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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 

李金山 先生 

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创始会员 

李金山先生1926年 4月生，河北省宁河县人。

194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1951年，统一

分配至原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宣传员手册》社，

任助编。1953年，调原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

教处，任干事。1954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

处编译组，任翻译兼秘书。1957年，调中国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译丛》（现更名为《世界哲学》）编辑部，

任编辑兼秘书。1958年，转调《哲学研究》编辑部。1982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科研处副处长，并兼任《中国哲学年鉴》编辑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至离休。2017 年 4 月 20

日，李金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 91岁。 

┄┄┄┄┄┄┄┄┄┄┄┄┄┄┄┄┄┄┄┄┄┄┄┄┄┄┄┄┄┄┄┄┄┄┄┄┄┄┄┄┄ 

李金山先生与中华日本哲学会 

学会任职 

1981-1984 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会理事 

1985-1992 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 

1985年    学会“论文集”、“译文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    学会刊物《东方哲学研究》编委会编委 

2005-2017  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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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日本哲学会（曾用名“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会”、“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是

1981年 4月 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其过程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并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支持。

1978 年，在济南召开全国哲学规划会议时，就有与会代表提出要建立日本哲学学会。而后，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延边大学的倡议下，1980 年 8 月在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召开了

我国首次日本近代哲学史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经充分酝酿，成立了日本哲学研究会的筹备

小组。经过筹备工作，1981 年 4月 1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会”，1982

年改为“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学会的成立对我国日本哲学、日本哲学史的研究、教学，

及了解和认识日本哲学思想的普及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中日之间的友好

交流。 

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过程中，李金山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代表人之一，

积极参与了成立学会的筹备工作和学会成立后的学术活动。中华日本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

（1981-1984）共有理事 17 名，其中李金山先生名列其中。同时，成立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

会时共有 16名会员，成为创始会员，李金山先生应在其列。1984年，学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工作。

在投票选举中，李金山先生获得 70 票（共 85 张有效选票），以较高票数当选为理事。进而在

当年 12 月进行的学会换届选举会议上，李金山先生成为 12 名常务理事成员之一，并被推举为

第二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此后，李金山先生先后担任中华日本哲学会“论文集”、“译文集”

和《东方哲学研究》的编辑工作，为学会作出了突出贡献。一直以来，李金山先生非常热心于

学会的工作，积极推动和参加学会的各项学术活动。 

1981年 8月 1-2日，赴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参加“日本近现代哲学史座谈会”，做了题为“进

一步开展日本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的发言。 

1981年 9月 2-7日，赴河北保定参加“全国首次日本哲学、哲学史学术讨论会”。 

1981年 12月 13日，赴河北大学参加“纪念中江兆民逝世 80周年学术报告会”，对中江兆

民及其著作做了报告。 

1982年 10月，参加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 1982年年会暨日本哲学、哲学史学术讨论会。 

1984年 12月，赴山东济南参加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 1984年会暨学术讨论会。 

1987年 8月 22-25日，参加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 1987年学术讨论会和学会理事会议。 

1988年 8月 22-28日，参加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 1988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和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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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山先生的特别寄语（2006 年）： 

——学术研究为本，团结和谐办会 

得悉我被聘为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后，既欣喜又有些激动，恰似当年入会时的心情。 

那是 1981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哲学研究》派我到吉林省组稿，听吉林大学的人说，

去年底刚开过一个人数不多却提出一个既实事求是又有闯劲的建议——创立中华日本哲学会的

会议。本来中日正式恢复邦交数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况且日本有明治维新成功的历史经验，又有战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对我国产生过的重要影响，

对其加强了解和研究大有必要。我次日便找到东北师大参加会议的贾纯、华国学二位老师，经

过长谈，了解了延边大学朱红星老师等提出的不同寻常的设想。回京后经批准在第 3 期刊物特

设“开展东方哲学研究的意义”专栏，发表了乌恩溥、贾纯、华国学和我的一篇笔谈。它也为

当时创立“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会”起了助推作用。我也被学会吸收为会员，这是多么欣慰！ 

连续几年，学会活动开展蓬勃，会长刘及辰、理事长朱红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学术研

究为本，团结会员，适时突破了早期限于研究日本古代哲学史的界限，把研究视野扩展到日本

近现代哲学史，其中包括日本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日本哲学。每年除年会必开以外，

还在各地区几所设有日本哲学课的大学召开学术会议，学术论文由最初的一、二十篇，到六、

七十篇，一直到出现中外学者合著的论著。看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展中日学者交流的一个成功

的方式。特别是，学会领导无论对国内学者，还是对日本学者，均常常强调学会是在具有深厚

的日本哲学研究传统的各单位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当时的主要成员包括：60 年代朱谦之教授创

设的北京大学东方哲学教研室的同事、弟子（如中山大学的马采教授、中国社科院黄心川教授、

谢雨春研究员、山东大学王守华副教授、青岛大学孙方柱副教授）；以吴廷璆教授为所长的南

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及其同事和研究生（如王家骅）；辽宁大学刘士勤教授、赵乃章副教授等几

位老师，以及东北师范大学贾纯、华国学等研究人员和延边大学的金毓勋、李洪淳教授，当然

还有刘及辰的弟子卞崇道等三位研究生。此外，山东大学还有李威周教授、河北大学李宪如教

授。学会会员由二、三十人发展到五、六十人，每次年会到会人员达百余人，而且在这种学术

研究热中，全国有十几个大学开设了日本哲学课，有些大学还开始培养日本哲学专业的硕士研

究生。可以说，从 1981年到 1992年这十年时间，是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黄金十年”。 

学会领导对学会的基本情况及它的发展，心里是有数的，常说成绩的获得不是某几个人的

聪明、才智，而是因有学术研究的深厚传统，因学会成员努力所致。由于国内培养的年轻的研

究人员和国外学成归来的成员逐渐增多，也给学会增加了新的生气。 

尽管学会在其后的发展中走过一些弯路，但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势头，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1992 年秋，中日学者在山东大学联合召开了“安藤昌益逝世纪念学术讨论会”，与会中外学者

达百余人。另外，在北京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东方哲学室卞崇道等研究员和北京大学

魏常海教授、商务印书馆陈应年编审等组成“日本哲学思想文化读书会”，坚持数年，每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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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聚会读书，还出版译作、编著等。其他地区、大学的日本哲学研究也在进行。 

我认为我学会前十年走过正常发展的路，后十年历经波折，但这都是历史；历史给我们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当然，我学会也患有通常多数学会所患的“学会综合症”，需要我们

加以总结和克服。愿我们在新的世纪，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宗旨，团结和谐办会。把我会办得更

加昌盛，推进日本哲学文化的研究，为中日国民间相互理解，世代友好贡献力量！ 

——源自《中华日本哲学会通讯》第 8期 

【李金山先生著述选载】 

日本当代儒学家冈田武彦 

李金山 

 

广被声誉、深受中日两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尊重的
①
冈田武彦教授，是当代日本知名的中

国哲学史家、儒学家。他不仅是专攻宋明理学的首屈一指的专家，而且如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

先生所说，也是“儒学祭酒”。
②
同时，他对道家、释家、禅学也有相当深湛的研究，可称得上

是当今世界学贯东西，横跨儒道释禅几个领域的哲学大师。 

冈田武彦博士多年来在中学任教，自 1951年到 1973年一直在国立九州大学从事西方哲学、

东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3年退职后又应聘在私立活水女子大学任教，1985年退休。他

虽然年事已高，然而仍是近年学术界一位勇猛精进之士。他一生辛勤劳作，学问深邃，学风严

谨，勤于探索，不断地有所拓展，著作等身。他的不少学术观点犀利，见解独到，已引起世界

上不少学者的重视。在我国对冈田博士的学术和道德的介绍还不多见。我不揣冒昧，根据近年

来自己在研读冈田先生的著述(包括他的自述传记材料)、我本人与他交往的亲自体会，以及散

见于国内外书刊上的材料，写成这一篇有关他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思想观点的文章，以飨读者。 

一、坎坷的青少年学习生活 

冈田武彦，1908年(明治 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姬路市郊一个渔村，距海边只有咫尺之遥。

