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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李彩华 教授 

    中华日本哲学会 常务理事 

李彩华，女，1963年生，198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

系，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日本名古屋经济大学经营学部

教授。近年主持和参入以下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项

目：（1）“農の思想と地域協同・共生に関する日中共同

研究”（基盤研究 C，2010-2012年，项目编号 22520082，

主持人）；（2）“明治期＜日本哲学＞の可能性をめぐる

研究”（挑戦的萌芽研究，2012-2014 年，项目编号

24652003，主持人森下直贵教授）；（3）“『哲学大辞書』

に見る近代日本哲学の自画像―知の制度化に関する日中

共同研究”（挑戦的萌芽研究，2015-2017 年，项目编号

15K12809，主持人宫岛光志教授）。 

工作经历：苏州大学（1988-1993，助教、讲师）；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客座研究员（1993-1996）；

日本市邨学园短期大学、名古屋经济大学非常勤讲师（1996-1998）；名古屋经济大学讲师、副

教授、教授（1998-至今），曾在日本东北大学从事客座研究（2009年）。 

研究领域：日本思想史、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 

研究著作：合著《西洋哲学的研究与进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1993 年）；《日本知識

人のアジア認識》（日本北树出版社，2003 年）；《アジアと日本――平和思想としてのアジ

ア主義》（日本农文协，2007 年）。另外还参与了《中日思想史的交流与比较》（青岛海洋出

版社，1990年）；《安藤昌益・現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撰写工作。 

代表论文：“＜知の制度化＞から考える清末民初中国哲学の日本における伝達状況”（『哲

学と現代』32 号，2017 年）；“明治・大正前期における柳田國男と横井時敬の農政思想——

農本思想の近代化への対応の視点から”（『哲学と現代』28 号，2013 年）；“安藤昌益から

学ぶことを共に考える”（『公共的良識人』第 248 号；2012 年）；“梁漱溟の郷村建設理論

と日本——昭和初期頃までの関わりを中心に”（『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 4 巻第 2 号，2011

年）；“橘樸のアジア主義――満州事変以降の言説を中心に”（『年報日本思想史』第 9 号，

2010 年）；“日本人のアジアへの無関心さ・忘却を問う”（『情況』特集，2010 年）；“橘

樸の東洋的共同社会論の思想——過去から現在へ”（『哲学の現在』，2009 年）；“堺利彦

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東洋の自然観と共生のリテラシー”（『環太平洋研究』第 5 号，2002 年）；“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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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ら見た日本の近代化及び現代社会——伝統思想の継承問題にちなんで”（『環太平洋研究』

第 3 号，2000 年）；“梁瀬溟の東西文化論と文化民族主義思想”（『国際教育研究』第 18

号，1998 年）；“中国における宗教事情”（『比較文化研究』No．15，1996 年）；“『守農

大神』の目で見た現代中国の農村”（『自然と人間を結ぶ』No．139，1996 年）；“安藤昌

益の自然観——中国における現代的意義”（『状況と主体』No．240；1995 年）；“安藤昌

益の独創的哲学と中国の伝統哲学”（『安藤昌益－日本･中国共同研究－』，農文協，1993

年）等。 

【学会通知】 

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将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召开 

各位会员： 

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中华日本哲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 学术年会，拟于

2017年 11月 10日（周五）至 12日（周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省广州市）召开。现将

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思想·文化 

二、会议内容： 

    （1）学术研讨会 

    （2）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优秀成果评选与颁奖 

    （3）学会理事会与常务理事会 

三、报名时间与正式邀请函： 

凡有意参加本次学术年会的学会会员及相关专家学者，请于 2017年 5月底之前，将会议回

执单（见学会邮件通知）通过电子邮件发至会议筹备组邮箱 cssjp1981@163.com 。会议主办方

将于 6月底之前，发送正式邀请函。除特邀人员以外，参会人员在原则上都要求提交会议论文。 

四、论文要求： 

1、论文字数 8，000字左右，包括 200字左右的提要及关键词、作者简介。 

2、论文正文用五号宋体字，取脚注格式。 

3、2017 年 9月 31日前，将论文 word格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会议筹备组。 

五、会议经费：交通费与住宿费自理，如有困难者可申请免费住宿。 

六、联系人：  李海涛 秘书长（中华日本哲学会） 张燕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电话：0531-88362552   手机与微信：18905317378 

E-mail: cssjp1981@163.com   

mailto:cssjp1981@163.com
mailto:cssjp198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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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优秀研究成果 

2017 年度评选通知 

为了促进中国的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研究，鼓励会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中华日本哲学

会自 2015年开始进行“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研究优秀成果评选活动。“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

研究优秀成果奖以学会正式会员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有关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成

果为对象，每年评选一次。现将 2017年度评选活动通知如下: 

一、评选组织：中华日本哲学会学术委员会 

评选活动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会)组织进行。 

二、评选对象：中华日本哲学会正式会员出版或发表的学术成果 

出版或发表时间期限为：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 

三、评选办法：专家评选 

1.评选成果分著作类和论文类两个组别，每组分三个等级。 

每个组别可设立年度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由评选学术委员会根据每年具体情况而定。 

2.每人限报一份代表作，不可同时申报著作类和论文类。 

3.评选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初选和终选，初选由各专家匿名评选出入围者，终选由学术

委员会在入围成果中评选出一二三等级。 

4.评选费用：论文评审费 50元，著作评审费 100元。 

四、申请时间 

申请时间：2017年 4月 1日至 2017年 5月 31日。 

五、奖励办法： 

1.向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 

2.初评结果和最终评选结果将在中华日本哲学会网站和学会通讯中公示。 

六、评选工作小组： 

组长：刘岳兵 副会长   组员：孙雪梅 李海涛 

联系人：孙雪梅    邮箱：xuemei_sun@126.com 

七、请申请人将评审申报书（见学会通知）发送给联系人孙雪梅老师（xuemei_sun@126.com），

并抄送学会秘书处（cssjp1981@163.com）. 

【学会简讯】 

（一）社会团体法人证书更换 

根据民政部新规，实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和税务登记证书三证合

一，故我会于 2016年 10月 19日申请更换了新的法人登记证书。与此同时，原有的社会团体法

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和税务登记证书失效，并由民政部和地方税务局收回处理。新

mailto:xuemei_sun@126.com
mailto:xuemei_su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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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有效期为：2016年 10月 19 日至 2021年 10月 19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511000005000068127. 

（二）会费发票与税务发票申领 

2016 年 10 月 20 日，向财政部提交了使用完的会费统一票据，同时申领了新的会费统一票

据。2017 年 1 月，向挂靠单位所在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重新进行了税务登记，并在延边

州国家税务局刻制了中华日本哲学会发票专用章，领取了少量定额发票。 

（三）会刊 2016 年卷待出版 

学会新一期会刊《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研究》2016年卷得到北京工业大学刁榴理事的支持，

由北京工业大学资助出版经费，并由刁榴任这一期主编。王青会长、林美茂副会长和刁榴老师

等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目前，编辑工作已经完成，正在等待印刷出版。 

（四）接受捐赠经费 

2016 年，北京工业大学顾春理事先后以会费形式向学会捐赠 4132.60 元，用于学会开展各

项活动，特此感谢。 

【学术观点】 

（1）刘岳兵：船山史论与近代日本知识建构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1期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部分学者组织“兴亡史论刊行会”，选译世界各国有关历

史兴亡盛衰的“千古不磨的名著”，以鼓舞国民“兴国之意气”，促使国民自觉“盛衰之理”。

该丛书中收录了王船山的《宋论》(译为《宋朝史论》)。分析《宋朝史论》的翻译出版背景、

文本差异，不仅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日译汉籍文本形式的普及性、内容的多义性、取舍的选择性

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意义，也为我们探讨中日近代文化交涉史，特别是近代日本思想文化

中的“中国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2）吴光辉：“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与想象空间——以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

为中心 

    《东北亚外语研究》，2016年第 4期。 

   【摘要】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之中，“中国形象”遭遇到的最大问题，与其说是现实与想

象之间的差异，倒不如说是“中国形象”内在的一种张力、即“形象张力”的问题。就在这样

的紧张关系之下，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自中国的外部表象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家族或国民性、

美术或宗教、风俗习性、文学志趣、文化性格、地域风土等一系列领域，逐渐地构建起有别于

日本的、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现代性理论(Modernism)成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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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识分子“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与想象空间的理论基础。 

（3）刘金才：日本近世商人伦理对儒家思想的吸纳与扬弃 

    《孔学堂》，2016年第 3期。 

   【摘要】日本社会发展史和伦理思想史表明，日本近世商人伦理的建构及其对于日本资本主

义近代化的促动作用，得益于对儒家思想的吸纳、活用和扬弃。近世町人(商工)伦理对儒家思

想的理性扬弃，不仅为日本近代伦理价值观建构发挥了媒介、桥梁乃至精神动力作用，而且为

以涩泽荣一“《论语》加算盘”为代表的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商企伦理的成功建构起到了奠基作

