2003

年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中汉语源的外来语词汇浅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1）、福

泽谕吉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取舍选择（《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5）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    邮编：300204 

 

华桂萍华桂萍华桂萍华桂萍，女，1970 年 3 月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语教研室副教授。2004 年南

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战后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以日本社会党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05

年）、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评日本社会党安保政策的历史演变（《学习与探

索》，2003 年 04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华清华清华清华清，女， 1981 年 11 生，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6 年获得日语

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谈近义词“抱(かか)える、抱(いだ)く、抱(だ)く”的区别（（（（读与写

《教育教学刊》,2008 年 11 期）、）、）、）、汉语致使动词的日译研究（《吉林工程技术师

范学院学报》, 2009 年 11 期 ）））） 

地址：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214122 

    

滑本滑本滑本滑本忠忠忠忠，1950 年 6 月出生。南开大学日语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语言表现特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南开大学日语系   邮编：300071 

    

黄黄黄黄大大大大慧慧慧慧，男，1963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

1999 年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

版社，2006 年版）、《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科学社会文献出版社，2008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    邮编：100872 

 

黄芳黄芳黄芳黄芳，，，，女，1967 年生，四川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所属学会：日本语学会 

地址：四川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黄虎黄虎黄虎黄虎清清清清，男，1971 年 10 月生，江西师大外语学院讲师、教研室主任。2007 年江

西师大中外关系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学分制下的基础日语精读教学探索（《考试周刊》，2007（51））.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紫阳路 99 号     邮编：330022 

 

黄黄黄黄洁洁洁洁，女，1970 年生，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1 年获得名古屋大学

国际语言文化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 号一号学院楼五楼   邮编：201620    

    

黄黄黄黄金峰金峰金峰金峰，男 ，1965 年 10 月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讲师，经济学硕士。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农产品开发进口及启示（《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2004 年 4 月）、

日本农业第三部门评析（2005 年 3 月）。      

所属学会：吉林省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吉林大学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黄黄黄黄萍萍萍萍，，，，女,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3 年重庆大学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零起点日语语音》（外文出版社，2008 年，合著）、itadakimasu 中

蕴含的日本文化点滴（《作家》杂志，2008 年 9 期）。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日语系    邮编：066004 

 

黄庆黄庆黄庆黄庆法法法法，男，1967 年 9 月生，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1996 年日本

早稻田大学日本语日本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中国学生的战时日语日记》（末書房，2007 年 10 月合编著）、关于

战前厦门的日语教育（《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第七辑，学苑出版社，2007 年 8 月）。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62021 

 

黄黄黄黄岩岩岩岩，，，，女，1963 年 5 月出生。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1986 年山东师范大学

日本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惯用句》（安徽出版社，2007 年，合著）、《日语惯用型》（安徽

出版社，2008 年，合著）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黄黄黄黄宇宇宇宇雁雁雁雁，女，1973 年 11 月生，浙江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2 年浙

江大学专门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民俗。 

主要成果：《祗园祭与中国》（北京图书馆，2003.10）。 

所属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浙江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10028 

    

黄黄黄黄忠忠忠忠，男，1978 年 11 月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1 年东北

师范大学日本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00000 

 

黄尊严黄尊严黄尊严黄尊严，男，1956 年 12 月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与山东问题》、《日本皇宫 100 年内幕》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 

地址：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邮编：273165 

    

吉吉吉吉光瑜光瑜光瑜光瑜，女，1948 年 6 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馆员。 

研究方向：图书馆学、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中国对日本民间舆论问卷调查（一）（《日本研究论丛》，1993 年）、

中国对日本民间舆论问卷调查（二）（《日本研究论丛》，1994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纪朝纪朝纪朝纪朝钦钦钦钦，男，1929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战后中日关系史》、《简明日本百科全书》。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30 号 206    邮编：100006 

 

贾蕙萱贾蕙萱贾蕙萱贾蕙萱，，，，女，1941 年 2 月出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北京

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顾问。1966 年北京大学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社会 

主要成果：《日本风土人情》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6 月）、《中日饮食文

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月 6 月）。 

所属学会：世界良宽研究会会长、国际亚细亚民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中日文化史

研究会副会长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9-3-502                 邮编：100081 

    

贾贾贾贾佳佳佳佳，女， 1980 年 7月生，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外语系日语专业助教。2006 年南

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府路 634 号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邮编：300270 

    

贾贾贾贾莉莉莉莉，女，1974 年 5 月生，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获得

浙江大学专门史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明治政府教育改革的特点及成功原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学报》,2004 年第 2 期）、晚清中国人的日本民俗观（《武汉大学学报》，2004 年



5 月增刊）。 

所属学会：浙江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  浙江省杭州下沙高教园东区学源街 18 号     邮编：310018 

    

江江江江静静静静，，，，女，1970 年出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副教授。2000 年浙江大

学专门史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中世史，中世文学。 

主要成果：《茶道》（合著）、元代文人与来华日僧交往初探（《文献》，2006 年） 

所属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江江江江瑞瑞瑞瑞平平平平，男，1958 年 10 月生，外交学院院长助理、国际经济系主任、教授。经

济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与中日经济关系、世界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主要成果：《激变中的日本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 9 月出版）、日本产

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 年第 3 期）。 

学术兼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24 号    邮编：100037 

 

江新江新江新江新兴兴兴兴，，，，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1993 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日本语言 

主要成果：《日本概况》、《商务基础日语》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              邮编：100024 

 

江燕江燕江燕江燕玲玲玲玲，，，，女，1953 年出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文苑南路 1 号    邮编：710128 

 

姜姜姜姜春洁春洁春洁春洁，，，，男，1975 年 1 月出生。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7 年日本神



户大学人类文化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企业文化、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企业文化研究》。 

地址：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外国语学院            邮编：266100 

 

姜姜姜姜达达达达洋洋洋洋，，，，男，1978 年 9 月生。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师。2005 年

获天津商业大学产业经济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能源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特区经济》，2006 年）、日本管理

思想的文化根源剖析（《科学与管理》，2004 年） 

地址：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         邮编：300134 

 

姜姜姜姜丽萍丽萍丽萍丽萍，女，南京市南京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社会学                                                   

主要成果： 高等教育制度中政府公平价值观取向（《学术论坛》，2004 年第 5 期）、

《学生就业与劳动力市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年 3 月，合译）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   邮编：210044 

    

姜姜姜姜梅花梅花梅花梅花，女，1983 年 2 月生，浙江树人大学助教。2007 年浙江大学日本语语言

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汉语新语中的日本外来语（之二）（《比较语汇研究国际会议》，

2006.09）。 

地址：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日语教研室      邮编：310015 

    

姜姜姜姜天天天天喜喜喜喜，男，1952 年生。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1991 年日本香川大学法

律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社会文化 

主要成果：《日本社会文化历史变迁》（西安出版社，2001 年）、《中国传统文化

习俗》（合著，西安出版社，2003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编：710069 

 

    

姜维久姜维久姜维久姜维久，男，1954 年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1983 年吉林大学世

界经济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经济过剩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合著）、日本能源结构与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的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 4 期）。 

所属学会：吉林省日本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街 5399 号    邮编：130033 

 

 

姜姜姜姜英敏英敏英敏英敏，1970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2000

年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比较教育学 

主要成果：《日韩道德课理念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所属学会：中国比较教育学会、日本比较教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姜跃姜跃姜跃姜跃春春春春，，，，男，1958 年 2月出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发展研究部主任、

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84 年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东亚区域合作。 

主要成果：《中国外交蓝皮书 2007、2008》、《日本经济蓝皮书 2008》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北京台基厂头条 3 号                邮编：100005 

 

蒋蒋蒋蒋立峰立峰立峰立峰，，，，男，1945 年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毕业。前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史、日本外交、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天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1 年）、《日本军国主义论》（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等。 

学术兼职：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蒋蒋蒋蒋艳君艳君艳君艳君，女，1978 年生。河北经贸大学外语学院讲师。2007 年获河北师范大学

中文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积极应对反倾销（《商场现代化》，2006 年第 7 期） 

地址：河北经贸大学外语学院 

 

    

焦必焦必焦必焦必方方方方，男，1948 年 3 月出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88 年复旦大学经济

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农村经济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年）、伴

生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过疏化地区现状及特点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

年第 8 期）。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上海农村经济学会。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邮编：200433 

 

焦焦焦焦润明润明润明润明，，，，男，1958 年生。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93 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

代文化史博士研究生毕业，2004 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论日本传统价值观（《辽宁大学学报》，1989 年第 6 期）、东北亚跨文

化认同中的日本因素及其应对（《日本研究》，2005 年第 1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110036 

 



揭揭揭揭侠侠侠侠，男，1951 年出生。三江学院日语系教授。1989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文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与修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年）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区铁心桥龙西路 10 号    邮编：210012 

 

解亘解亘解亘解亘，男，1967 年生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8 年日本京都大学民刑事法专

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法学 

主要成果：论违反强制性规定契约的效力（《中外法学》，2003 年）、案例研究反

思（《政法论坛》，2008） 

所属学会：中日民商法学会 

地址：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法学院   邮编：210093 

 

解媛媛解媛媛解媛媛解媛媛，女，1983 年 2 月生。河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公共教学部助教，2004 年

天津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第二外语听说能力教学方法研究（《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 年 25

期） 

地址：河北工业大学教师公寓 48 号           邮编：300401 

    

金金金金凤凤凤凤德德德德，男，1944 年生，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1983 年吉林大

学世界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再研究（《日本问题》，1986 年第六期）、论日

本国有企业及其民营化（《日本研究集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 217 号      邮编：116025 

    

金桂金桂金桂金桂昌昌昌昌，1930 年 3 月出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研究员。1956 年南开大学



历史系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史辞典》（参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日本历史人物

传（古代中世篇）》（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金华金华金华金华，女，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06 年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日本文

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比较语言学 

主要成果：中国广东省大学外语教育中的日语教育——以大学日语学科的课程为

中心（《日语教育研究》第 58 号，语言文化研究所）、中国和日本的大学中日语

敬语的用法比较（《日中语言比较论集》第 6 号，2004.4）  

所属学会：日本语言文学会、日本词汇研究会学会 

地址：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510641/510006 

 

金金金金锦锦锦锦善善善善，女，1969 年 9 月生，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2007 年哈尔滨

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多语通》（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年，合著）、日本地区语言

的分类——以方言和标准话以及普通话为中心（《科技创新导报》，2008 年第 26

期）。 

地址：哈尔滨市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师大南路 1 号哈师大江北校区东语学院 

邮编：150025 

 

金莲花金莲花金莲花金莲花，，，，女，1978 年 7 月出生。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6 年东京

学真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金明姬金明姬金明姬金明姬，，，，女，1974 年 2 月出生。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7 年 3

月日本神户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社会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在日本的中国朝鲜族的生活与意识——朝鲜族的就学生、留学生、社

会工作人员为实例（《人间科学研究》，2004 年）、地区社会变动与移动者家族的

生活——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不平等、格差、阶层与地域社会》，2006

年） 

所属学会：日本地域社会学会、日本社会学会。 

地址：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青教公寓北 8 号楼 417      邮编：214122 

 

金山金山金山金山，男，1966 年 3月生，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日语系副教授。2005

年九州大学日本社会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与海南关系、民族学 

主要成果：20 世纪初日本学者对黎族的研究及其目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

科版，2007 年 6 期）、对日资企业员工的教育的考察（《现代企业教育》，2007

年 4 期）。 

所属学会：海南民族学会，日本海南近现代史研究会 

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 58 号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670228 

 

金世金世金世金世柏柏柏柏，，，，男，1925 年 6 月出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50 年哈尔滨外

语学院俄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日本教育改革的现状与趋势》（北京教育出版社等，1990 年）、中日

两国面临的几个共同性教育问题——从比较的视角看（《长野教育广场》，2002

年） 

所属学会：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日本日中教育研究交流协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6 号   邮编：100088 



 

金金金金熙熙熙熙德德德德，男，1954 年出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1994 年东京大学国

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外交、政治学 

主要成果：《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张自忠路 3 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邮编：100007 

 

金秀金秀金秀金秀东东东东，，，，女，1975 年 8 月出生。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讲师。2002 年延

边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133002 

 

金金金金勋勋勋勋，男， 1963 年 11 月生，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主任、教授。

1995 年北京大学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宗教 

主要成果：《现代日本的新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02）、 “无常”与日

本人的美意识（《中日近现代佛教的交流与比较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06）。 

学术兼职：东亚宗教文化学会（国际学会）副会长。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    邮编：100871    

    

金金金金艺艺艺艺兰兰兰兰，女，1974 年 4 月出生。延边大学日语系讲师。2004 年日本广岛大学硕

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133002 

 

金金金金莹莹莹莹，，，，女，1973 年出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2008 年中国社科院

社会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媒体 



主要成果：日本人质危机背后的新闻危机（《日本学刊》，2005 年）、日本泡沫危

机的标志性一页（《日本学刊》，2005 年） 

地址：北京市张自忠路 3 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邮编：100007 

    

金永明金永明金永明金永明，，，，男，1966 年 9 月出生。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05 年华东

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海洋法 

主要成果：国际海底法律地位与资源开发制度（《广岛法学》，2004 年） 

所属学会：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上海市法学会。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弄 7 号   邮编：200020 

 

金永金永金永金永洙洙洙洙，男，1961 年 6 月出生。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07 年获延边大

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试论大学外语教学法》、《现代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等。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133002 

 

金金金金玉顺玉顺玉顺玉顺，女，1965 年 1 月出生。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1989 黑龙江

大学日语专业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医学日语文章的阅读理解与翻译系列（《日本医学介绍》，2007 年）。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110036 

 

金金金金正雄正雄正雄正雄，男，1963 年 4 月出生。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2000 年获日

本爱媛大学比较政治专业硕士。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外交、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外国人研修制度的现状和课题（延边大学，2008 年 12 月）、关

于中韩围绕高句丽历史问题纷争的研究（日本爱媛法学会，2005 年 10 月）等 

所属学会：日本爱媛法学会。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977号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314信箱    邮编：133002 

 



靳靳靳靳佳萍佳萍佳萍佳萍，女，河北工业大学日语系教师。2007 年南开大学日本文化专业硕士研

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河北工业大学日语系 

    

靳靳靳靳明明明明全全全全 ，男， 1950 年生，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2004 年获得四

川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 

主要成果：《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 年）、《政玉论---关

于 20 世纪初期中国军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2001 年）。 

所属学会：重庆市比较文学会、重庆市中国现当代文学会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 12 号    邮编：400047 

    

荆玲荆玲荆玲荆玲，，，，女，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3 年日本立正大学日本国文学

研究科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语能力测试真题详解三级》（合著）等。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荆瑶荆瑶荆瑶荆瑶，，，，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学 

地址：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030006 

    

井井井井志忠志忠志忠志忠，男，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能源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模式（《工业经济》，2007）、日本石油储备的

现状、措施及启示（《外国问题研究》，2009 年第 1 期）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所  

 

景景景景壮壮壮壮，女，1970 年 4月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近现代史、图书馆学、信息学 

主要成果：21 世纪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图书馆学研究》1999 年 06 期）、

社科图书馆在信息服务竞争中的对策（《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7 年 08 期）  

所属学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街 5399 号    邮编：130033  

 

  

隽雪隽雪隽雪隽雪艳艳艳艳，女，1958 年 2 月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日语专业副主

任。1999 年东京大学地域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中世文学、古代文学。 

主要成果：《藤原定家文集百首的比较文学研究》（汲古书院，2002 年日文）、《文

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中文） 

所属学会：和汉比较文学会、国际比较文学会、欧洲日本学会。 

地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    邮编：100084 

 

康魁元康魁元康魁元康魁元，男，1973 年 5月生，河北省廊坊市武警学院边防系日语教研室副主任、

讲师。1997 年河北大学日本语言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边防日语教学中的阶段侧重法（《中国现代教育方圆》，2007 年 11 期）、

《边防专业日语》（2007 年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武警学院边防系日语教研室      邮编：065000 

 

孔凡静孔凡静孔凡静孔凡静，，，，男，1927 年 7月出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1951

年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产业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战略》（鹭江出版社，1995 年）、中日产业结构及

产业政策比较研究（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Y.R.F No176,1990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华世界经济学会。 

地址：北京市复外大街 29楼 1101 号    邮编：100045 



 

孔孔孔孔颖颖颖颖，女， 1971 年 8月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讲师。2001 年浙江大

学专门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论清末日本狱制考察（《日本研究》，2006.4）、论清末日本监狱学书 

籍之译介（《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5） 

所属学会：浙江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杭州教工路 198 号日本文化研究所   邮编：310012    

    

赖正维赖正维赖正维赖正维，，，，女，1963 年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2002 年博士研究生

毕业。 

研究方向：古代中琉关系 

主要成果：《康熙时期的中琉关系》（海洋出版社，2004），清政府对中琉交往活

动中违法事件的处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旗山校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邮编：350108    

    

兰立亮兰立亮兰立亮兰立亮，男，1973 年 6 月生，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2003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大江文学与隐喻思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                                                                     

形式的意义——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 外语研究 》，2006 年第 6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75001    

    

劳轶琛劳轶琛劳轶琛劳轶琛，女，1977 年 9 月生，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主任、讲师， 2003

年日本一桥大学日语/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听解教程 1》（合编著）、《日语听解教程 2》（合编著）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 号      邮编：201620 

 

乐乐乐乐敏敏敏敏，，，，男，汉族 1968 年 9 月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

进程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研究方向：日本史、日本文化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鉴真东渡》（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年 11 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在上海（《上海研究论丛》第 13辑，2001 年 1 月）。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光华楼        邮编 200433    

    

雷雷雷雷惠英惠英惠英惠英，女，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日语系教授。1978 年厦门大学日语专业本科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三支箭》（译林出版社，2000 年，译著）、《天皇的官僚》（社科出版

社，1998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 422 号   邮编：361005 

 

雷雷雷雷鸣鸣鸣鸣，男，1973 年 2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讲师，2003

年获得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及对策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4

年第 3 期）、美国"次贷危机"与日本"泡沫危机"的比较分析（《财政与金融》人大

复印资料，2008 年 4 期）。                                                                        

地址：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邮编：130021    

    

雷雷雷雷鸣鸣鸣鸣，男， 1974 年 10 月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2004 年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史 

主要成果：《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0 月）、论日本市



场经济的发展：从幕藩到明治维新（《南开经济研究》，2007 年第 2 期）。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邮编：300071 

 

雷雷雷雷晓敏晓敏晓敏晓敏，女，1976 年 2 月出生。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女性学 

主要成果：日本言文一致与日本近现代文学转型（《外语教学》第 28 卷，2007

年第 6 期）、从《生为女人》看川端康成的女性主义意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2 期） 

地址：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24088 

 

冷罗冷罗冷罗冷罗生生生生，，，，男，1966 年 1 月出生。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环境法经济法教

研中心主任，2006 年日本千叶大学环境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法学 

主要成果：《日本现代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日本公害诉讼

理论及案例精评》（商务印书馆，2005） 

所属学会：亚洲法学会、中国法学会环境法学会、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会。 

地址：中国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   邮编：100875 

 

李李李李爱华爱华爱华爱华，女，1972.年 3 月生，淮海工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5 年日本筑波大学

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试解《别撒谎》中的人物关系（《外语研究 2007.2）、中国人学习日

本时汉语意思的掌握——以日中同形词为对象に（筑波大学地域研究第 26 号，

2006．3）。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苍梧路 59 号   邮编：222005 

    

李李李李斌斌斌斌，，，，男，1977 年生。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3 年南京大学日语

系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 



主要成果：《日本常用谚语成语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副主编）、

《日本常用姓名地名译名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副主编）等    

地址：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210093 

 

李冰李冰李冰李冰，男，1975 年 12 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管理专

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东北亚区域发展 

主要成果：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东北亚区域协调发展（《宏观经济管理》，2007

年第 10 期）、《东北亚区域经济研究综述》（《天津社会科学年鉴》，2006）。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邮编：300191 

    

李李李李博博博博，男，1983 年 3月生，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7 年国际

关系学院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浅析日语成语的形和义——以日汉对比为中心（《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1 期）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邮编：510640 

    

李李李李超超超超，女，1985 年 1 月出生。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助教。2007 年山西大学

日语系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少子高龄化与日本经济（《生产力研究》，2008 年） 

地址：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邮编：030031 

 

李李李李大大大大川川川川，男，1941 年生。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64 年物理学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日本的石敢当信仰及其研究（《民俗研究》，1992 年）、试论战后日本

法律上的男女不平等（《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 

所属学会：山东省民俗学会。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文化路 34 号    邮编：252059 

 

李李李李德纯德纯德纯德纯，男，1926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本科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文学管窥》、《战后日本文学》。 

所属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三号   邮编：100006 

    

李李李李冬冬冬冬，女，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2002 年吉林大学世界经济

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环境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环境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年）、日本的环境立国

战略及其启示（《现代日本经济》，2008.02）。    

地址：吉林大学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李李李李冬冬冬冬翠翠翠翠，，，，女，1981 年出生。山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山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041004 

    

李东李东李东李东辉辉辉辉，女，1966 年 9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副教授。2004 年日本

奈良女子大学复合科学领域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女性学、社会学 

主要成果：中国农村“黑户口“儿童的生活实态（『日本家政学会誌』2002.10 )、

关于中国农村儿童性别喜好的意识考察(奈良女子大学『家政学研究』，2004.3)。  

所属学会：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社会学学会、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家政学学会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 667 号 B10-302       邮编：116018 

 



李东李东李东李东军军军军，男，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6 年苏州大学文学院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 

主要成果：《幽玄研究——中国古代诗学视野下的日本文学》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一号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215006 

 

李东哲李东哲李东哲李东哲，男，1956 年 12 月出生。延边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教授。1994 年日本横滨

国立大学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学习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 年） 

所属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日本语学会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李俄宪李俄宪李俄宪李俄宪，男，1962 年 1 月出生。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系主任、教授。

2001 年日本新潟大学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中岛敦文艺的研究》（希望社，2001 年）、李陵和李微的变形：中岛

敦文学的特质问题（《国外文学》，2004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分会、

日本全国比较文学学会。 

地址：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30079 

    

李非李非李非李非，男，1956 年 7月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1993 年南开大学经济学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管理学、战略管理、日本式管理 

主要成果：《 企业集团理论・ 日本的企业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李锋传李锋传李锋传李锋传，男，1955 年 8 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日语专业（国

际商务方向）教授。1982 年东北师范大学日语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商务日语泛读》、《提高饮食店销售额 150%的方法》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 217 号    邮编：116025 

 

李阁楠李阁楠李阁楠李阁楠，男，1950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7 年东北师范大

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室主任。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外交、政治学 

主要成果：日本人‘脱亚’到‘归亚’（《日本学刊》，1994）、《日本的世界战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李李李李光辉光辉光辉光辉，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区域经济 

主要成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中国对外贸易》，2010 年 01 期）、

东盟 FTA战略的新进展及影响（《东南亚纵横》，2010 年 01 期）等。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 28 号      邮编：100710 

 

    

李李李李广广广广，男，1968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副教授。2008 年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日本义务改革动向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合著）。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李李李李广民广民广民广民，男，1966 年生，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1998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史、法学 

主要成果：《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 年）、

《准战争状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青岛大学法学院      邮编：266071 

 

李李李李广志广志广志广志，男，1966 年 9 月 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2007 年 3 月日

本岩手大学教科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民俗学 

主要成果：现在宁波地区葬仪研究（《岩大语文》第 12 号，2007 年 7 月）、《世

界著名神话故事经典》（1-4 册系列丛书，合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919 号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315211    

    

李李李李国国国国梁梁梁梁，男，1942 年出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1965 年武汉大学历史系

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アジア研究》，1993 年）、日本近年来华侨华

人研究评述（1997-2004）（《中国华侨历史研究》，2004 年） 

所属学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东南亚研究会。 

地址：厦门市思明南路 422 路      邮编：361005 

    

李李李李国新国新国新国新，，，，男，1957 年 11 月出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2005 年北京大学图

书馆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日本图书馆 

主要成果：《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年）、日本年

鉴编纂出版研究（《外国年鉴编纂出版概况》，1998 年）。 

所属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邮编：100871 



 

    

李李李李海海海海爽爽爽爽，男，1980 年 10 月生，湛江市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7

年河北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社会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对其中间阶层形成的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06

年 02 期） 

地址：湛江市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24000 

 

 

李李李李海英海英海英海英，女，1974 年 1 月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2006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国会选举》（世界知识出版社），战前日本选举制度史论（《历史

教学》，2006 年）等。 

地址：北京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编：100029 

 

李寒李寒李寒李寒梅梅梅梅，，，，女，1963 年 2 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7 年北京大学历

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合著）、《21 世纪日

本的国家战略》（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年，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楼 A202      邮编：100871 

 

李和顺李和顺李和顺李和顺，男，1962 年生。中北大学外语系教师。山西大学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 

主要成果：《基础日语教程》（合著）、从日语“中”字后缀用法看中日词汇的相

互渗透（《中北大学学报》）等。 

地址：太原学院路 3 号       



邮编：030051 

 

    

李李李李洪权洪权洪权洪权，，，，男，1973 年生。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助教。2001 年北京大学日本文化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企业档案：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背景》（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试论熊泽藩山的经济伦理思想——以‘王道经济论’为中心（《日本

学》第十二辑） 

地址：北京市北京大学校内南阁      邮编：100871 

 

    

李嘉李嘉李嘉李嘉冬冬冬冬，男，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日本中央大学综合政策专

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1920—1930 年代上海的日本人社会的研究》（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

年报综合政策研究科篇，2006 年 2 月）、《讲述中国历史》（东方出版社，2008

年 6 月，合译）。 

所属学会：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上海市日本学会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 号东华大学一号学院楼五楼  邮编：201620 

 

李李李李洁洁洁洁，，，，女，1969 年生。淮海工学院日语系系系主任、副教授。2006 年北京日本

学研究中心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日语流行语特征及社会价值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2007.3）、论

日语专业学生在阅读中的预测能力（《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1）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苍梧路 59 号    邮编：222005 

 

李李李李力力力力，男，1955 年 6月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1988 年吉林



大学日本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战争与疫病》（合著，书之友社（日本），1997 年）、《满铁劳动史研

究》（日本经济评论社，2002 年）。   

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5399 号    邮编：130012 

 

李李李李琳琳琳琳，女，1966 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俄系讲师。2005 年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语教研室   邮编：510631 

    

李密李密李密李密，女，1959 年 3月生，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85 年四川外国