他的祖先几代以来一直以儒医为业，即一方面教授儒学，一方面行汉医为人医病的职业。到父

亲那一辈虽然仍任村中小学教师，还教本村青年读《论语》(没有工资的义务教学)，被称为“白

滨圣人”（因他曾跟隐居于白滨的“播磨圣人”龟山云平先生学习儒学)，但已经抛弃了医生的

职业。由于父亲好酒，所以家中不仅素无积蓄，连日常生活都过得十分清苦。母亲是一位勤劳

能千的乡村妇女，持家教子均很严格。武彦的长兄每当在外面被邻人孩子打败哭着回家时，必

遭母亲的严词训斥。因为家境贫寒，武彦在上小学三年级时还曾经到火柴厂做过童工。诚如后

来他在回忆这一段生活经历时所说的，他自小是一个体弱文静的孩子，虽经历过生活的艰难，

但又多愁善感，那时，他对春去秋来的四季大自然时序的变化，十分敏感。在旧历 7月 15日中

元节时，看着在河面上漂浮的荷花灯顺流而下，不知流向何方，何时到达彼岸，不禁发出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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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 

小学毕业后，他去考姬路市中学未中，直到第二年再考才考取。这时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武

彦，已长成一个性格内向，沉静的少年。他曾受到他的中学校长(一位东京帝国大学东方系毕业

生，曾做过禅僧)的影响。有一次，武彦向这位老师请教什么是坐禅，这位老师不仅耐心地向这

位好学深思的学生讲解，什么是坐禅，如何调息，还热心地给他讲宋朝儒学家周镰溪(敦颐)的

哲学思想，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冈田武彦后来对别人说，“这是他受到的关于宋明理学

的第一次启蒙教育”。
③
 

中学时代的武彦，不仅对知识十分渴求，而且已认识到获得求学机会的不易，故读书十分

用心，对时间抓得很紧。据他自己回忆说，在高中时，每天下午放学后，他常常留在校内图书

馆博览群书，直到晚 9 时闭馆才离校，骑着自行车回到 10公里以外的家中。在这一段苦读中，

他坚持不懈地几乎把图书馆内所有明治时期、大正时期有关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田边

元等人的哲学著作都读遍了，虽然那时并不是都完全理解。这一段苦读使他大大地增长了哲学

知识，为他以后从事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也使他养成了自学的良好习惯，由于家庭经济

情况没有好转，中学毕业后家中无力继续供他读高等学校(按当时日本学制，小学五年，中学五

年，高等学校二年，然后是大学四年或五年)。他这时本已作好准备去考职业学校，可是，在大

阪一家公司工作的长兄听说后，跑回来表示，念手足之情，愿意资助他继续升学，这样，他才

得以考人高等学校。不料，在读二年级时，长兄由于患肺病不幸逝世。这对武彦说来是一次很

大的打击。他回忆时说，他那时“望着哥哥呼吸逐渐微弱而合上了双眼，顿感人生之无常”。
④ 

当他勉强读完高等学校，不少同学又在纷纷忙着升大学时，冈田武彦又面临辍学的前景，

加上他次兄反对他继续升学，主张他应当早日担起赡养母亲、维持家计的责任。这时，他长兄

生前工作过的公司科长渡边斌衡先生，毅然表示愿意慷慨解囊，资助这位品学兼优、颇有发展

前途的青年继续深造。他这才又渡过这一人生的重要一关，升人九州帝国大学。冈田后来始终

对渡边先生怀着十分感激和怀念的心情。1956 年，任日本 NEC公司社长的渡边先生逝世。若干

年后，冈田先生每当忆起这件往事，总是不胜感慨之至。 

二、大学生活和楠本正继老师 

1926 年(昭和元年)，冈田武彦考入九州大学法文学部国文科，由于他中学苦读，文史知识

较广博，故对学校发的一年级国文讲义没有多大兴趣。他另外定出一套自学计划，把精力主要

放在自己基础较薄弱的文学名著的研读上。如他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把日本著名诗人正冈子规的

徘句和平安朝的物语故事研习完毕，这无疑对提高他的诗歌和文学修养有不少帮助。一直到这

一学年的下半年，他才遇到了无论对他从事宋明理学研究，还是对他一生将要走的人生道路说

来都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楠本正继先生。楠本正继(1869-1963年)，早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中

国哲学科，1926 年从德国研究康德等德国哲学归来，在这以前还曾经到美国学习过西方哲学。

到九州大学后任副教授，时年已届 57 岁了。他的祖父楠本端山(1832-1916 年)和叔祖父楠本硕

水(1832-1916)年，都是日本近代著名儒学家，并称慕府末年的“儒学双杰”。楠本端山著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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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录》、《杞忧臆志》、《读书穷理论》等名著，楠本硕水也有传世著作。楠木正继当时在九

州大学开有古代思想史、东方哲学史、易经、易传、庄子、孟子义疏等课程。冈田武彦对楠本

先生讲授的《庄子》等课十分倾倒，悉心学习。老师告诉他:“要治中国思想，可从四书入手”

这时的冈田学术研究的热情甚高，他组织同学成立一个“东方史中国文学哲学研究会”。在回

忆这一段学习生活时，冈田说，那时主要是采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康德的方法来批判

中国哲学思想，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这种方法不对，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呢？他在写给我的一封

信中曾说，他是从楠本正继老师那里受到的启发。他写道:“楠本先生是用西方哲学来探讨学问

体系，以家学(即中国儒学在日本演化的体认方法——引者注)来摄取精神。结果，他成为明治

以后最引人注目的中国思想家，蕴有体认(而且是深潜缜密的体认)的家学，是暗暗地在楠本先

生的书中表现着的。在日本看出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关于这一问题，下面还要谈到。 

1931年，冈田武彦同在九州大学农学部工作的一位姑娘结婚。1934年，楠本正继得到外务

省一笔资助，去正处于何梅协定签字(1935 年签字)前的中国北平、天津进行短期学术考察，同

时他要求冈田作为助手同行。对冈田说来，这一次短期到中国的考察，却是一次不寻常的印象

深刻的经历。直到今年，他犹期望在秋天参加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于曲阜召开的孔子学术国际讨

论会(他是这个会议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时，能顺道再到“53年来未到过的北京访问”。 

冈田先生在回忆他第一次来中国时说，从天津到北平的铁路沿线和在两个城市所看到的，

充满着一派紧张的气氛，而且他亲眼所见，一个中国人背着行李上火车，当场被日本人踢打下

车的景象。他对这一件事感到十分愤慨。他说，“难道我们在日本每天读到报纸上所说的把中

国建设成皇道乐土，就是这个样子吗？” 

他从塘沽一上岸，看到中国国土如此辽阔，就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十分有兴趣。他由衷地景

仰这一历史悠久的古国。他想，在这样的国度曾产生过老庄思想、儒家思想和如许众多的哲学

家、思想家，这诚然是不足为奇的。在北平，他游览故宫，登上景山，参观崇祯皇帝死难纪念

之处，当看到故宫城墙下的来往的人群时，不禁背诵起陈子昂的诗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而涕下！”发出思古之幽情。 

冈田还陪着老师几乎走遍北平的所有古董店，购买了一些青白磁器。楠本告诉他说:“由磁

器可见时代精神。”在老师这样的诱导之下，他日后格外注意提高自己对古代文物的鉴赏水平。

在写作《宋明哲学的本质》一书时，他专辟一章论述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磁器，其中包括唐

三彩、青白磁、绘画等文物与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联系和各种关系。这虽然得益于楠本正继

的传承，但同时也正好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写作特点和学术风格。他认为，研究中国儒道释等

各种哲学传统，不仅要从观点和理论资料人手，也要特别注重实物。它们也是理论观点的一个

重要根据。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
⑤
 

1935年，冈田在九州大学毕业的论文题目是:《朱子的本体论》。不过，如前所述，他至今

认为这是受欧美哲学的影响，以西方哲学观点看朱子，因而他在以后出版的集子中没有收入这

一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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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留校作助教没有薪金(九州大学的规定如此)，他为了有补家计，赡养母亲，不得不到

较远的富山神通中学去任教。不料，到那里后不适应当地气候，自己得了肠胃病，妻子也患了

肺病。过了四年，调到宫崎县延冈中学任教，又过了两年才调回福冈修犹馆任教。这时才又回

到楠本先生身边。他在大学时曾读过《朱子语类》，这时又读了《朱子年谱》。鉴于他这时身

体很弱，楠本先生劝他好好读老庄，同时不要用功过度，要往意从中汲取养生之道。他还向精

通汉医的楠本老师学了医术，掌握看病处方的本领，他完全意外地又恢复了对他说来失传的儒

医的家学。 

在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冈田也接到入伍的通知，只是因为身体弱，体格检查未

获通过才未入伍。当时他的生活仍极拮据，所有薪水都为久病的妻子和自己买药用了。他回忆

说，在这一段困难的日子里，在精神上支持他的只有陆王哲学，他写了多篇文章，还有用汉文

写的，后来都毁于战火。而且就是在这困难重重的日子里，与他笃爱的妻子终因久病不愈而去

世，给他留下一子一女。 

但是，在他于修犹馆教书这一时期，他潜心地写了一篇较为满意的文章《技与心》(后发表

于 1953 年的《九州大学学报》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庖丁解牛、佝偻者取蝉、舟人操舟、列