用。  

【会员活动】 

【王 青 会长】 

1.2016年 11月参加了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的芦东山诞辰 32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在

岩手县一关市举行的芦东山纪念馆开馆 10周年纪念讲演会，并作学术报告《芦東山『無刑録』

の再評価をめぐって――徂徠学研究に関連して》。 

2.2016年 11月在东京参加了日本潮出版社《中国の文明》八卷本出版座谈会。此书是袁行

霈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版《中华文明史》四卷本的日文版。日本潮出版社南晋三社长介绍了《中

华文明史》日译本即《中国の文明》的编辑和出版经过，日方主编、早稻田大学稻畑耕一郎教

授阐述了《中国の文明》在日本的出版有益于日本从文明史角度深度了解中国，促进全球化时

代的文明融合。中文版著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玉才教授介绍了 2016 年 10 月在北京大学举行

的《中国の文明》首发式情况，香港城市大学王小林教授表示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将积

极推荐香港高校购买并采用《中国の文明》一书。 

【吴 震 副会长】 

1.专著：《阳明后学研究》（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10月。 

2.专著：《儒学思想十论——吴震学术论集》，孔学堂书局，2016年 10月。 

3.论文：《当代日本学界对“儒学日本化”问题的考察》，《社会科学》2016年第 8期 

4.论文：（校译）《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川原秀城著），《复旦学报》2016 年

第 3期，《域外新刊：主持人的话》。 

5.论文：（校译）《佐藤一齋是一位朱子學者嗎？——就〈欄外書〉的記載而談》（永富青地

著），《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37辑。 

6.《何为“东亚儒学”？》，《文汇报》2016年 9月 30日“文汇读书”。 

7.《东亚儒学：互为他者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 11月 30日。 

8.《近年来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震》，《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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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 23日。 

9.2016年 7月 13日，参加韩国忠南大学主办“在东亚儒学中韩国心学的地位”，发表《关于东

亚阳明学的若干考察——以“两种阳明学”的问题为核心》的主题报告。 

10.2016年 8月 4日，参加台湾大学主办“东亚儒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论辩与省思国际学术研

讨会”，作《东亚儒学何以必要》主题报告。 

11.2016年 9月 3日，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成立，“东亚儒学工作坊”正式启动。 

12.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韩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13AZD024）（30 万）

首席专家。 

13.2016年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重大课题”：“东亚阳明学与阳明文化研

究”（16GZGX03）（45万）首席专家。 

【江 静 理事】 

1.2016 年 8 月 27-28 日，赴哈尔滨参加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华日本哲学会联合

主办的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6 学术年会，发表论文“宋元赴日禅僧研究现状及今后的研究课题”。 

2.2016年 11月 4-5日，应邀赴北京参加由《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日本汉文古写本的整理研究”课题组共同举办的“日本汉文古写本的整理研究与中日学术交

流史”第二届写本论坛，发表题为“日本《禅林墨迹》证误举例”的报告。 

3.2016年 12月 8-9日，应邀赴台湾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的“文化交流与观

照想象：中国文哲研究的多元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虎丘十咏》诗跋形成及东

传日本考”。  

4.在研项目：《宋元赴日僧资料整理与研究》，浙江社科基金重点项目，4 万，2016-2018，主

持人。 

5.在研项目：《虚堂智愚禅师语录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1.5万，

2017，主持人。 

【新增会员】 

【张厚泉 东华大学】 

张厚泉，男，1963年生，日本杏林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日本近现代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邮箱：chou@dhu.edu.cn 

经历：1995.3，杏林大学外国语学部日本语学科毕业；1997.3，杏林大学大学院“国际协力

研究科”硕士课程毕业，学术硕士；1997.3，国立国语研究所日本语长期研修 A课程修了；2002.3，

杏林大学大学院“国際協力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学术博士；2003年以来历任东华大学讲师、

副教授、教授、系主任；2006.9，东华大学日本近现代研究中心主任；2007.9，东华大学外国

语教材开发研究中心主任；2009.9，东华大学“教育部国家级特色专业（日语专业）建设点”

mailto:chou@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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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2011.4-2013.3，明治大学客员教授；2014.4-2015.3，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

研究员；2014.6-至今，东京农工大学客员教授。 

研究方向：近代汉字抽象词语、近代日本思想 

研究成果： 

1．文字改革と表音文字化への道―日・越・中三国を中心とする対照考察.凡人社.言語と

交流.23-46.1998 

2．西周の「近代漢語」の形成に与えた影響.凡人社.言語と交流．No.3.1-21.2000 

3．近代漢語を創出した洋学者の系譜―蘭学から洋学への展開.凡人社.言語と交

流.No.4.100-118.2001 

4．漢語の増加現象と近代漢語の形成―蘭学から洋学への近代西洋文明の把握．国語学（学

会摘要）206号.89-90.2001 

5．西洋の「哲学」と東洋の「理学」―東アジア儒学社会における「哲学」の必要性.凡人

社.言語と交流.44-61.2002 

6.日中近代知識人の啓蒙思想―知識人の志向について.凡人社.言語と交流.45-58.2004 

7.語言与文化的关系.东华大学学报.Vol.05.85-86.2005 

8.「電気」という近代漢語の意味変遷.凡人社.言語と交流.58-70.2006 

9.近代汉字抽象词語的产生及其意义 .复旦大学出社 .外語教学与研究论丛

[M].208-214.2006 

10.中国における世界文学名著の翻訳について―『外国文学名著叢書選目』の翻訳を中心

にして.凡人社.文学と言葉とともに[M].45-58.2007 

11.漢字文明圏の近代化に与えた儒学の効用.凡人社.言語と交流.110-123.2007 

12.「学術」という近代漢語の成立と意義―西周の『百学連環』を中心として.凡人社.言

語と交流.72-86.2008  

13．场景设置对理解和掌握語法功能的重要性 .人民教育出版社 .品牌与标准

[M].220-233.2009 

14．「文学」の揺れ―Literatureと Rhetoricの間で―西周の『百学連環』を中心に.复旦

大学出版社.日语教学与研究论丛[M].56-64.2009 

15．中国の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文法用語の取扱について.华东理工大出版社.日本学研究

[M].452-457.2009 

16．改革开放后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与変化——基于日本内阁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

的研究.重庆出版社.西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M].332-348.2011 

17.日本文化を反映させた文法学習の指導法―「V（テ形）カラ」を例として.凡人社.言語

と交流.44-53.2011 

18.The Curriculum Reform & Features of Japanese Language Dep. in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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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by the example of Japanese Language Dep. in Donghua University.Information 

Teachnology and Education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Inc., 376-383.2011 

19.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漢字字種と語彙の選定―N3・N2 を中心に.凡人社.言語と交

流.110-122.2012 

20.西周の造語の近代性―「哲学」を中心に.华东理工大出版社.日语教学与日本文化研究

究.131-137.2014 

21.「難民」とフィルモア大統領国書の翻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論集～アジア学の

最前線.2015.6 

22.西周の翻訳と啓蒙思想（その一)――朱子学から徂徠学へ、百学連環に至るまで.东京

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論集～アジア学の最前線.2015.7 

23.西周の翻訳と啓蒙思想（その二)――朱子学から徂徠学へ、百学連環に至るまで.东京

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論集～アジア学の最前線.2015.7 

24.「電気」の意味変遷と近代的な意義――A.コントの「三段階の法則」の視点を中心に.

言語事実と観点 Vol36,69-95.Yonsei University.2015.11 

【邓习议 湖南师范大学】 

邓习议，男，1970年生，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邮

箱：d0101@126.com 

经历：2003.09－2006.06，湘潭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6.09－2009.06，

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15.10－2015.12，日本东京大学，客员

研究；2009.08－至今，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广松哲学、日本思想史 

研究成果：（1）专著《四肢结构论——关系主义何以可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2）[日]广松涉，邓习议译，《唯物史观的原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3）[日]

广松涉，邓习议译，《资本论的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日]中野英夫，邓习

议译，宇野理论与广松涉的价值概念，《晋阳学刊》2010年 2期；（5）[日]广松涉，邓习议译，

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性重构，《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学者卷》，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4年；（6）[日]良知力，邓习议译，赫斯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坐标轴吗，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学者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资

本论的广松式解读，《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3期；（8）关于广松涉“四

肢结构”之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理论探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

（9）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 3期；（10）实体主

义批判——广松涉哲学视域中的西方哲学，《河北学刊》2009 年第 1 期；（11）广松涉对胡塞

尔现象学的批判及其克服，《世界哲学》2007年第 1 期；（12）从“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

mailto:d010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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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松哲学的社会背景，《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13）「廣