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日汉对照 

主要成果：关于非日语专业教育中的对照法（《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1 号   邮编：4000715 

 

李李李李明明明明玲玲玲玲，女，1972 年 12 月生，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7 年获得北京大学

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经济学 

主要成果：《博鳌亚洲论坛成员国国情及对华关系----日出之国（日本）》（民族

出版，2003，合著）。 

地址：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570203 

 

李李李李明武明武明武明武，男，1968 年生，长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1990 年大连理工大学工业管

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经济学、经营学 

主要成果：《博鳌亚洲论坛成员国国情及对华关系----日出之国（日本）》（民族

出版，2003，合著）。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南环路 1 号   邮编：434023 

 

    

李铭敬李铭敬李铭敬李铭敬，男，1965 年 12 月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日本研究中

心主任。2004 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中世文学、宗教等 

主要成果：《日本佛教说话集的源流（研究篇）》、《日本佛教说话集的源流（资料

篇）》（勉诚出版，2007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济南市洪家楼 5 号      邮编：250100 

 

李李李李娜娜娜娜，女，1972 年 12 月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1999 年吉林

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世界人文血脉丛书---日本人》（东方出版社，2008）、沦陷时期日本

对东北新闻出版业的破坏和摧残（《远东抗战研究》，2008 年 11 期）。 

所属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 5399 号    邮编：130033 

 

李李李李萍萍萍萍，女，1975 年 3 月出生。青岛大学日语系讲师。2007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日

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厨房》（译著）、《不伦与南美》（译著）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邮编：266071 

    

李李李李萍萍萍萍，女，1965 年 10 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1996 年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伦理 

主要成果：《日本人为什么是工作狂》。 

所属学会：中国伦理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     邮编：100872 

 

李奇楠李奇楠李奇楠李奇楠，女， 1968 年 2 月生，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副系主任、副

教授。2002 年北京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现代日语间接言语行为详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合著）、 

关于“识解” （《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第 7辑，2007） 

所属学会：日本语用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    邮编：100871 

 

李强李强李强李强，男， 1953 年 2月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8 年北京大

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昆仑出版社，2008 年 3 月）、中国厨川白

村研究评述（《国外文学》2007 年第 4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中国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     

邮编：100871    

    

李庆李庆李庆李庆祥祥祥祥，男，1952 年 12 月生，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山东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现代日语词汇研究》、《日语量词详论》。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编：266071 

 

李书李书李书李书霞霞霞霞，，，，女，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讲师。2008 年山西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

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心理学 

主要成果：日语表记的多样性和优缺点（《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 年 S1 期）  



地址：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邮编：030031 

 

李甦李甦李甦李甦平平平平，女 ，1946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文化 

主要成果：《圣人与武士---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比较》、《中国、日本、朝鲜实

学比较》。 

所属学会：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实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732 

 

李李李李素华素华素华素华，女，1975 年 3 月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研。2005

年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民主党兴起的政治社会基础（《当代亚太》，2007.10）、日本自民

党长期执政原因探析（《东亚：政党政治与政治参与》，2007 年 5 月）。 

所属学会：亚太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邮编：100007 

 

    

李李李李天鹰天鹰天鹰天鹰，女，1955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1983 年东北师范大

学学校教育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日本‘学校领导者教’的探索与实践（《外国教育研究》，2006）、日

本中学生的职业体验教育（《外国中小学教育》，2007 年） 

所属学会：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会。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李薇李薇李薇李薇，，，，女，1954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96 年中国

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领域：日本民商法。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日本法研究中心秘书长 



主要成果：日本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 年）、

日本的不良债权和金融振兴综合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 10 月号）等。 

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李卫群李卫群李卫群李卫群，女，1975 年 6 月生，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1975 年获得日本岩手

大学日本语教育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外来语的未来（岩大语文，2007 年第 12 号）。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苑路省府住宅南区 3栋 301    邮编：570203 

 

    

李李李李文文文文，，，，男，1957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教授、教研室主任。

1997 年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日本文

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亚太学会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100007 

    

李李李李文英文英文英文英，女，1968 年出生。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2000 年河北大学外国教育

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模仿、自立与创新-近代日本学习欧美教育研究》、《世界教育大系·日

本教育》（吉林出版社，2001 年，合著） 

所属学会：日本教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河北保定五四东路 180 号 

 

李李李李霞霞霞霞，女，1961 年 4 月生，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日语系主

任。2004 年河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论日本话剧《远火—鲁迅在仙台》的语言运用艺术（《四川戏剧》，

2008.2）、语言的模糊性在拒绝表达中的体现及成因（《语文学刊》，2007.10）。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环城西路 5 号      邮编：312000 

    

李李李李小白小白小白小白，女，1957 年 7 月出生。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所教授。1998

年 6 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史、宗教 

主要成果：《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9 年）、近代转型期日本社会的人口增长控制（《东北师大学报》，2007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比较文明学会。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李李李李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女 ，1956 年 7 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97 年 7 月获得南开历

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古代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明人私撰日本图籍及其对日本的认知（《求是学刊》，2006 年第 2 期）、                          

浅论明朝人认知日本的局限性（《苏州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 期）。 

所属学会：中国明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邮编：300071 

    

李李李李晓晓晓晓，男，1963 年 4 月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副院长，

1995 年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苦涩的独立宣言——从日本银行的利率政策调整看日本金融改革的未

来（《国际经济评论》，2001 5-6 月）、当前日本经济形势及中日经济关系的新变

化（《东北亚论坛》， 2003 年第 3 期）。        

学术兼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吉林大学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李李李李晓博晓博晓博晓博，女，1973 年 2 月生，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4 年大阪大

学人文研究科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表现论 

主要成果：《教室里的权威：对日语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叙述研究》（外语研究，

2008第 3 期）等。 

所属学会：日本教师教育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 

地址：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518060 

 

    

李李李李晓丹晓丹晓丹晓丹，女，1981 年 1 月生，北华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2007 年北华

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中外交流合作 共促和谐发展——“近代东亚的接触空间:以中国东北

地域为中心(1895—1945)”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06 期）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大街 15 号     邮编：132013 

 

李李李李晓梅晓梅晓梅晓梅，女，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4 年日本广岛女学院大学日

本平安时代（古典）文学研究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古代文学 

主要成果：《枕草子与汉籍》 

所属学会：和汉比较文学会 

地址：上海市平四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李李李李晓光晓光晓光晓光，女，1970 年 5 月生，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2 年华东

师范大学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 月，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编：200444 

 

李欣李欣李欣李欣，女，1982 年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4 年天津外国

语学院日语语言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榆关道胜景花园    邮编：300000 

 

李李李李星星星星，女，1981 年 1月生，广东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西安外国语

大学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政治 

主要成果：浅析小泉政府与安倍内阁外交政策的比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7）、《高濑舟》的悲剧美（2008.10）。 

地址：湛江市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524088 

 

李李李李秀石秀石秀石秀石，女，1954 年 2 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早稻田大学日本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历史、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1947-2002）（《历史研究》，2002）、中日

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稳定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潜在危机（《日本学刊》，

2008）。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845弄 1 号   邮编:200040 

 

李旭东李旭东李旭东李旭东，男，1974 年生，青岛大学法学院讲师。1998 年山东师范大学思想政治

教育（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外交 

主要成果：中日崛起战略框架比较及其安全互动模式选择（《国际观察》上海外



国语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冷战后日澳政治安全关系（《日本学论坛》，东北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青岛大学法学院       

邮编：266071 

 

李李李李岩岩岩岩，女，1979 年 11 月生，河北经贸大学外语学院讲师。2007 年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五七路北区河北经贸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050061 

    

李李李李燕燕燕燕，女，1974 年 1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讲师。1999 年吉林大学日本语言文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英常用词汇分类手册》、《轻松日语写作通》（合著）。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 6 号   邮编：116044 

 

李李李李延坤延坤延坤延坤，男，1963 年 3 月生，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89 年吉

林大学日本语言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近世中日词汇的借用、作为第二外语的日语能力的运用与提高。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辽宁外语协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凌水路 1 号     邮编：116026    

    

李雁南李雁南李雁南李雁南，女，1971 年 3 月生，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俄系副教授、系主任。

2005 年暨南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大正日本文学中的“支那趣味”（《国外文学》，2005 年第 3 期）、横

光利一《上海》中的魔幻世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所属学会：广东省翻译工作者协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邮编：510631 

    

李李李李妍妍妍妍妍妍妍妍，女，1979 年 9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讲师。2005 年大连理

工大学日语语言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国际能力测试评点句型》（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 年）等。 

地址：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六号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44 

 

李李李李毅毅毅毅，女，1957 年 4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产业经

济研究室研究员。1987 年吉林大学日本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再炼基石：世界制造业变革的历史大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日本制造业的自主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革新研究：经济史的启示（《佐贺大学经济

论集》第 40卷第 4 号）。 

所属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外国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中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邮编：100732 

 

李寅李寅李寅李寅生生生生，男，1962 年 7 月生，广西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2000 年四川大学中

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中日古代帝王年号及大事对照表》（四川辞书出版社，2004）、《论宋

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巴蜀书社，2007）。 

所属学会：中国诗歌学会、四川杜甫学会、广西儒学学会   

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路 100 号 

邮编：530004 

 



李李李李莹莹莹莹，女， 1973 年 1 月生 。天津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2007 年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出版）、日

本战后“独立体制”的确立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07.1）。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云南路 55 号   邮编：300050    

    

李李李李永春永春永春永春，男，1972 年 8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8 年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论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我心中的中国和日本》，2003）、朝鲜后期

釜山倭馆贸易（《韩国学论文集》，2005）。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邮编：100007 

 

李玉李玉李玉李玉，男，1940 年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1964

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代史、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中国的日本史

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 

地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李昱李昱李昱李昱，女，1975 年 2月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师。2004 年名

古屋大学异文化交流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西安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开发区文苑南路西安外国语大学 

邮编：710128 

 



李玉李玉李玉李玉莲莲莲莲，女，1964 年 4 月生，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05 年韩国仁荷大

学日语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国际关系 

主要成果：《近代韩国仁川华侨社会形成及其发展研究》（仁川文化财团，2008）、

《研究报告书<韩国华侨社会研究>》（韩国中央研究院，2008）。 

地址：吉林省延边市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33002 

 

李玉潭李玉潭李玉潭李玉潭    ，男， 1948 年 5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1982 年吉林大学

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历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东北亚

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经济、 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中国东北经济发展与日本北部九州》（学苑出版社，2001）、《东北 

亚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机制创新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等。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李李李李远远远远喜喜喜喜，男，1956 年生，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对外国文化的选择与排斥（《日本学刊》，2000）、风骨与物哀（《日

本问题研究》，2003）。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       

邮编 ：510640 

 

李李李李振振振振声声声声，男，1957 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91 年复旦大学文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思想文化 

主要成果：郑孝胥东瀛外交生涯（中国文化，2007 年 25 期）。《梦十夜》——夏



目漱石随笔录（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地址：复旦大学中文系   邮编：200433 

 

李卓李卓李卓李卓，女，1954 年 12 月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1997 年南开大学日本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史 

主要成果：《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家族制度与日本的

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学术兼职：中国日本史古代史分会会长、中华日本学会执行常务理事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邮编：300071 

    

李宗玲李宗玲李宗玲李宗玲，女，1977 年生，山东财政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教研室讲师。2002 年山

东师范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从“好人物夫妇”看志哉的心理 

地址：山东财政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教研室  邮编：250014 

 

连连连连会会会会新新新新，男，1976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教授。2005 年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研究》（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连连连连业业业业良良良良，男，1954 年 9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图解日语日本经济入门》（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日本社会

文化全掌握》（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所属学会：日语教学研究会、中日韩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44 

 

连永华连永华连永华连永华，男，1978 年 2 月生，河北经贸大学外语学院讲师。2006 年河北师范大

学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050061 

 

廉廉廉廉德德德德瑰瑰瑰瑰，男，1961 年 10 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副主任。2003

年早稻田大学文学（日本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战后中日关系、日本对外战略 

主要成果：《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位置意识”与

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日本学刊》，2007）。 

所属学会：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上海日本学会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845弄 1 号   邮编:200040 

 

廉松心廉松心廉松心廉松心，女，1964 年 4 月生。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2004 年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区域史 

主要成果：《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大街 15 号        邮编：132013 

    

梁济梁济梁济梁济邦邦邦邦，男，1964 年 9 月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2001

年，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井伏鳟二的文学之路及其《黑雨》、天主教在日本的传入及其影响 

地址：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710128    

    

梁梁梁梁艳艳艳艳琴琴琴琴，女，1976 年 11 月生，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讲师。2008 年硕士研究



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评析日本住宅政策改革、日语自动词和他动词的误用分析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    邮编：030006 

 

梁梁梁梁云祥云祥云祥云祥，男，1956 年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教授。2007 年北京大学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国际关系·外交 

主要成果：《后冷战时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 

地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廖廖廖廖娟娟娟娟，女，1980 年 5月生，广东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7 年天津

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 

主要成果：《铃木日良的日本语研究及影响》（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谈大学日

语选修课的词汇教学》（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湛江市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524008 

 

林林林林昶昶昶昶，男，1957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副主编。 

研究方向：日本研究信息 

主要成果：《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中日关系报告》

（时事出版社，2007）。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邮编：100007 

 

林林林林泓泓泓泓，男，1954 年生，山东省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

任、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对华投资新动向与山东对策》（《当代亚太》，2007）、《中国安藤



昌益研究沿革》（《安藤昌益-日本中国共同研究》，1993）。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耕路 56 号    邮编：250002 

 

林娟娟林娟娟林娟娟林娟娟，女，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日语系教授。1980 年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民族学研究动态（《世界民族》，2007 年第 3 期）、《从俳句 

中的季语解读日本民族的自然审美观（《厦门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等。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邮编：361005 

 

林林林林乐常乐常乐常乐常，男，大连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2006 年长崎纯心大学博士研究

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 

主要成果：《新大学日本语》、《双重否定形式之考察》、《人间文化研究》。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学府路 10 号  邮编：116622 

 

林丽林丽林丽林丽，女，1962 年 4 月生，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2 年中山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宗教 

主要成果：《日本新闻视听》(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山大学音像出版社 1999 年)、

日本报刊阅读课的教学方略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 年第 4 期)。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510275 

    

林琳林琳林琳林琳，女，1978 年 8月出生。中国计量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2004 年浙江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女性学 

主要成果：《论清代通俗小说中的日本人形象》。 

所属学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中国计量学院外国语学院      



    

林林林林少少少少华华华华，男，1952 年 9 月生，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82 年吉

林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主要成果：《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村上文学经典化

的可能性》（《外国文学》，2008）。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66071 

 

林林林林师师师师敏敏敏敏，男，1982 年 4 月生，广东省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2007 年河

北大学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邮编：524008 

 

林晓光林晓光林晓光林晓光，男，1958 年 1 月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2002 年中央党

校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历史、政治与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2003）、记录考证：从中日邦交正

常化到和平条约（岩波书店 2002）。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北里 109-204 

 

林忠鹏林忠鹏林忠鹏林忠鹏，男，1964 年 4 月生，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早稻田大

学客座研究员。2001 年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人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文学 

主要成果：《和名类聚抄的文献学研究》(日本勉诚出版社， 2002.4)、《和名类

聚抄》与《释名》论考 (《日本学论坛》，2007 年第一期)。 

所属学会：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130024 

 

刘昌黎刘昌黎刘昌黎刘昌黎，，，，男，1944 年 12 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1983

年吉林大学世界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现代日本经济概论（修订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东

亚双边自由贸易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杨树街 20-3-301（书香园）   

邮编：116023 

    

刘刘刘刘春英春英春英春英，女，1951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1982 年东北师范大

学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主要成果：牛岛春子与“满洲”（《外国问题研究》，2009 年 01 期）战后日本女

性文学萌生的时代土壤（《外国问题研究》，2009 年 02 期）等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文学讨论会、东方文学研究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刘刘刘刘德有德有德有德有，男，1931 年 7月生，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译审、翻译家。 

研究方向：中日文化比较、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日本語与

中国語》（讲谈社，2006）。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 

地址：北京市朝阳北大街 10 号文化部       邮编：100020 

 

刘迪瑞刘迪瑞刘迪瑞刘迪瑞，男，1964 年 7 月生，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南昌航空大学文

法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教授。2005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国有铁路改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日本国有铁路的公

共性和企业性与民营化改革》（《当代财经》，2005）。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丰和男大道 696 号    邮编：330063 

 

刘刘刘刘峰峰峰峰，男， 1981 年 11 月生，淮阴师范学院外文系助教。2007 年大连海事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最新日语能力测试 1 级考点透析与突破（语法）》（副主编，大连出 

版社，2006） 、《新编日本语能力考试 1 级读解训练》（编委，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地址：江苏省淮安市长江西路 111 号淮阴师范学院外文系   邮编：223300    

    

刘刘刘刘光宇光宇光宇光宇，男，1945 年 12 月生，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81 年北京大学

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主要成果：论国木田独步的短篇小说（日本学刊，1994）、日本的“原子弹文学”

（人民日报，1998）。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华日本学会、中国作家协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牡丹胡同 4 号省委 165栋西门 502   

邮编：130061 

    

刘刘刘刘红红红红，女，1970 年 4 月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经济系副教授。2005 年

辽宁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制度变迁（《日本学刊》，2006 年第 6 期）、日

本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政府因素分析（《日本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辽宁省世界经济学会 

地址：沈阳市道义经济开发区京沈街 58 号      邮编：110136 



    

刘刘刘刘建平建平建平建平，男，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政治学 

主要成果：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开

放时代》，2007 年第 6 期）、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

（《开放时代》，2008 年第 3 期）。 

地址：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刘刘刘刘建建建建强强强强，，，，男，1953 年 8月出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1988 年日本京都佛教大学日本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新编日本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年）、日本学界在锁

国研究上的争论 —以“锁国得失论”和“锁国与海禁”为中心（《唐都学刊》，

2007 年第 2 号）。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陕西省翻译协会 

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文苑南路西安外国语大学 72 信箱      

邮编：710128 

 

刘刘刘刘江永江永江永江永，男，1953 年生，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1987 年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安全、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彷徨的日本》、《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等。 

学术兼职：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新斋    邮编：100084 

    

刘刘刘刘金金金金才才才才，男，1951 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教授。2000 年北

京大学日本历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町人论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敬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外文楼 218室    邮编：100871 

    

刘刘刘刘金金金金举举举举，男，1969 年 1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8

年东北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近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文言一致”运动试比较（《东南亚研究》，2006 年第 2 期）、《实

用导游日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 年 3 月）。 

所属学会：日本国室生犀星学会、广东省外国文学学会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淘金路 163 号之一 902房     邮编：510095 

    

刘静刘静刘静刘静，女，1980 年 5月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2 年四川大学日

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上代歌谣命名法初探（《宁波大学学报》，2007）、<古事记>歌谣

的解释与汉译研究——以周作人的译本为对象（硕士学位论文，200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8 号  

邮编：315211  

    

刘刘刘刘君梅君梅君梅君梅，女，1966 年 9月生，河北省廊坊市武警学院边防系日语教研室副教授。

1990 年获河北大学日本语言专业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谈外语教学中如何培养从语言认知到创意表达（《中国教育研究》，2007

年 1 期）、《边防专业日语》（2007 年，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武警学院边防系日语教研室           

邮编：065000  

 



刘均刘均刘均刘均胜胜胜胜，男，1974 年 2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3 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对外贸易、市场发展及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日本对外贸易结构性调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所属学会：亚太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邮编：100007 

    

刘克刘克刘克刘克华华华华，男，1972 年 2 月生，东南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主任，副教授。1998 年

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基础日本语（上、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基础日语听说

教程》（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江苏省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 2 号东南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210096 

    

刘利刘利刘利刘利国国国国，男，1959 年 7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院长、教授。2001 年

冈山大学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唐宋诗人思想对芭蕉的影响、中日“日暮诗”的意向分析。 

学术兼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 6 号   邮编：116044 

 

刘琴刘琴刘琴刘琴，，，，女，1982 年 3 月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7 年南开

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意识、日本语言 

主要成果：日本人中流意识的现实与虚幻。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30022    

    

刘荃刘荃刘荃刘荃，男，1955 年生，山东财政学院外语系副教授。2004 年日本福冈教育大学

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东财政学院  邮编：250014 

 

刘群艺刘群艺刘群艺刘群艺，女，1972 年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2005 年北京大学经济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区域经济 

主要成果：《经济思想与近代化改革：中日韩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2007）、

明治维新对中国、朝鲜近代化改革的影响——以戊戌变法与甲午更张为中心、《日

本经济思想史研究》（2007）。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邮编：100871 

 

刘瑞刘瑞刘瑞刘瑞，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金融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走向复苏过程中的货币政策----近年来零利率政策与数量宽

松政策分析（《日本学刊》，2007 年 1 期）、日本利率政策现状及其分析（《日本

研究》，2007 年）。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刘瑞芝刘瑞芝刘瑞芝刘瑞芝，女， 1952 年 2 月生，浙江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1991 年实践

女子大学（日本）国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中世文学、宗教。 

主要成果：《日本古典文学读本》，（责任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论狂言



绮语观在日本的引入及其原因（《外国文学评论》，2004-4）。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会  

地址：杭州西湖区余杭塘路 388 号   邮编：310058 

    

刘少东刘少东刘少东刘少东，男，1965 年生，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中国“家”与日本“家”的比较（《历史教学》，2007）、试论现代日

语格助词与助词的重叠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 263 号    邮编：300391 

 

刘书瀚刘书瀚刘书瀚刘书瀚，男，1954 年生，天津商业大学校长、天津商业大学现代日本研究所教

授。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现代企业制度 

主要成果：《中国的 WTO加盟与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 4

月，日语）、《加入 WTO对中国第三产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发达国家服务创新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学术月刊》, 2008

年 04 期）等 

学术兼职：天津市外国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日本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津霸公路东口    邮编：300134 

 

刘刘刘刘伟伟伟伟，男，1964 年 3月生，天津大学社外学院日语教学部主任、副教授。1988

年吉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古典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合著）、音位理论与

日语语音教学（《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 

邮编：300072 



 

刘肖刘肖刘肖刘肖云云云云，女，1962 年 1 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1984 年天津

理工大学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良妻贤母的内涵（《日本山梨学院大学学报》）、功能教学法在教学中

的应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刘刘刘刘小小小小珊珊珊珊，女，1957 年 2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2006

年暨南大学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明中后期中日葡外交使者陆若汉研究》（外语研究与教学出版社，

2008）、《言外的语言学》（译著，商务出版社 2005）。  

所属学会：中国语用学研究会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      邮编：510420 

    

刘刘刘刘晓晓晓晓芳芳芳芳，男，1966 年生，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5 年北京大学

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日本文学 

主要成果：告白与尾崎藤村的近代自我（《东北亚论坛》，2007）、尾崎藤村的近

代自我（《国外文学》，2004）。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同济大学日语系    邮编：200092 

  

刘刘刘刘晓峰晓峰晓峰晓峰，男，1962 年 11 月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2000 年日本京

都大学日本历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日本的面孔》（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东亚的时间》（中华书

局，2007 年）。 



所属学会：北京市中日交流史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 

地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邮编：100084 

    

刘刘刘刘晓华晓华晓华晓华，女，1971 年 7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2004 年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日语条件句三维状态空间模型的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3；

2007.4）。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44 

 

刘轩刘轩刘轩刘轩，男，1967 年 8月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2008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

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民营化政策过程的制度分析”（《日本学刊》，2007 年第 4 期）、

日本信息产业管理体制变革述评（《现代日本经济》2007 年第 5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刘刘刘刘艳艳艳艳，女，1978 年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讲师。2003 年大连外国语学

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4 级文字·词汇、听力理解篇》（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年 04 月） 

地址：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 6 号      邮编：116044 

 

刘刘刘刘阳阳阳阳，女，1981 年 5月生，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8 年湖南

大学日语语言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24048 

 



刘刘刘刘一梅一梅一梅一梅，，，，女 ，1981 年生，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6上海外国语大

学国际贸易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我的第一本数学书》（译著，南海出版公司，2007 年）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14122    

    

刘刘刘刘永永永永岚岚岚岚， 女 ，1966 年 9 月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日语系副主

任。1999 年获得日本金泽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教学中学生言语行为文化偏差分析（《宁波大学学报》，2005 年，

第 2 期）、日本人的命名文化研究（《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通信地址：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15211 

    

刘咏刘咏刘咏刘咏华华华华，女，1964 年 12 月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讲师。1999

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日美关系 

主要成果：太平洋战争前 10 年的日美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战后

美国对日经济民主化政策与日本经济的重建（《现代日本经济》，2007）。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1 

 

刘刘刘刘勇勇勇勇，男，1966 年 12 月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副教授。2006 年日本名古

屋大学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高等教育 

主要成果：《365 天日语口语大全:日常口语》（齐鲁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 年 01

月）、解读女性写作的文化价值（《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年 3 期） 

所属学会：日本教育社会学会、日本高等教育学会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大王庄街新关公寓 A座 1004， 

 



刘雨刘雨刘雨刘雨珍珍珍珍，男，1966 年 11 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97 年日本神户大学

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 

主要成果：《万叶集的世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黄尊宪《日本国志》论

述（上）》。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刘玉操刘玉操刘玉操刘玉操，男，1940 年 3 月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65 年北京大学经济系

世界经济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金融、日本金融 

主要成果：《日本金融制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年）、《日本金融制度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等。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刘岳刘岳刘岳刘岳兵兵兵兵，男，1968 年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思想、日本历史 

主要成果：《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年 6 月）、《中日近现代思

想与儒学》》（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店）。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刘刘刘刘毅毅毅毅，男，1949 年 6月生，大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2001 年经济学博士

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史、日本经济史 

主要成果：《高天原浮世绘——日本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年出版）、《日

本股份制变革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出版）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地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府大街 10 号        邮编：116622 

 

刘刘刘刘云云云云，女，1983 年 6月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助教。2007 年南开大学外

国语学院日语系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复合动词——从日语教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台湾明道大学学

报》）、复合动词前后项的结合条件（《日语教学与研究》）。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 

 

刘刘刘刘振生振生振生振生，男，1962 年生，大连民族学院国际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日本研究所所长、

副教授。2004 年东北师范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石川达三文学评述》（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伪满洲国日本留学

史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国际二宫尊德思想学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辽河西路 18 号    邮编：116600 

 