御寇射等神技与心、心术、心法、理论、学说的关系，进而论述了东方之学和西方之学的异同。

这是一个以往很少为人所研究的、富有开创性的论题。 

三、开创儒学研究的新路 

1948年时，冈田 40岁，他受聘到东京大学任教，这时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东方哲学和西方

哲学的异同上，并在楠本先生的影响下，从西方哲学研究方面逐渐转到东方哲学的研究上。有

一次，他曾写信给我说:“我在青年时代被西方哲学折磨着，但是遇到楠本先生后才开始了我的

中国哲学的研究。这也许是由于我父亲在乡村是被称为‘圣人’的儒学家所使然，可是，这也

是由于先生的人品和美德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心。当时我对以整个身心来师事的这位学德兼备的

学者是十分憧憬的，我一次次地与先生重逢，感到是人生的莫大的幸福”。 

如上所述，楠本先生用西方哲学方法来研究哲学理论体系，从中摄取精神，这不仅打破了

当时以分析的方法，即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风气，而且在日本开创了以东方精神来研

究中国哲学的先河。他写的《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一书，由于有着上述的意义，后来连

续获得朝日文化奖和西日本文化奖。冈田在研究中国哲学方面开创的新路，也就是在楠本先生

的这一著作影响下开始的。 

冈田在深入研究明末儒学东林(不是政党名，而是学派名)儒学家高忠宪那里发现，这位朱

子学者主张，应以体验进行内省来实践儒学。冈田认为，他由此找到了继承宋明理学正统方法

的中国明代的代表人物。因此，他认为这也是东方的传统方法。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这个事实，即冈田在四十七八岁(时当 1955年左右)时，在阅读楠本先生

赠给他的楠本端山的遗书时获得了“自觉地具有了道统观念”。这里提到的道统观念，启发他

认识到，楠本端山虽然是日本大儒学家山崎闇斋的弟子，但是崎门学派是中国宋学经朝鲜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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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溪又传到日本的日本化了的优秀的宋学。因此，楠本端山受朱、王以及明末朱子学的体验之

学的影响颇大是并不奇怪的。他为了阐明这一观念，曾本着“透过历史而超越历史，将理论融

合落实于现实之中”的方法，写出了《楠本端山》一书，着重地阐述了这一道统。他日夜辛勤

写作，可是书稿写成后，却因经济困难而不能出版。当时，他连衣服都是从当铺买的死当。但

他不惜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送进当铺，然后才自费出版了这本书。冈田先生这种治学精神，

的确是惊人的。 

1960年，冈田以《明末之儒学》一书得文学博士学位。 

1962 年，楠本正继为了准备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曾安排了研究宋明理学的项

目。冈田参加其中之一的《朝鲜写本朱子语类与刻本及明版异同订正》研究工作。他在暑假中

带领他的两名学生佐藤仁(现广岛大学教授)、福田殖(现九州大学教授)紧张工作，因劳累过度

而吐血住院。楠本先生赶到医院看他，流着泪说，是因为他才使冈田病倒的。但是后来基金会

并未出资，他们自己更无力出版，只得作罢。不意这时楠本先生患了胃癌，他当时还对冈田说:

“我死后你来灵前诵《论语》以送我”，不料转过年戏言成真。1963 年楠本先生逝世，冈田十

分悲痛，按先生的遗志，诵了《论语》，后影印出版了《近代汉藉丛书》，并开始编纂《日本

阳明学大系》、《日本朱子学大系》等各有十数卷的巨著，开创了东方出版这两位思想家如此

众多的研究资料的新篇章。 

在此期间，冈田的儒学研究又有了进展。他从陆王又转向明末诸子研究，再到刘宗周(号念

台)的新阳明学的研究，他进一步认为:“体认之学，而且是深潜缜密的体认，是宋明之学对于

西方哲学的真髓。”他认为，通过他的研究已看到完成人格实践的宋明儒学的真实面貌。他说，

在东方哲学中，这种由体认到实践的精神，是既能与西方哲学相抗衡又能与之相融合的原动力。

在实践他的主张中，他认为静坐(近几年又进而主张“枯坐”，人我两忘的“兀坐”)是一个重

要的办法。这是在世界各国儒家研究中仅见的儒家实践功夫。在我国历史上诚然也有过这种主

张，但在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家”梁漱溟以后，这一反省功夫已绝迹多年了。这位日本哲学家

还把静坐归结为是中国儒学之道的“简古”二字。他在《中国哲学的课题和简古精神》一文中

说，“何谓简古？这就是简易平淡的功夫，求其单纯；表达的愈单纯，其内在的精神就愈高尚。”

他举例说，“要去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必须去从内面去理解，即是以体验为主去理解这个

思想家的功夫。这与西方哲学那种仅从外面的，如从理论性、实证性去理解是不同的，因为前

者主张实践体验，西方主张理论性(思辩性)、主知性，东方比西方是远为优胜的”
⑥
冈田还详细

地阐发了他的关于简古的理论。最后，他认为，“以简古精神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思想，是中华

民族所创造的哲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又是有世界性价值的特色。”
⑦
他认为，以这种精神为主

体的哲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排除一切主知的功夫，专心修养实践，另一种是把主知和实践

结合起来。今日前者不能实行，后者则要把知和实践合成一体，即把东方的与西方的合起来，

才是人们所欢迎的。这就是以行为根本，随时发扬知，这种以主静为根本的看法，最后仍然是

主张主静。“主静之根本何在？在于静坐。静坐才是真正的简古功夫，真希望人们随时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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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致知矣。”（刘屏山给朱子的“木诲”)
⑧
 

总的说来，冈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即中国儒学)“虽然优秀的学者辈出，但优秀的思想

家、哲学家却寥寥无几，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⑨
那么他心目中的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

应具有什么特征呢？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所谓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指的是那些根据哲学史、

思想史，创造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哲学、思想的学者。他们应当具有经常优虑时势、拯救时

势之流弊的热情。至少过去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是如此的。在今天，一谈到哲学，仅注意

哲学史，而且是专门的实证的方面，对于西方思想史说来，东方思想的特点是什么，挽救什么

是对现代世界思想有用的，什么是西方没有的、应加以注意的，对现代东方思想研究却是太少

了。”这是因为，“东方的学问是从自我修养出发的，现在虽然也论及这一点，也这样去实践，

然而从这一点出发去从事新的哲学、思想创造的现代人，却把救治现代社会弊病的事置于脑后

了。” 

另一方面，冈田认为，“西方哲学时至今日不但渐趋终点，甚至连西方哲学本身也处于衰

落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哲学已开始瞩目于东方哲学，甚至出现了积极汲取东方哲学的潮

流。”
⑩
 

冈田近年仍积极参与国际间学术交流，不断参加各种国际哲学会议。如 1956年应当时任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的著名汉学家德巴瑞博士(Wm.T.de Bary)之约到该校讲学，并参加“明

代思想研究会”。他在会上发表的以存在主义思想来分析王艮(泰州学派代表)的学说的论文，

在德巴瑞教授主编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一书中发表之后，曾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注意。

例如，斯坦福大学尼文逊(David Nivison)教授在纪念王阳明诞辰 500周年时于《东西方哲学学

报》上发表一文，就是针对冈田先生这篇文章而发的。此外，冈田武彦还参加过 1972年、1977

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新儒学讨论会”、参加过在 1977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召开的“清初思

想学术讨论会”，参加过 1983年于汉城召开的国际退溪学术会议，并担任该会学术评奖委员，

等等，不及备说。 

特别要提出的是，冈田先生始终对中国人民、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怀有笃厚的友好情谊。这

一点也是与他为人正直，在学术研究中一贯坚持求实精神分不开的。他从事理学研究，一开始

就十分注意从基本材料出发，从学术资料和真实的观点出发，这正是科学精神的表现。我们知

道，在朱子学研究中，在战前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一些学者往往受日本当局反动的政治倾向影