松渉と日本哲学」の研究，東京大学哲学研究室『論集』2015年度 34号。 

【林子博 上海交通大学】 

林子博，男，1985年生，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

师，邮箱：Zibo_lzb@sjtu.edu.cn 

经历：2004.9-2008.7，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2006.10-2007.8，长崎大学环境科学

部（NISP短期留学项目）；2008.10-2009.3，京都大学教育学部（硕士预科）；2009.4-2011.3，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硕士课程；2011.4-2015.3，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博士课

程；2015.9-至今，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教育史、日本近代思想史 

研究成果：1.《中国における日本道徳教育研究の現状と展望》，《2015年度東アジア若手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論文集》，42-45 页，2016 年；2.《森有礼文政期の

＜倫理＞科教科書＜布氏道徳学＞の考察――日本弘道会誌上の批判に着目して》，《京都大

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第 61期，2015年；3.《道徳の標準を求めて――明治日本の道徳

教育》，《2014年度京都大学南京大学社会学人類学若手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論文集》，49-54

页，2015 年；4.《森文政期における＜倫理＞と＜道徳＞のあいだ――＜倫理書＞と＜布氏道

徳学＞を手がかりに》，《教育学研究》第 80（4）期，491-502页，2013年；5.《雑誌＜国民

之教育＞にみる道徳教育――森文政期における＜倫理書＞編纂過程の再検討》，《日本の教

育史学》第 55 期，6-18 页，2012 年；6.《森文政期における雑誌＜国民之教育＞の書誌的考

察》，《教育史フォーラム》第 7 期，19-32 页，2012 年；7.《近世武士の忠誠観における公

と私――士道論と＜葉隠＞を中心に》，《教育史フォーラム》第 5期，2-20页，2010年。 

【宋琦 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 

宋琦，女， 1987 年生，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邮箱：

souqi37766@outlook.com 

经历：2007 年 9 月-2011 年 7 月，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本科）；2011 年 9 月-2014

年 7 月，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硕士）；2011 年 12 月-2012 年 8 月，内蒙古大

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学秘书；2012 年 10 月-2013 年 8 月，东京外国语大学交换留学；2014 年

7 月-2015 年 3 月，上海祥越纺织有限公司日本部；2015 年 4 月-2016 年 3 月，日本综合研究大

学院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国际日本研究专业研究生；2016 年 4 月至今，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

学文化科学研究科国际日本研究专业博士生。 

研究方向：日本江户时代的神儒佛三教思想 

研究成果：2016 年 12 月“三圣图･三酸图中的三教思想”，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论坛，

mailto:Zibo_lzb@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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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发表；2017 年 4 月<荻生徂徕汉诗中的世界想象>，《大阪府立大学人文学论集》（33），

共著论文，预刊载。 

【常潇琳 东京大学】 

常潇琳，女，1990 年生，东京大学法学部大学院在读博士，邮箱：changxiaolin1990@163.c

om 

经历：2008-2012，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2012-2015，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2015-

2016，东北师范大学日语集训；2016-至今，东京大学法学部大学院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思想研究 

【刘莹 北京大学】 

刘莹，女，1990 年生，北京大学在读博士，邮箱：liuying19900925@163.com 

经历：内蒙古大学本科毕业，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北京大学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东亚儒学 

【耿子洁 中国人民大学】 

耿子洁，女，1988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林美茂教授，邮

箱：gengzijie.love@163.com 

经历：2007.9-2011.6，河北大学哲学系本科；2011.9-2014.6，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

士；2013.9-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日本近代哲学、和辻伦理学、日本汉学 

【黄世军 中国人民大学】 

黄世军，男，1986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林美茂教授，邮

箱：mars.13756@163.com 

经历：2005.9-2009.6，华侨大学文学院本科；2011.9-2014.6，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硕士；

2014.9-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在读；2015.3-至今，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在籍。 

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中日思想交流史 

【全定旺 中国人民大学】 

全定旺，男，1990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林美茂教授，邮

箱：1024371534@qq.com 

经历：2008-2012，东北师范大学本科；2013-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思想 

mailto:gengzijie.lov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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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淼 中国人民大学】 

赵淼，女，1984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林美茂教授，邮箱：

jossieness@live.cn 

经历：2002-2006，上海交通大学本科；2010-2013，中国人民大学硕士；2013-至今，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西田几多郎哲学、京都学派 

【王杏芳 中国人民大学】 

王杏芳，女，1990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邮箱：930234070@qq.com 

经历：2009-2013，吉林大学本科；2013-2016，中国人民大学硕士；2016-至今，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院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中国哲学、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葛诗嫣 中国人民大学】 

葛诗嫣，女，1990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邮箱：ego_0621@139.com 

经历：2009-2013，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宗教学学士；2013-至今，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儒教、宗教社会学、日本儒教思想 

【黄心成 中国人民大学】 

黄心成，女，1993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邮箱：65333335@qq.com 

经历：2011-2015，浙江理工大学本科；2015-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老庄道家思想 

【韩光芳 中国人民大学】 

韩光芳，女，1992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邮箱：735195805@qq.com 

经历：2011-2015，许昌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5-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中国哲学、日本儒学 

【裴健智 中国人民大学】 

裴健智，男，1990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邮箱：458563930@qq.com 

经历：2010-2014，鲁东大学本科；2015-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中日哲学比较 



 12 

【吴争先 中国人民大学】 

吴争先，男，1993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生，邮箱：2580699519@qq.com 

经历：2011-2015，武汉大学本科；2015-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日本汉学、日本思想史 

【王茂林 中国人民大学】 

王茂林，女，1989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邮箱：747600165@qq.com 

经历：2008.9-2012.6，四川大学本科；2012.8-2015.7，百胜餐饮（有限）公司；2016.9-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日本汉学、日本思想史 

【李立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立业，男，1992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王青研究员，

邮箱：ritsu1028@163.com 

经历：2012.09-2016.07，北京工业大学日语专业本科；2016.09-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日本哲学、思想 

【方炳星 山东大学】 

方炳星，男，1988 年生，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李海涛副教授，邮箱：fangbingxing499@163.com 

经历：2009.09-2011.07，福建工程学院大学本科；2016.09-至今，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

学院宗教学系宗教学专业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东亚宗教 

【张舒晴 山东大学】 

张舒晴，女，1994 年生，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李海涛副教授，邮箱：1308735713@qq.com 

经历：2012.09-2016.07，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大学本科；2016.09-至今，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宗教学专业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东亚宗教 

 

 

mailto:ritsu1028@163.com
mailto:fangbingxing499@163.com
mailto:130873571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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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怡然 北京工业大学】 

姚怡然，女，1994 年生，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刁榴副教授，邮箱：yaoyiran@emails.bjut.edu.cn 

经历：2012.9-2016.6，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本科；2016.9-至今，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学界成果】 

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成果目录·2015 

总论 

【哲学·思想】 

1.【题目】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2015 / 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 

【出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2.【题目】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 / 王青 主编 

【出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3.【题目】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和研究 / 史少博 [日]土田健次郎 许家晟 

【出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4.【题目】日本平安时代平民的现世思想 / 郭艺惠 

【出处】福建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5.【题目】第四届中日哲学论坛综述 / 贺雷 

【出处】《哲学动态》，2015年第 3期，第 104-105页。 

6.【题目】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深刻思想根源——明治维新后日本侵华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 吕

耀东 

【出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 14期，第 6-18页。 

7.【题目】对谈：日本哲学的成立、意义与展望（代序） / 卞崇道 vs林美茂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1-10页。 

8.【题目】未名庐学记：卞崇道及其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管窥 / 刘岳兵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13-24 页。 

9.【题目】东亚与哲学——20世纪 30年代的对立与互动 / [日]高坂史朗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177-190页。 

10【题目】中日哲学思维方式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 李海涛报道 

mailto:yaoyiran@emails.b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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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东亚宗教》，第一辑，2015年，第 157-162页。 

【宗教总论】 

11【题目】伪满时期日本殖民者对中国东北的宗教侵略 / 陈闻雪 

【出处】黑龙江大学，宗教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12【题目】宗教生死观对于近代中日自杀作家的影响 / 郑琪 

【出处】苏州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13【题目】宗教哲学视角下德日对待二战的不同态度的原因之比较分析 / 孙翀 

【出处】《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 4期，第 105-109页。 

14【题目】战后日本社会变迁中的新宗教 / 王新生 

【出处】《日本学刊》，2015年第 6期，第 74-92页。 

15【题目】日本社会的宗教特征 / [日]高桥典史 

【出处】《宗教人类学》，2015年刊，第 361-375页。 

16【题目】专题前言:现代日本的宗教与社会的最前沿——与东亚的对话 / [日]藤野阳平 著，

MORI Kainei 译 

【出处】《宗教人类学》，2015年刊，第 357-360页。 

17【题目】全球化的日本宗教——日本宗教的海外传播与外来宗教的日本传播 / 高桥典史 李

贤京 星野壮 川崎希实 著，姜娜 译 

【出处】《宗教人类学》，2015年刊，第 440-463页。 

18【题目】从《东京教父》窥见日本人的宗教观 / [日]小林千惠 王乃真 

【出处】《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年第 Z1期，第 193-198页。  

19【题目】日本宗教法治体系研究 / 冯玉军 

【出处】《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2期，第 99-110页。  

20【题目】《大北新报》与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利用与宣传 / 张瑞 

【出处】《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 12期，第 12-14页。 

21【题目】彝族与日本传统宗教之灵魂观比较研究 / 徐秋平 蔡华 

【出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2期，第 32-37 页。  

22【题目】井上圆了与蔡元培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 / 王青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232-241页。 

