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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含东亚研究院）

2015 年大事记

一、人事变动（2 项）

4 月 13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博士归帆正式入职；

7 月 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硕士张羽正式入职。

二、获得荣誉与奖项（11 项）

3 月，刘立老师获学校“家庭事业兼顾型”先进个人；

4 月，郭爱昕、吴毓华两位老师被评为浙江工商大学 2014 年度优秀

学生科技创新导师；

4 月,朱薇琼老师获浙江工商大学第三届“十佳教师”荣誉称号，同

时获得“最佳人气教师”称号；

5 月，贾临宇老师当选为浙江工商大学第二届“师德先进个人”,并

被推荐为浙江省第四届“师德标兵、师德先进个人”候选人；

6 月,我院在 2014 年度学校业务部门考核中获第三名；

6 月，吴毓华老师当选为浙江工商大学 2015 年度优秀教师；

7 月，我院以 100%的收费率被评为校“学生收费工作先进集体”；兰

大伟老师被评为校“学生收费工作先进个人”；

10 月，王宝平教授撰写的《近代中国日语翻译之滥觞——东文学堂

考》荣获第二届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九外杯”《日语学习与研究》

杂志优秀学术论文奖社会文化类一等奖；

11 月 3 日，孔颖老师论文《明季澳门“倭奴”辨析》获第四届澳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论文类优异奖；

12 月，贾临宇老师获校“教学名师”称号；

12 月，孔颖老师专著《走近文明的橱窗——清末官绅对日监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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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获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基础理论类二等

奖。

三、各类学术讲座（31次）

(一)百家百科（1 次）

5月 8 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向远教授，“‘译文学’

与日本文学研究”

（二） 五洲讲坛系列（3 次）

5月 14 日，日本同志社大学金明哲教授，“文章中的信息的计量与计

算”；

5月 14 日，同志社大学李长波教授，“日语的语序 SOV 的内部结构与

自由性”；

11月 12 日，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与综合科学学院教授内山精也博士,

“日本五山禅林中的西湖憧憬——万里集九心中的苏东坡和林和

靖”。

（三）日本文化名家讲座系列（6次）

4月 16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冬梅博士，“中日茶

文化的交流与比较”；

5月 12 日，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研究员，“走近古籍—

—以日本和刻本为中心”；

5 月 13 日，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科日本语言文化学专业研究

生冈野容之，“日本的傀儡子舞”；

11月 6 日，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金伟博士，“龙之介小说《罗生门》

发表一百周年---‘罗生门’的由来”；

11 月 25 日，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我院特聘教授修刚教授，“跨文

化交流视角下的中译外研究―以《今晚报》日文版翻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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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我院特聘教授韩东育教授，“关于

东亚世界的‘落差——稳定结构’”。

（四） 聆听专家的声音系列（2 次）

5 月 12 日下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日本研究所

所长铁军教授、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杨建平副主任,

“CATTI 二级翻译考试备考”；

5月 14 日，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彭广陆教授，“日汉语主观量对比研

究”。

（五） 走近日本系列（4 次）

3 月 31 日，东语学院徐磊老师，“漫谈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5 月 26 日，东语学院外教冈田重美老师，“‘造梦’的日本人——以

宫崎骏动画为例”；

6 月 2 日，东语学院外教服部美有老师，“日本的育儿方式、中国的

育儿方式”；

10 月 27 日，东语学院陈红老师，“鲁迅与日本人”。

（六）其他（5 次）

10 月 23 日，关西大学商学研究科矢田胜俊教授，“大数据科学家的

培养”；

11 月 5 日，东京经济大学副校长福士正博教授，“温暖化対策-----

日本と中国：COP21 の意義”；行距

11月 06 日，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史教研室主任王力副教授 ，“如何申

报课题”的教学午餐会；行距

11月 24~27日，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历史学者狭间直树教授,“日

中関係史—文化面を中心に”、“ 近代漢語（和製漢語）の歴史的

意義—近代東アジア文明圏の基層”、“ 中江兆民『三酔人経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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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と梁啓超『新中国未来記』—近代小説の誕生”、“ 近衛篤磨

と「支那保全」—梁啓超『清議報』編集方針の改訂”、“ 宮崎滔

天等が嵌った劉学詢の詭計—シンガポール事件をめぐって”；

12 月 17 日，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松浦章教授，“中日文化交流

の研究方法 ―これから研究を志す皆さんへ―”。

（七）集中授课（2次）

5 月 5~9 日，二松学舍大学牧角悦子教授，为日语 1201、1202 班学

生讲授《日本文学》课程；

11月 3~8 日，二松学舍大学町泉寿郎教授，为日语 1301、1302 班学

生讲授《日本文化》课程。

(八) 实务精英进课堂（8 次）

5月 12 日，杭州德普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副部经理张叔杰，“如何做好

专业规划”，宣讲对象为 2014 级日语专业学生（实务导师座谈会）；

6 月５日，日本白井ビジネス教育コンサルティ社长白井清，“日企

商务礼仪”，宣讲对象为 2012、2013 级日语专业学生（实务导师座

谈会）；

6月 29 日，“京都国际文化大使”余慧女士和浙江武义唐风清心馆馆

长陈益斌先生，“企业商务礼仪”和“工业 4.0 时代”，宣讲对象为

日语 13 级全体及杭商院 13 级日语专业全体学生；

10 月 19 日，正泰集团副总裁张益军先生，“我们与中阿经贸”， 宣

讲对象为 15 级阿语专业学生；

11月 17 日，日本奈良县纤维工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中方首席代表、中

国杭州正和经济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彩萍女士，“日语专业

人才就业前景瞻望”，宣讲对象为 15 级日语专业学生；

11 月 4 日，国际问题专家、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特约评论员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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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庆教授 ，“阿拉伯语学习和运用”，宣讲对象为 15 级阿语专业学