响，为国家主义所利用。但冈田先生毫不为之所动，他经受过生活困苦的磨炼，坐得住冷板凳，

甘心苦读素日不为人所重视的象《朱子语类》这样研究朱子所必需的基本材料，潜心研究。他

这种学风，对战后兴起的科学地研究朱子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宋明理学

的研究才不断的有所深入和扩展。如他后来对宋熹、胡宏(五峰)等道学系统作出了新的探讨，

写出象《朱熹的教学思想》、《胡五峰论》等论文(载《在中国思想中的理想和现实》一书)，

也都是明证。 

这里还要提出的是他近年写出的《坐禅与静坐》一书。他在这本书中不仅界说了什么是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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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历史发展，而且分别论述了儒学的禅、道学和佛学的禅的异同之处，他在书中还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他的这一著作受到一些国家的儒学研究者的重视。1983 年，美国弗罗里达州立大学

宗教研究所所长 K.L.泰勒教授读了该书，亲自到日本，向冈田进行访问和对话，整理他的传记，

并一直到去年为止，都在翻译他的《坐禅和静坐》。泰勒说，到 1987年秋该书将出版，它附有

与冈田对话的记录以及冈田的传略，全名是《The Confucian Way of Contemplotion，Okada 

Takehino and The Tradition of Quiet-Sitting》。全书预计有 350页，泰勒在说明他译这本

书的原因时说:“在美国一直就流行着坐禅，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流行着坐禅，可是论述静坐却是

最近始于本书。”⑪他“与冈田先生的会见和对话，促使了解到儒家的观点，这不仅是一种历史

的、学术上的观点，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观点。”⑫恐怕这也是如冈田在前边所说的西

方哲学在寻找东方哲学的另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看着美国哲学家成中英先生的主张，可能也有助于了解冈田先生的观点。成先生说。他看

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生命力，因为它的内在源泉在于人类社会的内部，这就是“道”，而西

方哲学却同样存在着危机，如分析哲学家说他们对用同样的习惯语和例证去研究同样的哲学问

题已感到厌倦，他们需要反映人类经常经历着变化和演变的新的例证。这就是说，西方哲学需

要其他传统，包括中国传统哲学的经验和知慧。⑬ 

顺便说一下，我国除已将冈田的《中国哲学的课题及其意义》一文译出并发表在《日本学

者论中国哲学史》一书(同时《孔子研究》1986 年第 2 期转载)外，目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的吴光、钱明两位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正在翻译冈田先生在退休后几年中写出的大著《王

阳明和明末的儒学》一书。此外，台湾的几位学者也已译出冈田先生的几篇论文。如冈田先生

的《中国哲学的课题与简古精神》、《新儒学与日本》以及《宋明的实学及其源流》等文。 

冈田武彦教授，虽然是国际著名的学者，但他平易近人，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有此感。

几年来，我与他交往之中也深有此体会。当我有疑难点，写信去以后，他总是谆谆指教，对于

促进中日学术交流的事热心支持，而且语言恳切。 

最近，我从另一材料得知，冈田先生目前正在组织多名日本哲学家，计划撰写一部 50册的

介绍德川时期儒学家的丛书。对此，我们是表示欢迎的，希望早日能读到这一大作。我们祝愿

他身体健康，在学术领域内继续勇猛精进，续有新的拓展。 

冈田先生的主要论著有:1.《王阳明和明末儒学》，明德出版社，1971年；2.《王阳明文集》；

3.《东洋之道》；4.《楠本端山》；5.《刘念台文集》；6.《坐禅与静坐》；7.《江户时期的

儒学》(合著)，木耳社，1983年；8.《中国思想中的理想和现实》，木耳社，1984年；9.《宋

明理学的本质》，木耳社，1985年。由他主编的著作有:1.《日本阳明学大系》共 13册；2.《日

本朱子学大系》，共 15 册；3.《近代汉藉丛刊》；4.《日本的思想家》(丛书)；5.《楠本端山

•硕水全集》；6.《池田草庵先生著作集》。 

注释： 

①参见《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 年）一书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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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杜维明：《冈田武彦先生的儒学》，1977 年 8 月 24 日台湾《中国时报》。 

③王孝廉：《一个儒学家的人生经历》，第 4 页。 

④王孝廉：《一个儒学家的人生经历》，第 4 页。 

⑤参见《宋明哲学的本质》，第二章《陶磁器精神》，第 9-22 页。 

⑥⑦⑧《中国哲学的课题和简古精神》，载《中国思想中的理想和现实》，第 162-189 页。 

⑨参见《中国哲学的课题及其意义》，《孔子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⑩参见《中国哲学的课题及其意义》，《孔子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⑪⑫泰勒在 1986 年 6 月 24 日给冈田武彦先生的信。 

⑬成中英：《中国哲学在美国，1965-1985 年：回顾与展望》，在 1985 年 7 月 15 日于斯托尼布鲁克召开

的“中国哲学第四次国际大会”上的讲话，载美国《中国哲学杂志》1986 年第 13 卷第 2 期。 

【学会简讯】 

（一）2017年第 1 次理事会 

2017年 11月 10日晚，在广州保利山庄酒店会议室召开了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年第 1次理

事会，出席理事 23 人，会员 15 人。首先，学会秘书处汇报了学会近一年来的工作、学术活动

和财务状况。之后，经推荐提名，增补了葛继勇、刘雨珍、孙雪梅、王凯、顾春 5 位理事。此

后，在新的理事会上，经讨论通过了中华日本哲学会团体会费制度。团体会费标准：（1）会员

单位，3000元/届；（2）理事单位，5000元/届；（3）常务理事单位，10000 元/届。 

（二）2017 年第 1 次常务理事会 

2017年 11月 10日晚，在广州保利山庄酒店会议室召开了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年第 1次常

务理事会，出席常务理事 11 人。常务理事会上针对申报的 2016 年度“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优

秀成果”的初评情况进行了讨论和评审，最终评选出论文类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4 名。此后，

常务理事会上又讨论了会刊的编辑出版、2018年会的召开等工作。 

（三）2017 年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研究优秀成果奖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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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根据报名与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论文类一等奖 3名、二

等奖 4名。2017年 11月 11日，值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年学术年会之际，对 7位获奖者进行了

表彰。中华日本哲学顾问刘金才教授为一等奖代表徐金凤颁发了获奖证书，中华日本哲学会会

长王青研究员为二等奖代表陶金颁发了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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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类：一等奖 

徐金凤：“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形成的

社会背景”，《日本问题研究》 

张  博：“荻生徂徕的训读论”，《深圳大学

学报》 

王  鑫：“近代以来中国的妖怪学研究与日本”，

《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 

论文类：二等奖 

蒋建伟：“会沢正志斎の「国体」思想における「民命」”，『日本中国学会報』 

陶  金：“宗教对话的‘超越’与‘回归’”，《世界宗教研究》 

陈月娥：“日本近代化与汉字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王芳芳：“论日本民间团体在新药受试者保护中的作用”，《日本研究》 

【学会通知】 

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8 学术年会通知 

东方拥有众多的宗教传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以东方为视域，从宗教学、哲学、历史学、语言文化等多学科视角来探讨

东方的宗教传统与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

心与中华日本哲学会将联合主办“东方的宗教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8学

术年会。会议拟于 2018年 10月 12日（周五）至 15日（周一）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山东•济

南）召开。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东方的宗教世界 

分议题：1、儒释道与东亚文化       2、佛教与亚洲 

            3、中亚•南亚地区宗教      4、日本宗教•思想•文化 

二、会议内容 

10月 12日（周五）报到、学会务理事会 

10月 13日（周六）全天学术会议 

10月 14日（周日）上午学术会议，下午理事会 

10月 15日（周一）离会 

三、报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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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5月底之前，将会议回

执单通过电子邮件发至会议筹备组 cssjp1981@163.com。除特邀人员以外，参会人员在原则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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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提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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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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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收会务费，交通费与住宿费自理，餐饮会务主办方承担，有困难者可申请免费住宿。 

六、联系人： 

李海涛 中华日本哲学会秘书长、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 

手机与微信：18905317378     办公电话：0531-88362552 

E-mail: cssjp1981@163.com 

 “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优秀研究成果 2018 年评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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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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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 

三、评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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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15日至 2018年 5月 31日。 

mailto:cssjp198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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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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学会邮件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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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简讯】 