23【题目】日本宗教右翼势力抬头 / 蓝建中 

【出处】《学习时报》，2015年 9月 24日，第 002版。  

24【题目】近代中日知识分子的宗教观——以西村茂树和梁启超为中心 / 葛睿 

【出处】《陕西教育(高教)》，2015年第 9期，第 9-11页。  

儒教 

【总论】 

1.【题目】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 / 吴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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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2.【题目】德川日本的中国想象：传说、儒典及词汇的在地化诠释 / 吴伟明 著 

【出处】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3.【题目】学术思潮与日本近代论语学 / 张士杰 著 

【出处】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4.【题目】《论语》与近代日本 / 刘萍 著 

【出处】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5.【题目】19世纪以来“儒学日本化”问题史考察:1868—1945 / 吴震 

【出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5期，第 1-21页。  

6.【题目】古代以来《论语》在日本的接受、传播与研究史述 / 瞿莎蔚 邓亚婷 王冰菁 

【出处】《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期，第 27-33页。 

7.【题目】首部探究日本社会深层的历史专著——读李卓《“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社会

史视野的文化考察》 / 王金林 

【出处】《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 6期，第 59-61页。 

8.【题目】基于日本儒学管窥日本文化特质 / 李桂玲 

【出处】《鄂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 11期，第 53-55页。  

9.【题目】从电视剧《笃姬》看日本人的“忠”与“孝” / 郭燕燕 

【出处】《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12期，第 132-134 页。 

10【题目】基于女性亲身体验的儒教批判和经世济民思想 / [日]别所兴一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143-150页。 

11【题目】《论语》在近代日本的多面相 / 钱婉约 

【出处】《中华读书报》，2015年 11月 18日，第 18版。 

【阳明学】 

12【题目】梁启超与近代中日阳明学 / 李亚 

【出处】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 年博士学位论文。 

13【题目】何谓“日本阳明学” / 邓红 

【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4期，第 153-166+172页。 

14【题目】论阳明学对幕末日本变革的影响 / 曾添 许风云 

【出处】《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5期，第 35-39页。 

15【题目】当代日本阳明学研究的新路径——评山田方谷研究的两本新书 / 钱明 Chi Zhen 

【出处】《孔学堂》，2015年第 1期，第 71-77+204-214页。 

16【题目】一生践行阳明精神的冈田武彦先生 / 钱明 

【出处】《贵州文史丛刊》，2015年第 1期，第 5-9页。 

17【题目】简析中江藤树的格物致知论 / 张捷 

【出处】《孔子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133-138页。  

18【题目】从《翁问答》看中江藤树的儒佛观 /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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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 5期，第 56-58页。 

19【题目】试论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的阳明学观——兼论近代日本阳明学思潮的影响 / 李亚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88-103页。 

【贝原益轩】 

20【题目】贝原益轩的思想研究 / 黄嗦咪 

【出处】山东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21【题目】日本江户时代的朱子学受容——以贝原益轩的天道思想为例 / 王杰 

【出处】《外国哲学》，第二十九辑，2015年，第 132-144页。 

【伊藤仁斋】 

22【题目】从伊藤仁斋“道论”的重构来看德川儒学“反朱子学”之特色 / 吴震 

【出处】《河北学刊》，2015年第 4期，第 7-16页。  

23【题目】伊藤仁斋对《大学》与《中庸》的“去四书化” / 董灏智 

【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6期，第 113-116 页。  

24【题目】朱舜水与伊藤仁斋实学思想的最终定型——兼谈东亚的实学交流 / 董灏智 

【出处】《黄海学术论坛》，2015年第 1期，第 58-69页。  

25【题目】关于伊藤仁斋的同志会的几点讨论 / 张晓霏 

【出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1期，第 96-100页。  

26【题目】伊藤仁斋的德本主义 / 张晓霏 

【出处】《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 3期，第 59-63页。 

27【题目】日本接纳《易经》的一个侧面——以伊藤仁斋的《易经》解释为中心 / [日]土田健

次郎 

【出处】《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 4期，第 39-43页。  

28【题目】日本江户时期伊藤仁斋《大象解》探析 / 史少博 

【出处】《阅江学刊》，2015年第 3期，第 124-130页。  

29【题目】伊藤仁斋的理想国 / 张天 

【出处】《商》，2015年第 20期，第 123页。 

30【题目】伊藤仁齋詮釋《中庸》之盲點 / 唐格理 

【出处】《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5年第 1期，第 1-24頁。 

31【题目】试论伊藤仁斋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阐释——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 / 连凡 

【出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 8辑，2015年，第 209-235页。 

32【题目】试论伊藤仁斋人性思想的主要内涵和意义 / 殷国梁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341-351页。 

【山崎暗斋】 

33【题目】山崎闇斋学派的朱陆观——以佐藤直方为中心 / 关干雄 刘盼 申绪璐 

【出处】《朱子学刊》，2015年第 1期，第 12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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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题目】日本山崎闇齋學派的「中國∕華夷」論探析 / 藤井倫明 

【出处】《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5年第 1期，第 193-230頁。 

35【题目】从“暗斋学派”的华夷论争中看到的本国意识——浅见䌹斋与佐藤直方的中国论 / 严

锡仁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133-142页。 

【藤原惺窝】 

36【题目】论藤原惺窝的儒学思想 / 朴锋俊 

【出处】延边大学，外国哲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37【题目】藤原惺窝伦理思想探析 / 王明兵 

【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期，第 117-120页。 

38【题目】藤原惺窩的東亞觀――對明朝、朝鮮、安南三國的省視 / 王明兵 

【出处】《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5年第 2期，第 21-48頁。 

【二宫尊德】 

39【题目】论二宫尊德的江户时代秩序观 / 唐菲 

【出处】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40【题目】二宫尊德研究系列著作翻译出版述评 / 关捷 

【出处】《大连大学学报》，2015年第 4期，第 141-144页。  

41【题目】二宮尊德的農業倫理觀 / 山內友三郎 

【出处】《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5年第 2期，第 235-258頁。 

【朱舜水】 

42【题目】朱舜水儒学对德川光国思想的影响 / 尹朱研 

【出处】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43【题目】朱舜水“拜官不就”与“明征君”称号——兼涉“甲午战争”前后的“复明”舆论/ 

韩东育 

【出处】《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127-140页。 

44【题目】朱舜水与明朝服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 竺小恩 

【出处】《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 年第 4期，第 46-52页。  

【林罗山】 

45【题目】试论林罗山的理学思想 / 权丽春 

【出处】延边大学，外国哲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46【题目】江户儒者林罗山与朱子学的官学化 / 傅霞 朴彦 

【出处】《日语教育与日本学》，2015年第 2期，第 134-144页。 

47【题目】唐代排佛论对林罗山神道思想中的排佛思想影响——以《怪谈全书》中傅奕的排佛

观为中心 / 张葹 

【出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6期，第 27-33页。  

【山鹿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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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题目】江户前期儒学者山鹿素行古学思想研究——以《山鹿语类》为中心 / 王起 

【出处】河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49【题目】论山鹿素行《中朝事实》中体现的自他认识 / 黄薇姗 

【出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50【题目】简析山鹿素行的格物致知论 / 张捷 

【出处】《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 1期，第 107-113页。 

51【题目】论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关于“华夷思想”的谬误 / 范业红 

【出处】《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88-94页。 

52【题目】山鹿素行“异端对策”成立的再检讨 / 窦兆锐 

【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期，第 122-126页。  

【古学派】 

53【题目】日本儒学对中国儒学的“态度”——古学派对古圣贤孔孟之学及朱子学的不同理念 / 

阿里木·托和提 

【出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 7辑，2015年，第 173-184页。 

54【题目】荻生徂徕之古文辞学与世界认知 / 陈毅立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4期，第 66-73页。 

55【题目】荻生徂徕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治理思想 / 杨立影 

【出处】《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2期，第 28-32页。  

【其他】 

56【题目】日本近世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研究 / 张玲玲 

【出处】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 年博士学位论文。 

57【题目】关于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华夷之辨”思想演变的研究 / 范业红 

【出处】东北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58【题目】近代日本兰学研究 / 刘智 

【出处】贵州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59【题目】佐久间象山的中国认识 / 孙欢 

【出处】湖南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60【题目】由「華夷變態」向「脫亞入歐」轉進之文化意味 / 周頌倫 