刘刘刘刘志志志志强强强强，男，1977 年 7月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讲师。2004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历史 

主要成果：《日语专业八级统考辅导丛书·能力篇》（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     邮编：210044 

     

 

柳柳柳柳香丹香丹香丹香丹，女，1971 年 5 月生，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日语专

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韩两国谚语对照研究》（延边大学 ，2007）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娄贵书娄贵书娄贵书娄贵书，男，1954 年 7 月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历史 

主要成果：日本武士的生存土壤（《贵州大学学报》2008.4)、武士道嬗递的历史

轨迹（《贵州大学学报》，2003 年)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 180 号    邮编：550001     

  

卢卢卢卢京丽京丽京丽京丽，女， 1965 年 12 月生，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日语教研室讲师。2001

年日本静冈县立大学比较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杭州市舟山东路 19 号  邮编：310015    

    

卢卢卢卢万万万万才才才才，，，，男，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2002 年日本丽泽大学日语教育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汉语言比较 

主要成果：日语表现中的恩惠意识（《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敬语指针”出台的

背景及其意义等（《日语教学与研究》）。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鲁霞鲁霞鲁霞鲁霞，女，1960 年生。大连大学人文学部历史学院、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

教授。2007 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代史 

主要成果：近代中日知识分子开放思想的比较（《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2）、

吉田松阴的近代化意识（《日本研究》，2005）。 

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府大街 10 号                        

邮编 ：116622 

    

鲁鲁鲁鲁义义义义，男，1953 年 5 月生，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1982 年吉林大学国



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日本行政 

主要成果：《中日相互理解还有多远——关于两国民众相互认识的比较研究》（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中日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坡上村 12 号      邮编：100091 

    

陆陆陆陆留第留第留第留第：男，1954 年生，上海外语学院日语系主任、教授。1985 年日本大阪外

国语大学日本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民俗文化 

主要成果：《英日法德俄高级口译技能训练及实战演练》（总主编，华东师大出版

社）、《茶艺和茶道的文化诸要素——中国茶艺的历史·民族·文化·习惯·特征

和日本茶道的型·气·美·禅》（《日本研究》第 37 集 角川学艺出版社）。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语言文学研究会、上海翻译家学会 

地址：上海闵行区东川路 500 号     邮编：200241   

 

陆陆陆陆晓光晓光晓光晓光，男，1954 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

究中心教授。1993 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现代文学的反战先声——论芥川龙之介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2006）、“汉诗人”河上肇的文化抵抗——《资本论》日译者的侧面像（《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 

地址：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200062 

 

吕吕吕吕斌斌斌斌，女，1977 年生，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1 年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210093 

 

吕静吕静吕静吕静，女，1963 年 12 月生，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副教授。2003 年日本东京

大学东亚历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汉字使用扩大化研究——以中日韩汉字文化圈为中心 

主要成果：《春秋时期盟誓研究——在神灵崇拜下社会秩序再构建》（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7）等。 

所属学会：（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学会、日本东方学会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邮编：200433 

 

吕静吕静吕静吕静萍萍萍萍，1956 年生，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副教授。1983 年毕业于山西大

学外语学院日语专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妇女的地位》、《异文化间的言语行为刍议》 

地址：威海市文化西路 180 号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 

 

吕吕吕吕莉莉莉莉，女，1957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教授。1989 年日本筑

波大学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 

主要成果：“白雪”入歌源流考（《外国文学评论》，2006）、额田王与中国文学（《日

本学研究》，2005）。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中华日本学会、日本万叶学会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社科院外文所      

邮编 ：100732 

    

吕吕吕吕万万万万和和和和，男，1925 年 11 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1950 年北京

大学教育系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明治维新与中国》

（六兴出版社 1987 年版）。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吕吕吕吕秀一秀一秀一秀一，男，1964 年 3 月生，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2007 年日本广岛

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近现代日本对华外交、近现代东亚关系史 

主要成果：《中朝日关系史》（合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  

所属学会：日本朝鲜史研究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经济开发区学府大街 10 号   

邮编：116622 

  

吕元吕元吕元吕元明明明明，男，1925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文学史》（吉林出版社，1997）、《日本在华反战文学》（吉林教

育出版社，1987）。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   

邮编：130022 

 

罗传罗传罗传罗传伟伟伟伟，女，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67 年获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日语专业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交际日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日本人与日本语》（香港新

华彩印出版社，2000）、《日本语言与传统文化》（编著者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2）。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河南省高校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71003 



 

罗椿咏罗椿咏罗椿咏罗椿咏，，，，男，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获国际关系学院日

本语言文化专业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历史文化、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农业祭祀中的迎春活动（《〈稻作与祭祀〉——第二届中日民俗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9-1） 

地址：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   邮编：650091 

    

罗罗罗罗国忠国忠国忠国忠，男，1954 年生，四川外国语学院东方语学院院长、教授。1978 年四川

外语学院日语系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 

主要成果：《日语惯用型精解》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四川外国语学院东方语学院   邮编：400031 

 

罗罗罗罗丽杰丽杰丽杰丽杰，女，1970 年 3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副教授。2004 年大连

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柿本人麻吕和李商隐的爱情诗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 年 4

月）、人麻吕和歌六朝诗表现中的爱容（东亚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化研究会、2008

年 3 月）。 

所属学会：东亚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化研究会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44 

 

罗罗罗罗明辉明辉明辉明辉，男 ，1964 年 6 月生。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2001 年 3 月日本

鹿儿岛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汉专名词典》（合著，商务印书馆，2008 年）、“我辈是猫”的汉

译处理——兼谈书名的翻译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03）。 



所属学会：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 日本国学学会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10082    

    

罗养罗养罗养罗养毅毅毅毅，男，1954 年 10 月生，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审。1994 年法学博士研究生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历史、国际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源流初探（《山西师大学报》1990 年第 4 期）、

日俄北方领土问题的由来和现状（《日本学刊》，1994 年第 2 期）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编：100005 

    

骆为骆为骆为骆为龙龙龙龙，男，1933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面面观》、《日本掠影》。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马马马马爱萍爱萍爱萍爱萍，女，1963 年 7 月生，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法学 

主要成果：《中日民事证据收集制度研究》。 

地址：山西大学法学院    邮编：030006 

  

马马马马安安安安东东东东，男，1953 年 7 月生，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日

本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1982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续编《实用日汉词典》、翻译《吉田松荫》、《楠木端山》。 

地址：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日本语言文化交流研究所  

邮编：310012    

    

马马马马宏斌宏斌宏斌宏斌，女，1973 年生，山西大学科哲中心教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硕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科技 

主要成果：试论日本诺贝尔奖获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生产力研究》，2008）。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文源巷 18 号    邮编：030006 

 

马焕马焕马焕马焕明明明明，男，1965 年，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2006 年山东师范大

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运营（《日本研究》，2006）、

略论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史学集刊》，1997）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东风东街 149 号    邮编：261061 

 

马黎马黎马黎马黎明明明明，女，1945 年 9 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1968 年获

北京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中日经济比较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国际化与地域开发》（1995 年）、《战后日本五十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马马马马文文文文静静静静，女，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4 年天津师范大学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从日语会话中解读日本人的“和意识”（《中外企业家》，2009 年第 11

期）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河北工业大学    邮编：300401 

 

马马马马文秀文秀文秀文秀，女，1966 年 2 月生，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2007 年河北

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国际资本流动与东亚经济发展（《世界经济》1999.5）、日本的全套产

业结构与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学刊》，2008.2）。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美国经济学会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 

邮编：071002 

    

马马马马新民新民新民新民，，，，男，1953 年 7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审。1976 年南

开大学世界史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简明日本百科全书》（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日本

帝国的兴亡》（新版）（合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 1 号     邮编：100006 

    

马玉马玉马玉马玉珍珍珍珍，女，1951 年 1 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1976 年获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当代日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版）、现代化进程中妇

女地位的变迁——中日妇女发展历程比较（《思想战线》，2004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教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莽莽莽莽景石景石景石景石，男，1958 年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现代日本经济、比较制度分析 

主要成果：《日本现代化研究》、《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等。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邮编：300071 

 



孟孟孟孟德巴德巴德巴德巴雅尔雅尔雅尔雅尔，男，1957 年 1 月生，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1983 年获吉林大学日语专业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大学日语疑难辨析》（合著，大连海事出版社）、《日与格助词与蒙语

格附加成分之间的意义对应关系》（《内蒙师大学报》1994.3）。 

所属学会：内蒙古自治区大学外语研究会大学日语教学研究分会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 81 号      邮编：010022 

 

孟孟孟孟红淼红淼红淼红淼，女，1980 年生，大同大学外语系助教。2007 年山西大学日语专业硕士

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与日本人商务谈判的语言策略（《生产力研究》，2008）。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大学外语系    邮编：037000 

    

孟庆枢孟庆枢孟庆枢孟庆枢，，，，男，1943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孟庆枢自选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文学研究（《日本近代文学》，平成 17 年）。 

所属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米彬鑫米彬鑫米彬鑫米彬鑫，女，西南大学外语学院日研教研室讲师。2008 年西南大学比较教育专

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西南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400715 

    

米庆余米庆余米庆余米庆余，男，1938 年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1964 年南开大学世界史专

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史 



主要成果：《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琉球历史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米米米米彦军彦军彦军彦军，男，1970 年生，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2007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历史、日本语言 

主要成果：论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抗日战争研究》，2007）、驳德富

苏峰的近代中国观（《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米米米米永永永永皓皓皓皓，男，1979 年生，山东省东亚研究所讲师。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外交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耕市 56 号   邮编：250002 

 

牟牟牟牟成文成文成文成文，男，1965 年生，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2007 年华中师范

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 

主要成果：神道情结与日本民族性格(《世界民族》，2009/02)、日本民族“无责

任构造”畸形心态成因初探(《世界民族》，2006/06)。 

所属学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南炳南炳南炳南炳文文文文，男，1942 年 1 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66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

毕业。 

研究方向：明清史、明清文化史 

主要成果：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南开学报》，2003 年第 2

期）、南明首次乞师日本将领之姓名考（《史学月刊》，2002 年第 1 期 ）。 

所属学会：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邮编：300071 

    

倪翠倪翠倪翠倪翠兰兰兰兰，女，1967 年 1 月生，泰山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87 年山东师范大学历

史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史、日本近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初始现代化政治转型失败的原因（《泰山学报》，2007/04）、日本

倒幕运动中西方列强“中立”探析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迎宾大道中段   邮编：271021 

 

倪倪倪倪月月月月菊菊菊菊，女，1965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协调与竞争---围绕 APEC的较量》（合著, 科学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7 月）、21 世纪的中日经贸关系(《中国远洋航务》，2004 年 10 期）。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732 

 

宁俊伟宁俊伟宁俊伟宁俊伟，男，1964 年生，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人间第一自由身亦是早醒第一人—“红色教授”河上肇与中国革命(《沧

桑－人物春秋》，2007 年 1 月)。 

地址：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邮编：030006 

 

牛牛牛牛建科建科建科建科，男，1960 年 1 月生，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日本宗教研究

所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教授， 2002 年浙江大学外国哲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宗教关系史、中日佛教比较研究 

主要成果：《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5 年出版）、试论彻底的反 



本地垂迹说（《山东大学学报》，2007）。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洪家楼 5 号山东东校区（老校）内 5 号楼    

邮编：250100 

    

牛牛牛牛志奎志奎志奎志奎，，，，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学院国际交流部主任。2005

年日本兵库教育大学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日本教育公平的保障机制（《教育政策评论》，2008） 

所属学会：日本学校教育学会、国际与比较教育学会 

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编：100875 

    

潘畅和潘畅和潘畅和潘畅和，女，1955 年 10 月生，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东方哲学研究所教授、

学会秘书长。2002 年复旦大学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中韩日儒学比较论》（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古代朝鲜和日

本朱子学的特色比较（《哲学研究》，2002 年 12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实学会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邮编：133002 

    

潘潘潘潘洁敏洁敏洁敏洁敏，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讲师。1987 年吉林大学日本语

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 日本人的“内”、“外”意识与日语的时态转换》（《韶关学院学报》，

2007，11）、《关于日语的授受动词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东方学术论坛》，

2007.4）。 

所属学会：广东省翻译协会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 2 号       

邮编：510420 

    

潘潘潘潘钧钧钧钧，男，1968 年 10 月生，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教研室主任、副

教授。1998 年北京大学日语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辞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日语语言学》（合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日本）日本语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00871 

    

潘蕾潘蕾潘蕾潘蕾，女 1979 年 1 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讲师， 2008 年日本

樱美林大学日本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对于古代日本天皇家名字的考察研究——从美称、尊称的频繁使用到

“通字”的形成（国际亚洲文化学会研究纪要《亚洲文化研究》第 12 号）、从平

安时代天皇家的名字看其皇统意识（《日本学研究 16》）。 

所属学会：国际亚洲文化学会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216 信箱  

邮编：100089    

    

潘潘潘潘世世世世圣圣圣圣，男，1960 年 12 月生，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学系教授。 

2000 年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鲁迅·明治日本·漱石——关于影响及结构的综合性比较研究》（东

京汲古书院，2002，日语） 、《现代中国的文化》（合著，东京明石书店，2005）。 

所属学会：日本九州中国学会、日本现代中国学会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71弄 157 号 303室   



邮编：200241    

    

潘寿潘寿潘寿潘寿君君君君，男，1951 年 2 月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系主任。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饭店日语》（旅游教育出版社，2003） 、论中译日中的“体”与“时”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学、中日翻译研究会 

地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00024 

    

潘潘潘潘霞霞霞霞，，，，女，1979 年 1 月生，南京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讲师。2004 年北

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自动词的使役句的考察（《高校外语学习与研究》，2006.04）。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   

邮编：210044 

    

庞庞庞庞德良德良德良德良，男，1965 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1999 吉林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现代日本企业产权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日韩金融制度比较研究》（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邮编：130012 

    

庞焱庞焱庞焱庞焱，女，1971 年 7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讲师。1999 年日

本同志社大学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汉口译与日中文化差异（《东南亚研究》 2008 年 8 月）、日汉互译

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东南亚研究》 2008 年 2 月）。 



地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10420 

    

裴裴裴裴桂芬桂芬桂芬桂芬，女，1962 年 9 月生，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日本研究所教

授。2000 年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国际金融动荡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年）、日本汇率波动与东亚

经济增长（《世界经济》，1998.12）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邮编：071002 

    

彭彭彭彭广广广广陆陆陆陆，男，1957 年 7 月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教授。1993

年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日语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 《日语知识百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日本学校语法批判——

兼论我国日语语法教学改革（《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01） 

所属学会：；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外文楼     

邮编：100871 

    

彭彭彭彭华华华华，，，，女，1979 年出生。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国际贸易系讲师，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成为“世界工厂”的三大法宝（《工业技术经济》，2004）、日本

成为“世界工厂”的两大战略（《浙江经济》，2005）。     

地址：温州茶山高教园区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国际贸易系     

邮编：325035 

    

彭家声彭家声彭家声彭家声，男，1929 年 5 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简明日本百科全书》（第八编 教育部分）（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

《国际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日本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北京海淀区蓝旗营小区 8 号楼 1001 号    邮编：100084 

    

彭彭彭彭武英武英武英武英，，，，女， 1978 年 11 月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1 年

获南昌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30022    

    

彭曦彭曦彭曦彭曦，男，1964 年 1 月生，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副主任。2000

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地域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政治学 

主要成果：《冷战后的日本政治》（合著，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3）、一本为军国 

主义招魂的教科书（《上海大学学报》，2002）。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210093    

    

彭彭彭彭新勇新勇新勇新勇，男，1972 年 5 月生，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2003 年日

本名古屋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文化背景下的日本人数字观探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04）、

日语中茶文化的外延（《外国问题研究》，2009/02） 

地址：广东省湛江市寸金路 29 号    邮编：524048 

    

彭彭彭彭修修修修银银银银，，，，男，1952 年生，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1991 年山东大学美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日本美术史 



主要成果：《日本近现代绘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浮世绘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所属学会：国际东方美学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 708 号 

邮编：430074 

 

彭玉屏彭玉屏彭玉屏彭玉屏，，，，女，1954 年 3 月生，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日语语言学专业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寒暄语研究（《湘潭大学学报》1996 年 2 期）、日语的外来语（《湘 

潭大学学报》，97 年 2 期）。 

地址：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11105 

    

平力平力平力平力群群群群，女，1969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2 年日本

武藏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的三次风险投资浪潮及现状（《现代日本经济》，2006/03）、从战

后日本经济波动解读日本经济体制的变迁（《现代日本经济》，2009/03）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朴朴朴朴成日成日成日成日，男，青岛大学法学院法学院副教授。2005 年日本京都大学法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法律 

主要成果：谈日本人的意识结构（《延边日报》(朝文，1992.12.25）、谈日本民

族的国民性（《延边大学成人教育》，1993.3）。 

所属学会：日本法律社会学会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青岛大学法学院      邮编：266071 



    

朴东朴东朴东朴东兰兰兰兰，女，1969 年 8 月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3 年延边大学

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基础词汇精解 230 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日语专业自

主学习中教师角色的研究（《宁波大学学报》，2005）。 

所属学会：宁波茶文化促进会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8 号           

邮编：315211 

    

朴朴朴朴光光光光姬姬姬姬，女，1963 年 4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 1998 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能源 

主要成果：《日本的能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日本能源外交的“弱中 

东化”（《宏观经济研究》，2008）。 

所属学会：亚太学会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100007 

    

朴朴朴朴龙龙龙龙玉玉玉玉，女，1955 年 10 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1998 年 3

月日本名古屋大学教育学研究科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对中日朝鲜族的日本教育政策（《名古屋大学教育发展研究科纪要》）、 

日本的“综合性学习”给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的启示（《研究年报》第 13 号， 

日中教育研究交流会议志（日文），2003 年）。 

所属学会：(日本)教育课程学会、(日本)比较教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朴朴朴朴英爱英爱英爱英爱，女， 1963 年 12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2001 韩国釜庆大学校经营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制度 

主要成果：构建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产权制度分析（《吉林大学学报》，

2008.5 月）、中日韩 FTA进程及政策比较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6.7）。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林园路 1788 号吉林大学东荣大厦东北亚研究院   

邮编：130012    

    

祁福鼎祁福鼎祁福鼎祁福鼎，男， 1978 年 4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讲师。2008 年明治大

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明治时代语言中的自称词及其总体概况（《明大纪要》25）、论明治时

代男性自称词的使用与变迁（《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03）。 

所属学会：日本语学会、日本近代语学会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44 

 

齐齐齐齐建国建国建国建国，女，1953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中日儿童生活方式与自律神经的调查研究报告（《日本学校保健研究》

第 48卷，2006第 6 期）。 

地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邮编：100875 

 

齐齐齐齐珂珂珂珂，女，1978 年 1 月生，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2007 年吉林大学日

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的听力教学（《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6） 、《中国的汉语拼音

与日语汉字音》（合著，《日本学论坛》，2003）。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语用学研究会 

地址：南京市嵩山路 121 号七座二单元 305室   邮编：210019 

    

齐齐齐齐明明明明皓皓皓皓，1977 年生，太原科技大学外语系讲师，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模式的文化反思（《生产力研究》，2008）、日语中的换喻（《外 

语研究》，2005/05，第二作者）。 

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容流路 66 号   邮编 030024    

    

钱钱钱钱红日红日红日红日，女，1962 年 2 月生，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日

语专业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与文化 

主要成果：《日本概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年)、《最新日语语法大全》(北

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年)。 

所属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 

地址：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10641 

    

钱树伦钱树伦钱树伦钱树伦，男，1963 年 3 月 30 日生，中国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与文化 

主要成果：跨文化交际学与“文化教学”再认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1999/02） 

地址：中国青岛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266071    

    

钱钱钱钱晓波晓波晓波晓波，，，，男，1972 年 9 月生，东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日本近现代研究中心

副主任。2007 年杏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谷崎润一郎的思想性根基研究――以《麒麟》中对汉学的吸收为中心 

（《杏林大学研究报告 教养部门》第 19巻 2002 年 3 月）。 

所属学会：日本汉语学会、语言交流研究会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 号              邮编：201620 

    



乔乔乔乔林生林生林生林生，男，1973 年 12 月 1 日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 2004 年南开

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人民出版社）、东亚合作与中日两国的政策

选择（《日本研究》，2007）。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乔莹乔莹乔莹乔莹洁洁洁洁，女，1956 年 7 月生，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系主任、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借鉴与创新——评《罗生门》”（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2000

年 12 月第四期）、《狐媚记》与中国文化（《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

年 7 月第四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学会、广西翻译学会 

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 100 号       

邮编：530004 

    

乔乔乔乔治忠治忠治忠治忠，男 ，1949 年 7 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91 年南开大学历史学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史学比较 

主要成果：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求是学刊》，2005

年第 2 期）、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学术月刊》，2006 年第 1 期）。                            

地址：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邮编：300071 

    

秦秦秦秦刚刚刚刚，男，1968 年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1999 年日本东京大学日本

语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宫崎骏世纪之交的神话创造（《感受宫崎骏》，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年 1 月）、中国的芥川龙之介研究（《宫坂觉 芥川龙之介作品论集成 别卷 芥川

研究的周边》，翰林书院（日本），2002，日语）。 

所属学会：东京大学国语与国文学学会、国际芥川龙之介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216  邮编：100089 

    

邱邱邱邱红红红红，女，1966 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教授，

1992 年获得吉林大学人口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日本人口少子化与养老金制度改革（《人口学刊》，2006 年 6 期）、吉

林省人口安全问题研究（《人口学刊》，2008 年 2 期）。 

所属学会：中国人口学会理事 

地址： 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邮编：130012    

    

邱邱邱邱岭岭岭岭，男，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中日古典文学 

主要成果：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文学的悲美传统（《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5/01）、《论日本文学的非社会传统（《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5/01）。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康山里 12-607       

邮编：350007 

    

曲曲曲曲晓燕晓燕晓燕晓燕，，，，女，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教研室讲师。2004 年山东师范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年，合著）、《从〈浮云〉看二

叶亭四迷对文体革新的贡献》（《济南大学学报》，2006.6）。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88 号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教研室                                                      

邮编：250014 



    

权权权权彤彤彤彤，女，1975 年生，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老龄化压力下的日本养老保障体系及其借鉴（《山西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9/02）、通信贩卖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兼论中国开发国内市

场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3）。 

地址：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030006 

    

权权权权宇宇宇宇，男，1956 年 11 月生，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2006 年 3 月日本

皇学馆大学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古代中朝日比较文化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 、《日本古代

诗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合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 

所属学会：全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冉冉冉冉毅毅毅毅，，，，女女女女，1954 年 10 月 31 日生，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2001

年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池田大作的人学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池田大作

生命伦理思想研究》（合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麓山路     邮编：410081 

    

饶从饶从饶从饶从满满满满，男，1966 年 1 月生，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1998 年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当代日本职业训练》（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当代日本小 

学教育》（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日本道德性发展实践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饶琼饶琼饶琼饶琼珍珍珍珍，，，，女，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四川大学日本语言与

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日本人的忌讳（《日语知识》，2000 年第 8 期）、关于“すみませ

ん”文化背景（《日语知识》，2004 年第 4 期）。 

地址：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   邮编：650091    

    

任非任非任非任非，女，1981 年生，山东省东亚研究所日本研究室讲师， 2005 年国际关系学

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日本经济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耕路 56 号    邮编：250002 

    

任任任任萍萍萍萍，女，1977 年 3 月生，浙江树人大学讲师， 2006 年浙江大学日语专业硕士

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中世史、宗教 

主要成果：我国最早的翻译机构——明四夷馆考察（《上海翻译》，2007）、绝海

中津对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吸收《神戸女学院学报》通号 55第 1 期 2008 年 6

月）。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浙江省中日学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舟山东路 19 号     邮编：310015  

 

任其怿任其怿任其怿任其怿，男，1965 年 8月生，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2006

年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伪时期内蒙古西部使用日语汉字词汇的现象(《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1 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1931－1945）》（内

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地址：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邮编：010021 

    

任维彤任维彤任维彤任维彤，男 ，1966 年 5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讲师， 2007

年 3 月日本广岛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 Economic Fluctuation and Japanese Monetary Policy: Two 

Empirical Studies with SVSR Approach（《广岛大学经济学研究》，2007 年 2

月）。  

所属学会：日本经济学会理事、日本金融学会理事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荣喜荣喜荣喜荣喜朝朝朝朝，男，1981 年 12 月生。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3 年获

河南师范大学日语专业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从音韵论角度分析日语的“连浊”现象（《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9/04）、试议日本“天皇”这一称号出现的时期（《考试周刊》，

2008/02）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71003 

 

阮阮阮阮毅毅毅毅，男，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0 年日本爱知大学日本近代

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人的生命•伦理观》（专著）、《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东亚同文书

院 1938—1943 年书院学生夏季旅行调查报告书及日志目录》（译著）等。 

所属学会：日本近代文学会、日本比较文学会、中国日本文学会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688 号                 

邮编 ：518060 

    



伞锋伞锋伞锋伞锋，男，1969 年生，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2005 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主要成果：一种借鉴：日元升值与资产价格上涨有何关系（《上海证券

报》,2009.06.18）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8 号       邮编：100045 

    

沙沙沙沙欢欢欢欢，女，1983 年生，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 2007 年吉林大学日

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读芥川龙之介《黄粱梦》的人生态度——与唐代传奇《枕中记》比较

（《大众文艺(理论)》,2009/17）、从“网吧难民”一族看日本社会（《科技信息》，

2009/17） 

地址：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066004 

    

尚会尚会尚会尚会鹏鹏鹏鹏，男，1953 年 12 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981 年中国社科

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与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

大出版社）、《中日文化冲突与相互理解的事例分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地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尚尚尚尚侠侠侠侠，男，1949 年 7月生，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教授。  

研究方向：中日文学比较、日本社会文化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五十年》(主编，东北师大出版社、 1995 年)、战后日本

文化演进与大冈小说精神（《外国问题研究》2001、1）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12 

    



邵邵邵邵桂兰桂兰桂兰桂兰，女  1963 年 9 月生，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副主任、

教授，2006 年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及其对中日贸易的影响分析（《青岛海洋大学学

报》，1998 年第 4 期）、对青岛市引进日资的分析及对策（《展望论坛》，1999 年

第 5 期）。                       

地址：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邮编：266071 

    

邵邵邵邵继勇继勇继勇继勇，，，，男，1944 年生， 江南大学商学院教授。1968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经贸关系、日本史 