日本哲学会会长、一桥大学加藤泰史教授到北京学术交流 

日本一桥大学加藤泰史教授将于 2018年 2月 27日至 2月 28日到北京进行学术交流。加藤

泰史教授同时也是日本哲学会会长，目前为止，中华日本哲学会与日本哲学会已经合办了五届

中日哲学论坛，共同推动中日哲学及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此次学术交流活动由中华日

本哲学会协办。 

第一场学术报告 

2018年 2月 27日下午，加藤泰史主讲清华大学哲学系“欧陆实践哲学论坛”第 1期，在新

斋 104 室作了题为“康德哲学与公共性问题——构筑‘全球公共性’”的学术报告。论坛由哲

学系教授韩立新主持，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副教授陈浩和助理教授范大邯担任学术评论，一桥

大学社会学研究科魏伟博士担任翻译。 

mailto:xuemei_sun@126.com
mailto:xuemei_sun@126.com
mailto:cssjp198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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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泰史的核心观点是，“理性的公共运用”是康德对“公共性”的一种新型阐释，它是

建构法治国家以及“全球公共性”的重要前提。报告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证：首先，康德基

于“源始契约”而初步构想了法治国家，即自由平等的独立个人，以统一起来的所有人的普遍

意志为基础，引入公共正义的体制和合法的决定的权利而自发产生的组织。不过，尽管这一国

家概念强调了理性的“法治”和制度化，但是它也面临这样的风险——法律退化为仅对弱者起

作用的强者特权。为此，康德接着又引入了“理性的公共运用”这一工具。“理性的私人运用”

以现存的制度为前提，不允许对制度本身及规则进行质疑和反思，与之相反，“理性的公共运

用”则强调个体应作为学者，作为没有地位和身份差异的公民，对现存的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

反思。因此，根植于“理性法”的“源始契约”呼唤建立“法治国家”，而只有保障了无限进

行“理性的公共运用”的自由，“法治国家”方能贯彻自己的初衷。最后，加藤泰史认为，“理

性的公共运用”兼具双重任务，一方面对国家范围内的制度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对国家存在的

样式进行根本性批判，进而突破国家的范畴，进入全球公共性层面。而康德之所以用“联合国”

这一消极替代品来取代具有联邦国家性质的世界共和国，就在于他担忧联邦国家成为超级大国

特权的幌子。 

与会师生就“何为 ‘学者立场’”“世界共和国的危机”“康德的公共理性与哈贝马斯的

商谈理性的差异”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来源清华哲学系网站） 

第二场学术报告 

2017年 2月 28日，加藤泰史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学术座谈会，座谈会主

题：“尊严”概念史的重构。座谈会由东方哲学研究室研究员王青主持，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崔

唯航、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志强参加座谈会。西方哲学研究室研究员王齐做学术评论。来自中

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各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的研究生等近 50人参加座谈会。 

加藤泰史教授的讲座分四个部分，一是，提出问题：尊严概念史与现代；二是，尊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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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重构；三是，康德与尊严为问题；四是，结语——尚未解决的课题：多样化可能性与可扩

张性。加藤泰史教授首先介绍了尊严概念研究的现状。他基于尊严在现代的新争论，想要重新

审视尊严的概念史。他首先着眼于施泰卡的研究中关于现代围绕尊严概念的两种对立的理念的

困境，提出探索第三种路径的紧要性。他在梳理尊严概念史的过程中，发现康德是一个重要理

论转折点。接着，在第二部分中，他在现代各种争论的基础上对欧美的尊严概念史进行了重构，

他主要把通常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英国经验论视为康德的思想来源。随后，加藤泰史教授重点

探讨了“康德与尊严为问题”。加藤泰史教授认真清理了当代英美康德研究的成果，他从康德

文本出发，澄清了一些问题，指出了一些理解的误区。他指出 Darwall（达尔沃）没有正确理解

康德以“对自己的义务”作为道德的基础这个出发点。加藤泰史教授也对 Andersen（安德森）

对康德尊严理论与荣誉伦理学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加藤泰史教授指出，达尔沃那里，人性仅

仅在其能够表现为有道德时才拥有尊严，同样，人格也仅仅在“实际上”遵从道德法则时才能

被视为目的本身。这样，在“评价性尊严”里，人格随评价获得或丧失尊严。那么，“谁，以

怎样的基准进行评价，并赋予尊严？”就成为根本性问题需要始探讨的。在加藤泰史教授看来，

达尔沃的目的是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字里行间隐约透漏出来的“评

价性尊敬”存在悖论，导致“评价性尊敬”无法成立。《奠基》里尊严评价的标准是绝对命令

这一道德性原理，归根结底是自律。加藤泰史教授认为，康德那里，比起“对他人的义务”，

“对自己的义务”更为重要，是道德性的基础。康德的所有道德构想的起点，就是“对自己的

义务”。最后部分，加藤教授介绍了他的研究过程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进一步要研究的课题。 

在评议环节，王齐研究员对加藤泰史教授的讲座做了精彩评议。王齐指出，加藤教授的论

文选择了一个西方哲学和法学中的核心概念“尊严”，从现当代社会的理论和现实困境出发，

开始了尊严概念史的重构。其论文涵盖面非常广，对于西方哲学思想史上尊严概念的重要人物

如西塞罗、阿奎那、皮科等都有所涉及，但又重点围绕康德哲学展开。加藤教授的理论重构不

是简单地梳理康德哲学的内在理路及其矛盾和弱点，而是，用批判的方式与康德哲学展开对话。

加藤教授的理论重构，是“用康德的方式”来“超越”康德，这其实就是当今汉语学界所说的

“接着讲”，而非简单的“照着讲”。王齐研究员也赞赏这种哲学研究之路。 

王齐与加藤泰史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和交流。一是“康德与基督教文化”问题。王

齐研究员指出，加藤教授在结语部分说在尊严问题的正当化问题上，“不需要特定的宗教信仰

作为前提”这个结论没有任何问题，但问题是，康德哲学中存在着鲜明的基督教虔敬思想的印

迹。康德的“义务论”，若无基督教思想是难以支撑的。而加藤教授先生引用的“被造物的尊

严”dignity of the creature，由此引出动物的权利，在王齐研究员看来支撑这个观念的也是

基督教的观念。加藤泰史认为，康德的尊严概念产生于基督教文化，但康德是无神论。他的尊

严概念不是基督教的，是超越基督教的。二是关于“绝对他者的维度”问题，王齐研究员认为，

康德的“绝对他者维度”还是值得讨论的。加藤泰史教授说，在他的研究中，他不太重视“他

者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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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动环节，专家学者探讨问题很多，对话精彩而激烈，思想的火花相互碰撞。哲学研

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室主任毕芙蓉研究员就剥夺生命与尊严的关系以及康德尊严概念

的拓展问题与加藤泰史教授进行了探讨。应用伦理研究中心龚颖研究员就“尊严”一词在日本

著述中的出现和应用情况进行了交流和探讨。专家学者还就“美学”一词来自日本以及翻译问

题、尊严与人权问题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座谈会进行了近 4 个小时，在大家的热情的探讨和对

话中圆满结束。（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加藤泰史简介】 

加藤泰史，男，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日本哲学会会长。 

研究领域：康德、费希特、哈贝马斯等德国近现代哲学，

现代应用伦理学，近现代日本哲学，近年来致力于“尊

严”概念的相关课题研究。 

主要著作： 

《Kant in der Diskussion der Moderne》 (Suhrkanp 

Verlag,1994) 

《西方哲学史重构试论》（昭和堂、2007年） 

《全球伦理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年） 

《承认》（法政大学出版局、2016年） 

《尊严概念的动态》（法政大学出版局、2017年）等。 

 

日本神户大学绪形康教授到山东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中华日本哲学会在

济南的正式会员于山东大学召开了 2017 年

日本思想文化座谈会，山东大学牛建科教授、

邢永凤教授、王慧荣副教授、李月珊讲师、

李海涛副教授、方炳星硕士、田玉鹏硕士和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管秀兰教授参加了此次座

谈会。大家畅所欲言，交流了各自近期的研

究兴趣、研究计划和拟开展的研究课题。同

时，大家共同商讨，筹备组织开展山大·东亚人文青年学者工作坊、山大·东亚人文系列

讲座两个学术活动，旨在打破文史哲的学科界限，在大人文的视野下思考东亚世界。工

作坊与系列讲座，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办，佛教与东亚文化研究所承

办，中华日本哲学会、山东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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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20-23日，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特别邀请