生；

11月 29 日，东芝信息机器（杭州）有限公司/人事处主管施玉玲，“如

何找事少、钱多、离家近的工作”，宣讲对象为 12 级日语专业学生

（实务导师座谈会）；

12月 15 日，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上海杭州分部总经理远藤克己，“日

企期望的人才—以 ANA 为例”，宣讲对象为 12 级日语专业学生。

四、举办学术活动（2 次）

5月 29~31 日，“浙江 2015 韩国文化周”活动。此次活动包括商谈与

韩国国民大学校际合作交流、韩国传统文化体验：K-pop Dance、

墨与阿里郎的梦及韩国传统文化讲座——韩国服饰及美容化妆；

6月 27 日，“高等院校日语专业电子化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我院顺利

召开，并签订课题协议书。

五、参加学术活动（17人次）

3 月 19 日，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早稻田大学日本宗教文化研

究所、蔚山大学日本语日本学科在温州大学联合主办“东亚文化交

流：以人和物的流通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王宝平老师作“明

治前期赴日中国民间文人”基调报告，李美子老师发表会议论文“浙

江石棚墓和韩国西南地区支石墓的起源问题”；

5 月 29 日，江静教授在成都参加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主办的“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思想与文

化学术研讨会”，发表会议论文“虚堂智愚墨迹东传与日本近世早

期茶道”；

6 月 12 日，周玲老师参加了由大连外国语大学意阿语系举办的“突

尼斯问题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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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吴玲教授参加了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日语教学研

究会会长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浙皖赣分会成立以来开展的活

动；

8月 7 日，吕顺长教授在日本大阪举行“清末民国初期中国的教育杂

志所见日本近代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文部科学省研究课题报告会，

王宝平老师和许海华老师分别作了“学术预流与近代留日学生研

究”、“从《浙江教育官报》看日本教育的影响”报告；

8月 21~23 日，周菁老师参加了由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主办，北京外

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承办，北京师范大学日语教育教学研

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

日本文化中心、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协办的全国

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论坛暨日语骨干教师专业发展研修会；

9月 17~19 日，郭万平老师参加了在西安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和陕

西师范大学主办、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承办的中外关

系史视野下“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并在研讨会上发表了学术报

告“‘一带一路’新发展战略视域下的浙江沿海宗教文化遗产保护

与利用”；

10月 23 日，李美子老师参加了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主办、山东大学韩

国学院承办的“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对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发

表会议论文“关于石鹏墓的南方起源说”；

10月 30 日，周玲老师参加了由大连外国语大学举办的教育部高等学

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阿拉伯语专业教学指导分

委员会；

11 月 7 日，陈红老师参加了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中国鲁迅研究会、

绍兴文理学院主办，鲁迅文化基金会绍兴分会和浙江省鲁迅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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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的“文化引擎与城市发展”鲁迅文化论坛暨“当代文化语境中

的鲁迅”学术研讨会；

11 月 4~6 日，贾临宇老师在北京参加了由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中国翻译

协会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2015 年全国高等院校日

语翻译专业师资培训”；

11 月 8 日，贾临宇老师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翻译协会和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主办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2015 年全国

日语 MTI 教学研讨会”；

10 月 17~18 日，王宝平教授与吴玲教授参加了由中国日语教学研究

会浙皖赣分会在安徽大学举办的“2015 年年会暨转型期日语教学

与研究国际研讨会”，王宝平教授作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与

中国的日语教育”基调报告；

11月 27 日，李美子老师在韩国国立全州博物馆讲堂参加了由韩国国

立全州博物馆及财团法人全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吴越与

后百济”国际学术研讨会；

12月 4 日，郭万平老师参加了由上海大学、《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举

办的“大数据时代下的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表会议论文“日

本文史类学术数据库的构建、运营和利用”；

12 月 7 日，江静教授在杭州参加了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

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会议论

文“从五山文学看日本五山禅林的饮茶风尚”；

12 月 8 日，江静教授在金华参加了由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交史研

究会主办的“第三届环东海与边疆论坛”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会议

论文“《虎丘十咏》诗跋形成及东传日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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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3项)

3 月，我院申报已久的阿拉伯语专业获教育部 2014 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批准；