【出处】《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5年第 1期，第 143-166頁。 

61【题目】《易經》在近世琉球的流傳概述 / 吳偉明 

【出处】《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5年第 2期，第 1-20頁。 

62【题目】水户藩的儒教喪祭禮儀文獻 / [日]吾妻重二 胡珍子 

【出处】《历史文献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109-128页。 

63【题目】“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论朱熹鬼神观兼及江户儒者的质疑 / 傅锡洪 

【出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3期，第 10-17页。  

64【题目】儒学言说在明治时期变化 / 市来津由彦 韦佳 

【出处】《世界哲学》，2015年第 3期，第 120-128+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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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题目】日本“江户三学”中的中国认识辨析 / 赵德宇 

【出处】《世界历史》，2015年第 4期，第 88-100+159-160页。 

66【题目】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之兴盛及其原因 / 蔡忠良 

【出处】《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 4期，第 138-142页。 

67【题目】日本“物哀”审美的近世色彩:义理与人情的博弈 / 勾艳军 

【出处】《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年第 4期，第 84-88页。 

68【题目】洋学视域中的“和魂洋才” / 金钟哲 

【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5期，第 123-128 页。 

69【题目】明清鼎革与德川日本的“中华主义” / 张丹丹 

【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6期，第 121-124 页。 

70【题目】儒学与日本近代思想序论——以西晋一郎为例 / 刘岳兵 

【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期，第 6-13页。 

71【题目】“共同体论”与“儒教社会主义论”——以谷川道雄、沟口雄三的“公”“私”言

说为中心 / 葭森健介 徐谷芃 

【出处】《江海学刊》，2015年第 6期，第 29-40页。 

72【题目】简论“实学”作为日本近代政治转型的思想基础 / 贺雷 

【出处】《世界哲学》，2015年第 6期，第 130-137页。 

73【题目】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大义名分”与公私观念 / 王猛 

【出处】《黑河学院学报》，2015年第 6期，第 110-113页。 

74【题目】石田梅岩的三教合一思想 / 韩立红 

【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6期，第 14-19页。 

75【题目】横井小楠中庸思想之研究 / 陈毅立 

【出处】《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 6期，第 28-36页。  

76【题目】《兰学事始》与三个时代的兰学 / 许美祺 

【出处】《日本研究》，2015年第 4期，第 88-95页。 

77【题目】森有礼思想述论 / 崔世广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151-159页。 

78【题目】安藤昌益的男女观 / 陈化北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160-169页。 

79【题目】关于安藤昌益的自然观研究 / 孙彬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170-181页。 

80【题目】以“仁义”为核心的石田梅岩“俭约”思想 / 黄世军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352-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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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题目】浅论福泽谕吉的文明观 / 贺雷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33-46 页。 

佛教 

1.【题目】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卷）日本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 20世纪） / 王颂 著 

【出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2.【题目】佛教育中日两国历史文化 / 杨曾文 著 

【出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3.【题目】多元文化身份的禅者：日本中世五山僧绝海中津研究 / 任萍 著 

【出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4.【题目】镰仓时期的日本净土宗流派研究 / 许星凯 

【出处】延边大学，外国哲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5.【题目】对日莲国家观的考察 / 杨宇慧 

【出处】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6.【题目】禅学思想对日本现代服饰的影响研究 / 张莹 

【出处】浙江理工大学，设计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7.【题目】佛教心理学研究最初的尝试——读井上圆了《佛教心理学讲义》 / 满达 

【出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2期，第 94-96页。 

8.【题目】日本中世禅僧的“庄子”接受——以中岩圆月为例 / 吴春燕 

【出处】《殷都学刊》，2015年第 2期，第 86-91页。 

9.【题目】日本中世建筑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以寺院建筑为主 / 上野胜久 包慕萍 唐聪 

【出处】《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5年第 2期，第 83-96页。 

10【题目】中日古代女性的文学书写与佛教——以朱淑真与藤原道纲母为例 / 陈燕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27-35页。  

11【题目】《法华经》灵验记中的女性信仰故事及其在东亚的传播 / 李铭敬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11-19页。 

12【题目】大乘佛典中女性反驳男性的故事——对日本女性文学的影响 / [日]石井公成 霍君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20-26页。 

13【题目】杨仁山居士在甲午战后对日本净土真宗的批判 / 沈文星 姚彬彬 

【出处】《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 2期，第 104-108页。 

14【题目】日本佛教美术的发展演变——以飞鸟、奈良、平安时代为例 / 尹娜 

【出处】《法音》，2015年第 2期，第 52-55页。 

15【题目】日本剪影——稀释于汉传佛教的大和魂 / 陈世和 

【出处】《贵阳文史》，2015年第 2期，第 93-94页。  

16【题目】入唐僧圆珍:日本天台宗寺门派之祖 / [日]佐藤长门 王海燕 

【出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3期，第 112-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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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题目】近代日本天皇制下的佛教改革——田中智学与日莲主义运动（1880-1904） / 梁明

霞 

【出处】《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 3期，第 9-16页。  

18【题目】《庄子》在日本中世禅林的流传与接受 / 吴春燕 

【出处】《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 3期，第 67-72页。  

19【题目】“佛教音乐”概念的形成与日本佛教音声传统改革 / [日]新堀欢乃 

【出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 3期，第 94-104页。 

20【题目】日藏《释氏要览》室町钞本与庆长刊本考述 / 杨志飞 

【出处】《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 4期，第 99-106页。 

21【题目】禅宗美学思想对日本茶具的影响—以茶陶为中心的探讨 / 许亮 

【出处】《中国陶瓷》，2015年第 5期，第 92-94+98 页。 

22【题目】五山学问僧义堂周信研究——依《空华日用工夫略集》所记 / 任萍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114-119页。 

23【题目】1920年代的中日佛教交流——以东亚佛教大会为中心的考察 / 梁明霞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120-127页。 

24【题目】沿海航运的繁荣:近代日本金毗罗信仰传承的社会条件 / 宋宁而 

【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5期，第 50-58页。 

25【题目】论近代日本新佛教运动重提“大乘非佛说”的历史意义 / 梁明霞 

【出处】《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 6期，第 108-116页。 

26【题目】从政教关系看佛教的中国化与日本化——以禅宗与日莲宗为例 / 任婷婷 

【出处】《世界民族》，2015年第 6期，第 86-96页。  

27【题目】昙鸾对国外净土宗佛教的影响 / 陈扬 

【出处】《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 6期，第 124-127页。 

28【题目】抗战时期中日两国佛教界关系述评 / 许效正 

【出处】《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 6期，第 171-175页。  

29【题目】日本盂兰盆节的历史演变和宗教影响 / 徐嘉 

【出处】《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 7期，第 206+209 页。 

30【题目】浅谈日本的佛教 / 董江洪 

【出处】《时代教育》，2015年第 13期，第 197+202 页。 

31【题目】分析高度发达的日本依然还有众多神社佛寺的原因 / 赵亭 

【出处】《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 24期，第 196 页。 

32【题目】道元对禅门四句教的修正与发展 / 魏常海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194-201页。 

33【题目】现代生态运动中东方传统思想的价值与局限——龟山纯生论日本佛教生态思想的现

代意义 / 冯雷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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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6-293页。 

34【题目】日本佛教的“报恩”教义及其在劳动伦理形成中的作用 / （俄）柳波芙·卡莱洛娃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153-163页。 

35【题目】印度哲學關于“無”與“有”的論爭——兼論日本“批判佛教”如來藏觀“有”的

邏輯 / 孫晶 

【出处】《佛教文化研究》，第一辑，2015年，第 352-368页。 

36【题目】日本的战争责任与净土真宗的关联性研究 / 陈毅立 

【出处】《东亚宗教》，第一辑，2015年，第 89-99页。 

37【题目】道安与最澄的戒律观与中日佛教 / 张文良 

【出处】《第四届三禅会议论文集（上）•道安法师研究》，明海 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

版社，2015年，第 316-323页。 

38【题目】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读张文良先生《“批判佛教”的批判》 / 韩焕忠 

【出处】《闻是佛学研究》，2015年刊，第 263-268页。 

39【题目】中日学者探讨《法华经》与东亚佛教 /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 11月 12日，第 008版。 

40【题目】第 15次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 

【出处】《法音》，2015年第 12期，第 68-69页。  

41【题目】明治时代一名日本“间谍僧侣”试图配合军方侵占中国西藏的“自白书” / 胡稹 方

晓路 

【出处】《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76-82页。  

42【题目】即非如一在京都:晚明清初黃檗宗僧人的異國佛教藝術巡禮 / 廖肇亨 

【出处】《新国学》，2015年第 2期，第 21-46页。 

43【题目】《雪窦录》宋元本旧貌新探:以东亚所藏该录稀见古版为中心 / 商海锋 

【出处】《文献》，2015年第 3期，第 3-15页。 

44【题目】日本古代的国分寺与律令制国家 / 董科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63-70页。  