了日本神户大学绪形康教授到山东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做了两场学术报告。 

第一场学术报告 

山大·东亚人文系列讲座 01：“日本思想史的脉络——津

田左右吉、和辻哲郎、丸山真男、加藤周一对日本思想史的

构想与叙述” 

时间：2017年 12 月 21日晚 19:00-20:30 

主讲人：绪形康，日本神户大学教授、日本孙文研究会

会长、《孙文研究》主编 

主持人：李海涛，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

教授、中华日本哲学会秘书长 

评议人：牛建科，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

授、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 

在讲座中，绪形康教授围绕着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

丸山真男、加藤周一四位在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重要的学者展开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对日本固有

思想的不断追寻。绪形康教授指出，津田左右吉通过《在文学发现的我国国民思想之研究》和

《神代史研究》，否定了“记纪”内容的真实性，进而强调日本的国民思想，试图确立作为日

本的主体性。和辻哲郎则通过《日本伦理思想史》构筑尊皇意识的“神敕正统性”。丸山真男

在《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录》中强调要超越国家主义，认为日本的“原型”不是破坏的东西，

而是改造的力量，从而将日本的固有性归结为一种方法。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认

为丸山所谓的超国家主义并不是日本思想史上的特例，而恰恰是潜藏的日本过去历史因素的极

端表现。围绕绪形康教授的讲座内容，牛建科教授着重介绍了江户末期以来日本思想界对于自

身固有性的不断探索的背景，从中也可以看出津田、和辻、丸山、加藤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探讨。

这样一个思想问题恰恰与日本深受外来文化诸多影响相关联。最后，与会的老师与同学们就日

本思想史的问题与绪形康教授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与交流。（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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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学术报告 

12 月 22日，日本神户大学绪形康教授在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作了题为“文学史与思想史之

间：围绕‘文学’‘思想’概念之津田左右吉、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的探索”的精彩讲座。本

次学术讲座由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邢永凤教授主持，日语系师生

及校内相关专业的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绪形康教授以宏大的视野，多维角度，纷乱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展开了此次讲座。他

强调，津田左右吉从文学中发现日本的思想与加藤周一从思想中发现文学的不同路径，都显示

出文学与思想的密不可分。而作为文学、思想之表现形式的语言，在日本经历了斯大林语言学

之争的历史过程。时枝诚记、西尾实、三浦务各自相异的语言观，即语言是否是一种权利话语，

语言是否与政治相关。这其中既有个人知识体系的不同，也有政治背景的关系。绪形康教授通

过详细梳理日本文明史的脉络，探讨了二战之后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关系。邢永凤教授对绪

形康教授的讲座作了点评。之后，在场师生与绪形康教授进行了互动。（山大视点网） 

【緒形康 教授】 

绪形 康，男，1959年生，东京大学（1990）文学博士，现任日本神户大学教授、日本孙文

研究会会长、《孙文研究》主编。研究领域：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代表作：《危机时期的话语：

中国革命 1926-1929》1995（获日本“发展途上国研究奖励奖”）、《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空间》

2015、《现代中国与市民社会》2017. 

《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重大项目开题研讨会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立文教授负责申报的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

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立项批准。为了此后数年有序开

展项目的研究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于 2018 年 3 月 25 日召开了“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的

发展与演变暨《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重大项目开题研讨会”。研讨会由各子课题负责

人汇报各自研究工作的开展预

期与设想，广泛听取参与此项目

的编纂与研究工作的全体学者

以及国内外相关领域重要专家

学者的宝贵意见与建议，以期通

过集思广益，促进该重大项目研

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院彭永捷教授主持，中国人民

大学哲学院张立文教授、林美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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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青研究员、龚颖研究员，日本

国际基督教大学小岛康敬教授，日本关西大学榧木亨研究员等多位专家作为项目课题负责人出

席研讨会并作主题报告。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甦平研究员、洪军研究员、贺雷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唐永亮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钱昕怡教授，北京工业大学顾春教授

等多位中华日本哲学会成员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张立文教授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正在进行中的《国际儒藏》的整理与编纂工作作

了《关于<国际儒藏>编纂与构想》的报告。张立文教授介绍指出该重大项目的设想由来已久，

自 2002年孔子研究院成立时起就已经有了编纂《国际儒藏》的构想，囊括韩国、日本、越南和

欧美等部分。2009 年完成编纂并出版了十四卷本《国际儒藏》韩国篇，《国际儒藏》越南篇已

完成资料收集工作，目前处于文献整理阶段，欧美篇部分也正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出国访问学者

进行资料收集工作，《国际儒藏》日本篇的编纂构想的提出亦得到了日本学者的积极响应。中

国的儒学著作能够在东亚广泛传播，并在与当地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表明

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儒家文化中蕴含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从这一点上看，《国际儒藏》

的编纂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

重要意义。 

陈来教授在《关于朱子学研究方法》的报告中首先回顾了我国学者关于东亚儒学研究的历

史，指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东亚儒学的研究迅速发展，特别是关于韩国儒学的研究

发展尤其迅速，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比韩国儒学研究，我国关于日本儒学的研究

则发展相对缓慢，对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的研究是一大薄弱点，究其原因就在于韩国儒学基础文

献资料的整理与编纂相比日本方面更为完备，因此，《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项目显得

尤为重要，能够促进我国关于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研究的发展。朱子学作为一个哲学体系蕴含

着很多内部矛盾和未充分发展的逻辑环节，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在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

下，揭示并解决这些内部矛盾和环节。 

林美茂教授作了题为《关于日本朱子学学派划分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林美茂教授以井上

哲次郎著《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和朱谦之著《日本的朱子学》两部著作为依据，考察了两者

对于日本朱子学学派划分方案的不同。井上著将朱子学划分为京学及惺窝系统、惺窝系统以外

的朱子学派、南学及闇斋学派、宽政以后的朱子学派、水户学派五个派别，朱著则将朱子学划

分为京师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海南朱子学派、大阪朱子学派、宽政以后朱子学派和水户

学派六个派别。朱谦之方案是在井上哲次郎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与修订，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日本朱子学全貌的展现，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与井上方案相比，朱谦之方案更为全面与

合理，所以项目组以朱谦之方案为参照划分子课题，进行具体工作分工。但是朱谦之方案中也

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意识形态先行、缺少整体性框架、各学派思想发展史模糊、来自中国的影

响失踪等，这些问题是项目组在此后的文献整理、编撰与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和克服的问题。 

龚颖研究员在报告《京师学派朱子学概况》中首先梳理了京师朱子学派的主要人物及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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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重点介绍了藤原惺窝、林罗山、木下顺庵、雨森芳洲、室鸠巢和新井白石等主要人物。

龚颖研究员介绍藤原惺窝作为京师朱子学派的开山祖，最早依据程朱之意点校四书五经，其自

幼进入佛门在相国寺习禅，后自读圣贤性理之书，逐渐脱禅入儒，在这一过程中他受到了朝鲜

儒学和明代儒学的重要影响，其著作被编成《藤原惺窝全集》，后又被收入《日本思想大系 28》。

之后龚颖研究员又分别介绍了其他几位与藤原惺窝具有师承关系的京师朱子学派代表人物，指

出自己在今后进行项目研究过程中的目标是收集整理文献，认真研读，以此达到能够深知其意，

发现日本江户朱子学在哪些方面真正补充完善了中国朱子学，或者是对中国朱子学提出了哪些

真正的、具有挑战意义的问题。 

榧木亨研究员作了题为《海南学派朱子学概况》的报告。榧木亨研究员首先明确了“海南”

的地理位置，“海南”是指江户时代的土佐藩，位于现在的高知县，因处于当时日本文化中心

京都的南面的南海道最南部而得名。海南朱子学派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早期，即儒佛一致时期；