3月，我院翻译硕士专业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权点

专项评估；

6月 12 日，学校下发“浙商大人〔2015〕163 号”文件，同意日本语

言文化学院更名为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下设日本语言文化系和阿拉

伯语言文化系。

七、外事活动

（一）签署协议（3项）

6月，与日本一般财团法人东北多文化アカデミー签署学术交流及学

生留学协议；

7月，与日本枥木县金谷宾馆签署海外实习协议；

12月，与京都情报大学院大学签署学生交流协议。

（二）对外交往（17 批次）

3月 11 日-12 日，我院学生参加由食品学院主办的与日本香川大学学

生交流会；

3月 12 日~23 日，日本福井足羽县立高中的青山恭子老师与山本弥生

老师带领 5 名高中生来我校进行中国文化短期研修学习；

3月 18 日-24 日，日本四天王寺大学吕顺长教授带队 4名日本学生来

我校进行中国文化短期研修；

4 月 11 日，我院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联合主办的“杭州心连心·中

日交流之窗”之“和みの場”中日大学生交流活动在流水广场举行；

4 月 16 日，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中心负责人齐藤英男教授与杨华副

教授来访，为我院报考该校研究生的学生进行笔试与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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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日本公益社团法人全国经理教育协会中国地区负责人上

田弘先生来访我院，商谈了开展日本簿记考试与社会常识考试等事

宜；

5 月 19 日，日本群马县中央学院集团国际交流中心所长八木信幸理

学博士来访我院，商议海外实习事宜；

5 月 28 日，王宝平院长会见了韩国国民大学综合艺术学院院长金勳

泰与梁承浩、李禧準两位教授，就师生互派与学术交流交换了意见。

6 月 4 日，原外教白井清先生与仲田明也先生应邀参加 2011 级本科

生毕业典礼，并致辞；

9月 11 日，日本北海道日中经济友好协会中田博幸会长一行 15 人来

访，并举办“浙江工商大学—北海道杯”演讲比赛，本次比赛由我

国中日友好协会、日本北海道日中经济友好协会主办，浙江省友协、

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与我院共同承办；

9月 14 日~27 日，日本静冈县 7 名大学生代表团来我校进行为期两周

的中国文化研修；

9 月 22 日，以日本表千家松本宝树会松本英树宗匠为团长的日中茶

道交流团一行 30 人访问我校并进行茶道表演；

9 月 30 日，京都情报大学院大学副校长寺下阳一教授与校长助理玄

哲勇先生来访，并召开留学说明会；

10月 24 日，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中心负责人齐藤英男教授与杨华副

教授来访，为我院报考该校的学生进行笔试与面试；

11月 5 日，东京经济大学副校长福士正博教授、泷泽和大研究科长、

罗欢镇教授访问我院；

11月 20 日，静冈理工科大学校长野口博教授、朱宁教授、益田正教

授、根津彰弘教授来访，商谈进一步合作交流事宜，并召开留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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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会；

12 月 4 日，日本大学生代表团 110 名学生来访，并与我院学生开展

联谊活动。

（三）留学、海外实习（28 批次）

1月 31 日~2 月 5 日，日语 1302 班朱玉莹赴日本东京参加“第九届全

国大学生日语演讲大赛”；

2月，2014 级研究生吴宪占与徐齐赴韩国首尔市立大学留学一年；

2月，2014 级研究生巩萍赴韩国学中央研究所留学半年；

3月 4 日，韩国留学生朴旻珠来我院留学，攻读亚非语言文学硕士学

位。 韩国首尔市立大学李健娥来我校交换留学一年；

3 月 10~17 日，吴玲副院长带领 31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中国大学

生代表团浙江分团赴日本友好访问，此次活动由中日友好协会主

办，日本友好会馆负责全程接待；

3 月 19 日，2013 级研究生孔媛等 7 名同学赴日本同志社大学留学半

年；

3月 26 日，2014 级研究生熊琤赴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留学半年；

3月 27 日，日语 13 级本科生孙雅典、史明川与留学预科班学生桑琼

枝赴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分别留学 1 年与 4 年（本科）；

3月 28 日，留学预科班学生孙呈卓赴日本美都里慕语言学校学习；

4月 22~28 日，华雪梅等 5名 2013 级研究生与 2014 级研究生刘丽蓉

共 6 名学生获“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资助，赴日本进行文

化考察；

4 月 16 日~5 月 19 日，我院派遣外语学院 11 级吴思晴同学赴日本枥

木县奥日光小西宾馆实习；

7月 3~7 日，2013 级研究生李岩赴日本东京参加日本伦理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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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辩论大赛；

6 月 14 日~8 月 31 日，2013 级研究生魏娜与孙荣霞分别赴日本枥木

县奥日光小西宾光与三本松茶屋实习；

7月 4~15 日，2012 级本科生黄晨晨赴土耳其卡迪尔哈斯大学交流；

7月 16 日~9 月 1 日，2012 级本科生廖书佩与卢婕赴日本枥木县金谷

宾馆实习；

8月 16~24 日，2012 级本科生王杰与 13 级本科生邹逸馨赴日参加“领

导亚洲”中日学生交流；

8 月 22 日~10 月 11 日，2012 级本科生王雅倩与 13 级本科生濮晓文

赴日本枥木县三本松茶屋实习；

9月1日，2013级本科生金卫波与袁丽金赴日本樱美林大学留学一年；

9 月 9 日，2012 级本科生 7 名与 13 级本科生 7 名赴日本四天王寺大

学留学半年；

9月 9 日，许铮铮等 4 名 2014 级研究生赴日本同志社大学留学半年；

9月 10 日，2012 级本科生 1名、13 级本科生 10 名、14 级本科生 14

名、14 级研究生 8 名赴日本同志社大学留学一年；

9月 10 日，任梦青等 4 名 2014 级研究生赴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留学半