主要成果：中日经贸合作现状分析（《江南大学学报》，2004.5）、长崎贸易中的

唐通事（《江南大学学报》，2008.5）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 1800 号江南大学商学院 

    

邵邵邵邵建国建国建国建国，，，，男，1957 年 8 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副主任，教授。1995 年日本

九州大学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政治外交 

主要成果：《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6.3）、日本政界

的小泉现象（《日本研究》，2006.4） 

所属学会：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编：100089 

    

邵蕾邵蕾邵蕾邵蕾，，，，女，1980 年生。大连外国语学院软件学院日语教研室讲师。2006 年大连

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汉译日中“再”的译法（《艺术广角》，2008 年 10 月）。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 6 号大连外国语学院软件学院日语教研室               



邮编：116044       

    

邵邵邵邵毅平毅平毅平毅平，，，，男，1957 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教研室教授。1994 年复旦大

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文学关系、日本汉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文学关系论集》（韩国大邱晓星 CATHOLIC 大学校出版部，1998

年）、《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申东镇申东镇申东镇申东镇，男，1975 年生，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2001 年东北师范大学国

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的“富民政策”（《新财经》，2009/11）、浅谈国外促进就业对策

及对我国的启示（《市场周刊.商务》，2004/12）。 

地址：大连市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邮编：116025    

    

申申申申健健健健，女，1962 年 4月生。河北廊坊武警学院边防系日语教研室副教授。1983

年东北师范大学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多媒体与数字信号处理》（译著，科学出版社，2003 年）、中国的非

法入境活动的变化动向及对策（早稻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刊，2007 年 41卷第

1 号）。       

地址：河北廊坊武警学院边防系日语教研室                                                    

邮编：065000 

 

申申申申秀秀秀秀逸逸逸逸，女，1972 年生，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5 年日本千叶

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传统的“家”制度的比较研究（《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第 16 号，2008）、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的历史渊源（《燕山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所属学会：中国文物学会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   邮编：066004 

    

沈沈沈沈芙莉芙莉芙莉芙莉，女，1978 年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7 年天津外

国语学院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河北工业大学北辰校区外国语学院   邮编：300130 

 

沈沈沈沈海涛海涛海涛海涛，男，1961 年 6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1998

日本新泻大学院现代社会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对外关系、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国家战略与东北亚外交》（合著）、战后中日关系中的民间交流:

特征、作用与课题（《现代日本经济》，2003/01）。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邮编：130012 

    

沈沈沈沈美华美华美华美华，，，，女，1963 年 11 月生，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1985 年浙江师范

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史、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04）、日本对华 ODA 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7/06）。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林街 16 号 

邮编：310036 

    



沈仁沈仁沈仁沈仁安安安安，男，1935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 年）、《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

出版社，2003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邮编：100871 

 

沈予沈予沈予沈予，男，1924 年 12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47 年北京

大学政治学系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大陆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日本侵华七

十年史》（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所属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 1 号   

    

慎慎慎慎丽华丽华丽华丽华，女，1953 年 10 月生，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副教授。2000 年日

本亚细亚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旅游经济 

主要成果：中日韩三国绿色旅游的理念与现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

旅游合作下的环渤海观光（日本产经研究所，2005）。 

地址：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   邮编：266100    

    

盛盛盛盛继继继继勤勤勤勤，男，1931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1956 年北京大学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技术进步是战后日本出口贸易高速发展的决定因素（《现代日本经济》 

，1982 年创刊号）、战后日本是怎样解决能源供需矛盾的（《天津社会科学》， 

1983 年第 5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9 号 1-2-401   邮编：300191 

    

师师师师艳艳艳艳荣荣荣荣，女，1978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讲师。2004 年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日本妇女参政途径及成效（《当代亚太》，2005）、日本“校园欺负”

频发分析（《青年研究》，2007）。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施施施施建军建军建军建军，男， 1966 年 3 月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1999 年北京外国语大

学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汉日主题句结构对比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中日两国关

于句子主题问题的争论（《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0.3）。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216 信箱   邮编：10089 

    

施锦芳施锦芳施锦芳施锦芳，，，，女，1971 年生，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2007 年日本国

专修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中国的日本对华 ODA的评价（《海外事情》，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

2006.3）、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价值评析（《日本研究》，日本研究杂志社，

2008.6）。 

地址：大连市尖山街 217 号                邮编：116025 

    

石石石石其其其其宝宝宝宝，，，，男，1978 年 1 月生。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2006 年南开大学

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中日经贸关系六十年》（合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5 月）、                                                         

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发展历程（《现代日本经济》，2006 年 9 月）。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7989 号  

邮编：201701 

    

石石石石若若若若一一一一，，，，男，1952 年生，大连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1991 年大阪市立大

学经营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经营学。 

主要成果：《清末中琉日关系史》（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日俄 

战争—<日本外交文书>选译》（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研究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府大街 10 号   邮编：116622 

 

石石石石卫东卫东卫东卫东，男，1955 年 3 月生，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副教授。1982

年黑龙江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格助词系统的推论》（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年）、普通语

法学的汉语句法符号（《扬州大学学报》，2007 年）。 

所属学会：江苏省翻译协会理事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大学南路 88 号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225009 

    

石秀梅石秀梅石秀梅石秀梅，女， 1978 年 11 月生，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外语系讲师。2004 年南开大

学日本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日本语言 

主要成果：试析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日本问题研究》，

2004.1）。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府路 634 号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邮编：300270    



    

石艳春石艳春石艳春石艳春，，，，女，1975 年 6 月生，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7 年南开大

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弥荣村农业经营形态的变迁》（《日本研究论集》，2006 年）、中国东

北日本移民的农业经营（《南开学报》，2007 年增刊）。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14122     

    

石云艳石云艳石云艳石云艳    ，女， 1958 年 11 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2004 年南开

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略论梁启超的翻译理

论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08）。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翻译工作者协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时时时时江涛江涛江涛江涛，男，1979 年 11 月生，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8 年上

海对外贸易学院外国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商务日语函电的文体特征（《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 年第六期）。 

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10018 

    

时临时临时临时临云云云云，女，1957 年 12 月生，天津商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1998 年中国农业大

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2 年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环境 

主要成果：日本的环境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生产力研究》，2006）、我国防

止地球温暖化问题浅探——兼析日本的地球温暖化对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天



津商学院学报》，2005）。 

所属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天津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津霸公路东口      邮编：300134 

 

史史史史宏云宏云宏云宏云，，，，男，1970 年 9 月生，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硕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绘画对比 

主要成果：平山郁夫的玄奘情结（《新美术》，2007）、传统与现代视野下的中日

花鸟画研究。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92 号    邮编：030006 

 

史史史史丽华丽华丽华丽华，女，1953 年 1 月出生。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1976 年天津

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日本班田令与唐代均田令的比较（《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中国岁时节日对日本的影响（《社会科学探索》，1994 年第 5 期） 。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史维阁史维阁史维阁史维阁，，，，男，1968 年生，山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山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041004 

 

史史史史文华文华文华文华，女，1965 年 9 月生，山西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山西大学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92 号    邮编：030006 

 

束必铨束必铨束必铨束必铨，男，1979 年 9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科研助理。2006



年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对外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探究（《东北亚研究》，2005）、美 

国对日本三大领土争端之立场与政策的比较研究（《日本研究集林》，2007）。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弄 7 号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邮编：200020 

 

司司司司志武志武志武志武，男，1980 年生，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8 年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敬语和日本的人际关系理念（《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16）、

日本「若者言葉」的语言定位和分类（《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3）。 

地址：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24088 

 

宋宋宋宋成有成有成有成有，男，1945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69 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

史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战后日本外交史》（合

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 

学术兼职：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朝鲜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邮编：100871 

 

宋宋宋宋德德德德玲玲玲玲，女，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2008 年辽宁大学管理学专业博士研

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人力资源管理：在华日资企业的实例（《国际经济合作》，2006）、日

本员工企业忠诚心探源——从信任机制的视角透析（《北华大学学报》，2006）。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   邮编：130117 

 

宋宋宋宋德德德德强强强强，男， 1963 年生，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文化差异与语言习得的研究》。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92 号    邮编：030006 

 

宋宋宋宋金启金启金启金启，男，1964 年 6月生，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系主任。1987

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科技日语语篇中的主述位推进模式（《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5 年 3 期）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066004 

    

宋宋宋宋金文金文金文金文，男，1965 年 11 月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2000 年日本常磐大

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学。 

主要成果：《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养老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地址：北京外国语大学 216 信箱   邮编：100089 

    

宋宋宋宋京京京京津津津津，，，，女，1979 年 5 月生，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助教。2006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

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金融因素分析（《北华大学学报》，2005.2） 

地址：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邮编：300071 

 

宋宋宋宋宁宁宁宁而而而而，，，，女，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2007 年日本神户大学海事科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文化、 



主要成果：日本海事社会研究（《日本航海学会论文集》，2004 年）。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松岭路 238 号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邮编：266100 

    

宋宋宋宋绍英绍英绍英绍英，男，1928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1950 年国立东北大学

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崛起论》、《日本经济国际化》。 

所属学会：日本国际教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宋宋宋宋晓晓晓晓凯凯凯凯，男，1978 年 10 月生，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讲师。2008 年日本岩手

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农业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青森县苹果产业的现状及发展战略（合著《中日苹果产业技术研

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年）、中国产地市场的作用及农民组织化的

课题―以山东省・栖霞市苹果产地为事例―（合著《农业市场研究》第 17卷第 1

期）。 

所属学会：日本农业市场学会、日本协同组合学会、东北农业经济学会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 700 号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       

邮编：266109 

    

宋宋宋宋晓晓晓晓真真真真，，，，女，1963 年 10 月生。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系主任。1987

年广西大学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对日语借词与中国社会发展互动的初探 （载《多样化日本语言文学

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日本社会集团主义意识的变迁（《日本学论坛》，

2007 年第 1 期）。 

地址：广州市大学城外环西路 230 号行政 B楼前座三楼           



邮编：510006    

    

宋协宋协宋协宋协毅毅毅毅，男， 1958 生，大连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1998 年名古屋大学日

本语言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现代日语补助动词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日本语言

文 

化研究第一辑》（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府大街 10 号   邮编：116622 

 

宋宋宋宋志勇志勇志勇志勇，男，1962 年 1 月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教授。2002 年南开

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东亚的教育改革与交流》（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东京审 

判与日本的对策（《日本学刊》，2004）。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苏调和苏调和苏调和苏调和，男，1981 年 11 月生，江苏电大昆山学院外语组日语教师。2004 年淮海

工学院日语语言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口语教程--基础》（合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日语口语教程--提高》（合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地址：江苏昆山娄苑路 169 号           邮编：215316    

    

苏杭苏杭苏杭苏杭，女，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2006 年东北财经大学经济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外交 



主要成果：《90 年代以来日本中小企业的发展趋势》（《日本学刊》，2003） 、《日

本中小企业发展与中小企业政策》。 

所属学会：国际关系学会 

地址：大连市尖山街 217 号   邮编：116025 

    

苏苏苏苏萍萍萍萍，女， 1980 年 6月生，华东政法大学日语教研室讲师。2006 年上海外国语

大学日语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专业低年级写作教材的编写》、关于法律日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思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008 年第 08 期）。 

地址：华东政法大学日语教研室    

    

苏苏苏苏勇勇勇勇，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系主任、教授。1994 年复旦大学工业

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经营学 

主要成果：《东亚企业经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所属学会：日本东亚经济国际学会、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地址：上海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邮编：200433     

    

苏苏苏苏智良智良智良智良，男，1956 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1985 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侵华史、中国近代史 

主要成果：《慰安妇研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真

相》（人民出版社，2001）。 

所属学会：中国史学会 、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 

地址：上海桂林路 100 号上海师范大学  邮编：200234 

 

孙彬孙彬孙彬孙彬，男 1972 年 8 月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讲师。1999 年北京外国语大

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本文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日本近世史 

主要成果：西周的性（《日本语言文化研究》，2008）、安藤昌益的自然（《创价大

学人文论集》，2007）。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日本思想文化读书会 

地址：清华大学外语系   邮编：100084 

    

孙承孙承孙承孙承，男，1950 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1989 年南开大

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国际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1）、《日本与东 

亚—一个变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 27 号   邮编：102249 

 

孙登洲孙登洲孙登洲孙登洲，男，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山西大学日语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

业。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 

主要成果：试论日本火力门事件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启示（《生产力研究》，2008）。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92 号    邮编：030006 

 

孙东孙东孙东孙东民民民民，男，1945 年 10 月生，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1968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外交，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图文随笔集《镜头中的日本》（五洲出版社，2007）、《驻日记者四十

年》。 

所属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 

地址： 北京朝外金台西路 2 号民 31-5-102 号（人民日报社）    

邮编：100733 

 



孙孙孙孙继继继继强强强强，男，1977 年 7 月生，南京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讲师。2008 年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历史、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从战时日本报界的发展看新闻专业主义与政治的冲突（《日本学刊》

2008 年 2 期）、论日本报界在侵华战争中的转向（《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 

邮编：210044 

    

孙孙孙孙健健健健夫夫夫夫，男，1955 年生，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1997 年厦门大学财政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财税制度与政策 

所属学会：中国财政学会 

主要成果：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3.03）、

中日人口老龄化及其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01/04）。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邮编：071002 

 

孙孙孙孙立成立成立成立成，男，1976 年 3 月生，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吉林大

学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日语教研室   邮编：066004 

 

孙孙孙孙立春立春立春立春，男，1979 年生，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8 年天津师范

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文学。 

主要成果：《艺文类聚》和《万叶集》中咏雪诗歌的比较（《万叶古代学研究所年

报》，2007）、《罗生门》的空间叙事（合著《西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     邮编：310016 

 



孙孙孙孙立祥立祥立祥立祥，男，1962 年 10 月生，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98 年东北师

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对外关系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日本政 

府内外有别的战争赔偿政策及其成因（《世界历史》，2007）。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研究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孙伶伶孙伶伶孙伶伶孙伶伶，女，1973 年 4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 年北

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法与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从国际法角度分析钓鱼群岛主权问题（《日本学刊》，2004）、日 

本岂能以狭隘民族史观挑战历史定论（《今日中国论坛》，2005）。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日本所   邮编：100007 

 

孙攀河孙攀河孙攀河孙攀河，男，1972 年 9月生，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2004 年日本京都

府立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从民权到国权的选择——关于〈三醉人经纶问答〉的考察、福泽谕吉

和明治初期的语言国家主义。                                        

所属学会：日本洛北史学会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 号                 邮编：20162    

    

孙孙孙孙清清清清玲玲玲玲，女，1973 年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2005 年博士研究

生毕业。 

研究方向：古代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明清时期中琉关系遗存考、试论“闽人三十六姓”在中国海外移民史 

上的特殊性（《福建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马厂后街 5 号 3-404   邮编：350007 



 

孙彤孙彤孙彤孙彤，女，1962 年 2月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副研究员。1994 年东

北师范大学图书情报专业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东北沦陷时期日本炮制伪满鸦片专卖政策的经过及实质》（大连近代

史研究  第五卷）。 

所属学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吉林日本史学会 

地址：吉林省自由大路 5399 号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    邮编：130033 

 

孙孙孙孙晓光晓光晓光晓光，，，，男，1979 年 10 月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

教研室讲师。2005 年东北师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战后初期“保守本流”路线评价（《学问》，2006 年 4 期）。 

所属学会：山东省日本学会 

地址：山东省曲阜市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际政治系   

邮编：273165    

    

孙孙孙孙新新新新，男，1950 年 10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中日韩经济合作促进东亚繁荣》（合著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5 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学术报告

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学术兼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日本所   邮编：100007 

 

孙雪孙雪孙雪孙雪梅梅梅梅，女， 1967 年 9 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0 年南开

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日本社会文化 

主要成果：《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中国电影中



的日本人形象》（中国社科出版社）。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翻译者协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孙孙孙孙雪雪雪雪梅梅梅梅，女， 1972 年 2 月生，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系主任。2003

韩国全南大学日语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韩分类词的语法范畴（《延边大学学报专刊》，2005）、四字熟语的

意义分析（《延边大学学报专刊》，2006）。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孙孙孙孙亚亚亚亚锋锋锋锋，女，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1991 年东北财经大学商业经济专

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产业政策变迁研究（《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6/12）、浅述日

本生产者责任扩大的选择（《经济师》，2002/04）。 

所属学会：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 217 号   邮编：116025 

 

孙耀珠孙耀珠孙耀珠孙耀珠，女，1955 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2007 年南开大

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近代文学作品评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山县有朋与日

本政党政治（《华南师大学报》，2003、5）。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语教学研究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地址：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510631 

 

孙孙孙孙毅平毅平毅平毅平，男，1957 年 7 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室教授。1994 年复

旦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文学比较、 日本汉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文学关系论集》（韩国大邱晓星大学出版部，1998）、《中 

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孙孙孙孙颖颖颖颖，女， 1972 年 1月生，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日语专业副教授。2008 年东北

师范大学日语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参照点结构的意义（《外语学刊》2005 年第 3 期）、北京人文科学研

究所的创建始末（《求是学刊》2007 年第 5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华日本学会、认知语言学研究会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府路 74 号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   

邮编：150080 

    

孙孙孙孙永永永永，，，，女，1951 年生，黑龙江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1998 年哈尔滨

师范大学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国际关系 

主要成果：里达喀和托精阿（译文，《北方文摘》1998）、俄罗斯与日本的经贸合

作（《西伯利亚研究》2003）。 

所属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亚太学会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501 号      邮编：150018 

 

孙玉孙玉孙玉孙玉林林林林，男，1956 年生，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山西大学外语系本科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 

主要成果：《开拓提高日语听说能力的新途径》。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92 号    邮编：030006 

 

孙宅巍孙宅巍孙宅巍孙宅巍，男，1940 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1962 年南京大学



历史系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南京大屠杀》（合著，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日本军国主义与南京

大屠杀（《江海学刊》1995 年第 6 期）。 

所属学会：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 

地址：南京市虎踞北路 12 号   邮编：210013 

 

孙震孙震孙震孙震海海海海，男，1963 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1992 年中国

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对中日双边经济合作模式与领域的探讨（《世界经济研究》，2008/11）、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世界经济研究》，2006/12）。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上海市淮海路 622弄 7 号世界经济研究所   邮编：200020 

 

孙政孙政孙政孙政，女，1967 年 2 月生，沈阳市行政学院法律系教授。2004 年南开大学日本

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试析天皇在战后

日本政治社会化中的地位和意义（《日本研究》，2003）。 

所属学会：日本史学会、法学会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四号             

邮编：110032 

    

谭谭谭谭建建建建川川川川，男，1976 年生，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日本研究所副教授。2006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中日传统启蒙教材比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日本家训

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合著，2006）。 



所属学会：日本语言文化研究会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1 号 邮编：400715    

 

谭晶谭晶谭晶谭晶华华华华，男，1951 年 6 月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1977 年上海外国

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近代文学名作鉴赏》、《川端康成传》。 

学术兼职：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 550 号、   邮编：200083 

 

檀檀檀檀有志有志有志有志，男，1981 年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讲师。2008 年北京大学 

外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外交 

主要成果：美日对华公共外交比较研究（《亚太研究论丛》2007）。 

地址：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编：100029 

 

汤汤汤汤重重重重南南南南，男，1940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史》（合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日本帝国主义的兴亡》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等。 

学术兼职：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 1 号  邮编：100006 

 

唐唐唐唐辉亮辉亮辉亮辉亮，男，江西省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2006 年上海海事大学国

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职业时空》2007 年

04S期）、中日经贸摩擦的博弈分析（《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6 年 8 期）。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学府路 576 号   邮编：336000 



 

唐卉唐卉唐卉唐卉，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讲师。2005 年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

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的神话历史与文化恋母（《百色学院学报》2009 年 4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732 

    

唐磊唐磊唐磊唐磊，女，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日语室主任、教授；教育部人民教育

出版社教授。2004 年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教育学 

主要成果：《走进日本教科书制度》、《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唐向唐向唐向唐向红红红红，女，1965 年 3 月生，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日语教研室副教

授。1987 年上海外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商务日语函电》（合著,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年 2 月）、《中小企业

制定事业计划的程序》（辽宁科技出版社，2007 年 2 月，译著）。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 217 号   

邮编：116023 

    

唐唐唐唐永亮永亮永亮永亮，男，1977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2006 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试析中江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日本学刊》，2007）、试论日本科

学精神的内涵特征——以仁科室传统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陶陶陶陶振振振振孝孝孝孝,男,1945 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日语的二重否定、《日语语法难点指南》（译著，纺织工业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编：100089 

 

滕滕滕滕军军军军，男，1955 年 4月生，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1993 年神户大学比较文化

论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传统艺术 

主要成果：《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日本艺术》。 

所属学会：中国日诗教育研究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日本茶汤文化学会 

地址：北京市颐和园路 5 号    邮编：100871 

 

田富田富田富田富，男，1966 年生，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吉林省教育厅副教

授。1996 年吉林大学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民间右翼团体在日本 30 年代法西斯化中的作用》（《东北亚论坛》，

1997）、论满铁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中的作用（《松辽学刊》，2007）。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海丰大街 1301 号    邮编：136000 

    

田田田田静静静静，女，1978 年 5 月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师。2005 年西

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芥川龙之介之死-<读罗生门>（《日语教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浅析中岛敦的代表作《山月记》（《外语教学》，2005）。 

地址：西安市郭杜教育产业开发区文苑南路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710012 

 



田培田培田培田培良良良良，男，1957 年 11 月生，外交部领事司参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86 年吉林大学硕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太平洋学报》，1996 年第三

期）、战后日本行政组织的现代化（《国外政治学》，1987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学会理事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 2 号     

邮编：100701 

 

田田田田庆庆庆庆立立立立，男，1975 年生，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讲师。2008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

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外交 

主要成果：日美同盟的强化与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分析（《东北亚学刊》2007 年）、

日本外交中的机会主义性格与中日关系（《日本研究论集》2008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田田田田香香香香兰兰兰兰，女，1968 年生，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3 年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日本社会保障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宪法斗争的思考（《日本问题研究》2007 年第 2 期）、日本

老年社会保障模式解析（《日本研究》2008、3） 

所属学会: 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田田田田晓红晓红晓红晓红，，，，女，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文化、女性学。 



主要成果：《解读日本》（东方出版中心，2001） 、近代日本家庭制度变迁（《社

会科学》，2008）。 

所属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上海日本学会、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 

地址：上海市淮海路 622弄 7 号   邮编：200020 

    

田田田田中景中景中景中景,男,1967 年 9 月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1999 年吉

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过去、现状、未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年）、《国

企改革之鉴：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年）。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吉林大学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佟佟佟佟君君君君，男， 1963 年 5月生，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96 年日本国立冈山大

学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子规文学的思想与精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不易流行论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6）（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外国文学研

究》2005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                                                                     

所属学会：中日比较文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和汉比较文学会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510275 

    

佟佟佟佟新华新华新华新华，女 1969 年 6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讲师 ，2007

年吉林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能源经济 

主要成果：《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东北亚环境合作研究》（长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出版）、中日一次能源消耗的碳排放及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童童童童晓晓晓晓薇薇薇薇，女，1970 年 8 月生，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3 年南开

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横光利一的上海之行（《中国比较文学》2007 年第 3 期）、1921 

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武汉大学学报》，2008 年第二期）。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学会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18060 

    

万峰万峰万峰万峰，男，1925 年 10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日本

史学会前会长。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近代史》（中国社科出版社）、《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六兴 

出版（日本），1989）。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 1 号   邮编：100006 

 

万俊毅万俊毅万俊毅万俊毅，男，1964 年 7 月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1994

年 6 月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的家文化及其家族企业特征（合著,《经济问题探索》，2005）、

基于家文化视角的中日家族企业比较（合著,《学术研究》，2007）。 

所属学会：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理事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编：510642 

    

万鲁建万鲁建万鲁建万鲁建，男， 1980 年 9 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0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代史、 

主要成果：抗日战争前日本陆军的中国观（《军事历史研究》，2007） 、新自由



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与影响（《开放导报》，2008）。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万万万万强强强强，男，1978 年 4 月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2 年天津

外国语学院日语口笔译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万志宏万志宏万志宏万志宏，，，，女，1976 年 1 月生，天津市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教授。2003 年

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经济 

主要成果：《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研究——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商务出版 

社，2005 年）、货币区的动态最优决策——兼论东亚货币合作问题（《世界经济》， 

2003）。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天津市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邮编：300071    

    

王王王王宝平宝平宝平宝平，男，1957 年 2月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院长。2003

年日本关西大学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清代中日学术交流研究》（汲古书院，2005 年，日文）、《中国馆蔵

和刻本汉籍书目》（编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年）。 

所属学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杭州市下沙学正街 18 号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310018    

    

王王王王成成成成，，，，男，1963 年 9月生，首都师范大学日语系教授。1998 年立教大学日本文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人文社会科学 



主要成果：《行人》・“塵労”论―-做为“修养”时代文学来品读(立教大学日本文

学、第 79 号)、林语堂与阿部知二的“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

年 8 月）。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阜外白堆子甲 23 号 5 号楼 802 号                                                       

邮编：100048 

    

王王王王德德德德，男，1963 年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1994 年名古屋大学

地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 

主要成果：日本的城市规划咨询业（国外城市规划，2001 年第 5 期）、中日城市

人口结构与变动的比较研究（城市规划，2000第 8 期） 

所属学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日本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地理学会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王王王王德德德德迅迅迅迅，男，1957 年 8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区域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危机管理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3）、业务持续管理的

国际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6）。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732 

 

王王王王芳芳芳芳，女，1979 年 10 月生，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2008 年东京

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00134  

    



王王王王芳芳芳芳，女， 1967 年生，四川外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00031 

    

王王王王飞飞飞飞，女，1980 年 4 月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6 年辽宁

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北辰校区） 

邮编：300130  

    

     

王岗王岗王岗王岗，男，1968 年出生，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大阪府立大学日语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学习者的语言是可变的（《语言》，2005.10）。 

所属学会：日本语言文学会 

地址：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18060  

    

王王王王海海海海滨滨滨滨，男，1977 年 5 月生，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2008 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国际政治、安全关系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编：100029 

 

王王王王海燕海燕海燕海燕，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2004 年国学院大学日本史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 

主要成果：《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年）、六至七

世纪日本大王（天皇）的殡丧礼仪与王位继承（《历史研究》2005 年 3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西溪校区历史系 



邮编：310013  

    