二是发展期，即脱离佛教时期；三是恢复期，即南学的确立时期。研究海南朱子学派的基础文

献有大高坂芝山著的《南学传》一书，但是研究海南朱子学派时所面临的问题，一是文献的缺

乏，虽然海南朱子学派恢复期的学者的著作比较丰富，但是早期与发展期的学者的著作几乎没

有留传下来，比如海南朱子学派的先驱者南村梅轩的生没年都不能确定。另一问题是《南学传》

是否可靠，大高坂芝山之后的朱子学者对该书提出了质疑，所以在参考《南学传》时应该持有

怀疑的态度。榧木亨研究员指出自己在项目研究中的基本方针一是表现出大高坂芝山与谷秦山

两个不同的“海南学”，二是表现出山崎闇斋门下三弟子之间的不同特点。 

王青研究员的报告《海西学派朱子学概况》首先考察了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史书

籍中关于朱子学学派的划分，指出在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永田广志《日本哲

学思想史》、《日本思想史辞典》和《日本大百科全书》等著作中都没有划分出海西朱子学派。

海西学派是从朱谦之著《日本的朱子学》开始成立的，朱著将安东省庵、藤井懒斋、贝原益轩

和中村惕斋归为海西学派，王守华、卞崇道著《日本哲学史教程》对于海西学派的划分基本继

承了朱著的观点。王青研究员介绍自己将在项目研究中具体考察上述两部著述中涉及的海西学

派代表人物，分析上述划分方法是否合理，并指出本课题的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代表海西（九

州）朱子学派，并在学说体系上具有一定一致性的贝原益轩和安东省庵。 

小岛康敬教授作了题为《宽政时期朱子学概况》的报告，指出受到徂徕学余波的影响，18

世纪后半期的日本思想界出现了不再局限于特定学派的趋势，在吸收先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自

己学说的折衷学和贯彻文献实证的考证学兴盛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担心朱子学日渐衰微的学

者纷纷要求幕府推行宽政异学之禁，致力于朱子学的正统化。这一时期儒学思想开始出现衰败

趋势，继而出现了三浦梅园、平贺源内、山片蟠桃、海保青陵等开明的思想家以及兰学、国学

开始兴盛。但是另一方面，藩校急增，教育蓬勃发展，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伊藤仁斋、荻生徂徕

那样的儒学大家，但是儒学的社会化趋势更加明显。小岛康敬教授指出宽政时期应该重视的儒

学者有考证学·折衷学派代表人物、松平定信、宽政三博士、异学代表人物、昌平簧儒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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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家和赖家私学等人物。各子课题负责人报告结束后，研讨会进入学者交流讨论环节。中华日

本哲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甦平研究员就项目组的研究课题提出了对于该项目的

三点看法和建议：第一点，就日本朱子学的分类指出，目前中外学者关于朱子学的分类大概有

六种，除项目组提到的井上哲次郎和朱谦之之分类，还有阿部吉雄、源了圆、王守华、王家骅

关于日本朱子学之分类，李甦平研究员在著述中也有自己的分类方法；第二点，指出台湾中央

研究院的学者于 2000-2004 年从诠释的解读做了“东亚近世儒学传统”项目研究，出版了一系

列涉及日本和韩国的研究著作，并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大陆地区发行。现在项目组再来做

关于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就要紧紧把握住日本朱子学的特点，做出的结果要有今日应

该具有的创新和特色；第三点，应该多多关注日本当代学者对于日本儒学研究的动态和动向，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将项目做出更高的水平，做出人民大学的特色，使成果在中国学术

界、在日本学术界都能够得到承认，引起反响。 

此外，清华大学陈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洪军研究员、罗传芳编审，中国人民大

学外籍教授谢林德等多位专家学者也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积极对项目的开展建言献策。此

次研讨会的召开为《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重大项目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李立业撰稿） 

 

王青会长赴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 

2018 年 3 月 3日，王青会长应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长安川一教授的邀请，前往东京

参加“人文社会科学的危机和影响力”国际学术研

讨会，并作题为“中国振兴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和

挑战”的学术报告。介绍了中国近年来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需要理论创新”、“鼓励应用

型研究，提高决策水平”和“加强基础研究，构建

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等视角出发，出台一系列政

策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中国通过建设国

家高端智库、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

新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措施，极大地改善了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环境和研究条件，培养了

一批研究人才，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当然中国

的学术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从实用主义角度

出发的重理轻文现象还没有彻底扭转；国家虽然呼

吁创立跨学科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但由于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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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文理的通才，在实践中还没得到充分的开展；科研业绩评价体系有定量化和单纯化的倾向，

应继续研发更加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特色的业绩评价方法和体系。由于日本文科省于 2016年 6月

8 日发布的所谓 6。8 通知决定压缩削减人文社科领域的规模和经费，造成日本人文社科研究的

萎缩惨状，尤其对专注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一桥大学更是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对此我介绍了

中国近来实行“双一流”政策，不仅重视一流大学建设，同时重视一流学科建设，鼓励大学走

特色发展的道路，避免盲目扩大为综合大学。 

美国纽约大学的Jennife ULEMAN教授的报告《The Impact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s in the US》指出美国自八十年代以后陷入衰退，高等教育领域工具主义倾向明显，必

须以传统的自由教育的哲学思想来抵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 

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大学 Gesine FOLJANY-JOST 教授作了报告《The End of the 

Crisis:German Initiative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Humanities》，指出在当代德国，人

文社会科学相比于理工科，日益受到轻视，大学教员的教学与科研压力很大，但她强调人文社

会科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必须引起重视。 

千叶大学的神里达博教授发表了“科学技术创新与人文社会科学”、横滨国立大学的室井

亘教授发表了“没有实用性的知识更加重要”、东京大学米本昌悟教授发表了“日本的大学解

体与再编”、日本学术振兴会学术研究中心的盛山和夫教授发表了“什么是文科学术的危机”

等学术报告。会议还设置了充分的提问和讨论时间，现场交流互动非常充实而热烈。 

【会员活动】 

学会李萍、葛继勇、孙彬获第八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 

2017 年 12 月 16 日，第八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颁奖仪式在京举行。全国政协

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王家瑞，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井顿

泉，日本国驻华公使衔参赞川上文博，孙平化亲属代表孙晓燕及家人，以及中日友好人士出席

颁奖仪式。 

已故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毕生从事中日友好事业，晚年十分关注国内对日本学术

交流和日本学研究人才的培养。1997 年 8 月，遵照孙平化的遗愿，其亲属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捐赠设立“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旨在利用其生前、身后所得的各类捐赠和奖酬等支

持中国日本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奖励优秀学术成果，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 

目前，“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是国内唯一以中青年学者为特定对象、以建立日本

学研究体系为特定方向、专项支持日本学研究的学术奖励基金。每三年举行一次评审颁奖活动，

主要面向日本学（人文、社科为主）学术领域的中青年研究人员。该基金设立 20 年来，已经成

功举办了八届评审奖励活动，评选出了 104 件在中国日本学研究领域中具有较高水准和独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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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学术作品，激励了国内年轻一代学者以科学的态度全面深入地了解日本，从学术角度观察、

研究日本;对促进中日民间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加深接触、实现更为坦

诚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基金的发展得到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中国

中日关系史学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第八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共奖励了 25 件获奖作品，其中专著类 12 件、论文

类 12 件、译著类 1 件。中华日本哲学会葛继勇理事所著《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获专著类

二等奖，李萍常务理事所著《近距离看日本》获专著类鼓励奖，孙彬理事所著《中国传统哲学

概念“理”与西周哲学译名之研究》获论文类三等奖。 

【李彩华 常务理事】 

（1）2017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日参加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中华日本哲学会联合主办的以“东

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思想·文化”为主题的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 学术年会，发表论文“頭山

満のアジア主義”。 

（2）论文：「頭山満のアジア主義」『哲学と現代』33 号（名古屋哲学研究会編 2018 年 2 月）. 