年；

9月 18 日，岑依秦等 6 名 2013 级本科生赴日本静冈理工科大学留学

一年；

9月 25 日，2013 级 2名本科生（获得国费奖学金）与 2014 级研究生

3 名赴日本爱媛大学留学一年；

9 月 28 日，2013 级 2 名本科生（获得国费奖学金）赴日本千叶大学

留学一年；

9月，2014 级研究生田荆赴日本广岛大学留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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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2014 级研究生方亮、谢苏杭赴日本千叶大学留学一年；

10月 27 日，2012 级本科生李佳宁赴日参加“领导亚洲”中日学生交

流。

八、学生工作

（一）获奖（18 项）

2月 14 日，日语 1201 班周孝诚获日本爱媛县外国留学生演讲大赛第

一名，赛后周孝诚还接受了当地最重要媒体《爱媛新闻》专访；

5月 5 日，“恩格贝植树活动”获 2015 年校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5月 12 日，我院获 2015 年度校“情系商大，校歌飞扬”师生合唱大

赛最佳组织奖；

5月 12 日，日语协会获 2015 年校“明星社团”称号；

5 月 17 日，日语 1301 班邱吉团队、日语 1302 班邹逸馨团队分获第

五届“卡西欧杯”浙江省大学生日语配音比赛二等奖、三等奖；

6月 3 日，日语 1301 班余梦霞及日语 1302 班朱玉莹、王淑凤、徐依

莎获 2015 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

6月 13 日，日语 1201 班郭宁海获第十届中华全国日语演讲比赛（华

东赛区）二等奖；

7月 9 日，我院获 2015 年校学生收费工作先进集体；

8月 29 日，日语 1202 班陆悦主持的团队作品《杭州大刚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创业实践项目获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浙江省赛区银奖；

9 月 11 日，日语 1201 周孝诚、黄晨晨获 2015 浙江工商大学“北海

道杯”日语演讲比赛一等奖，并获赴日本北海道参加为期两周的研

修机会；

9 月 29 日，日语 1402 班 612 寝室（钱江湾生活区 27 幢）参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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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特色文明寝室大赛决赛，以“三走”达人寝室小组第一名

的成绩获“校十佳特色文明寝室”称号，该寝室公约同时获“校十

佳原创文明寝室公约”称号；

10月 27 日，我院获校“新生杯”女篮比赛亚军，创历史最好成绩；

11月 7 日，日语笔译专业 13 级研究生谢鹏获第八届 CASIO 杯中国日

语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演讲辩论大赛三等奖；

11月 14 日，我院研究生在校第三届“活力杯”研究生羽毛球比赛中

喜获佳绩：曹宇音（15 级日语笔译专业）、安康（15 级日语语言文

学专业）分获男子单打项目第一、二名；安康、高雅婷（均为 15

级日语笔译专业）获混合双打第一名，曹宇音、侯丹婷（均为 15

级日语笔译专业）获第二名；

11 月 20 日，我院设在杭州日本人学校的实践基地获校 2015 年暑期

社会实践优秀实践基地，细菌战调查研究与实践团队获优秀团队称

号；

11 月 28 日，我院获校 2015 年“女生杯”篮球赛第四名，创历史最

好成绩。

11 月 29 日，我院推选的“いい天気队”获第四届浙江省日剧 play

大赛特等奖，同时获最佳剧情奖和最佳女主角奖；我院推选“立ち

上がる仲間達队”获一等奖；

12月 11 日，日语 1301 班邱吉、日语 1401 班王鹏飞分获第二届浙江

省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一等奖，包揽了一等奖全部奖项。

（二）主要活动（9次）

4 月 28~5 月 4 日，凌玲老师带领六名本科生和一名研究生赴内蒙古

恩格贝参加第八次中日青年沙漠绿化交流活动；

5 月 26 日，翻翻动漫联合创始人、常任副总裁陈晓东先生做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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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星期二”主题沙龙，作“从校园走向社会我该如何准备”的交流；