王王王王惠惠惠惠贤贤贤贤，女， 1972 年 3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副教授。2004 年日本

东北大学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开发管理（《经济学（日本东北大学）》日 

语）、双轨并行科研评价机制（《技术与创新管理》）。 

所属学会：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 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44  

 

王王王王慧荣慧荣慧荣慧荣，女，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山东大学日研中心讲师。2006 年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史、日本女子教育 

主要成果：《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洪家楼 5 号 

邮编：250100 

    

王王王王慧慧慧慧妍妍妍妍，女，1978 年生，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工作。2008 年教育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王王王王家家家家民民民民，男，1962 年 11 月生，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1

年熊本学园大学经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市场营销战略（日文版）》。 

地址：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00134 

 

 

王键王键王键王键，男，1960 年 10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研究室主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秘书长。199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近现代史专

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战后日台

经济关系的演变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     

    

王王王王建国建国建国建国，男，1981 年生，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

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030006 

 

王王王王建军建军建军建军，，，，男，1965 年 9 月出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1993 年 6 月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农业经济 

主要成果：《中日农业政策的比较研究》（2005 年校引进人才项目）、《广东农业

产业“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广东经济出版社，2007 年 1 月）。 

地址：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编：510642 

    

王王王王建民建民建民建民，女， 1953 年 8 月生，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95 年日

本关西学院日语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中日文化交流 

主要成果：《中日文化交流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主编） 

所属学会：上海市日本学会 

地址：上海临港新城沪环路 999 号    邮编：201306 

 

王王王王健健健健宜宜宜宜 ，男，1957 年 3 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兼系主任。1982



年南开大学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扶桑词话》（天津人民出版社，专著）、《资本论辞典》（南开大学出

版社，译著） 

学术兼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国际商务日语学会、翻译工作者协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王王王王金林金林金林金林，男，1935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日本神道研

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祥路港湾家园 

邮编：310013 

    

王王王王晶晶晶晶，女，1965 年 5 月生，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87 年辽宁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常用惯用句精编》（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所属学会：辽宁省翻译学会  

地址：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王珏钰王珏钰王珏钰王珏钰，女，1960 年 5 月生，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1996 年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寸金路 29 号   

 

王王王王蕾蕾蕾蕾，女，1969 年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2005 年北京大学世界历史

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外交、日美关系 

主要成果：《旧金山媾和与中国(1945-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日本

史演义》（合著，知识出版社， 1998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王王王王莉莉莉莉，女，南京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讲师。2008 年南京大学日本文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简述横光利一《苍蝇》中的隐喻体系（《文教资料》）。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 

邮编：210044 

    

王王王王丽萍丽萍丽萍丽萍，女，1957 年 11 月生，浙江财经学院日本文化经济研究所教授、所长。

2001 年日本大谷大学东洋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 

主要成果：《宋代中日交流史研究》（日本勉诚出版，2002 年，日语）、《新校参

天台五台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 18 号 浙江财经学院 外国语学院  邮

编：310018    

    

王王王王玲玲玲玲，女，1955 年 1月生，西南民族大学日语系副教授。1993 年日本国立大学

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中的拒绝表达形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27）、西南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日本学者之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8卷第

9 期）。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   邮编：610041    

    



王王王王玲玲玲玲玲玲玲玲，女，1969 年 11 月生。淮海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4 年日本

佐贺大学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伪满时期中国人作家作品翻译》（佐贺大国文，2003 年 12 月）。   

所属学会：日本社会文学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苍梧路 59 号        

邮编：222005 

    

王王王王梅梅梅梅，女，1976 年 3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讲师。2001 年大连外国

语学院日语语言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试论“重右卫门的最后” –以讲解人为中心（《近代文学试论》44

号）、田山花袋“蒲団”——从讲述构造着手（《近代文学试论》45 号）。 

所属学会：广岛大学近代文学会 

地址： 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01 

 

王王王王美平美平美平美平，女，1980 年生。天津大学马列学院近现代史教研室讲师。2009 年南开

大学-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世界史（日本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代史、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北问题(《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近代

日本初期的亚洲主义（《涩泽研究》（日本）第 21 号）。 

地址：天津市卫津路天津大学马列学院   

邮编：300072 

 

王猛王猛王猛王猛，男，1981 年 5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助教。2005 年大连外国

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日本文化 

地址: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 6 号      邮编：116044 



 

王王王王明星明星明星明星，男，1960 年 1 月生，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7 年复旦大学历史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历史 

主要成果：日本侵略者对山东的鸦片毒化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8）、英日 

同盟与近代日本的历史命运（《烟台大学学报》2007）。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清泉路 32 号   邮编：264005  

    

王妮王妮王妮王妮，女，1975 年 4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讲师。2001 年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

语言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 6 号      邮编：116044 

 

王青王青王青王青，女，1964 年 1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98 年日本

一桥大学日本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日本近

世思想史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邮编：100732 

 

王锐王锐王锐王锐，男，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语纵横 ——兼与汉语比较》、《日语惯用型详解》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 1900 号   邮编：201620    

 

王王王王若若若若茜茜茜茜，女 1954 年 5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1988

年获得吉林大学日本文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浮世草子>的婚恋世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日本文学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王王王王少少少少普普普普，男，1947 年生。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89 年华

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东亚关系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防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亚太地区经济

合作与中国亚太经济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上海市日本学会 

地址：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王守王守王守王守华华华华，男，1938 年 5 月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日本东京农文协，1997 年）、《日本哲学史 

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邮编：310027 

    

王述王述王述王述坤坤坤坤，男，1940 年生，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大学日语专业高年生硕士生用日本近现代文学选读》、《东日本近现 

代名家名作集萃》。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王王王王顺顺顺顺洪洪洪洪，男，1949 年 9 月生，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2008 年 3 月日



本关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人汉语学习研究》（北京大学出版，2008）、《日本研究中国现当

代文学论著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邮编：100871 

    

王王王王顺利顺利顺利顺利，男，1949 年 12 月生，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教授。1989 年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试论中世纪日本城市的演进（《日本学刊》，1999.2）、甲子改革 

与大化体制的延续（《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2）。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邮编：130055 

    

王颂王颂王颂王颂，男，1971 年 12 月生，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副教授。2002 年日本国际佛

教学大学院大学佛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宗教 

主要成果：《宋代华严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中文）、从日本而 

华严宗的两大派别反观中国华严思想史（《世界宗教研究》，第 104 期）。 

所属学会： 中国宗教学会，日本宗教学会，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哲学系  邮编：100871 

 

王王王王铁军铁军铁军铁军，，，，男，1964 年 2 月。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教授。2005 年

日本中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近代中国东北铁路与中日交涉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年）、

近代日本政治史中的台湾总督府总督研究（《中京法学》，2008 年 43卷 1 号 ）。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110036 



    

王王王王铁钧铁钧铁钧铁钧，男， 1954 年生，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82 年福建师范大

学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学研究史识——〈二十五史巡礼〉》（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 

《中日关系史论》（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语言文学研究会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62021 

    

王王王王铁铁铁铁桥桥桥桥，男，1953 年 9 月生，洛阳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儒教文化及其变化》（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日语近义词详解》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全国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会、日本比较文明学会 

地址：洛阳市涧西区广文路 2 号 洛阳外院日语系 

    

王婉王婉王婉王婉莹莹莹莹，女， 1964 年生，清华大学外语系日语教研室副教授。2000 年日本国兵

库教育大学联合大学院日语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现代日语教学基础》（世界知识出版社）、大学专业与非专业学生日

语词汇学习策略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128 号）。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外语系日语教研室     

邮编：100084 

    

王王王王维维维维坤坤坤坤，男，1952 年 3 月生，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教授。1994

年获得日本同志社大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考古学、日本古代史 

主要成果：《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日本京都朋友书店，1997 年 11 



月）、《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 月）。 

所属学会：东亚学会、中国考古学学会、中国唐史学会。 

地址：陕西省太白北路 229 号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邮编：710069    

    

王王王王维维维维维维维维，女， 1977 年 12 月生，山东财政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2004 年山东师

范大学日语语言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浅论夏目漱石小说《心》主人公的自杀（科技信息, 2009 年 03 期  ） 

地址：山东财政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研究室   邮编：250014 

 

王王王王伟伟伟伟，男，1956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

员。1983 年日本创价大学文学部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保障 

主要成果：《日本青年剪影》（合著）、《日本社会解读》（合著）。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日本所  邮编：100007 

    

王王王王伟军伟军伟军伟军，男，1954 年 11 月生，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78 黑龙江大

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我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日本社会与文化》 

所属学会：中国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邮编：266071 

 

王王王王伟军伟军伟军伟军，女，1954 年 11 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中日经济关系、日本宏观经济政策 

主要成果：《共赢——崛起中的东亚经济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站在 

新世纪入口的日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所属学会：世界经济学会、日本交流协会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845弄 1 号  邮编：200040   

 



王王王王文娟文娟文娟文娟，，，，女，1978 年出生，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4 年大连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词汇附带习得研究:十年回顾和展望（《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 第 02 期）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文化路 34 号      邮编 ：252059    

    

王王王王文中文中文中文中，男，1977 年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2006 年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环境保护、环境保护 

主要成果：《循环经济运行机理的数理分析》（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8，合

著），中日贸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生态经济》，2006.4）。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编：500642 

    

王王王王小小小小瑞瑞瑞瑞，女， 1979 年生，太原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山西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论河上肇及其《贫穷物语》（《生产力研究》2008）等。 

地址：太原师范学院(山西省太原市南内环街 189 号)   邮编：030012     

    

王王王王晓丹晓丹晓丹晓丹，女，1979 年 5 月生，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4 年吉林大

学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10032 

 

王王王王晓晓晓晓峰峰峰峰，男，1966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03 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东亚共同体”问题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日本研究所   邮编：100007 

 

王王王王晓峰晓峰晓峰晓峰，男 ，1967 年 1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所教授、所长。2006 

年获得吉林大学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社会学 

主要成果：东北亚地区国际劳务合作与我国的境外就业（《人口学刊，2006 年第

六期）、东北地区城市化现状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七期）。         

所属学会：中国人口学会理事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邮编：130012 

    

王王王王晓峰晓峰晓峰晓峰，，，，男，1972 年生，吉林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1998 年获得东北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宗教、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沦陷时期日本在东北的宗教侵略（《东北史地》，2007.3）、国家神道

成分析（《东北亚研究》2006.1）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 

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5399 号 吉林社会科学院日本所   邮编：130031 

 

王王王王晓平晓平晓平晓平，男，1947 年 9 月生 ，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

授，1981 年 8 月获得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梅红樱粉——

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300387    

    

王王王王晓秋晓秋晓秋晓秋，男，1942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64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研究方向：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近代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 年初版）、《近代中国与日 

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 年 8 月）。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邮编：100871 

 

王孝王孝王孝王孝云云云云，女，1980 年 9 月出生，北京平成日语学校教师。2006 年中国社科院研

究生院日本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明治时期留学政策述论（《日本学刊》，2008 年）。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南里 17 号团结湖大厦 1003A 

 

王王王王新生新生新生新生，男， 1956 年 6 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0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 

-日本模式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 北京大学历史   邮编：100871 

 

王王王王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女，1966 年 8 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2 年东北

师范大学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人民出版社，2005）、《从再启蒙到文化批 

评》 (日本东北大学出版会，2007）。 

所属学会：日本近代文学会、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小区碧华里 12-202  邮编：300384 

 



王王王王秀娟秀娟秀娟秀娟，女，1981 年 7 月生，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7 年上

海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谚语中的“猫”（《日语知识》2006.3）。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津霸公路  邮编：300134 

    

王王王王秀文秀文秀文秀文，男，1951 年生，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2005 年大阪大

学文日本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语言、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桃的民

俗志》（朋友书店，日本京都，2003，日文）。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国际二宫尊德思想学会 

 地址：大连开发区辽河西路 18 号    邮编：116600   

 

 

王学王学王学王学武武武武，男，1964 年生，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教授。1999 年武汉大学世界经济

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管理三点释疑及启示（日本学刊，1994 年 1 月）、20 世纪 90 年

代以降日本经济衰退之谜解析（《北方论丛》，2005 年 4 月）。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东商学院   邮编：510320 

 

王王王王雅楠雅楠雅楠雅楠，女，1983 年 1 月生， 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2005 年南开大

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爱民西道 100 号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邮编： 065000 

 

王王王王妍妍妍妍，女， 1980 年 3月生，天津外国语学院助教。2006 年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平安时代物语文学的形成（《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 天津外国语学院       

    

王琰王琰王琰王琰，女，1975 年 8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7 年日

本新泻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的旅游市场和旅游业的发展过程---JTB 事例分析（新泻大

学大学院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第 32 号，2005 年 3 月）、          

日中旅游业的特性形成过程―从大型旅行社的组织结构和体制变迁的角度分析

（新泻大学大学院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第 38 号，2007 年

3 月）。 

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二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   邮编：510420    

    

王王王王彦花彦花彦花彦花，男，1949 年 10 月生，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74 年清华大学日语系

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现代日语助词与助动词 》、高效率日语教学法研究 （《日本文学第

18 号》，日本创价大学日本语日本文学会， 2008）。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外语系  邮编：100084 

    

王王王王彦军彦军彦军彦军，男，1972 年 8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讲师，2008 年 6 月获得吉林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学 

主要成果：日本劳动力职业技能形成研究（博士论文） 

所属学会：中国人口学会理事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王王王王艳平艳平艳平艳平，男，1962 年生，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授。2002 日本千

叶大学地域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旅游 

主要成果：《温泉旅游研究导论》,（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7，中文合著） 

地址：辽宁大连黑石礁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邮编：116025 

 

王王王王洋洋洋洋，男，1953 年 11 月生，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兼系主任。1985

年洛阳外语学院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语教育学 

主要成果：《实用日语句型》（电子工业出版社,1991 合著）、90 年代日本的危机

与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深圳大学报》,2000 年第 2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深圳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518060 

 

王奕王奕王奕王奕红红红红，女，1968 年生，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6 年南京大学

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合著）、《日本现代文学作品研究》（合著） 

所属学会：日本川端文学研究会，中国日本文化研究会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210093 

    

王映王映王映王映哲哲哲哲，女，1961 年 1 月生，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教授兼日俄教学部主任。

2007 年哈尔滨工程大学中日文化比较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水平差异对数学解题能力影响的分析（（（（《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08 年第 2 期）、文化的理解对提高初级日语听说能力的促进（《教书育人：

高教论坛》2007 年第 3 期））））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 号  邮编：150001 



 

王王王王勇勇勇勇，男，1956 年 4 月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1999 年

8 月，日本国立综合大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从唐看遣唐使——混血儿们的大唐帝国》（日本讲谈社，1999 

年，日文）、《日本文化——模仿与独创的轨迹》（中国高教出版社，2001 年，中 

文）。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日本文化研究所     

邮编：310012 

 

王湧王湧王湧王湧，男， 1963 年 11 月生，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1998 年天津财经大

学管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财政投融资。 

主要成果：日本财政投融资制度改革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 25 号   邮编：300222 

 

王王王王宇新宇新宇新宇新，女，1974 年 10 月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0 年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年轻人馈赠行为考察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8）、浅析日

本人色彩感觉的形成因素（《日语语言文化研究》,200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  邮编：100024 

 

王王王王玉玉玉玉芹芹芹芹    ，女，1975 年 8 月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5

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满铁与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辽东抗战研究》，2008 年 11 期）、

满铁在“七七事变”中的侵略活动（《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7 年 3 期）。 



所属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邮编：130033 

 

 

王王王王玉玉玉玉秀秀秀秀，女，1972 年 7 月生，河北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2003 年天津财经

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的"中国制造"与反倾销（《社社社社会会会会科科科科学学学学论坛论坛论坛论坛(B)(B)(B)(B)》》》》，，，，2005 No.16）））） 

地址：河北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小语种教研室   邮编：050061    

    

王王王王玉芝玉芝玉芝玉芝  女，1956 年 9 月出生，河北师范大学日语系系主任、教授。1999 年 6

月，河北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日语西化现象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 年第 2 期）、来自

英语以外的西欧语的日语外来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 年第 5 期）。  

所属学会：河北省翻译者协会理事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113 号                                            

邮编：050016 

 

王育王育王育王育虹虹虹虹，女，1976 年 1 月生，贵州民族学院外语学院讲师。1999 年西安外国语

大学日语专业学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浅谈中日汉字词的联系和区别，（《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 年增刊）。 

地址：贵州民族学院外语学院   邮编：550025 

    

王运王运王运王运丽丽丽丽，女，1956 年生，太原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中的汉字词汇研究》。 

地址：太原理工大学文学院   邮编：030024 



 

王王王王真真真真，女，1981 年 1 月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7 年天津

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00401 

 

王王王王振振振振锁锁锁锁，男，1941 年 2 月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1966 年北京大学东语

系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战后日本政党政

治》（人民出版社，2004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邮编：300071 

    

王王王王志志志志，男，1966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2006 年南开大学日本

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文化 

主要成果：近世武家家训中的政治思想（《史学月刊》，2006 年第 1 期）、论近代

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日本研究论集》，2003 年）。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王王王王志志志志松松松松，男，1962 年 6 月生，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文系教授。1996 年广岛

大学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中国文学 

主要成果：《刘呐鸣的新感觉小说：翻译与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川 

端康成与中国八十年代文学》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语言文学会 

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编：100875 

 



王王王王中中中中忱忱忱忱，，，，男，1954 年 7 月出生，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92 年大阪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越界与想象——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1）、《走读记》（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地址：清华大学中文系         邮编：100084 

 

    

王王王王中中中中田田田田，男，1959 年 9 月生，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2 年 6 月东北师范大

学历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 

主要成果：《当代日本伦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年）、《江户时代日本儒 

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等。 

所属学会：中国全国日本哲学学会。 

地址：天津市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韦韦韦韦立新立新立新立新，，，，男，1962 年 5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院长。2003 年暨南大

学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宋元时期中日佛教文化关系》（香港开益出版社，2003 年，中文）、 

日本神道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神户女学大学论集》43卷第 2 号， 

1996 年）等。 

所属学会：东亚宗教文化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 

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     邮编：510420    

    

韦渊韦渊韦渊韦渊，女，1980 年 5 月生，江南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5 年南京大学日

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常用日语惯用句》（合著，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年 1 月）、         



雪国中的原型（《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 

地址：无锡市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214000    

    

魏魏魏魏常常常常海海海海，男，1944 年 8 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9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东方哲学概论》（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 

地址：北京大学哲学系  邮编：100871 

    

魏魏魏魏大海大海大海大海，男，1953 年 9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

研究员。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私小说——20 世纪日本文学的一个神话》（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日本当代文学考察》（青岛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邮编：100732 

 

魏浦魏浦魏浦魏浦嘉嘉嘉嘉，女，1973 年生，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5 年御茶水女子大学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伤>的背后——关于大江健三郎的《‘拔芽仔打击’审判》（《人间文 

化论丛》第 6巻 2004 年 3 月）、<他人之目>――以大江健三郎初期作品为中心 

（《人间文化研究年报》第 26 号，2004 年 3 月）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协会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688 号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18060 



 

魏魏魏魏全全全全平平平平，男，1958 年 8 月生，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1998 年筑波大学

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的循环经济》（合著）、《中日 FTA战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魏魏魏魏晓阳晓阳晓阳晓阳，女，1971 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法律系副教授，2004 年南

京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宪法 传媒法 

主要成果：《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百年宪政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日本国宪法的精神》（译著，译林出版社，2010 年出版）。 

所属学会：中国法学会宪法学会、中国法学会北京宪法学会理事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魏魏魏魏亚坤亚坤亚坤亚坤，女，1981 年 10 月生，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6 年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日语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流行日语口语热门话题 192个》（宇航出版社，2007）、《日语生活情 

景口语》（宇航出版社，2008）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066004 

    

魏魏魏魏艳艳艳艳，，，，女，1981 年 2 月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3 年南昌

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浅析互动式教学在日语教学中的运用（合著，《成才之路》，2008 (21)）、

日语专业听力课的教学思考（合著，《华章 》，2008 (19) ）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30022    

    

魏育邻魏育邻魏育邻魏育邻，男， 1955 年 8 月生，广州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系教授。1977 年广

州外语学院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日本语教育。 

主要成果：言文一致”：日本近代文学的形式起源----从历史主义到“历史化”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日 

本学刊》2006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广东外国文学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广州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邮编：510420    

    

温温温温娟娟娟娟，，，，女，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2003 年神户学院大学人间文化专业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土地制度、 日本史 

主要成果：《明治前期地租关联事业推进过程的基础性研究》（专著）、明治初 

期政府的权力机制及其近代化政策的实施——以地租改正事业的推行为主线（ 

《现代化研究》第 5辑，2009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日本农业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翁翁翁翁耀东耀东耀东耀东，女，1978 年 9 月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讲师。2005 年天津外国

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词汇中的逆转现象（《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 年增刊）  

地址：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    

    

乌乌乌乌兰兰兰兰图图图图雅雅雅雅，女，1969 年 9 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7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简论战后日本对蒙外交的演进（《日本学刊》，2000）、《日本的“新产

工特”制度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6）。   

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桂苑路科馨别墅 17 号     

邮编：300384 

 

巫巫巫巫建国建国建国建国，，，，男，1957 年 10 月生，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81 年天津财经大

学财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的反衰退财政货币政策及启示（《天津商院学报》，2004 年）。 

所属学会：天津财政学会、天津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津霸公路东口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邮编：300134 

 

巫巫巫巫宁宁宁宁耕耕耕耕，男，1935 年 6 月生，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专

业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关系。 

主要成果：《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北大出版社，1988）、《亚洲的大改变之路》

（机械出版社）。 

所属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顾问 

地址：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邮编：100081    

    

毋毋毋毋俊俊俊俊芝芝芝芝，，，，女，1959 年生，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浅析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山西财经学院学报》，2004）、

中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研究。 

地址：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邮编：030006 

 

毋育毋育毋育毋育新新新新，，，，男，1972 年 1 月出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2003 年日本

丽泽大学日本语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汉礼貌策略对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从礼貌策

略理论的视点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待遇行动——基于问卷调查结果的考察（《言

语和文明 2005 年 3 月》第 3卷，日本丽泽大学研究生院）。 

所属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日本社会言语科学会 

地址：西安市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开发区文苑南路西安外国语大学 72 信箱                                                       

邮编：710128 

    

吴二吴二吴二吴二林林林林，女，1979 年 7 月生，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2002 年湖北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唐文化在日本的渗透（《和田师专专科学报》，2008）、助词“は” 

和“が”教学微探（《怀化学院学报》，2008）等。 

地址：湖北省黄冈开发区新港二路 146 号    

邮编：438000 

 

吴吴吴吴芳玲芳玲芳玲芳玲，女，1976 年生，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2005 年福建师范大

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古代文学 

主要成果：《三国演义在日本》（合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绵绵长恨也

哀也美——试论《平家物语》对《长恨歌》的借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福建语言学会 

地址：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邮编：350007 

 

吴吴吴吴光辉光辉光辉光辉，男，1970 年 10 月生，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5 年厦门大

学日本教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日本高等教育 

主要成果：《传统与超越》（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转型与建构——日本高 

等教育近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研究会、日本哲学研究会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442 号厦门大学外文院日语系    

邮编：361005 

    

吴吴吴吴广广广广义义义义，男，1950 年 3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日本侵华 

战事遗留问题》（昆仑出版社，2005）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邮编：100732 

 

吴昊吴昊吴昊吴昊，男，1969 年 6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所教授、副所长，

2001获得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主要成果：处于变革中的日本式企业（《现代日本经济》1999 年 5 月）、建立中

韩 FTA 过程中的农产品贸易安排构想 （《东北亚论坛》，2008 年）等。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吴弘吴弘吴弘吴弘乐乐乐乐，，，，男，1953 年 7 月出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3

年天津新华职工大学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趋势浅析”（载《亚太经济》1988 年）、                                                                      

东亚经济的成功增长与展望（《东北亚研究》1996 年）。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吴吴吴吴红红红红哲哲哲哲，男，1968 年 12 月生，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学系讲师。

2001 年冈山大学日本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接续助词「て」的误用倾向及分析（《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 



所属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11弄 122 号 501室   邮编：200204        

    

吴怀吴怀吴怀吴怀中中中中，男，1970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2004 年日本名

古屋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9.18 事变前的日本右翼与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史研究》，1996）、 

“文明史观”在近代日本对华认识及关系中的影响（《日本学刊》，1998）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100007 

 

吴寄吴寄吴寄吴寄南南南南，男，1947 年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日本研究室

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2002）、《战后日本防卫研究》 

（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等。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巨鹿路 845弄 1 号   邮编：200093 

 

吴吴吴吴玲玲玲玲，，，，女，1972 年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副教授。1997 东北师范

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社会历史转型期的土地问题研究》（合著） 

地址：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邮编：150500 

 

吴吴吴吴玲玲玲玲，女，1974 年 3 月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副教授，1998

年 6 月获得杭州大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九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群》（《亚洲游学 3》，免诚出版，1999

月 4 月）、《日本文化丛书——茶道》（合著，杭州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所属学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310018 

 

吴佩吴佩吴佩吴佩军军军军，男，1978 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2009 年南开大学日本

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德川时代朱印船贸易发展过程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2009

年第 2 期）、日本江户时代商家雇佣制度的合理性（《日本学论坛》，2008 年第 2

期）。 

地址：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510006 

    

吴潜吴潜吴潜吴潜涛涛涛涛，男，1949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教研室教授，1989 年中国

人民大学伦理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日本伦理思想与日本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地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邮编：100872 

 

吴吴吴吴少少少少华华华华，，，，女，1971 年 4 月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2008 年武蔵大

学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语言的背后----夏目漱石（明暗）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夏目漱石作品中争论场面的谈话分析（《日本武藏大学文化论丛》，2007）。 

所属学会：日本语学会、日本福井大学国语学会 

地址：西安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 

 

吴双吴双吴双吴双，，，，女，1984 年 12 月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8 年华东

师范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日语多义动词“toru”的语义分析。 

地址：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30006 



    

吴吴吴吴松芝松芝松芝松芝，，，，女，1969 年 3月生。河北廊坊武警学院边防系日语教研室副教授。1992

年河北大学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SDH/SONET传输技术》（合译，科学出版社，2004）、《边防专业日语》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9，主编）。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河北廊坊武警学院边防系日语教研室                        

邮编：065000 

    

吴吴吴吴伟丽伟丽伟丽伟丽，女，1976 年 8 月生，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日语教组助教。2005 年上