45【题目】日本密教与大理密教之关系——通过密教文物之视角进行考察 / ？ 

【出处】《日本日本文化理解与日本学研究》，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编，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5年第 1版。 

神道教·道教 

1.【题目】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 / 刘岳兵 主编 

【出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2.【题目】国家神道与日本人 / [日]岛薗进 著，李建华 译 

【出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3.【题目】外国民族宗教（第三编：神道教） / 黄陵渝 邱永辉 色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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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4.【题目】论伪满洲国的日本神道“国教化” / 李慧 

【出处】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5.【题目】日本神道教的变迁——以国家神道的前后为中心 / 季美娜 

【出处】西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6.【题目】关于神道对日本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 / 陈龙 

【出处】云南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7.【题目】宫崎骏动画艺术中的神道教文化探寻 / 张鑫 

【出处】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艺术学理论专业，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8.【题目】日本神祇信仰下巫女至艺伎的历时性研究 / 吴庭 徐德明 

【出处】《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 1期，第 55-62页。 

9.【题目】日本企业文化和神道 / 郑丽霞 

【出处】《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期，第 46-49+91页。  

10【题目】战后七十年日本神道的历史变迁 / 赵刚 

【出处】《日本研究》，2015年第 3期，第 69-76页。 

11【题目】日本伊势神宫式年迁宫的镇地祭研究——以五色御币和白鸡为中心 / 刘琳琳 

【出处】《大连大学学报》，2015年第 4期，第 12-18页。  

12【题目】传统建筑的活态保护——以日本伊势神宫的神明造为例 / 张琪 

【出处】《中国名城》，2015年第 4期，第 78-83页。 

13【题目】“神道教”文化对日本动画的陶染 / 孟桂颖 

【出处】《设计艺术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83-87页。 

14【题目】日本神道教与泛家族规则关联探究 / 奚欣华 

【出处】《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期，第 37-44页。  

15【题目】浅谈日本神道教对日本的影响 / 张惠 

【出处】《留学生》，2015年第 6期，第 49页。  

16【题目】从《源氏物语》看日本传统的自然审美观研究 / 刘锡彤 

【出处】《品牌(下半月)》，2015年第 12期，第 262-263页。 

17【题目】日本人的“神道信仰”与“历史认识”的误区 / 席卫国 

【出处】《跨语言文化研究》，2015年刊，第 199-207页。 

18【题目】淺談道教對吉田神道的影響——以《北斗經》與内丹學說的關係為中心的考察 / [日]

松下道信 

【出处】《全真道研究》，2015年刊，第 59-77页。 

19【题目】简论神道哲学思想 / 范景武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47-55 页。 

20【题目】以道书为线索看道教在日本的传播 / 孙亦平 

【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 1期，第 133-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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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题目】老子思想对日本近现代名家的影响 / 徐水生 

【出处】《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 1期，第 24-30页。 

22【题目】论彝族、日本民间文学中的道教思想及二者关系 / 赵蕤 

【出处】《当代文坛》，2015年第 4期，第 93-96页。 

基督宗教 

1.【题目】基督教在德川早期的传播与幕府政策 / 袁亚菲 

【出处】吉林大学，世界史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2.【题目】试论明治时期基督教文化与日本国粹主义的冲突 / 朱家麟 

【出处】苏州科技学院，世界史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3.【题目】内村鑑三的赎罪信仰及其形成 / 王丽娟 

【出处】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4.【题目】万历朝鲜战争与日本基督教的关系 / 刘超 

【出处】《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 2期，第 68-71页。  

5.【题目】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基督教的传播及影响/ 尹娜 

【出处】《安徽文学（下半月）》，2015年第 2期，第 155-156页。 

6.【题目】浅谈基督教对日本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以远藤周作和三浦绫子的作品为例 /

钟华 周悦 

【出处】《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 36期，第 68页。 

7.【题目】近代日本基督教学校与政府关系述略 / 张永广 

【出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10期，第 97-103+163 页。 

8.【题目】日本明治启蒙思想与基督教 / 葛奇蹊 

【出处】《东亚宗教》，第一辑，2015年，第 144-152页。 

民间宗教 

1.【题目】日本的众神 / [日]谷川健一 著，文婧 韩涛 译 

【出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2.【题目】日本人的生死观与丧葬礼仪 / [日]山折哲雄 著，熊淑娥 译 

【出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3.【题目】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妖怪”与“妖怪学”研究 / 王鑫 

【出处】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 年博士学位论文。 

4.【题目】中日灶神信仰的比较研究 / 王静 

【出处】宁波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5.【题目】试论日本历史上的祖先崇拜思想和生死观 / 刘尧 

【出处】四川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6.【题目】中日英雄神话比较研究 / 杨阔 

【出处】燕山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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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题目】日本端午习俗变迁研究 / 邱倩 

【出处】宁波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8.【题目】日本动画中的妖怪形象研究 / 昌佳 

【出处】浙江农林大学，设计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9.【题目】论中国道教对日本阴阳道的影响——以阴阳道的泰山府君信仰为例 / 孙亦平 

【出处】《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1期，第 17-23页。 

10【题目】再析日本能乐中的祭祀元素 / 孙玉林 张丽丽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106-111页。 

11【题目】吉冈安直与伪满建国神庙 / 彭超 

【出处】《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 3期，第 52-56页。 

12【题目】日本大和文華館藏摩尼教《冥王聖幀》溯源 / 馬小鶴 

【出处】《欧亚学刊》，2015年第 2期，第 126-144+16-26页。 

13【题目】日本造物思想中的“一物入魂” / 唐文 

【出处】《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 4期，第 129-131页。 

14【题目】从“禹祭”的东传及流变看吴越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 / 张爱萍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3期，第 10-16页。 

15【题目】日本瘟神祭祀历史变迁考 / 姚琼 

【出处】《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 5期，第 148-152页。  

16【题目】中日两国“徐福东渡”传说嬗变考 / 李莉薇 孙婉君 周丽欣 

【出处】《晋中学院学报》，2015年第 5期，第 28-36页。 

17【题目】东渡的巨人:盘古神话与日本神话 / 占才成 

【出处】《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56-63页。 

18【题目】日本五龙祭与中国的文化关系 / 张丽山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93-99页。 

19【题目】萨摩塔与宋日海上丝绸之路 / 刘恒武 陈竞翘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100-106页。 

20【题目】日本的丰桥鬼祭:对一项无形民俗文化遗产的现场观察 / 周星 

【出处】《文化遗产》，2015年第 6期，第 45-54+157-158页。 

21【题目】从诹访御柱祭看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 李娟 张宇 

【出处】《文化学刊》，2015年第 6期，第 231-232页。 

22【题目】作为共生文化的妈祖文化——以妈祖文化的日本传播为对象 / 林晶 

【出处】《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年第 3期，第 39-45页。 

23【题目】文化传承的融离与回眸——以日本长崎的“妈祖信仰”为对象 / 林晶 陈凌菁 吴光

辉 

【出处】《东南学术》，2015年第 6期，第 258-262页。  

24【题目】简论二战后日本创价学会的复兴 / 崔学森 

【出处】《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年第 6期，第 101-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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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题目】日本的“妖怪学”研究述略 / 杨充 

【出处】《读书文摘》，2015年第 6期，第 14页。 

26【题目】传入日本的钟馗信仰研究 / 姚琼 

【出处】《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 11期，第 114-118+159-160页。 

27【题目】井上圆了笔下妖怪形象的研究 / 职文芳 张厚泉 

【出处】《戏剧之家》，2015年第 23期，第 271页。 

28【题目】日本文化中对恶的认识 / 魏丽华 

【出处】《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2015年刊，第 235-238页。 

29【题目】近代以来中国的妖怪学研究与日本 / 王鑫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393-416页。 

30【题目】万叶歌人山上忆良之生死观 / 刘争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227-239页。 

31【题目】民间信仰在日本宗教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 / 牛建科 

【出处】《东亚宗教》，第一辑，2015年，第 107-119页。 

32【题目】近三百座神社成为殖民武器 / 张昕 

【出处】《辽宁日报》，2015年 6月 10日，第 T09版。  

33【题目】论池田大作“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智慧 / 蔡瑞燕 

【出处】《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3期，第 55-59+102页。 

34【题目】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 / 普塔克 蔡洁华 

【出处】《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50-63页。  

武士道 

1.【题目】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武士道的认识 / 李斌瑛 

【出处】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 年博士学位论文。  

2.【题目】试论日本江户时代武士名誉观 / 孙惠子 

【出处】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3.【题目】论神道教与武士道的演变源流及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 / 张琦 

【出处】哈尔滨理工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4.【题目】日本武士道民族精神与日本企业文化研究 / 李梦媛 