6月 4 日，举行 2015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典礼；

9月 13日，举行 2015 级新生开学典礼暨阿拉伯语言文化系成立大会；

10月 31 日，举行“今夜星辰今夜风”——2015 年迎新晚会；

11 月 8 日，阿语系师生赴绍兴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阿语系开展交

流联谊活动；

11月 25 日，院学生会执行主席日语 1301 班邱吉和日语 1302 班班长

陈鑫磊做客“相约星期二”主题沙龙,作“学生干部如何在工作中

成长”的交流；

12 月 14 日，阿语系主任周玲老师做客“相约星期二”主题沙龙，

作“从企业人才需求角度谈大学生就业”的交流活动；

12月 23 日，阿拉伯语协会举行成立仪式，举办首次阿语角活动；

附

2015 年东亚研究院大事记

一、研究院自建工作

（一）研究院沿革与发展（共 1 项）

7 月 16 日，为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进一步发挥我校在东

亚研究与周边外交等领域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特色优势，经学校

研究，决定将“东亚关系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更名为“东亚研究与周边外交

协同创新中心"<浙商大科（2015）206 号文件>，以浙江工商大学为牵头单位，

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大学韩

国研究所等多家国内知名学术机构参与共建，以求达到聚集创新要素、提升协

同创新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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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事（共 8项）

（1）3月 3日，韩国首尔市立大学人文学院李益柱教授来我院访学，任

期为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

（2）3 月 3 日，香港大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客座教授黄锦标老师以外籍

专家的身份来我院，聘期为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3）3月 10 日，原日本四天王寺大学教授吕顺长老师调入我院工作。

（4）6 月 18 日，日本神奈川大学姚琼博士正式就职我院，任职“东亚历

史文化研究中心”。

（5）7月 16 日，王勇教授任“东亚关系与周边外交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陈小法教授任执行主任。

（6）8 月 15 日，张新朋副教授当选为新一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

事。

（7）8 月 15 日，王勇教授担任中华日本学会新一届副会长，陈小法教授

担任副秘书长。

（8）8 月 20 日，张新朋副教授当选为第一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

文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三）出版刊物（共 6 项）

（1）1月 1日《东亚笔谈》第一期，刊登王勇、松浦章、吕顺长、朱子

昊等的文章。

（2）3月 31 日，《东亚经纬》（季刊）第一期如期完成，刊登李雪威、

王海凡、尹虎、郑洁西、陈小法等的文章。

（3）3月 31 日《东亚笔谈》第二期，刊登王勇、孙文、朱子昊等的文章。

（4）6月 30 日，《东亚经纬》（季刊）第二期如期完成，刊登陈哲、吕

顺长、陈小法、姚琼、金俊、陈毅立、尹虎等的文章。

（5）9月 30 日，《东亚经纬》（季刊）第三期如期完成，刊登郭万平、

姜龙范、郜同麟、陈小法、尹虎等的文章。

（6）12 月 31 日，《东亚经纬》（季刊）第四期如期完成，刊登郝志景、

高安成日、吴锦宇、吕顺长、张新朋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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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邀赴校外作专题学术报告

（指个人专场报告，共 5 项）

（1）2015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19 日，由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历史学院主

办的“东亚世界论与汉字文化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我院王勇

教授做了以“无声的对话——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为题的主题演讲。

（2）2015 年 4月 27 日，我院王勇教授访学香港中文大学期间，应邀做

了题为“无声的交谈——以《琉馆笔谈》为例”的演讲。

（3）2015 年 5 月 8 日，陈小法教授应邀在杭州韩美林艺术馆作题为“杭

州：一座让日本人爱着的都市”讲演。

（4）2015 年 10 月 13 日王勇教授赴绍兴越秀外国语院举办了讲座、并且

与东语学院的教师围绕学术研究、课题申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5）2015 年 10 月 22 日，王勇教授应邀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做了题为“无

声的对话”专题纪念演讲。

三、参加学术会议

（指会上发表论文、报告者，共 18 项）

（1）2015 年 3 月 14 日至 15 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浙江省

中日关系史学会协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异域之眼——日本人的汉文

游记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日语楼二楼会议室召开。我院

王勇教授作了“汉文行纪与东亚笔谈”主题讲演，陈小法教授做了题为“《〈壬

申入明记〉所见之杭州商人与日本遣明使的贸易纠纷》”论文发表，张新朋副

教授做了题为“李炳宪游杭题诗解析”论文发表。

（4）2015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19 日，由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历史学院主

办的“东亚世界论与汉字文化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张新朋副

教授受邀参加此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吐鲁番、黑水城出土〈急就

篇〉、〈千字文〉残片考辨七则》的论文。

（5）3月 19 日至 3月 21 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早稻田大学

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所、蔚山大学日本语日本学科举办的“东亚文化交流：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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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的流通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温州医科大学举行。陈小法教授做了《明

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温州南麂列岛》的论文发表。

（6）4月 24 日，我院金俊副教授受韩国庆尚大学南冥学研究所的邀请，

赴庆尚大学参加了“真庵李炳宪的学问和儒教复兴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并

做了题为《近代东亚知性空间的形成——以真庵李炳宪的思想转型为例》的发

表。

（7）5 月 16 日，陈小法教授应邀赴天台县参加“天台山文化当代价值研

讨会暨天台山中华文化论坛筹备会”，会上做了“洪武五年明僧赴日求取天台

经典研究之纵横”的学术发表。

（8）6月 6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

会协办的“第三次东亚笔谈研究会——朝鲜通信使与日朝笔谈”在浙江工商大

学下沙校区日本文化研究楼 202 会议室顺利召开。张新朋副教授作了“《朝鲜

漂流日记》中的汉语字词识读”为题的基调演讲，金俊副教授以“春秋公羊学

在东亚近代转型时期的历史意义——以康有为、李炳宪的笔谈资料为例”为题

作了研究发表，外籍专家李益柱教授（尹虎博士代发表）以 “1348-1351 年

李穑的大都留学生活与笔谈”为题作了研究发表，外籍研究员黄普基老师做了

题为“必谈与避谈——东亚官员与漂流民之间的笔谈”的研究发表。

（12）8 月 14 日至 8 月 17 日，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协办的“2015 敦煌论坛：敦煌与中外关系国际