海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从日语的“siteiru”与中文的对照看日语的时体（《外语学习与研究》

第三辑）。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松花江路 1250 号 1404室   邮编：200093    

    

吴吴吴吴颖颖颖颖，，，，女 ，1976 年 12 月生，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2002 年获得西

安交通大外国语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表示时间的“之后”的用法区别（《江南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江南大学日语系    邮编：214122    

    

吴吴吴吴咏咏咏咏梅梅梅梅，，，，女，1969 年 3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2001

年香港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 Care of the Elderly in Japan,（Routledge Curzon Press，2004） 、 

中国的日本亚文化与性别：中国“80 后”青年人的日本观（《思想地图》， 

NHKbooks，日本放送协出版社，2008）等。 



所属学会： Japan Anthropology Workshop、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四三环北路 2 号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216#   邮编：100089 

 

吴吴吴吴宇宇宇宇，男，1974 年 9月出生。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教授。2005 年 6

月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世纪之交日本面临的国债风险和财政困境（《日本问题研究》，2005

年第 1 期）、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战后日本的适用性分析（《日本学刊》，2006 年第

2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邮编：071002 

    

吴占吴占吴占吴占军军军军，，，，男，1977 年 8 月出生。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6 年东北

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日本研究》，2007.3）近代东北亚国际关

系中的日美冲突（《日本研究》，2006.4）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110036 

    

吴兆路吴兆路吴兆路吴兆路，，，，男，1958 年 10 月生，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93 年复旦大

学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主要成果：《中国学研究》（济南出版社）、《日本汉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所属学会：日本九州中国学会、中国索引学会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图书馆   邮编：200433 

    

伍伍伍伍华佳华佳华佳华佳，，，，女，1961 年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1999 年复旦



大学产业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中日产业 

主要成果：21 世纪东亚区域经济组织建立的可行性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3 

年第 9 期）、东方管理视角下的中日企业文化的对比研究(《当代经济》, 2009.9)。 

所属学会：上海教育学会 

地址：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   邮编：200433 

    

武安武安武安武安隆隆隆隆，男，1937 年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1962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1993）、《中 

国人的日本研究史》（合作，日本六兴，1989 年）等。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邮编：300071 

 

武武武武慧慧慧慧敏敏敏敏，女，1957 年 3 月生，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副教授。

1982 年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文化教程》（合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1038 号      邮编：300222 

    

武武武武向向向向平平平平，女，1974 年 11 月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2008 年东

北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对华政策研究（1936～1941）》（2008 年 6 月）、“石射文书”与

1938 年宇垣对华和平外交一个谋略（《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 1 月）。 

地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   邮编：130033 

 

武武武武寅寅寅寅，女，1950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1988 年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政治史、外交史 

主要成果：《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近代

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  

地址：北京市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武武武武玉玉玉玉环环环环，，，，女，1950 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2001 年吉林大学中国古

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渤海出使日本所见日本的宫廷礼 

仪（《唐都学刊》，2003）、渤海出使日本的使者高斋德（《史学集刊》，2002）。 

所属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辽金史学会、中国宋史学会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席席席席卫群卫群卫群卫群，，，，女，1970 年 4 月生，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2006 年江西

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养老保险的税收政策及启示》、《比较税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等。 

地址：南昌双港路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邮编：330013 

 

武武武武慧慧慧慧敏敏敏敏，女，1972 年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讲师。2003 年目白大学大

学院语言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03 

 

先先先先世世世世和和和和，，，，男，1951 年生，四川外语学院东方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走进日语听力训练（《川外学报》，2007）等。 



地址：四川外语学院东方语学院  400031 

    

向卿向卿向卿向卿，，，，男，1973 年 2 月生，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06 年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博士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史、日本近现代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国学与近世 

日本人的文化认同（《日本研究》，2006 年第 2 期）等。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麓山路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10081    

    

项项项项卫卫卫卫星星星星，男，1954 年 8月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系主任，

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金融 

主要成果：日本金融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与金融危机（《东北亚论坛》， 2000 年 2

期）、日本经济的复苏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现代日本经济》， 2007 年 1 期 ）。  

所属学会：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吉林大学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肖肖肖肖佳佳佳佳灵灵灵灵，，，，女，1966 年 4 月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1997

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主权理论、中国外交、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3）、《大国外交》（合编，时事出 

版社，2003）等。 

所属学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邮编：200433 

 

肖肖肖肖平平平平，男，1963 年 8 月生，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99 年中山大学历

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宗教、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日语五十音

图的文化内涵》(《日本思想文化》，2008.1 )。 



所属学会：中国逻辑学会 

地址：中山大学东北区 327-102       邮编：510275 

    

肖肖肖肖世泽世泽世泽世泽，男，1928 年 1 月生，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现代日本》

编辑部副主编。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国会》（时事出版社，1990）、2008 日本形势展望（《现代日本》， 

2008第 1 期）。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宾友道凯特饭店     邮编：300074 

 

肖爽肖爽肖爽肖爽，女，1966 年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副教授。2003 年北星学园大

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谈熟语、惯用语的日译（《日本学习与研究》，2008 年 2）、《新大学日

本语》。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语言文学会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11 

    

肖肖肖肖伟伟伟伟，，，，男，1964 年 2 月生，军事交通学院基础部教授、教研室主任。2005 年 12

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 年）、策略大于理念的

选择（《日本学刊》，2005 年第 3 期）。                           

地址：天津市河区程林庄道       邮编：300161 

    

肖肖肖肖霞霞霞霞，，，，女，1963 年 11 月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2003 年山东大学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日 



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等。 

所属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洪家楼 5 号   邮编：250100 

    

谢谢谢谢必震必震必震必震，男， 1953 年 11 月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副院长。1998

年厦门大学历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古代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年）、《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年，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马厂后街 5 号 3-404   邮编：350007 

    

谢谢谢谢步步步步群群群群，，，，男，1962 年 12 月生，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1997 年日本

拓殖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主要成果：日语语言礼貌原则下的表达特征（《海南电大学报》）、日本语文教育

的有效方法（《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5）。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24088    

    

谢谢谢谢崇宁崇宁崇宁崇宁，男，1957 年 10 月生，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1995 年神户

大学文化构造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哲学思想伦理。 

主要成果：走向《司马迁》的行程──关于武田泰淳的初期文学（〔日〕《国文论

丛》第 21 号） 、竹内好的思想形成（《日本学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所属学会：日本神户大学文艺思想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秘书长。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510275    

    

谢谢谢谢燕燕燕燕，，，，女，1981 年 6 月生，河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5 年天津外



国语学院日语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敬语向敬意表现转化的研究（《中国教育导刊》，2007 年 11 月）  

地址：河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日语   邮编：300222 

    

谢谢谢谢跃跃跃跃，男，1958 年 6 月生，海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1989 年东北师范大

学日本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私的学问——私的哲学与它所构建的世界》（海南出版社，2002）、 

《一样与不一样》（三环出版社，2008）。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 99 号海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571158 

 

谢谢谢谢志宇志宇志宇志宇，男，1963 年生，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1998

年 1 月杭州大学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20 世纪日本文学史：以小说为中心》（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从安部公房到村上春树（《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 年 4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国际芥川龙之介研究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浙江大学紫荆港校区外国语学院   

邮编：310058    

    

忻忻忻忻平平平平，，，，男，1954 年生，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3 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国际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 

近代日本佛教在华传教的主要基地——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近代中国 

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二卷），2000 年）等。 

学术兼职：上海历史学会、上海市中日关系史副会长。 

地址：上海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邮编：200444 



    

辛辛辛辛英花英花英花英花，，，，女，1975 年 2 月生，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7 年延边大

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新日本语能力测试考前强化训练》（合编，上海交大出版社） 

地址：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33002 

    

信信信信金爱金爱金爱金爱，男，1956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1999 年国际

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外交 

主要成果：简析中俄经贸合作（《东北亚学刊》，2000 年第 2 期）、冷战后日俄 

关系发展及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东北亚学刊》，2000 年第 3 期）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  邮编：300384 

    

邢邢邢邢亚民亚民亚民亚民，，，，男，1954 年 11 月生，天津市现代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现代日本

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日本对外关系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宾友道凯特饭店   邮编：300074 

 

邢邢邢邢永永永永凤凤凤凤，，，，男，1970 年 11 月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5 年日本

山口大学比较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史、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前近代日本人的对外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新井 

白石的对外认识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日本山口地方史研究会 

地址：济南市洪家楼 5 号   邮编：250100 

 

熊熊熊熊李李李李力力力力，，，，男,1977 年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2007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外交学理论、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对华 ODA 贷款计划的终结（《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9 期）等。 

地址：北京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八层邮编：100029 

 

熊沛彪熊沛彪熊沛彪熊沛彪，男，1956 年生。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史、国际关系史 

主要成果：、《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中华书局 1991 年 9 月，合著）、

《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  邮编：43007 

    

熊苇渡熊苇渡熊苇渡熊苇渡，，，，女，1981 年 3 月生，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助教。2006 年武汉大学日

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词汇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以颜色词"白"为中心 

地址：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日语专业办公室  邮编：430074    

    

修斌修斌修斌修斌，，，，男，1963 年生。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2002 年获日本

新泻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 、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近代中国的尼采接受与明治日本》（合著）、《中日关系多维透视》。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日本日中关系学会。  

地址：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编：266071    

    

修刚修刚修刚修刚，男，1957 年生，天津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1984 年 7 月天津外国语学

院日语系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日语教育 



主要成果：《日本语言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2）、《＜茶经＞与日本茶

道的历史意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12）等。 

学术兼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 

地址：中国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    邮编：300204 

 

徐徐徐徐斌斌斌斌，，，，男，1968 年生，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讲师。2004 年福建师范

大学专门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古代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郑和下西洋与琉球海上贸易（《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等。 

所属学会：海上交通史研究会。 

地址：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邮编： 350007 

    

徐徐徐徐冰冰冰冰，，，，男，1957 年 4 月生，大连民族学院国际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2007 年

7 月北京大学日本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2007 年 11 月东京大学比较文化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口译学论稿》（东北师大出版社，2002再版） 、《亚洲视野中 

的日本》（上、下）（合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大连市开发区辽河西路 18 号  邮编：116600 

    

徐长徐长徐长徐长文文文文，男，1949 年 11 月生，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太研究中

心主任、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经、经济学、经济政策学 

主要成果：《中国领跑东亚区域合作》（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 年）、《中日韩经 

济合作促进东亚繁荣》（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地址：北京安定门外东后巷 28 号                 邮编：100710 

 



徐徐徐徐丹丹丹丹，，，，女，1981 年 10 月生。河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 。2007 年 6

月获南开大学日语语言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表达惊讶的惯用句之比较（《山东科技信息》 2008 年第 26 期）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新华道河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063000 

    

徐徐徐徐芳芳芳芳芳芳芳芳，女，1982 年 10 月生，浙江理工大学日语系助教。2006 年东北师范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从日语谚语看日本的孝道（《东北亚论坛》2006 年增刊）。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浙江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办公室     

邮编：310018 

 

许许许许海华海华海华海华，，，，女，1982 年 5 月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助教。2007 年浙江

大学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京师泽学馆日文科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研究》，国际文化工房，2007） 、 

近代中国日本语言文学之发端——同文馆东文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 年 

第 1 期）等。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编：310012    

    

徐徐徐徐建新建新建新建新，男，1953 年 6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06

年日本明治大学日本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 

主要成果：《好太王碑拓本的研究》（东京堂出版，2006）、从律令制度看奈良时 

代的社会等级制度（《台大历史学报》，2002）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一号  邮编：100006 

    



徐皎徐皎徐皎徐皎，，，，男，1956 年生，闽江学院地理科学系副教授， 1997 年日本立正大学院地

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人文地理学。 

主要成果：日本人造陆地利用方向的演化（《世界地理研究》，2000）、《东京 

圈的环境与生活》（合著，二宫书店，2000）等。 

所属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福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 

地址：福建省福州大学城文贤路 1 号   邮编：350011 

 

徐靖徐靖徐靖徐靖，女，1970 年 10 月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教授，2008 年筑波

大学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心理学 

主要成果：谈移动的起点---汉日空间表达方式对比（《外语教学研究》，2007 年

第 2 期）、谈移动动词+处所宾语的认知模式和语义动因（《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

年第 2 期）。 

所属学会：国际汉日对比语言学会、日本中国语学会 

地址：西安外国语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    

邮编：710000 

 

徐徐徐徐静静静静波波波波，，，，男，1956 年生，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1988 年复旦大学文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 

实》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上海日本学会。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徐徐徐徐康康康康明明明明，，，，男，1943 年生，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67 年北京大学历史学专业

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政治学。 



主要成果：《论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中缅印战

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理事。 

地址：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邮编：650091    

    

徐磊徐磊徐磊徐磊，女，1977 年 12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2001 年 6 月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本文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复杂的蛇女形象与主题多义性特征——《蛇性之淫》中文学对权力的

隐形抗争（《山东外语教学》，2006.6）、从《雨月物语》看秋成的反复古主义（《解

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7）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    邮编：510420 

 

徐徐徐徐丽丽丽丽丽丽丽丽，，，，女，1980 年 5 月生，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2007 年吉林大学

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神话传说中英雄形象的比较、中日死亡观的比较研究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徐徐徐徐丽丽丽丽丽丽丽丽，，，，女，1979 年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讲师。2004 年天津外国语学

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从诗歌素材看与谢芜村与王维的审美意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   邮编：300204 

    

徐徐徐徐梅梅梅梅，，，，女，1967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1993 年吉林大学日

本研究所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的规划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冷战后的日本经济》 

（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等。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   邮编：100007 

    

徐旻徐旻徐旻徐旻，，，，男，1974 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副教授。2005 年上海

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大江健三郎小说中荒诞现实主义意象系统（《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8.3）、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中的创作回归（《日本学研究文集》2004）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 550 号  邮编：200083 

    

徐琦徐琦徐琦徐琦，男，1982 年 1月生，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2007 年西南大学语言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浅析日语和汉语中的缩略语（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 1 期）、日

语习得中的汉语“的”的迁移现象（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增刊）。 

地址：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00715 

 

徐徐徐徐启新启新启新启新，，，，男，1951 年生，中国中日关系学会秘书长。1996 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日本印象》（合著） 、《驻日记者四十年》（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等。 

所属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33 号  邮编：100101 

 

徐水徐水徐水徐水生生生生，，，，男，1954 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1992 年武汉大学哲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中国古代哲学与日本近代文化》（文津出版社，1993） 、《近代日本 

知识分子的中国哲学》（日本东方书店，2008）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  邮编：430072 

    

徐思徐思徐思徐思伟伟伟伟，，，，男，1966 年 2 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副教授。1998 年南开大

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德川幕府外交 

思想探析（《日本研究论集》，2006）等。 

 地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邮编：300071 

 

徐徐徐徐万胜万胜万胜万胜，男， 1971 年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教授。2003 年南开

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日本政

治与对外关系》（人民出版社，2006）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 号信箱  邮编：471003 

 

徐徐徐徐文智文智文智文智，男，1972 年 10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副教授，2001 年大连

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二外日语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44 

 

    



徐徐徐徐修德修德修德修德，男，1961 年生。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日本北九州大学经济学硕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管理 

主要成果：《思想的共享与创新——知识管理与创新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

版社 2009 年）、影响当前日本经济成长的因素（《东方论坛》，2000.1） 

所属学会：青岛中日经济文化学会秘书长。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邮编：266071 

 

徐徐徐徐一平一平一平一平，，，，男，1956 年 7 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1989 年日

本神户大学文学部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语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日本语言》（高等教育 

出版社，1999）等。 

学术兼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 2 号 216 信箱   邮编：100089 

 

徐徐徐徐永祥永祥永祥永祥，男，1961 年 2 月生，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2002 年日本山梨学

院大学经营管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小林多喜二在中国》2006.2）、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等。 

所属学会：唐山市外语协会。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 156 号   邮编：063000 

    

许许许许昌福昌福昌福昌福，男，1959 年 1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1989 年获得吉林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结婚与姓氏——环日本海各国的姓氏情况（《日本海新闻》，2003 年

01）、地方性自由贸易协议（《东北亚论坛》2004 年 6 期）等。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许许许许春淑春淑春淑春淑，，，，女，1964 年 11 月生，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副教授。1998 年天

津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保障 

主要成果：日本失业保险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生产力研究》，2007）、独具特 

色的日本医疗保险制度（《天津社会保险》，2008）等。 

所属学会：天津市经济杠杆学会理事。 

地址：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   邮编：300134 

 

许许许许冬兰冬兰冬兰冬兰，女，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2005 年日本名古屋大学

环境经济学和能源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能源比较、日本海洋发展战略 

主要成果：关于环境关连财政支出以及企业的环境对策的宏观经济效果的日中比

较研究（研究报告书，2003）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编：266071 

    

许许许许锦锦锦锦，，，，女，1980 年生，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8 年哈尔滨师范大

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北海道方言中自发助动词的用法与其意义区分（《牡丹江师范学院学

报》 第 5 期）。 

地址：重庆市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00715 

 

许许许许金生金生金生金生，男，1962 年 4 月生，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1988 年复旦

大学日本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七七事变前日 

军在无线电军事谍报活动（《历史教学》，2005）等。 



地址：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邮编：200433 

    

许许许许金龙金龙金龙金龙，男，1952 年生，1987 年武汉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毕业。中国社会科学

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室编审。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三岛由记夫美学观的形成和变异》（燕山出版社，2001 年）、《从森

林走向世界》、《“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 

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许许许许罗罗罗罗莎莎莎莎，，，，男，1953 年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1998 年日

本东洋大学日本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现代日语感情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言外的语言学》 

（合译，商务印书馆，2005）等。 

所属学会：日本语学会、日本中国语学会、广东外国语言学会。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 号   邮编：510420 

    

许许许许宪宪宪宪国国国国，，，，男，1973 年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2004 年南京大学

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2007）、关于周作人时日本文化及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思考（《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2007）等。 

地址：南京市仙林大学城羊山北路 1 号   邮编：210046 

    

许许许许晓光晓光晓光晓光，，，，男，1955 年生，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世

界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政治思想 

主要成果：《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明治前文日本近代化政治思想的萌芽（《世 



界历史》，2007 年 12 月）等。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四川省历史学会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静安路 5 号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邮编：610068    

    

许译兮许译兮许译兮许译兮，，，，女，1974 年出生。天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2005 年南开大学日本

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武家家训编纂特征与影响（《日本学刊》2006）、《日本武家家训

研究》（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地址：天津市西青宾水西路 393 号        邮编：300387 

 

许贞许贞许贞许贞，女 1973 年 4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2002 年 5 月获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哲学思想等。 

主要成果：“kara”从句与“node”从句所属的概念层次问题（日语教学与研究》，

2007 年 4 月）、日语句子中否定的作用范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

年 6 月）。                                                                          

地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              邮编：510420    

    

薛薛薛薛成成成成水水水水，，，，男，1963 年生，山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中日义务教育制度比较研究》等。 

地址：山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041004 

    

薛薛薛薛春春春春玲玲玲玲，女，1961 年 3 月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993 年获东北

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农业经济 

主要成果： 中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测度模型及实证分析（《农业科技管理》，



2006.2）、日本农业劳动组织的分化方向 （《农业经济问题》2005.7）                                                                    

地址：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编：510642 

    

薛薛薛薛敬敬敬敬孝孝孝孝，男，1937 年 1 月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62 年南开大学经济系

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当代日本产业结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趋势性日元 

升值和日本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社会科学》，1997 年第 4 期）。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薛薛薛薛曦曦曦曦，，，，男，1977 年生，福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2003 年福建师范大学世界

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 日本古典文学"真实"传统探析（《大众文艺》  2008 年 12 期）、论

日本近代私小说（《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 2003 年 1 期 ） 

所属学会：福建省翻译工作者协会。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万升小区西区 7-601室  邮编：350003 

    

闫可闫可闫可闫可卓卓卓卓，女，1979 年 8月生，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日语教研室日语教师。2004

年西安交通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专业日语教学中 no和 koto的区别研究（《语言理论与教学研究》）、

关于日语能力考试阅读理解的研究（《现代情报》）。 

地址：上海市松江大学城龙源路 555 号华东政法大学   邮编：201620 

    

闫茁闫茁闫茁闫茁，，，，男，1960 年生，辽宁师范大学日语系副教授。早稻田大学日本思想史专

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变化——熊泽蕃山思想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出版 

社，2008）等。 

所属学会：日本思想史学会、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  邮编：116029 

    

严严严严海海海海玉玉玉玉，，，，女，1961 年 6月生,延边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7 年延边大学法学院中

国宪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3 年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法 

主要成果：中日国籍法与朝鲜移民（《东北亚研究》，2007）、浅析在日朝鲜人的 

国际问题（《延边大学学报》，2007）等。 

地址：吉林省延边大学法学院   邮编：133002 

    

严严严严绍绍绍绍璗璗璗璗，，，，男，1940 年 9月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研究方向：比较文化、日本文学、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比较文学视野 

中的日本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等。 

所属学会：国际比较文学会（ICCA）、中国比较文学会。 

地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阳阳阳阳际际际际元元元元，男 ，1968 年生，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7 年 6 月获得湖南大学

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知识手册》（合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日语美文精

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地址： 湖南湘潭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11105 

    

杨杨杨杨爱芹爱芹爱芹爱芹，女， 1965 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1989 年北京师范

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伊藤博文政体思想剖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日本官民使 

用“支那”一词的特点及原因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红旗大街 469 号   邮编：050091 

    

杨杨杨杨炳炳炳炳菁菁菁菁，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讲师。2001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评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外国文学》， 

2008）、“语言”与村上春树的创作（《作家》，2008）等。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编：100089 

    

杨杨杨杨超超超超    ，男，1979 年 1 月生。河南科技大学开元校区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获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与《人虎传》的对比中看《山月记》、《新古今和歌集》中的“月”（《西

北民族学院学报》 2001.12）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河南科技大学开元校区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71003 

    

杨杨杨杨朝桂朝桂朝桂朝桂，，，，女，1977 年 6 月生，天津大学社外学院日语部讲师。2003 年南开大学

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优秀作文精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关于日语、英语、 

汉语中拟声法的比较研究（《日本语言文化研究》，2003）等。 

地址：天津大学社外学院日语部 邮编：300072 

    

杨杨杨杨春宇春宇春宇春宇，男， 1971 年生，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06 年日本北九洲市立

大学地域社会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社会语言学视点下的清代汉语与其他言语的对音研究 -----以日本 

近世唐音、满语、罗马字资料为中心》（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日语）。 

所属学会：日本中国语研究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 

地址：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   

邮编：116029    

    

杨栋杨栋杨栋杨栋梁梁梁梁，男，1954 年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

究中心主任。1992 年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经济史。 

主要成果：《日本后发国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近 

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年）等。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地址：天津市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杨杨杨杨夫夫夫夫高高高高，女，1973 年 9 月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讲师。2008 年新泻大学

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中世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平家物语和前兆（《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第 33 期） 、延庆本平家物 

语中的两条彗星记事（《新泻大学国语国文学会杂志》，第 49 期）等。 

所属学会：日本军记・说唱故事研究学会、新泻大学国语国文学会。 

地址：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   邮编：300204 

 

杨杨杨杨广平广平广平广平，，，，男，1972 年 12 月生，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006 年日本一桥大学法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法学、日本法 

主要成果：日本税收调查权的行驶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台湾月旦财经法学， 

2007.3）、中国资产证券化税法问题研究（日本国际商事法务研究，2007.7） 

等。 

所属学会：中国财税法教育学会、日本亚洲政经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杨杨杨杨桂洪桂洪桂洪桂洪，女，1973 年 5 月生，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助教。1999 年日本骏河

台大学日本文化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外语课堂反思教学模式的探索研究（河南省科技厅 2006 年度软科学 

项目）、浅析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的认识问题（《管理科学文摘》，2008 年 09 月）。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 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50001 

    

杨杨杨杨华华华华，女，1977 年 3 月生，大连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讲师。2008 年吉林大学

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太宰治的<跑吧、没洛斯>中的人性》（宋协毅主编）、《三岛由纪 

夫和他的<金阁寺>》（宋协毅主编）等。 

地址：大连市开发区大连大学   邮编：116622 

    

杨舰杨舰杨舰杨舰    ，男，1959 年 2 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1997 年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科学史 

主要成果：近代中国物理学者集团的形成（日本桥报社，2003）、中国近代工业 

人才的培养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技术文化论丛》，1999）等。 

所属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日本科学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新斋 229   邮编：100084 

    

杨杨杨杨金萍金萍金萍金萍，女，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3 年日本御茶水女子大

学日语语言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宗教 

主要成果：《汉日复指名词谓语句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日语



五十音图的文化内涵(《日本思想文化》2008 年 1）。 

所属学会：日本国语学会 

地址：中山大学东北区 327-102       邮编：510275 

    

杨杨杨杨敬敬敬敬，，，，女，1982 年 6 月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7 年上海外

国语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出口中的日元基准比例（《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学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2008 年）。 

地址：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   邮编：201102 

    

杨杨杨杨晶晶晶晶晶晶晶晶，女，1979 年 2 月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师。2007 年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发音阶段中国学生的问题分析（其一）――以西安外外国语学院日语 

学部 2003 级的学生为中心” （《日本语言文学与日本学研究论文集》）。 

所属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 437 号西安外国语大学 118 信箱                                                   

邮编：710061 

 

杨杨杨杨立国立国立国立国，男，1969 年 6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5 年九州大学

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经济入门》（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所属学会：经济理论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16001 

 

    

杨联杨联杨联杨联华华华华，男，1932 年生，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1958 年北京大学法



律系毕业。 

研究方向：法学、日本法律 

主要成果：日本国宪法的危机（《现代法学》，1999）、《法的移植和法的本土化》

（法律出版社，2001 年）。  

所属学会：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 

地址：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邮编：400031 

 

杨杨杨杨林林林林，男，1959 年 9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2 年日本久留米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第六章“经济学及其研究现状”（ 裴 

长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主要发达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演 

变与发展趋势》第五章“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王春法主 

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所属学会：世界经济学会经济史分会。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732 

    

杨杨杨杨玲玲玲玲，女，1969 年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7 年北京日本学

研究中心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教受动词句结构意义研究》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学会、中国翻译协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   邮编：100024 

 

杨杨杨杨宁一宁一宁一宁一，男，1949 年 1 月生，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7

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史 

主要成果：《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战后日 

本民族主义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 1 月）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北京市日文化交流史学会 