【出处】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5.【题目】中日韓の比較視点から見る武士道の精神と日本人の死生観 / 黄粉莲 

【出处】延边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6.【题目】文学作から見ゐ森鵾外の武士道観 / 王芳 

【出处】延边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7.【题目】“仁”的失落:“武士道”精神的伦理、道德批判 / 邸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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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4期，第 83-87页。  

8.【题目】日本近世武士的忠诚观念及其演变 / 王志 王晓峰 

【出处】《史学集刊》，2015年第 1期，第 81-87页。 

9.【题目】辜鸿铭与日本武士道——错寄东瀛的文化理想 / 李斌瑛 

【出处】《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21-29页。  

10【题目】德川时代后期武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及其启示 / 张熹珂 

【出处】《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 10期，第 31-33页。  

11【题目】“逆转”与不同中的新旧武士道论——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

心 / 张晓明 

【出处】《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 4期，第 1-10页。  

12【题目】浅谈日本中世阴阳道同武家政权的紧密联系——以土御门家的兴衰为例 / 朱丽丽徐

凤 

【出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 7期，第 168-170页。 

13【题目】武士道的精神实质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 王钦 

【出处】《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 23期，第 190 页。 

14【题目】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儒家思想的元素 / 王舒婷 

【出处】《新西部（理论版）》，2015年第 13期，第 85-86页。  

15【题目】日本武士道的“忠诚”与武士的生活方式 / 税贞建 

【出处】《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7期，第 74-77页。  

16【题目】日本“武士道”的发展阶段及结构特征 / 王强 

【出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 3期，第 39-43页。  

17【题目】浅析日本平安时代武士阶级与主从关系 / 田红 贺淑俊 

【出处】《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 13期，第 14+17 页。  

18【题目】日本镰仓幕府时代的主从关系——御家人制度 / 田红 杨明 

【出处】《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 11期，第 21+23 页。  

19【题目】日本武士道教育的特点及思考 / 罗佳玉 

【出处】《才智》，2015年第 15期，第 54页。  

20【题目】中国武术与日本武道的差异性比较 / 刘帅兵 吉灿忠 

【出处】《浙江体育科学》，2015年第 3期，第 123-127页。  

21【题目】日本战记物语中的武士道德——兼与近代武士道精神比较 / 章林 

【出处】《军事历史》，2015年第 1期，第 29-33页。   

22【题目】武士道对日本体育影响的研究 / 白亮 宋宗佩 

【出处】《体育文化导刊》，2015年第 1期，第 188-190+194页。  

23【题目】近世前期的武士思想代表作品 / 朱晓婷 

【出处】《芒种》，2015年第 2期，第 36-37页。  

24【题目】日本战国以来武士主从之间的关系 / 王翱航 孙林虎 梅园 

【出处】《智富时代》，2015年第 4期，第 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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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题目】梁启超与新渡户稻造忠义思想的重叠与再构 / 张晓明 

【出处】《日本学研究》，2015年第 4期。 

26【题目】如何评价日本的武士道 / [日]种村完司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242-247页。 

27【题目】对日本武士道的文化诠释 / 李海涛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248-255页。 

28【题目】论周作人的武士道认识 / 李斌瑛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379-392页。 

29【题目】近代中国的武士道认识——以梁启超为中心 / 李斌瑛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104-115页。 

茶道 

1.【题目】从阴阳五行看日本茶道 / 王娜娜 

【出处】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2.【题目】禅宗与日本茶道 / 阮祖隆 

【出处】《公共艺术》，2015年第 1期，第 90-93页。 

3.【题目】日本茶道中的禅意世界 / 陈仲丹 

【出处】《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15年第 3期，第 14-15页。 

4.【题目】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茶道的影响 / 陈曦 

【出处】《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4期，第 69-72页。  

5.【题目】日本茶道中的美学内涵研究 / 纪鹏 吕汝泉 

【出处】《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4期，第 85-86+113 页。  

6.【题目】虚堂智愚墨迹东传与日本近世早期茶道 / 江静 

【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107-113页。 

7.【题目】浅析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 / 李进忠 

【出处】《智富时代》，2015年第 5期，第 386页。 

8.【题目】禅宗茶道:中日文化交流的良媒 / 陈思 

【出处】《普洱学院学报》，2015年第 5期，第 52-53页。  

9.【题目】日本茶文化与日本园林文化的内在联系研究——基于日本茶文化思想的角度分析 / 

叶晨 许克福 

【出处】《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期，第 132-136页。 

10【题目】刍议日本文化与禅宗思想 / 李桂华 

【出处】《安徽文学(下半月)》，2015年第 6期，第 83-8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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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题目】论日本茶道文化 / 陈曦 

【出处】《林区教学》，2015年第 7期，第 55-56页。  

13【题目】禅宗对日本茶道的影响 / 李桂玲 

【出处】《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 9期，第 90-92页。 

14【题目】浅谈日本茶道的思想内涵及对中日关系的感悟 / 徐影 刘小荣 

【出处】《安徽文学（下半月）》，2015年第 12期，第 152-153页。 

15【题目】论日本茶道的特性 / 程亚运 谢启华 

【出处】《城市地理》，2015年第 16期，第 229页。 

16【题目】宋代五山文化的日本传播及其本土化发展 / 周晓波 王晓东 

【出处】《宋史研究论丛》，2015年刊，第 308-332页。  

其他 

1.【题目】“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 刘岳兵 著 

【出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2.【题目】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 / 刘岳兵 

【出处】《日本学刊》，2015年第 2期，第 128-158页。 

3.【题目】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以“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为中心 / 刘

峰 

【出处】《世界历史》，2015年第 2期，第 78-87+160 页。 

4.【题目】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 / 李卓 

【出处】《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3-8页。 

5.【题目】从电影《入殓师》看日本传统生死观的蜕变与升华 / 朱琴 

【出处】《作家》，2015年第 2期，第 196-197页。 

6.【题目】日本传统美学意识“物哀”与“幽玄”的对比研究 / 李彦 

【出处】《蚌埠学院学报》，2015年第 3期，第 49-52页。  

7.【题目】齐物与物哀:中日物性思维比较研究 / 雷晓敏 

【出处】《人文杂志》，2015年第 4期，第 61-66页。 

8.【题目】影响的神话——关于“田冈岭云文论对王国维‘意境说’的影响”之辨析 / 罗钢刘

凯 

【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期，第 14-28页。 

9.【题目】石桥湛山小日本主义思想的形成 / 陈景彦 周致宏 

【出处】《史学集刊》，2015年第 4期，第 97-105页。 

10【题目】日本人的死亡哲学 / 张馨予 

【出处】《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 5期，第 72页。 

11【题目】町人伦理及其对现代日本管理哲学的影响 / 刘韬 

【出处】《学术交流》，2015年第 6期，第 157-162页。 

12【题目】“知日派”戴季陶的日本观 / 朱坤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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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182-192页。 

13【题目】吉田松阴与天平天国 / 郭连友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213-231页。 

14【题目】日本式经营及其管理哲学分析 / 李萍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294-302页。 

15【题目】日本文化的发生学特点 / 潘畅和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303-310页。 

16【题目】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与日本明治维新 / 顾春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363-378页。 

17【题目】亚洲设计运动的哲学背景 / [日]纲本义弘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240-244页。 

【国学·国粹】 

18【题目】中日两国亚洲主义思潮的主流学派之比较 / 陈鹏飞 

【出处】延边大学，世界史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19【题目】试论日本军国主义对儒学的畸形利用 / 岳峰 林乐常 

【出处】《大连大学学报》，2015年第 1期，第 66-70页。 

20【题目】中日国粹主义比较——以孔子思想为中心 / 马春兰 

【出处】《鄂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 4期，第 42-44页。 

21【题目】儒学在明治日本的变迁及其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 孙传玲 

【出处】《阅江学刊》，2015年第 3期，第 67-73+96 页。 

22【题目】论日本国学的历史发展 / 史少博 

【出处】《理论学刊》，2015年第 12期，第 102-108页。 

23【题目】日本的“国粹主义”哲学思潮演变路径探悉 / 史少博 

【出处】《人文杂志》，2015年第 1期，第 23-2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 

1.【题目】一年有半 / [日]中江兆民 著，杨扬 译 

【出处】上海：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2.【题目】户坂润技术哲学思想研究 / 祝龙珠 

【出处】江西财经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3.【题目】日本市民社会论系谱——从意识形态走向社会科学 / [日]渡边雅男 张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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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政治经济学报》，2015年第 2期，第 143-154页。  

4.【题目】浅析“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 江婷 

【出处】《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 17期，第 12-13+16页。  

5.【题目】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 / 王志松 

【出处】《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10-16页。 

6.【题目】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 王元 

【出处】《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30-37页。 

【广松涉】 

7.【题目】论广松涉与胡塞尔现象学理论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 汤冰 

【出处】南京大学，外国哲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8.【题目】第五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 徐瑜霞 