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张新朋

副教授向会议提交了《敦煌本〈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残片辑考》一文。

（13）8 月 19 日至 8 月 21 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

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张新朋副教授在会

上发表了《敦煌出土〈开蒙要训〉写卷敘录》一文。

（14）9月 15 日，浙江工商大学主办的百家百科讲坛之名人论坛----王

勇教授荣膺 2015 年度“国际交流基金奖”纪念演讲，王勇教授做了题为我与

“书籍之路”演讲。

（15）10 月 24 日至 26 日，由中国民俗学会主办辽宁大学文学院协办的

“中国民俗学会 2015 年年会”在辽宁大学召开。姚琼博士在大会发表了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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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保护的日本经验——以日本四个村落瘟神祭祀为例”的

论文。

（16）11 月 7日，陈小法教授应邀参加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第

25届年度国际研讨会“冷战后日本社会文化的变化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并作研究发表评论。

（17）11 月 7日至 8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浙江省中日

关系史学会协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后援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与创新”

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王勇教授作了题为“秦王国”小考的基调演讲，吕顺

长教授做了“王照潜返中国前致康有为等之书札”的论文发表，姚琼博士做了

“古代日本瘟神祭祀对中国文化的摄取与创新：的论文发表。

（20）12 月 19 日至 20 日，由（中）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日）

早稻田大学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所、（韩）蔚山大学日本语日本学科共同举办的

“东亚文化交流——妖异、怪异、变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隆

重召开。陈小法教授做了“妖魔化的关白——明清文人的丰臣秀吉像”的主题

演讲。

四、赴校外参加学术活动

（指学术考察、进修及合作研究，共 5 项）

（1）3月，金俊副教授赴韩国首尔市立大学交流研究一年。

（2）4月 22 至 28 日，受“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资助，东亚研

究院办公室主任薛晓梅老师携研究生共计九人赴日，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学与参

观。

（3）8月 17 日至 24 日我院与中国社科院共同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承办

的第九届中国高校教师“日本历史文化”高级讲习班于湖南长沙举行，我院王

勇教授、陈小法教授、姚琼博士、薛晓梅院办主任和谢咏研究助理参加了会议。

（4）9 月，聂友军副教授获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The Korea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国际学术交流资助项目（International Scholar

Exchange Fellowship, ISEF），将在财团全额资助下，赴韩国访学 1 年。

（5）11 月 23 日至 28 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之邀，我院老师陈小法、薛

晓梅等老师出访日本。与四天王寺大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具有悠久交流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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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机构展开位了久交流历史的本单位”资助，东亚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薛晓梅

老师携了新一轮的交流合作洽谈。

五、接受校外人员进行的学术活动

（共 5 项）

（1）3月至 8月，韩国首尔市立大学国史系李益柱教授，作为两校交流

合作的访问学者做客我院。

（2）3月，香港大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客座教授黄锦标老师来我院作

为期一年的外籍专家。

（3）3 月 11 日，省社科联科研管理处的高平先生、林男女士一行 2人来

我院调研。

（4）6月 4日，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科管处一行五人在陈名义副处长

的带领下，前来我校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进行调研座谈。

（5）12 月 16 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代表一行来访我研究院，并于当天

下午在 “心连心”中日交流之窗办公室与研究院各位老师开展座谈会。出席

本次座谈会的研究院老师有王勇院长、陈小法教授、薛晓梅主任和姚琼老师，

出席本次座谈会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代表有“日本研究·知的交流部”主任胜

田真、干事坂本尚子以及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前川智映，双方总结了本

年度东亚研究院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联合开展的各项活动，并就 2016 年

度即将展开的交流项目进行了会谈。

六、主办、承办、协办学术会议

（共 8 项）

（1）1月 3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

标项目“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杭州成功召开。

（2）1月 10 日，《历代正史中的日本传考注》商讨会在杭举行。来自郑

州大学、河南大学、日本四天王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的十余名专家

学者汇聚一堂就该书籍的凡例、题解、研究余录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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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月 23 日，“东亚笔谈研究会”顺利召开。除了浙江工商大学东亚

研究院、日语学院的师生外，还有来自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外校的

教师共计十八位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已被列为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笔谈项目的研究工作正围绕着项目课题紧锣密鼓的展

开。会上东亚研究院的王勇教授，日语学院的王宝平教授以及东亚研究院的张

新朋副教授分享了各自近期以来的工作进展。

（4）3月 14 日至 15 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浙江省中日关

系史学会协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异域之眼——日本人的汉文游记研

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日语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5）3月 19 日至 3月 21 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早稻田大学