地址：北京海淀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5 

    

杨诎人杨诎人杨诎人杨诎人，，，，男，1949 年 1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语音语调》（合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年出版）、粤方言

区日语学习者的塞音持阻时长研究（《现代外语》，2006 年第 1 期 ）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国商务日语研究会。                                     

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系    邮编：510420 

    

杨森杨森杨森杨森，男， 1962 年 1月生，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2006 年兰州大学

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历史、考古学。 

主要成果：浅谈日本毛笔执笔方式的演变（《日本研究论集》2001 年 3 月） 

等。 

地址：甘肃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2   邮编：730000    

    

杨杨杨杨薇薇薇薇，，，，女，1964 年生。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1992 年取得南开大

学日本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毕业。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博士课程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济南出版社 2001 年）、战后日本文化思

潮的流变（《天津师大学报》2000.2）。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卫津路 241 号 

 

杨杨杨杨文江文江文江文江，，，，男，1975 年 10 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5 年南开大学日语

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语义类型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1） 

地址：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00071 



 

杨杨杨杨晓晓晓晓，女，1953 年 9 月生，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2003 年浙江大学教育

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教育学 

主要成果：《近代中日教育关系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中国人日本留学

史研究的现阶段》（御茶水书店，2002）。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系    

邮编：116029 

    

杨孝杨孝杨孝杨孝臣臣臣臣，，，，男，1928 年 5 月生，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1955 年东北师范

大学世界近代专业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政治现代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 5 月）、《论幸德 

秋水》（历史研究出版，1982 年 4 月）。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亚非学会。 

地址：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      邮编：130024 

    

杨杨杨杨永志永志永志永志，男， 1962 年生，青岛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001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法学 

主要成果：中日公司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下关市立大学论集》 2001 年） 

所属学会：山东省法学会经济法学会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邮编：266071 

    

杨著杨著杨著杨著清清清清， 1979 年生。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教师。2007 年山西大学日语语

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浅析村上茎玉风波对我国证券业的启示（《生产力研究》，2008）  

等。 



地址：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邮编：030006 

    

姚姚姚姚海天海天海天海天，，，，男，1969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2 年日本

名古屋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经济比较、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诸问题（《国际地域经济研究》，2001）、中国超 

长期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地域学研究》，2002）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100007 

    

姚同发姚同发姚同发姚同发，男，1946 年 7 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台关系、国际关系 

主要成果：《台湾历史文化渊源》（九州岛出版社，2002、2006）、桦山资纪与日

本侵台始末探析（《东北亚学刊》，2006）。 

所属学会：全国台湾研究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天津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         

邮编：300191 

    

叶叶叶叶琳琳琳琳    ，女， 1963 年 10 月生，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2003 年南京大学文艺

学专业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近现代日本文学作家作品研究》等。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委员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210093    

    

衣保衣保衣保衣保中中中中，男，1962 年 6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教授，2002

年获得南京农业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农业、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移民与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农业（《东北亚论坛》1996.04 期）、日

本农协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现代日本经济》，2006.04 期）                    



所属学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理事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易易易易惠莉惠莉惠莉惠莉，女，1953 年 5月生，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1991

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王韬——兼论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识界的交

流（《近代中国》第十二辑， 2002 年 12 月版）、清代中前期对日关系认识（1644

－1868）（《思想与文化》第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所属学会：上海市社联历史学会、上海中山学社、上海市经济史学会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65弄 61 号 902室       

邮编：200242 

    

易易易易明明明明，男，1947 生。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1996 年国际关系学

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北亚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民间、产业研究机构》、《日本的中国研究》。                           

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桂苑路科馨别墅 17 号     

邮编：300384    

    

易显易显易显易显石石石石，，，，男，1935 年 8 月生。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1960 年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九一八事变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年）、《日本的大陆政策与

中国东北》（日本六兴出版社，1989 年）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东北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110036 

    

尹豪尹豪尹豪尹豪，男 1957 年 3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与资源环境研究所教授，



获日本中央大学人口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东亚人口 

主要成果：《人口学导论》（编著，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6）、《东北亚区域人口

与发展》（合著，吉林大学出版社） 

所属学会：中国人口学会理事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尹栾尹栾尹栾尹栾玉玉玉玉，女，1974 年 8 月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2005 年获得

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政府规制、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美日社会性规制政策演变的比较研究及其借鉴（《当代经济研究》， 

2005 年 10 月）、美日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特征及借鉴（《当代经济研究》2003

年 2 月）。                 

所属学会：吉林省政治经济学会     

地址：吉林大学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尹尹尹尹松松松松    ，女，1966 年 10 月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3 年日

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成果：《日语听力教学法的实证性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日语）、 

《日语听解教程 1-3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所属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日本语言文化研究会。 

地址：上海市东川路 500 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200241    

    

尹尹尹尹小平小平小平小平，男，1962 年 4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1999 年获得吉林大

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简明

市场营销学》（译著，日本科学出版社，2002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尹尹尹尹晓晓晓晓磊磊磊磊，女，1971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经营、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京瓷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分析（《日本学论坛》，

2005.2）、稻盛经营哲学中的文化印迹辨析（《日本学论坛》2004.2）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尹尹尹尹晓亮晓亮晓亮晓亮，，，，男，1973 年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助理研究员。2008 年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能源政治、能源经济及其对外战略 

主要成果：东北亚能源合作中的中国与日本（《日本研究》，2004 年 10 月）、中 

日“春晓”油田之争的“结”与“解”(《日本问题研究》，2005 年 6 月)。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尤尤尤尤海燕海燕海燕海燕，女，1973 年生，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东京大学比

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 

主要成果：“风讽歌”和“添歌”（《日本文学》，2007）、“物”和“心”——和歌

发生论（《古代文学》2008）。 

所属学会：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会、日本古代文学会、日本文学会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266022 

 

于于于于长长长长敏敏敏敏，男，1951 年生，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84 年日本筑波大



学国际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日本文化史论》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吉林省作家协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于华于华于华于华，女，1964 年生，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8 年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日本语教育 

主要成果：《<青鞜>的创办与近代日本女性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从

“青鞜”的三次遭禁看日本近代女性先期的自我觉醒（电影评介杂志社

,2006）。 

地址：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266071 

 

于于于于津津津津平平平平，男，1964 年生，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1999 年获日本大阪府

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比较优势关系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

2005）、中日经济关系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03）。 

所属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 22 号    

邮编：210093 

 

余余余余六六六六一一一一，，，，女，1962 年 6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1983

年广州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学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从夏目漱石的作品看其厌世观的形成（《外国文化研究文丛》，1997 

年） 、暗夜时闪现的星──试论《公子哥儿》中‘阿清’这一人物形象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 年）等。 

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      

邮编：510420 

    

于日平于日平于日平于日平，1954 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主任，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代文学 

主要成果：：《现代日语中原因、理由、目的句的相关性的研究》、《日语写作教程》。 

所属学会：日语教学研究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编：100089 

 

于素秋于素秋于素秋于素秋，女，1957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99 年日本山

形大学信息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动漫的发展路径（《现代日本经济》，2006 年第 3 期）、《日语语

言学》（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   

邮编：100872    

    

于天于天于天于天祎祎祎祎，女，1973 年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07 年山东大学文学院比

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中国对芥川龙之介文学的影响（《齐鲁学刊》，2007）、《最新日语阅读》。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洪家楼 5 号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50100 

    

于于于于潇潇潇潇，男，1968 年 5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副院长。2002 年获得

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美日公司治理结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日本

主银行制度演变的路经研究（《现代日本经济》，2005 年第 4 期）。   

所属学会：中国人口学会、吉林省社会学会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于永梅于永梅于永梅于永梅，女，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平安时代对汉诗文的“血泪”“红泪”的接受（《和汉比较文学》，2003）、

平安时代对汉诗文的“猿声”“鹿鸣”的接受（《待兼山论丛》，2004）。 

所属学会：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会、日本大阪大学文学会、辽宁省外国文学会 

地址：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 6 号    

邮编：116044 

 

余余余余晓晓晓晓泓泓泓泓，女，1972 年生，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博士后毕业。 

研究方向：经济政策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日本环境问题治理》、《日本的国际贸易摩擦预警

机制》、《国际贸易摩擦：理论、法理经验与对策研究》（九州出版社，2008）。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世界经济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编：100081 

    

於於於於芳芳芳芳，女，1969 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讲师，2006 年中国中山大学民俗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民俗主义的时代——民俗主义理论研究综述》（河南教育学院出版社

河南郑州，2007）、《周作人论日本民俗文化》（《民俗学刊》，2004）。 



地址：广州石牌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邮编：510631 

 

俞俞俞俞萍萍萍萍萍萍萍萍，，，，女，1983 年 3 月生。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日语教研室助教。2008 年

获浙江大学日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我不要做丑女》（译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5）、《有面子！轻

松简单养颜经》（译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3）。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舟山东路 19 号               

邮编：310015    

    

俞辛俞辛俞辛俞辛焞焞焞焞，男，1932 年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1988 年获日本早稻田大学

法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外交 

主要成果：《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东方书店，1986 年）、《近代

日本外交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 300071 

    

袁袁袁袁本本本本涛涛涛涛，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1999 年北京大学高等教育专

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高等教育 

主要成果：亚洲三国高等教育新政策述略（《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 年第 2 

期）、百年学府的新生与崛起：筑波大学（《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地址：北京市清华大学文南楼 402    

邮编：100084  

    

袁袁袁袁晓晓晓晓凌凌凌凌，，，，女，1974 年 12 月生，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8 年华东师

范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人论之方程式》（译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解读日本人论》（合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8 月）。 

地址：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214122    

    

苑苑苑苑崇崇崇崇利利利利，男，1955 年生，外交学院外语系系主任、副教授。2005 年社科院哲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国际关系与外交 

主要成果：《日本文化概观》(外研社 2008 年)、对石桥湛山“功利”外交思想

的考察” (《日本学刊》 2008 年第 4 期)。 

所属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24 号       

邮编：100037 

    

苑苑苑苑涛涛涛涛，男，1975 年 6月生，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2004 年南开大学

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中日经济比较 

主要成果：《WTO贸易救济措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对外贸易竞争

优势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地址：天津市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邮编：300071 

    

岳岳岳岳卫卫卫卫，男，1970 年生，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2005 年日本立命馆大学法学博士

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法学 

主要成果：责任保险中的直接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立命馆法学》，2004）、

保险法与侵权行为法的交错（《南京大学学报》，2008）。 

所属学会：日本保险学会、中国商法学会 



地址：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210093    

    

岳岳岳岳远坤远坤远坤远坤，男，1981 年生。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7 年获北京

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文学、日本古代文学 

主要成果：《德川家康》（合译，南海出版社，2007）、《日本文学》（合著，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8）。     

地址：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00134 

    

云大云大云大云大津津津津，男，1966 年生。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2004 年获青山

学院大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史、日本经营史 

主要成果：《日本新电话公社的民营化的历史分析》2004 年（博士論文）。                                                                          

所属学会：社会经济史学会（日本）、经营史学会（日本）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 58 号                                                         

邮编：570228 

 

臧佩臧佩臧佩臧佩红红红红，女，1973 年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研究员，2006 年南开大学日本

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占领初期对日本战前教育的认识（国学院大学纪要（第 44 卷），

2006 年 2 月）、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学刊》，2005）。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臧运祜臧运祜臧运祜臧运祜，男，1966 年 2 月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国际关系与外交 



主要成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近

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及其特征（《北京大学学报》，2002 年第一期）。 

所属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学会 

地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邮编：100871 

 

翟翟翟翟东东东东娜娜娜娜，女，1955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文系教授，1991 年北京外国

语大学日语语言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语言学》（合著）、《日语发音与纠音》（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日本语文法学会 

地址：中国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编： 100875 

 

翟翟翟翟小小小小华华华华，女，1980 年生，山西旅游职业学院外语系教师，山西大学日语语言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试论商务活动对中日经济贸易的影响（《生产力研究》，2008）。 

地址：山西旅游职业学院外语系   邮编：030031   

 

 

翟翟翟翟新新新新，男，1953 年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1998 年日本

庆应义塾大学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运动研究》、《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 

地址：上海市华山路 1954 号    

邮编：200023 

 

    

湛湛湛湛贵贵贵贵成成成成，男，1965 年生，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2003 年北京大学世

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史 

主要成果：关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与战后经济（《世界历史》，1995）、《幕府末期

明治初期日本财政政策研究》。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河南省历史学会 

地址：洛阳市龙门路 71 号    

邮编：471022  

 

    

张张张张碧碧碧碧波波波波，男，1981 年生，太原师范学院外语系助教，山西大学日本语言学专业

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影响高校英语专业第二外语日语习得效果的因素（《太原师范学院学

报》）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南内环街 189 号   

邮编：030012  

 

    

张张张张伯伯伯伯玉玉玉玉，女，1970 年 10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 年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党、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政党是如何执政的》、转变中的日本共产党（《东北亚研究》

，2003 年）。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日本所   邮编： 100007 

 

张张张张昌玉昌玉昌玉昌玉，女，1963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1997 年东京都

立大学日本国语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语言文学与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6）、试析日本文化思想

结构的变迁（《中国日本语言文学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2003 年）。 



所属学会：北京市大学日语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00872 

 

张张张张春春春春艳艳艳艳，女，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6 年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

语系日语语言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所属学会：湖南省翻译协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湖南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    

邮编：410082 

 

张张张张德伟德伟德伟德伟，男，1966 年 3 月生，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所长。

1995 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教育学和比较教育学、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日本教育特质的文化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日本

基础教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日本比较教育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张张张张凤凤凤凤林林林林    ，男，1963 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1986

年黑龙江大学日语系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希望之国”战略对黑龙江省经贸发展的启示（《黑龙江社会科

学》，2008 年第 5 期）、日本现代农业经验对黑龙江省发展现代农业的启示（首

届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国际论坛）。 

所属学会：黑龙江省国际经贸学会、中国亚太学会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501 号   邮编：150018 

 



    

    

张张张张光光光光，男，1956 年生，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2002 年美国肯特

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的对外政策、公共财政 

主要成果：《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日本对华利

民工程无偿援助地区分布实证分析（《日本学刊》，2008 年第 2 期）。 

地址：厦门市思明南路 422 号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    

邮编：361005 

 

张张张张光光光光珮珮珮珮，女，1930 年 8 月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日本文学辞典》。 

所属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日本国际教育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兰旗营小区 8 号楼 1001 号   

邮编：100084  

 

张张张张桂丹桂丹桂丹桂丹，女，1980 年 8 月生，南昌大学外语学院欧亚系讲师，2008 年南昌大学

中外关系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实用日语词汇新编教程》（2005 年 8 月出版）、略谈现代日语敬语的

变化和发展（《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所属学会：江西省翻译协会 

地址：江西南昌红谷摊学府大道 999 号  邮编：330031  

 

张张张张桂桂桂桂丽丽丽丽，女，1966 年 8 月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1990 年北

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基础日语写作技能培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日语口语常用

情景会话手册》（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 

地址：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00230  

 

张张张张浩浩浩浩川川川川，男，1971 年 5 月出生，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2004 年日本专

修大学经营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经营、中日经济 

主要成果：《中国中小企业的挑战》（森山书店 2005）、日本小型国际企业对我

国的启示（《日本研究集林》，2005）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日本经营史协会 、全国日本经济协会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邮编：200433 

 

张浩张浩张浩张浩帆帆帆帆，，，，男，1972 年 2 月生，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日语教研室讲师。2002 年

九州产业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浅谈日语专利申请文本翻译的现状（《中国法律语言学展望》2007 年）、 

日语视听说课教学初探《语言理论与教学研究》2007 年）。 

所属学会：日本商业学会。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南期昌路 459弄 76 号 501室       邮编：201620    

    

张张张张宏武宏武宏武宏武，男，1955 年 5 月生，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代日本研究所

所长，2003 年日本广岛修道大学商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经济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构建物流体系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中国流通经济，2005）。 

所属学会：天津日本经济学会、日本环境经济与政策学会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津霸公路东口   邮编： 300134 

 

张厚泉张厚泉张厚泉张厚泉，男，1963 年 11 月生。东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日语系主任。2002



年获杏林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汉语的增加现象与近代汉语的形成（国语学会《2001 年春季大会概

要集》2001.5）、中国的世界文学名著翻译――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读》的

翻译为中心（《文学与语言》凡人社 2007.3）                                                                      

所属学会：日本语学会、上海翻译家协会。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 号           邮编： 201620    

    

张张张张慧慧慧慧芬芬芬芬，女，1953 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副主任，日语语言专业

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会话中的二次性品词——以感叹词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 

1997.1）、日语中的气象谚语（《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编：100089 

 

    

张张张张季季季季风风风风，男，1959 年 8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1999 年日本

东北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论》、《挣脱萧条：1990-2006 年的日本经济》。 

学术兼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日本所      

邮编：100007  

 

    

张张张张季芸季芸季芸季芸，女，1971 年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1993 年天津外国语

学院日语语言文化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浅析存在表现中的“アル”和“イル”（《日语知识》，1998 年第 10

期） 

地址：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300071 

 

张张张张继继继继文文文文，男，1967 年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副教授，1996 年

日本亚细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成果主义工资--日本企业新的工资制度（《当代财经》，2004 No.2）、

日语通感隐喻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外语研究》, 2008 年 03 期 ）。 

所属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日本语用学学会、中国日本文学会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邮编：518048 

 

张张张张健健健健，男，1956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1997 年南开大学日本史

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国际关系与外交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1945-1972）》、《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调整

与起飞》。 

学术兼职：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张张张张建建建建芳芳芳芳，女， 1983 年 6 月生，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5 年河

南师范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暖昧语对日语听力理解的影响（合著，《考试周刊》，2008）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71003 

    

    张张张张建立建立建立建立，男，1970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 年日本立

命馆大学文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 

主要成果：《茶道与茶之汤-试论日本茶文化》（日本淡交社，2004）、日本茶道浅

析（《日本学刊》，2004 年第 5 期）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日本研究所      

邮编：100007 

 

张张张张建萍建萍建萍建萍，女，1970 年 5 月生，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日语教研室副教授。2006

年浙江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 FDI对浙江产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 

择的新变化。 

地址：杭州市树人街 8 号       邮编：310015 

 

张张张张杰军杰军杰军杰军，男， 1975 年 11 月生，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体制与管理研究

所副所长、副研究员。2003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法 

主要成果：《反垄断、创新与经济发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引进外

国智力与自主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年，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3814 信箱 

邮编：100038 

    

张劲张劲张劲张劲松松松松，男，1957 年 4 月生，辽宁大学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1998 年

辽宁大学世界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 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中日文化交流事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日本关东军侵华罪

恶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北路 66 号      



邮编：110036 

    

张进张进张进张进山山山山，男，1951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1975 年北京外国语

学院日语专业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台湾

问题》，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 、东北亚政治与安全问题的研究与对外交流（《中

国的东北亚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邮编： 100007 

 

张张张张景景景景全全全全，男，1971 年 8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2006 年获得吉林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对外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对外结盟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日美同盟强化原

因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7 期）。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张张张张科科科科蕾蕾蕾蕾，女，1978 年 11 月生，青岛大学日语系讲师，2004 年日语语言文化专业

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音读语素“上”“下”构词的汉日对比研究（《学术研究》，2004）。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邮编：266071    

    

张可张可张可张可喜喜喜喜，男，1939 年生，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赢家秘籍》、《日美经济战争》。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地址：中国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张张张张丽花丽花丽花丽花，，，，女，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日本吉备国际大学历

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女性史研究概况（《妇女研究论丛》，2008 (3)）、日本美术教习

吉川保正在云南（《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8 年 03 期 ）。 

地址：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   邮编：650091 

 

张张张张利利利利军军军军，男，1980 年 8 月生，中央编译局信息部研究处助理研究员。2004 南开

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外交 

主要成果：2007 年度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报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复

旦大学出版社，2007）、日本的中国政治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04》）。 

所属学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 36 号     邮编：100036 

 

    

    

张张张张利利利利民民民民，男，1953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所长。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与日本政府、军部（《历史研究》，1995）、《日本在

华北的统制经济与掠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合著）。 

所属学会：中国历史学会 

地址：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张张张张玲玲玲玲，女，1963 年生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2008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

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法学比较 

主要成果：中日工作物责任比较研究（日本《法学论集》1996 年第 35 号），论

日本的职务发明及其权利归属（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研究论集》）。                                                                        

所属学会：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大学法学院    邮编：300071 

 

张张张张玲玲玲玲，，，，女，1982 年 9 月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7 年四川

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330022 

    

张龙龙，男，1965 年生，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以“文化”“文明”为个例看译词的演变（《日语知识》，2006 第

10 期 ）、 比较文明史的中国理论模式创新——读方汉文《比较文明史新石器

时代至公元 5 世纪》（合著，《江南大学学报》，2009 8(5)   ）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张张张张龙龙龙龙妹妹妹妹，女，1964 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1998 年获日本

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日本近世文学 

主要成果：《源氏物語の救済》（風間書房，2000 年 8 月）、《日本古典文学大辞

典》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3 月） 

所属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 号 216 信箱    邮编：100089 

 

张张张张敏敏敏敏伶伶伶伶，女，1961 年生，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讲师，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敬语文化对比及日语教学（《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 (4) ）、

浅谈日语公外的教学、学习与研究（《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年 S2

期 ）。 

地址：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邮编：030006 

 

张张张张乃乃乃乃丽丽丽丽，女，1962 年 9 月 1 日生，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2001 年日本大学经

济学部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世界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对山东省直接投资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雁行形态”

理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7）。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山东省日本学会 

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编：50100 

 

张佩张佩张佩张佩霞霞霞霞，女，1962 年生。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日语系教授。1998 年获

日本千叶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汉语句法诸要素及相互关系（《千葉大学社会文化科学研究》1998 年

第 2 号）、汉语、日语中人称代词的使用以及其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語文論叢》

1996第 23 号）。 

学术兼职：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湖南大学          邮编：410082    

    

张亲培张亲培张亲培张亲培，男，1964 年 11 月生，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系主任。1999

年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公共政策 

主要成果：日本选举研究：现状及展望（《日本学》（第十四辑），世界知识出版

社，2008 年）、日本社区住民政治概说（《东北亚论坛》，2003 年，第 2 期）。 



所属学会：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吉林大学前卫校区行政学院    

邮编：130012 

    

张锐张锐张锐张锐智智智智，女，1955 年生，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1982 年辽宁大学历史专业本科

毕业。 

研究方向：法学 

主要成果：论黄遵宪《日本国志》中的宪政思想及其影响（《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6）、试论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刑法改革的影响（《比较法研究》，

2006）。 

所属学会：中国法律史学会、全国外法史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 110136 

    

张士张士张士张士杰杰杰杰，男，1978 年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讲师，2004 年大连外国语学

院日语专业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试论山路爱山的孔子研究——以《孔子论·材料论》为例（《日语学

习与研究》，2009 (3)）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16002 

 

张张张张舒舒舒舒，女，1962 年生，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89 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

生毕业。 

研究方向：人文地理学、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城市管理系统研究——日本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管理》、世界巨大城

市群——日本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中外大城市群研究》，2004）。 

所属学会：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中国生产力学会 

地址：沈阳皇姑区辽河街 56-3，432     邮编： 110036 



 

张张张张淑英淑英淑英淑英，女，1954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1999 年中国社科

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冷战后的日本经济》（合著）、《新时代的日本经济》等。 

所属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 100007 

    

张曙霄，女，1954 年 2 月生。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2002 年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地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区域经济 

主要成果：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日本学论坛》2005.3-4)、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兼论东北三省吸引日资的对策（《日本学论坛》

2004.4） 

所属学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邮编：130117 

 

张张张张思思思思，男，1957 年 5 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97 年东京大学文学院文

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社会史 

主要成果：《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思考》等。 

所属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 300071 

 

张张张张涛涛涛涛，男，1965 年生，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浅析三岛由纪夫小说创作的内在走向》、《公务员实用日语》 

地址：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 110036 



 

张张张张添羽添羽添羽添羽，男，山西旅游职业学院外语系助教，2006 山西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邮编：030031   

 

张张张张万万万万夫夫夫夫，男，1956 年生，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95 年吉林大学日语专业

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语言学概论》、《日语副词辨析》。 

地址：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111000 

 

张张张张威威威威，男，1957 年 5 月生，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96 年名古屋大学日语语言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 

主要成果：《结果可能表现的研究》（黑潮出版（日本），1998）、《日语语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日本语学会、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清华大学外语系日语教研室   邮编：100084 

 

张张张张卫卫卫卫娣娣娣娣，女，1967 年 1 月生，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6 年

日本法政大学日本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近代中日两国对德国法律制度的吸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 

年第二期）。 

地址：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471003    

    



    

张张张张文文文文颖颖颖颖，男，1972 年 7 月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1 日本专

修大学大学院日本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场所的魔力》（日本专修大学出版社， 2002）、《来自边缘的声音》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      邮编：100024 

 

张张张张宪宪宪宪生生生生，男，1954 年 7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教授。

2000 年东京大学大学日本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史、日本近世思想 

主要成果：《冈熊臣：生活于转型期的乡村知识分子》（三元社，2002）、论日本

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起源（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刊，2007）。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510420 

 

张张张张小林小林小林小林，男，1954 年生，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教授， 吉林大学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浅析日本的兼业农户与我国农民工现状（《生产力研究》，2008）。 

地址：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邮编：030006    

    

张张张张晓晓晓晓东东东东，男， 1982 年 1 月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助教。2007 年日

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地址：浙江工商大学金沙港生活区 11幢 825室 

邮编：310018 

 

张张张张晓刚晓刚晓刚晓刚，男，1962 年生，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2004 年北京大学历史

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本近代横湾开港与锁港之争（《世界历史》，2007）、近代日本开国

对策探析（《东北亚论坛》，2007）。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辽宁省历史学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开发区学府路 10 号    邮编：116622    

    

张张张张晓鹏晓鹏晓鹏晓鹏，男，1961 年 5 月生。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1985 年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教育学、教育法学 

主要成果：《中日美三国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日本“大

学结构改革”：进展、背景及问题（《复旦教育论坛》，2003）。 

所属学会：中国比较教育学会理事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张张张张晓晓晓晓唯唯唯唯，男，1957 年生。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1999 年获得南开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教育学、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甲午赔款的去向（《今雨旧雨两相知》，百化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所属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 

地址：天津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邮编：300071 

    

张张张张秀秀秀秀华华华华，女，1951 年 12 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90 年南开大