【出处】《现代哲学》，2015年第 6期，第 127-128页。  

9.【题目】从“异化”到“物象化”——广松涉视阈中马克思哲学逻辑转向的历史分析 / 杨建

兵 陈绍辉 

【出处】《理论界》，2015年第 10期，第 19-24页。  

10【题目】卢卡奇的“物化”与广松涉的“物象化”概念辨析 / 张虎 

【出处】《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 4期，第 73-77页。 

11【题目】广松涉“新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 / 朱荣英 

【出处】《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期，第 54-59+73页。  

12【题目】文献学视角下的另一片天地——评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 

田耕 

【出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年第 8期，第 44-47页。  

【望月清司】 

13【题目】论望月清司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构 / 陈晨 

【出处】黑龙江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14【题目】望月清司的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研究 / 宋秦瑶 

【出处】曲阜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15【题目】历史维度中“市民社会”概念的研究路径及其启示——望月清司思想的文本解读 / 梁

海峰 

【出处】《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 4期，第 12-16页。 

16【题目】经济史视域下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阐释路径与生成逻辑——以望月清司为例 / 赵义良 

王萌苏 

【出处】《哲学动态》，2015年第 12期，第 29-34页。 

【平田清明】 

17【题目】一个新的视角:平田清明市民社会理论的理性审视 / 丁瑞媛 王兵 

【出处】《理论月刊》，2015年第 12期，第 21-24+48页。  

18【题目】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效应——以平田清明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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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瑞媛 胡大平 

【出处】《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 10期，第 44-48+70页。  

19【题目】论平田清明对社会主义与市民社会的链接与反思——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意义探讨 / 

丁瑞媛 

【出处】《学术论坛》，2015年第 10期，第 12-16页。  

20【题目】“文本”的还原与“方法”的创新:平田清明市民社会理论的解读与启示 / 丁瑞媛

王兵 

【出处】《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 8期，第 50-54页。  

21【题目】继承与超越:平田清明市民社会理论初探 / 丁瑞媛 王兵 

【出处】《天府新论》，2015年第 4期，第 40-44页。  

近代哲学 

1.【题目】田邊元哲學中作為無的自我之媒介者 / 田口茂 

【出处】《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5年第 1期，第 25-40頁。 

2.【题目】翻译视角下的昭和哲学——京都学派的书写方式 / [日]上原麻有子 吴光辉 

【出处】《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 3期，第 30-41页。 

3.【题目】大江健三郎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接受与发展 / 张国华 

【出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3期，第 134-138页。 

4.【题目】日本美学和艺术研究的现状——以 20世纪 90年代以后的变化为重点 / [日]武田宙

也 孙凡棋 

【出处】《美与时代(下)》，2015年第 1期，第 36-40页。 

5.【题目】卞崇道与京都学派哲学研究 / 吴光辉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25-32 页。 

6.【题目】京都学派的日本文化论 / 任萍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63-70 页。 

7.【题目】明治哲学界——有机体哲学及其系谱 / [日]井上克人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201-210页。 

8.【题目】明治、大正前期柳田国男的农政思想 / 李彩华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211-226页。 

【西周】 

9.【题目】西周的哲学译词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 / 孙彬 著 

【出处】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10【题目】西周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性”的译介研究 / 孙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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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期，第 150-157+198 页。 

11【题目】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理”与西周哲学译名之研究 / 孙彬 

【出处】《日本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80-88页。 

12【题目】关于西周对“本能”的译介研究——从东西方哲学碰撞的角度 / 孙彬 

【出处】《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35-44页。  

13【题目】西周与严复:以学问观、道德观为中心 / [日]高柳信夫 顾长江 

【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 6期，第 86-97+156页。 

14【题目】“哲学”抑或“理学”？——西周对 philosophy的误读及其理论困境 / 林美茂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34-46 页。 

【西田几多郎】 

15【题目】日本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中学到了什么——以大西祝、西田几多郎与和辻哲郎为切

入点 / [日]纳富信留 宗宁 徐英瑾 

【出处】《学术月刊》，2015年第 11期，第 17-25页。  

16【题目】浅析西田哲学中的道德与法律 / 许佳 吴玲 

【出处】《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年第 9期，第 22-27页。 

17【题目】西田几多郎的“场所逻辑”及其政治意蕴——一种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解读 / 徐英瑾 

【出处】《学术月刊》，2015年第 8期，第 32-43页。  

18【题目】语言与思索——以日语来思索的意义 / [日]藤田正胜 吴光辉 陈晓隽 

【出处】《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 3期，第 42-49页。  

19【题目】禅与哲学 / [日]上田闲照 戴捷 吴光辉 

【出处】《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 1期，第 38-44页。 

20【题目】西田幾多郎與牟宗三的人格論：關於批判佛教對京都學派批評的反思 / 朝倉友海 

【出处】《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5年第 1期，第 41-64頁。 

21【题目】左右田喜一郎對西田幾多郎的批判：一個形上學的問題 / Michel Dalissier 

【出处】《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5年第 1期，第 65-110頁。 

22【题目】禅者与哲学家交流的思想轨迹——铃木大拙与西田几多郎 / [日]竹村牧男 

【出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 8辑，2015年，第 3-14页。 

23【题目】西田哲学中矛盾的现代性：与时局的对抗和屈服 / 刘岳兵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47-54 页。 

24【题目】西田几多郎的历史理论 / 吴光辉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55-69 页。 

25【题目】试析《善的研究》中“纯粹经验”的五层含义 / 赵淼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31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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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题目】西田几多郎视野下的“东洋”与“世界” / [日]藤田正胜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164-176页。 

【和辻哲郎】 

27【题目】和辻哲郎的日本古代文化观 / 路剑虹 

【出处】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28【题目】 “思想”与“哲学”之间——读和辻哲郎《日本伦理思想史》的一视角 / [日]津

田雅夫 

【出处】《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 4期，第 44-49页。 

29【题目】对于和辻伦理学中“间柄”概念的研究 / 耿子洁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林美茂 郭连友 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第 326-340页。 

30【题目】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时代性——以和辻哲郎的三次思想转向为中心 / 朱坤容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71-87 页。 

31【题目】风土与共生——风土论的历史哲学意义 / [日]伊坂青司 

【出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文集》，王青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第 191-200页。 

【九鬼周造】 

32【题目】九鬼周造的哲学：漂泊之魂 / [日]小浜善信 著，郭永恩 范丽燕 译 

【出处】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第 1版。 

33【题目】维特根斯坦哲学视野中的九鬼周造美学建树——以九鬼之“いき”论为聚焦点 / 徐

英瑾 

【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4期，第 80-90页。 

34【题目】九鬼周造哲学中的情绪论探究 / 石莹 

【出处】《芒种》，2015年第 16期，第 17-18页。 

【井上哲次郎】 

35【题目】蔡元培与井上哲次郎“本务论”思想比较研究——兼论中国近代义务论形成初期的

相关问题 / 龚颖 

【出处】《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 1期，第 114-124页。  

36【题目】井上哲次郎与内田周平 / 曹峰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 6月 15日，第 A06版。 

37【题目】中江兆民对康德哲学的译介与儒学思想 / 李亚 

【出处】《日本学研究》，第 25号，2015年，第 192-202页。 

 

（李海涛 整理，选自《东亚宗教》第 2号 2016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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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撷英】 

 《日本宗教史》，末木文美士 著，周以量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6 

【内容简介】本书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从记纪神话开始到

当代日本社会的宗教思想发展历程，剖析了古代的佛教、

中世的神佛论、近世的基督教以及现代社会的新兴宗教

等日本宗教思想形成的原因、宗教思想的连续性、宗教

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每一时期的宗教特点等。作者用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晦涩、深奥的宗教史呈现出来，

是一部了解日本宗教发展脉络的入门书。 

【作者简介】末木文美士，1949 年生于日本山梨县，1978

年修完东京大学博士课程，现在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学、日本思想史。周以量，文学博

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日本文化学者，中日比较

文化、比较文学研究者、翻译者。 

《东亚宗教》第 2 号，2016.12，李海涛 敖英 主编 Journal of East Asia Religion,NO.2   

【论文目录】 

敖英 /韩国学界围绕《大乘四论玄义记》撰述地进行的论争 

李海涛 / 径山看话禅东传韩国及其早期影响 

胡  静 / 韩国龙城禅师的净土观小考 

楼正豪 /论朝鲜半岛新罗后期禅僧“禅教融合”思想的成因 

牛建科 / 试析神道应对外来宗教文化的态度和方式 

刘琳琳 / 天上的宫殿：日本前期中世神道的伊势神宫话语 

邢东风 / 四国遍路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陈毅立 / 论横井小楠的中庸政治思想 

张  铃 / 日本式近代自我与宗教 

冯  超 / 高台教与近代越南社会的调适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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