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所、蔚山大学日本语日本学科举办的“东亚文化交流：以人

和物的流通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温州医科大学举行。

（6）6月 6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

会协办的“第三次东亚笔谈研究会——朝鲜通信使与日朝笔谈”在浙江工商大

学下沙校区日本文化研究楼 202 会议室顺利召开。

（7）11 月 7 日至 8 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浙江省中日关

系史学会协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后援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与创新”

学术研讨会在杭圆满举行。

（8）12 月 19 日至 20 日，由（中）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日）早

稻田大学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所、（韩）蔚山大学日本语日本学科共同举办的“东

亚文化交流——妖异、怪异、变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隆重召

开。

七、院(部)主办学术报告

（共 10项）

（1）6 月 16 日，作为本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东亚研究院邀请了浙江省社

会科学联合会科管处陈名义先生做了题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根源》的讲座。

（2）6 月 16 日，以东亚研究院院长王勇教授和陈名义先生“东亚军事二

人谈”对谈的形式，为学生做了“东亚研究前沿系列讲座”第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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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月 23 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韦立新教授莅临我

院，以“日本中世文化和上流阶层的‘唐物趣味’”为题做了精彩演讲。

（4）10 月 14 日，东亚艺术文化系列讲座中，日本庭院设计师白井隆先

生做了题目为“庭院文化·禅·山水”的专题讲座。

（5）10 月 21 日，东亚艺术文化系列讲座中，来自台州学院的高平副教

授、以《日本汉诗的研究路径-以日本近代诗史为中心》为题，为研究院的师

生做了专题讲座。

（6）10 月 28 日，韩美林美术馆的陈云飞副馆长在东亚与文化艺术系列

讲座中，作了题为《穿旗袍的西湖-解读百年旗袍审美文化》专题讲座。

（7）11 月 7 日，由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办，杭州心连心中日交流之窗、东

亚研究院、东语学院联合承办的“日本企业文化介绍”讲座在图书馆二楼报告

厅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的讲师主要由元丸红中国区总代表真锅忠夫先生、杭州

神钢建设机械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田川博文先生和星野度假酒店服务部负

责人闫亚光先生三位担任。

（8）11 月 11 日，来自韩国蔚山大学校人文大学鲁成焕教授在东亚艺术

文化系列讲座中，以“越境的日本神话”为题，为研究院师生做了专题讲座。

（9）11 月 12 日，由东亚研究院承办的五洲讲坛，来自早稻田大学教育

与综合科学学院的内山精也教授为研究院师生就“日本五山禅林中的西湖憧

憬”一题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10）12 月 9日，东亚艺术文化系列讲座，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

导师冉毅教授为研究院师生就“湖湘文化在东瀛的深度认知——以潇湘八景为

例”一题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八、院举办的各类活动

（共 9 项）

（1）4 月 11 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承担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联合“杭州心连心•中日交流之窗”之“和みの場”中日大学生交流互动活动

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流水广场隆重开展。

（2）6月 2日，2015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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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东亚研究院课题申报工作开始。

（3）7月 4日，2015 年度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

研究院”课题初审会于在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会议室举行。

（4）7 月 4 日，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2015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在浙

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会议室举行。

（5）7月 20 日，为促进“东亚研究与周边外交协同创新中心”事业，规

范并确保中心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

法规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等文件

精神，结合文化传承建设战略目标和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发展任务，经中心牵

头单位、核心协同单位以及参与单位代表共同讨论，决定成立“东亚研究与周

边外交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

（6）7 月 20 日，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与周边外交协同创新中心”理

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7）9 月 23 日中午，在紧张的授课时间之余，我院在 302 会议室举办了

简短的 2015 级新生见面会暨韩国留学生欢迎会。东亚研究院院长王勇教授、

陈小法教授、张新朋副教授、办公室主任薛晓梅老师、外籍专家黄普基老师、

黄锦标老师，以及 2013 级、2014 级研究生老生一起参加了见面会，见面会由

陈小法教授主持。

（8）9月 23 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公布了 2015 年

度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立项的省规划课题，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基地

项目共 5 项，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4 项。

（9）10 月 13 日，2015 年度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

研究院,通过基地专家组评审，共有 10 个课题获得基地自设课题一般项目立

项。

九、科研成果

（一）项目（共 9项）

(1)《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5卷）（王勇，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

（2）《中日文化交流史文库》40卷（王勇，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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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末维新派任务致山本宪书札考释（吕顺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近代浙江留日学生之研究（吕顺长，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5）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聂友军，国家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6）钟馗信仰东传日本及其影响研究(姚琼，浙江省教育厅项目）

（7）钓鱼岛纠纷背景下浙江省“战略前沿化”对策研究（尹虎，浙江省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

（8）《千字文》在东亚流播研究（张新朋，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9）吐鲁番出土童蒙读物研究（张新朋，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二）学术论文（共 30项）