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流行日语趣味读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数字三的运用及其

文化伴随意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翻译者协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张张张张秀秀秀秀莹莹莹莹，女，1979 年 2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讲师，2004 年大连外

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    邮编：116002 

 

张学张学张学张学锋锋锋锋，男，1962 年 11 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1 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中交流史、考古学 

主要成果：《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幕末

明治时期的中国见闻录与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等。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历史系        

邮编：210093 

 

张张张张雪雪雪雪，女，1982 年 8 月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助教， 2006 年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非语言行为对比研究——以色彩感觉为中心（《天津外国语学院

学报》，2008 年增刊）、浅析中日时间观念的异同（《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 

地址：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       邮编：300204 

    

张张张张岩红岩红岩红岩红，女，1962 年 9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教授。1999 年山西大

学现代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关于翻译“过”的日语表现形式 （《中日语言对照研究论集》第 6

号，2004 年 04 月）、从日中对照研究看继续意义的表达（《中日语言对照研究

论集》第 9 号，007 年 05 月）。 

所属学会：日中对照语言学会、日汉对比研究会 

地址：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 6 号      邮编：116044 

    



张张张张岩红岩红岩红岩红，女，1962 年 9 月生，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语言文化的角度探索日语教学方法（《山西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2 期）、加强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的一点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 

地址：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030006 

 

    

张张张张艳辉艳辉艳辉艳辉，女，1972 年 6 月生，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6 年吉林大

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18060 

 

    

张张张张艳艳艳艳萍萍萍萍，女，1963 年生，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03 年日本京都橘大学

语言文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教育 

主要成果：川端的女性意识--《雪国》之我见（合著，《唐都学刊》 ，2004 20(1)）、

论日本汉字检定（《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30(3) ） 

地址：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编：710069 

    

张张张张燕燕燕燕燕燕燕燕，女，1982 年 12 月生，郑州大学外语学院非通用语种教研室日语讲师。

2006 年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浅议遣唐使团的组成及其特征（《外语教学》，25卷）。 

地址：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郑州大学新校区外语学院      

邮编：450002    

    



张张张张耀耀耀耀武武武武 ，男，1959 年生，大连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日本语学院教

授。2003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专著）、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日本学

刊》，2001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94 号    邮编：116002 

 

张张张张义义义义素素素素，女，1946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译审。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列国志（日本卷）》、《日本军国主义论》。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日本所       

邮编：100007    

    

张张张张英波英波英波英波，男，1970 年生，河南中医药大学国际合作处。2009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

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史 

主要成果：评日本学者橘朴的“通俗道教”说（《历史教学》，2008）、橘朴近代

中国官僚阶级研究述论（《郑州大学学报》，2008）。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 1 号号 河南中医学院国际合作处 

邮编：450008 

    

张张张张永涛永涛永涛永涛，男，1976 年生，山东财政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研究室讲师， 2004 年日

本樱美林大学国际经营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的“奇祭” （《日语知识》2007 年第 9 期）、日本邮政民营化

改革带来的几点启示（《改革与战略》2006 年第 S1 期）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耕路 40 号 山东财政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研究室    



邮编：250000    

    

张张张张勇勇勇勇，男，1975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助理研究员，2009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外交决策、中日关系 

主要成果：日本对华复交决策的政治力学（《日本学刊》，2004 年）、排他性的“海

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日本学刊》，2006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邮编：100007    

    

张张张张勇勇勇勇，男，1982 年生，江苏省连云港市淮海工学院日语系助教， 2008 年解放军

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接辞的要素—“～化”的中日对照研究（《日本学研究》，2007）。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苍梧路 59 号淮海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邮编：222005 

 

张张张张勇勇勇勇，男，1976 年生，扬州大学日语系讲师， 2007 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本

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文化关键词(1)（《日语知识》，2008第 12 期）、KY式日本语（《日

语知识》，2009第 4 期） 

地址：扬州市大学南路 88 号    邮编：225009 

    

张张张张予予予予娜娜娜娜    ，女，1956 年生 ，湖南大学日语系主任，教授。2001 年获得湖南大学

文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商务礼仪》（主编， 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年）、日汉判断句

的文体及其翻译（《湖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语教学研究会、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 

地址： 湖南长沙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10082    

    

张张张张玉玉玉玉国国国国，男，1971 年 3 月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教授，2008 年

获得吉林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挑战与应战：变化中的日本政治（《东北亚论坛》，2004 年 03 月）、

国际法视角下的六方会谈（《东北亚论坛》2005 年 11 月）。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张张张张玉玉玉玉来来来来，男，1972 年 3 月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2005 年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汽车产业。 

主要成果：《丰田公司企业创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试析日本 

的环保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08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6 号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407室   邮编：300071    

    

张张张张玉玉玉玉棉棉棉棉，女，1966 年生。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2003 年获南开大

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日本财政政策效果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9 ）、论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景气刺激对策（《现代日本经济》 2003.1）。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与教育学会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合作路 1 号河北大学紫园生活区 9-1-301  邮编：071002 

 

张张张张允起允起允起允起，男，1966 年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2000 年东京大学政治学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政治学、法学 

主要成果：日本宪法诉讼的理论技术及其问题（《比较法研究》，2007 年第 5 期）、

《宪政、理性与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所属学会：东方学会（日本） 

地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邮编：100871 

 

张蕴张蕴张蕴张蕴岭岭岭岭，男，1945 年 5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部主任、研究员，1982 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亚太

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东亚区域关系 

主要成果：《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与周边

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学术兼职：中国亚太学会会长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732 

 

张兆张兆张兆张兆敏敏敏敏，，，，男，1964 年 9 月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2008 年上海

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史学月刊》，2007 年第 5 期）、阳明学对 

日本现代化政权的催生（《齐鲁学刊》，2005 年第 6 期）。 

所属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中国世界史学会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 

地址：山东省曲阜市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邮编：273165    

    

张张张张正正正正军军军军，男，1964 年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日本研究所所长。

2003 年获云南大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民族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文化寻根----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2008.12）、《云南省傣族歌曲与日本古代文学》（译著，勉诚出版，2006.06）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日本亚洲民族文化学会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风华路 818 号   邮编：315211 



 

张张张张忠忠忠忠锋锋锋锋，男，1967 年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1998 年大

奈良教育大学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日本思想 

主要成果：日本上代文字中的道教思想（《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6）、万夜

集七夕歌的神秘性（《汉和语文比较研究》，2007）。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学研究会 

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开发区   

邮编：710128 

 

章章章章小丽小丽小丽小丽，女，1980 年生。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讲师，2007 年浙江大学硕士研

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清末中国人编撰的日语辞书（《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7 年第 7卷 第

03 期） 

所属学会：浙江树人大学东亚研究所、江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 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办公室  邮编：310015 

 

赵赵赵赵春英春英春英春英，女，1974 年 1 月生，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3 年辽宁大

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女流文学研究（《沈阳大学学报》，2006，18(3)） 

地址：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10032 

    

赵赵赵赵德宇德宇德宇德宇，男，1954 年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1998 年南开大学世界史专

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史 

主要成果：《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日本南蛮



时代论析（《世界宗教研究》，2008）。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赵赵赵赵冬冬冬冬茜茜茜茜，女，1977 年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翻译系讲师，2003 年天津外

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否定副词及语气的比较（《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 年 第

11卷 第 05 期）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     邮编：300204 

    

赵赵赵赵冬燕冬燕冬燕冬燕，女，山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山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041004 

 

赵放赵放赵放赵放，男，1961 年 2 月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吉林大学

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金融 

主要成果：《日本市场经济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日本政策

性金融机构改革评析（《现代日本经济》 2008.05）。          

地址：吉林大学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赵赵赵赵刚刚刚刚，男，1968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3 年 9 月皇

学馆大学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思想、文化 

主要成果：《林罗山与日本儒学》、《关于狮子狗犬的源流之说》（《世界知识出版

社》，2005）。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邮编：100007  

 

赵赵赵赵桂桂桂桂琴琴琴琴，女，1968 年生，山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教育 

主要成果：关于高校日语专业改革课程设置的思考 

地址：山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临汾   邮编：041004 

  

赵赵赵赵华敏华敏华敏华敏，，，，女，1959 年 1 月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教授，副院

长。2004 年日本同志社女子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常用表达形式用法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礼貌 

与日语的反驳言语行为（《日语研究》，第 2辑）。 

所属学会：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00871 

    

赵赵赵赵建民建民建民建民，男，1938 年 1 月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史、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日本通史》（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年）、《阴阳五行与日本

民俗》（译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年 10 月）。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益文路 101弄 3 号 705室      邮编：200237 

    

赵阶琦赵阶琦赵阶琦赵阶琦，男，1934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 

主要成果：《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列国志》。 

所属学会：中国亚洲发展交协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7 

 



赵赵赵赵金金金金贵贵贵贵，，，，男，1964 年生。山西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师。1990 年山东大学哲学硕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 

主要成果：《荣格——灵魂的现实性》（译著）。 

地址：山西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邮编：030006 

    

赵赵赵赵俊俊俊俊槐槐槐槐，男，1981 年 1 月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6 年中

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一号路河北工业大学北院教宿 322   

邮编：300130 

 

赵赵赵赵立新立新立新立新，男，1967 年 2 月出生。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2006 年中国政

法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法律 

主要成果：《日本的法律继受与法律文化变迁》（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日本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所属学会：中国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 中国行为法学法律语言研究会 

地址：石家庄市新石南路 247 号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邮编：050091 

 

赵赵赵赵龙江龙江龙江龙江，男，1965 年生，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4 年本京都学园

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经营学 

主要成果：关于日本企业的中国进出（《日本京都学园大学学报》）。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日语教研室       

邮编：066004    

    



赵赵赵赵美美美美玉玉玉玉，女，1978 年生。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1 年获湘潭大学

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 58 号           

邮编：570228 

 

赵赵赵赵平平平平，男，1956 年 2 月生。淮海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1996 年神户学院大学

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中日文化交流 

主要成果：《日语文学作品听读与赏析》（外研社，2007）、《中外徐福研究》（中

国科技大学出版，2008）。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苍梧路 59 号                   

邮编：222005 

    

赵赵赵赵萍萍萍萍，，，，女，1965 年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2003

年获得日本国立奈良女子大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中国归国者（残留孤儿，残留妇女及其家人）的生活世界》（合著，

日本路行社，2002）、关于中国归国者（残留孤儿，残留妇女及其家人）居住生

活的研究——中日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日本家政学会杂志》，1999.5）。 

所属学会：日本家政学会、中国日语学会 

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西安大学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710128 

 

赵青赵青赵青赵青，，，，女，1973 年 3 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讲师，2008 年名古屋大学比较文化

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中世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论和歌中的通感——以“梅香”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9



年 03 期 ）））） 

地址：大连外国语学院     

邮编：116021 

     

赵蓉赵蓉赵蓉赵蓉，女，1975 年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讲师，2001 年南京大学外国语

学院日本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论日本女性语言的男性化--以句尾表现为中心（《外语教学》，2001

年第 6 期）。 

地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     

邮编：100084 

    

赵儒煜赵儒煜赵儒煜赵儒煜    ，1965 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所所长、教授，1996 年吉

林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经济学 

主要成果：《战后日本经济剖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后工业化社会

反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地理研究会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邮编：130012 

 

赵赵赵赵维维维维平平平平，男，1957 年 11 月出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1997 年大阪大学

音乐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音乐文化 

主要成果：《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音乐文化流动——赵维平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

社，2006）。 

所属学会：国际民族音乐学会、中国音乐史学会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568弄 2 号 7D                 



邮编：200040 

    

赵赵赵赵小宁小宁小宁小宁，，，，女，1970 年生，西安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005 年西安

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教育、日本民俗 

主要成果：江户时代日本公共浴堂的社会功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6.1）、

日语在协调人际关系时的几个特点（《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1.3）。 

所属学会：日本学研究会 

地址: 西安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710128 

 

赵赵赵赵秀娟秀娟秀娟秀娟，女，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6 年北京大学日语语言

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论井上靖的文学性格（《译林》，2008）、井上靖历史小说中的女性群

像。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编 ：100081    

    

赵学功赵学功赵学功赵学功，男，1966 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94 年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东亚国际关系、日美关系 

主要成果：《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所属学会：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赵赵赵赵艳华艳华艳华艳华，女，1966 年生。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1990 年获吉林大

学史学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 

主要成果：《伪满洲国的“照片内参》（副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对伪满

建国精神的剖析（《东北沦陷史研究》2002 年 3 期）。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 58 号           

邮编：570228    

    

赵赵赵赵毅达毅达毅达毅达，男，1973 生。云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2005 年获中山大学日语语言文

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武士与浮世绘（《多样性的日本》，开成出版，2003 年）、讲外语时外

国人的必要意识（《中日比较文化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地址：云南大学外语学院 东语系                                                       

邮编：650091 

 

赵赵赵赵莹莹莹莹，女，1977 年生，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天津外国

语学院日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所属学会：日本汉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 263 号      

邮编：300191 

 

    

赵赵赵赵永永永永东东东东，男 1962 年 3月生，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2000 年日本立教

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制度评析（《江苏高教》，2005 年第 6 期）、高等

教育国际化必须重视国际理解教育（《教育与现代化》2007 年 第 2 期）。      

地址：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邮编：300071    



    

赵自赵自赵自赵自瑞瑞瑞瑞，男，1934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的战争责任》、《简明日本百科全书》。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7 

 

郑北郑北郑北郑北雁雁雁雁，女，1962 年生，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1988 年吉林大学世界

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公共政策 

主要成果：《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日本的“富

民政策”（《新财经》，第二作者）。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 217 号   

邮编：116025 

 

郑汀郑汀郑汀郑汀，女，1963 年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2005 年日

本神田外语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当代商务日语听说教程 3：（中级上）学生/教师用书》（合著，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景谷东路 99弄 29 号 1402室        

邮编：200240    

    

    

郑郑郑郑洁西洁西洁西洁西，男，1981 年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助教，2006 年浙江大学

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 

主要成果：壬辰之役”借兵暹罗之策的提出（《日本思想文化研究》，2006

） 、张文熙与万历朝鲜之役的“对日进攻战略”--明廷的最初“揭巢”之议（《日



本思想文化研究》，2007）。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编：310012 

    

郑郑郑郑民民民民钦钦钦钦，男，1946 年 7 月生，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日语系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民族诗歌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和歌美学》（宁夏人

民出版社，2008）。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北方工业大学人法学院                                                     

邮编：100041 

 

郑郑郑郑蔚蔚蔚蔚，女，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2003 年日本鸟取大学农业经济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金融 

主要成果：《中日农村金融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日本农协的早 

期演进：合作制的移植、蜕变及合法化（《日本研究》2009 年第 1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日本金融学会、日本农业经济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郑郑郑郑文文文文全全全全，男，1977 年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 6 号       

邮编：116044     

    

郑郑郑郑宪宪宪宪信信信信，男，1964 年 8 月生。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语教育 



主要成果：《汉日篇章对比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郑郑郑郑艳艳艳艳，，，，女，1978 年 12 月生，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4 年大连外国语

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本历代女诗人评价》（合编，大连理工大学，2005 年 12 月）。 

所属学会：日本中国语学会、语言与交流研究会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 号               

邮编：201620    

    

郑郑郑郑毅毅毅毅，男，1962 年 12 月生，北华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05 年吉林大

学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铁腕首相吉田茂》（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吉田茂遗产研究（《山

形史学研究》，2007）。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吉林省理事历史学会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大街 15 号北华大学东亚中心           

邮编：132013 

    

郅郅郅郅锦锦锦锦，女，1970 年 6 月生。河北理工大学日语系主任、副教授。2006 年北京外

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谈当前日本学生的“休学”问题（《教学与管理》，2005）、《日本语能

力测试一级词汇速记》（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所属学会:唐山市翻译工作者协会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新华西道河北理工大学                        

邮编：063009 



 

钟钟钟钟放放放放，男，1975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讲师，2008 年东北师大外国语

学院日本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    

    

钟钟钟钟俊梅俊梅俊梅俊梅，女，1980 年生，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日语教研室助教。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谈日本教学法的变革趋势（《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8）。 

地址：浙江市杭州市舟山东路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日语教研室   

邮编：310015 

 

周周周周宝宝宝宝玲玲玲玲，女，1962 年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所

所长，2002 年日本立命馆大学经营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经营学 

主要成果：《日系企业为了在中国取得成功——不同文化经营所直面的课题》（日

本晃洋书房，2007）、中日之间的不同文化经营与不同文化的交流（《立命馆经营

学》，第 42卷第 3 号，2003）。 

所属学会：日本跨文化交流学会、日本亚洲经营学会、日本经营协会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涟源路海源公寓 1-2-201      

邮编：300122 

 

周周周周建高建高建高建高，男 1965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教授，2009 年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史、日本社会 

主要成果：《日本人善学性格分析 》、 当代中日韩知识创新比较——以专利产出



为中心（《日本学刊》，2007 年）。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周周周周洁洁洁洁，女，1963 年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1999 年日本甲南女子

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社会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中日祖先崇拜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你好，社会学---

社会学是文化学习（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所属学会：日本家族社会学会、中国民俗学会 

地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100024 

    

周周周周萍萍萍萍萍萍萍萍，，，，1975 年生，外交学院讲师，2009 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

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文化、日本文学 

主要成果：试论中日传统复仇文化——以《赵氏孤儿》与《忠臣藏》为例（《日

语学习与研究》，2008 年第 1 期）、近代日本女子学校的发展与特征 （《历史教

学》第 10 期，2007 年 10 月）。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24 号  

邮编:100037 

    

周菁周菁周菁周菁，女，1982 年 12 月生，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助教。2008 年清华

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外来语基本词汇考察——从日语教育的基本词汇出发（《日语教学与

教材创新研究——日语专业基础课程综合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民国时期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日本（《朝日总研报告》210，朝日新闻社）。 



地址：浙江杭州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310018 

    

周周周周丽丽丽丽云云云云，女，1965 年生，太原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汉语现代化受日本语词汇的影响（《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卷第 3 期）、关于日语中男女用语不同的探析（《运城学院学报》，2006 24(5)）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南内环街 189 号     

邮编：030012    

    

周周周周启启启启乾乾乾乾，男，1939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1966 年获北京大

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 （日本六兴出版社，1989 年日文版）、《东

方文化集成・日本文化编・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 年版）。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云峰楼（乙）410                                                       

邮编：300050    

    

周颂周颂周颂周颂伦伦伦伦，男，1956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2001 年日本法政大

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日本史 

主要成果：《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近代日

本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学术兼职：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12 

 

周韬周韬周韬周韬，，，，男，1968 年 3 月生，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7 年获得中国



社科院研究生院外国哲学博士学位 。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主要成果：文化冲突与丰臣秀吉的自我神格化（《日本学刊》，2007 年第 2 期）、

耶稣会早期布教与中日传统社会背景（《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 年

第 2 期）。             

所属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比较文明学会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14122    

    

周周周周维维维维宏宏宏宏，男，1957 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1990 年获南开大

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日本农业经济 

主要成果：日本农村工业化史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农村工业化论—

从日本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学术兼职：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等。 

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邮编：100089 

    

周周周周新平新平新平新平，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05 年华中科技大学外国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语教育，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日本语能力测试词汇必备 1 级》（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学术论文中非断定表现使用状况的中日对比研究（《外语教育》，2004）。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政院路 1 号    

邮编：430074 

 

周周周周英英英英，，，，女，1972 年 4 月生，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日语教研室副教授。2003 年

日本名古屋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初级阶段日语学习中常见的几个问题（《日语研究》）、从实例和误用

看日语的条件表。 

所属学会：法律语言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  

地址：上海市松江大学园区龙源路 555 号     

邮编：130012    

    

周周周周永生永生永生永生，男，1963 年 4 月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1997 年外交学院

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中日外交 

主要成果：《经济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中日和解、共荣之路》日本

侨报社，2005 年）。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24 号国际关系研究所   

邮编：100037    

    

周周周周阅阅阅阅，女，1967 年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2006 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

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吉本芭娜娜的文学世界》。 

所属学会：日本川端文学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地址：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邮编：100083 

    

周知周知周知周知，男，1977 年 3 月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助教。2005 年高崎经济大

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8 号李达三外语楼    

邮编：351211 

    



朱朱朱朱成山成山成山成山，男，1954 年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1997 年南京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班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侵华史 

主要成果：《我与东史郎交往 13 年》、《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参与撰写，社科

文献出版社，2005）。 

所属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南京市水西门大街 418 号     

邮编：210017 

 

朱朱朱朱峰峰峰峰，女，1978 年生，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2005 年获湖南大学日

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570228    

    

朱朱朱朱凤岚凤岚凤岚凤岚，女，1966 年 5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对外援助在日本国家中的地位（《世界历史》，2003 年 4 月）、中日东

海划界问题的现状及其解决前景（《当代亚太》，2005 年第 7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亚太所     

邮编：100007     

    

朱朱朱朱光明光明光明光明，男，1958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2002 年北京大学

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政治学、日本政治 

主要成果：《日本：面向 21 世纪的选择——桥本行政改革评析》（中国社会出版

社，2000）、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化政策评析（《日本学刊》，2003）。 



所属学会：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所    

邮编：100089 

 

朱朱朱朱桂桂桂桂荣荣荣荣，女，1973 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讲师，2006 年日

本御茶水女子大学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新的日本语教育视点——考量孩子的母语、在教科学习中母语的作用

——赴日不久的中国儿童学习“国语”的场合（《日本语教育》119 号，2003）。 

所属学会：日本语教育学会、第二外语学习掌握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216 信箱  

邮编：100089 

 

朱朱朱朱海燕海燕海燕海燕，女，1979 年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日英同盟对日本外交的影响（《日本学论坛》，2008 年 1 月）。 

地址：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邮编：475001 

  

 

朱朱朱朱家家家家骏骏骏骏，男，1954 年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1996 年大阪

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民俗、日本音乐 

主要成果：《神灵之音—鼓和钲的祭祀礼仪音乐》（思文阁出版、2001 年）、天籁

之声——日本传统音乐管见（《民族艺术》，2008 年 vol.24）                                                                         

所属学会：日本民族艺术学会、中国人类学会 

地址：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361005 

 



朱朱朱朱京京京京伟伟伟伟，男，1957 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2004 年日本关西大学博

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近代日中新词的创出与交流》（白帝社，2003）、《日语词汇学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所属学会：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编：100089      

    

朱朱朱朱丽君丽君丽君丽君，女，1953 年 5 月生，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日语系教师。1996 年日本

福井大学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华日本读书会。 

地址：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日语系     

邮编：310015    

    

朱朱朱朱玲玲玲玲莉莉莉莉，女，1974 年 3 月生，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2009 年南开大学日

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日本教育。 

主要成果：咸宜园和白鹿洞书院—日中私塾的比较研究（《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 

要》，2008 年 3 月）、《<叶隐>的自我教育观》（《滋贺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论 

文集》）等。 

所属学会：二宫尊德研究学会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编 ：100048 

 

朱朱朱朱绍绍绍绍文文文文，男，1915 年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1945 年东京大学经济学

部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中国经济改革---成就与展望》、《现代日本经济分析》。 

学术兼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 

地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邮编：100044 

    

朱太旺朱太旺朱太旺朱太旺，男，1957 年生，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地址：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      

邮编：611731 

 

朱朱朱朱卫卫卫卫红红红红，女，1970 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副教授，2004 年日本筑波大学文

学部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佐藤春夫的文明批判方法——《魔岛》论。 

所属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777 号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      

邮编：200433 

 

朱朱朱朱宪宪宪宪文文文文，男，1971 年生，湘潭大学日语系讲师 ，2007 年 6 月获得湘潭大学日语

系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主要成果：日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导入——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湖南农

业大学学报》，2007.06）、浅析日语寒暄语及其文化背景（《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5.04） 

地址： 湖南湘潭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11105 

 

朱朱朱朱亚亚亚亚非非非非，男，1955 年生，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 



主要成果：《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古代山东与海外交往

史》（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 

所属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中日关系史学会 

地址：山东济南市文化东路 88 号          

邮编： 250014     

 

朱朱朱朱英英英英双双双双，女，1973 年生，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讲师，1996 年辽

宁师范大学本科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主要成果：论文化的实在性及日中关系 (译文)。 

地址：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建设南一路 5 号     

邮编：110122    

 

朱朱朱朱永永永永彪彪彪彪，男，1982 年生，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讲师， 2007 年兰州大学国际政治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 

主要成果：简论日本的中亚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2007）、《日本

与中亚接近的原因探析》（《日本学刊》，2007）。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邮编：730000 

 

朱朱朱朱专专专专法法法法，男，1963 年生，山西大学旅游学院教授，2006 年立教大学旅游学士研

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旅游 

主要成果：《风景观与旅游地》、山西古塔的旅游资源评价（《观光研究》，2001

）。 

所属学会：日本观光研究学会、（日本）综合观光学会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92 号   

邮编：030006 



 

祝祝祝祝淑春淑春淑春淑春，女，1962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2001 年获南开

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日本经济政策 

主要成果： 佐藤内阁减免法人税政策及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现代

日本经济》1994 年第 4 期）、从日本经济计划看我国宏观计划新路（《财经论坛》

1994 年第 3 期）。                                                                     

所属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祝曙祝曙祝曙祝曙光光光光，男，1957 年 11 月生，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1988 年云南

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史 

主要成果：《铁路与日本近代化——日本铁路史研究》（长征出版社，2004）、难

以化解的民族积怨——战后补偿问题与日韩关系（《探索与争鸣》，2005）。 

所属学会：中日本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    

地址：苏州市环山路 21 号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邮编：215009    

    

邹邹邹邹菊菊菊菊云云云云，女，1965 年生。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1988 年获得湘潭大学学

士学位。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主要成果：宫泽贤治童话的宗教性与思想意识——以《夜鹰星座》为中心（《日

语学习与研究》，2007/01）、论日语因果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其功能（《日语学习与

研究），2000/02） 

所属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湖南省高等教育日语教学研究会 

地址： 湖南湘潭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11105 

 



邹邹邹邹洋洋洋洋，，，，男，1968 年 8 月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副教授。2006 年日本大

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研究方向：日本公共政策、日本经济。 

主要成果：“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and GDP Growth,” （Applied Economics (SSCI检索) ,  

Vol.38, No. 11，2006.6）、“Effects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on Private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Japan,” （ 《国际公共政策研究》，Vol.12, No.2， 

2008.3）。 

所属学会：日本经济政策学会、日本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学会 

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