【王勇教授】

（1）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1 期，2015 年 1月）

（2）东亚镜像中的“国清寺”（《浙江社会科学》第 11 期，2015 年 11

月）

（3）2013-2014 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第 2期，

2015 年 4月）

（4）笔谈文献之种类（王勇主编《东亚的笔谈研究》，2015 年 5月）

（5）朝鲜燕行使笔谈文献概述（王勇主编《东亚的笔谈研究》，2015 年

5月）

【陈小法教授】

（1）在华神社：日本侵华的精神毒瘤（一）（《世界知识》第三期，2015

年 2 月）

（2）在华神社：台湾地区的侵略神社(二）（《世界知识》第四期，2015

年 2 月）

（3）在华神社：东北地区的侵略神社（三）（《世界知识》第五期，2015

年 3 月）

（4）在华神社：我国其他地区的日本神社（四）（《世界知识》第五期，

2015 年 3月）

（5）温州南麂列岛与明代中日关系之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



24

年 10 月）

（6）琉球“己酉倭乱”与明代东亚局势推演之研究——兼论琉球的历史

归属（《浙江社会科学》第 11 期，2015 年 11 月）

（7）明代中日文人笔谈之研究（王勇主编《东亚笔谈研究》，2015 年 10

月）

（8）五山画僧雪舟等杨与杭州西湖，（聂友军主编《取醇集》，2015 年

11 月）

【吕顺长教授】

（1）《教育世界》的日文译者及其翻译特征（《日语学习与研究》第 5

期，2015 年 10 月）

（2）日本新近发现康有仪书札选注（《文献》第 5 期，2015 年 9月）

（3）山本梅崖与中国留学生（《一衣带水》，2015 年 10 月）

（4）《教育杂志》中有关日本教育的报道（<四天王寺大学纪要>第 59

期，2015 年 3月）

（5）康有仪致山本宪书札译注（三）（四天王寺大学纪要第 60期，2015

年 9 月）

【张新朋副教授】

（1）东亚视域下的童蒙读物比较研究——以〈千字文〉〈开蒙要训〉之

比较为例（《浙江社会科学》第 11 期，2015 年 11 月）

（2）《日藏汉文写本文献校读释例》（聂友军主编《取醇集：日本五山

文学研究》，2015 年 11 月）

（3）吐鲁番、黑水城出土〈急就篇》、〈千字文〉残片考辨七则（《寻

根》第 6 期，2015 年第 11 月）

（4）新认定吐鲁番出土〈枵子赋〉及相关残片考（《敦煌与丝绸之路—

—浙江、甘肃两省敦煌学研究会联合研讨会论文集》，2015 年 4月）

【聂友军副教授】

（1）《林纾的翻译》与钱锺书的翻译观（《粤海风》第 2 期，2015 年 3

月）

（2）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文学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第 4期，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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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出文字言说，舍疵取醇（聂友军主编《取醇集：日本五山文学研

究》，2015 年 11 月）

（4）阿斯顿《早期日本历史》解读（《日语学习与研究》第 6 期，2015

年 12 月）

【尹虎讲师】

（1）図們江北岸地域の朝鮮系住民社会と日本（国际会议论文集《北東

アジアの地域交流 古代から現代、そして未来へ》，2015 年 7月）

（2）试论钓鱼岛争端中“韩国因素”的影响（2010-2015）（《延边大学

学报》第 6 期，2015 年 11 月）

（3）巨文島事件と極東における国際情勢の変化（《日本学研究》第 9

期，2015 年 9月）

【姚琼讲师】

传入日本的钟馗信仰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第 11 期，2015 年 11 月）

（三）著述（4 项）

（1）陈小法著《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3

月。

（2）王勇编著《东亚的笔谈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 年 5

月。

（3）陈小法著《日本侵华战争的精神毒瘤：“在华神社”真相》，浙江

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月。

（4）聂友军编著《取醇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1 月。

（四）获得各类奖项（1 项）

10 月 19 日，王勇教授《书籍之路》等系列成果，获 2015 年度国际交流

基金奖。

十、学生活动（共 7 项）

（1）3月至 8月，东亚研究院迎来了来自韩国首尔市立大学的二位交换

留学生朴钟和、李健娥。

（2）3月，来自韩国的留学生朴旻珠来我院攻读硕士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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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 22 日，受“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资助，我院第二批研

究生前往日本东京，开展为期 7 天的日本文化体验活动。

（4）7月 3日至 7日，我院研究生李岩受到日本一般社团法人伦理研究

所的邀请，赴东京参加伦理研究所 70 周年纪念暨日本全国青年辩论大会，以

及日本见学活动，并作为特别嘉宾在大会上接受了现场采访。

（5）8月 16 日至 24 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邀请，通过“杭州心连心

中日交流之窗”选拔的邹逸馨、王杰同学参加了由日本日中学生交流联盟和日

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三次“领导亚洲”活动。

（6）9月，第二批来自韩国首尔市立大学的留学生崔多瑛、李智雄、郑

桓守、李健娥来我校交换学习。

（7）10 月 27 日至 11 月 3 日，李佳宁参加了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办

的 2015 年度“心連心ふれあいの場学生代表訪日研修”活动。

（8）12 月 6日至 25日，我院研究生谢咏受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邀请进行

了为期 21 天的访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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