【邢永凤 常务理事】 

（1）2017 年 11 月 17-18 日，应邀赴杭州参加浙江大学主办的“东亚笔谈研究”国际学术研讨

会，做主题演讲“日朝笔谈中的医学交流”。 

（2）论文：《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舆论动员和战时宣传——以随军摄影师龟井兹明为个案》，

《日本侵华史研究》，CSSC，2017 年 9 月。 

（3）论文：《赵秩与日本－汉诗中的新世界》、载《阳明学与东亚文化》，贵州出版集团，2017

年 4 月。 

（4）论文：《日朝知识人的视线——以两好余话为中心》，载《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20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11 月。 

【李海涛 秘书长】 

（1）主持山东省规划重点项目《东亚宗教渗透与山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2017-2018，17BCXJ03，

9 万，主持人。 

（2）主持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项目《东亚佛教历史传统与价值冲突研究》，

2017-2022，2017WLJH02，20 万，主持人。 

（3）2017 年 10 月 19-20 日，应邀赴韩国首尔参加东国大学佛教学术院主办的“东国大学 2017

年国际学术大会”，做主题报告“金陵刻经处与韩国佛教文献”。 

（4）2017 年 11 月 11 日，应邀赴广东广州市参加中华日本哲学会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主办

的“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思想•文化”学术会议暨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主持分

组讨论和会议闭幕式，同时组织召开了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 年第 1 次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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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成坤 理事】 

（1）金暎根・山泰幸・河村和徳・全成坤著：《災害回復力》，韩国学术情报，2018 年 1 月。 

（2）鄭毅・磯前順一・全成坤：《国家と余白》，学古房，2018 年 3 月。 

（3）论文：“‘相対的客観性’の構造と‘東洋’表彰の困難—津田・大川・蓑田の錯綜”，

《人文論叢》第 74 巻 3 号，首尔大学人文学研究院，2017 年 8 月。 

（4）论文：“‘公共天皇論’の原理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亜細亜文化研究》70 号、漢陽

大学東亜細亜文化研究所，2017 年 8 月。 

（5）论文：“国際都市大阪の誕生とマイノリティ”，《人文社会 21》第 8 巻 6 号，亜細亜文

化学術院，2017 年 12 月。 

【张厚泉 会员】 

（1）2017 年 11 月 3 日，应邀赴上海，参加东华大学和关西大学联合主办的“近代东亚历史、

思想、语言的接触与互动”国际学术，发表论文“程朱理学在哲学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2）2017 年 11 月 13 日，应邀赴上海商学院，举办题为“汉字文化圈的近代学术术语的形成”

的专题演讲。 

（3）2017 年 12 月 2 日，应邀赴日本津和野，参加第 15 届西周研讨会“西周研究的新时代”。 

（4）2018 年 2 月 25 日，应邀赴日本东京，在东京都文京区本乡图书馆举办“西周的教育思想”

专题演讲。 

（5）2018 年 3 月 11 日，应邀赴上海，就“80 年代配音偶像与二次元世界”问题，接受上海电

视台外语频道《中日新视界》节目的专访。 

（6）2018 年 3 月 24 日，应邀赴南京，参加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与汉字文化圈近代词研究会联

合举办的“从词语史到概念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百学连环》的译词特征”。 

（7）2018 年 3 月 27 日，应邀赴上海，参加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日

本汉文文献的出版与流通”工作坊，发表论文“西周《养材私言稿本》的教育思想”。 

（8）主持项目《基于全球史观的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的研究》，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人

文社科类），4 万，2015-2017 年，主持人。 

（9）主持项目《亚洲共同体的服装文化与语言接触》，亚洲共同体财团项目，24 万，2017-2018

年，主持人。 

（10）主持项目《非西方模式的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研究》，国家外专局引智工程学校重点

项目，5 万，2017-2018 年，主持人。 

（11）论文：造語意識からみた近代漢語の成立――『百学連環』の造語を中心に[J]，言語と

交流（凡人社），2017 年 7 月，No.20:46-63。 

（12）论文：中华思想文化的核心与哲学价值的思考——程朱理学在“哲学”产生过程中的作

用，载《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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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鹏举 会员】 

（1）2017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第二届东亚日本研究国际研讨会并做小

组报告。 

（2）论文：「内藤湖南における近代中国の構築」，『北東アジア研究』第 28 号，2017 年。 

（3）论文：《重读竹内好：中国道路如何成为“作为方法的亚洲”》，《海南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于  君 会员】 

（1）2017 年 11 月 3 日，参加“第 4 届南开大学-国学院大学研究生・青年研究者学术论坛暨东

亚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平家物語』に描かれた武士像—武士間の「つな

がり」から—”。 

（2）2017 年 11 月 10-12 日，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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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论文“《太平记》中的武士形象 以“忠”和“孝”为中心”。 

（3）2018 年 2 月 11 日，参加日本广岛大学综合研究科主办的“日中美学・芸術学合同研究会”，

并做题为“日本の中世文学に描かれた武士像”的报告。 

【张  琳 会员】 

（1）2017 年 9 月 9-10 日，于日本立命馆大学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日本哲学会

和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办、中华日本哲学会协办的第五次中日哲学论坛，发表论文《“文

化主义”与“社会改造”之间——土田杏村《文化主义原论》与东亚 1920 年代》，并担任部分

会议口译。 

（2）2017 年 10 月 28-29 日，赴天津市参加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东亚日本研究者协议会共

同举办的第二届东亚日本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文化主义”与“社会改造”之间——

土田杏村《文化主义原论》与东亚 1920 年代》。 

（3）2017 年 11 月 3 日于日本立命馆大学参加由东亚思想与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东亚史学思想

史研究会”第 24 次例会，发表评论文“道德问题的系谱与现代性危机——评肖琨《劝善书在近

代——以《阴骘录》为中心》”。 

（4）主持项目《有关战间期日本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思想史研究——长谷川如是闲与东亚》，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项目（DC2），2016-2018，主持人。 

（5）参与项目《清末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6CZS055），2016-2018，项目组成员。 

（5）主编《东亚思想与文化》（第 9 号），东亚思想与文化研究会，2018 年 3 月。 

（6）论文：《“第三条道路”与大正民主风潮》，《日本学研究》第 27 辑，2017 年 10 月。 

（7）论文：《“黄祸论”与“亚洲主义”的歪曲镜像关系——评广部泉<人种战争的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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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东亚思想与文化》第 9 号，2018 年 3 月，pp.130-138。 

【张燕燕 会员】 

2017 年 11 月 11 日，参加中华日本哲学会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发表论文“活跃于中国的入元日僧古源邵元”。 

【游  力 会员】 

2017 年 7 月，应邀赴台北参加国际日本哲学学会年会，并发表论文。 

【李立业 会员】 

（1）2017 年 9 月 3 日-28 日，应邀赴日本东洋大学参加“国际井上圆了学会第 6 届学术大会”，

并作了题为“井上圆了的中文译著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影响”的学术报告。 

（2）2018 年 3 月 25 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召开的“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的发展与演变

暨《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重大项目开题研讨会”。 

【黄海玉 会员】 

（1）主持项目《日本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广西教育厅项目，1 万，2015-2017，主持人 

（2）主持项目《石田梅岩的思想研究》校级项目，2 万，2015-2018，主持人 

（3）论文：“论本科日语专业写作课指导”，《课程教育》2017 年第 14 期。 

【新增会员】 

【刘雨珍 南开大学】 

刘雨珍，男，1966 年生，现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箱：

liuyzhth@163.com 

学习与工作： 

学习经历：1987年 7月毕业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外文系日语专业，同年 9月考入北京

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班，1997 年 3 月毕业于神户大学文化学研究科博

士课程，获文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1993年 4 月至 2002年 11月，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日本研究中

心兼职副教授；2002.12-至今，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日本研究院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等。曾任国学院大学招聘

研究员、早稻田大学交换研究员、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

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 

mailto:liuyzht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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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人物卷（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 

（2）《日本政法考察记》（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3）《万叶集与中国文化》（合译），中华书局 2007年。 

（4）《乡歌——注解与研究》（合著），（日）新典社 2008年。 

（5）《日本的公与私》（合译，《公共哲学》全十卷之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6）《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年。 

（7）《日本古典文学史》（合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3年。 

【葛继勇 郑州大学】 

葛继勇，男，1975年生，浙江大学博士，现任郑州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外语学院教授，

邮箱：keiyuu@163.com 

学习与工作： 

2012年 11月—2014年 11月，日本早稻田大学 博士后研究 

2002年 9月—2006年 6月，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1999年 9月—2002年 4月，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2006年 6月—至今， 郑州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外语学院  

2009年 9月—至今，郑州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日本思想文化、中日佛教交流史、日本入唐僧的求法巡礼与中原交通 

【张燕燕 郑州大学】 

张燕燕，女，1982年生，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读博士，邮箱：

enen1215@126.com 

学习与工作： 

1999年 9月-2003年 6月，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2003年 9月-2006年 6月，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硕士 

2016年 9月-至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博士研究生在读 

2006年 9月-至今，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思想文化、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成果： 

[1]浅议八世纪初以前遣唐使开辟南岛路航线的原因[J].科技信息，2008(05). 

[2]从推古女皇看古代日本女皇频出现象[J].科教文汇，2009(09). 

[3]古代新罗、日本女王的巫师色彩分析[J].科教文汇，2012(01).  

[4]河南高校非通用语种旅游人才教育改革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2016（02） 

[5]古代日本、新罗最初的女性王权与宗教[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7（04）. 

mailto:keiyuu@163.com
mailto:enen121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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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编南开日本文学精品教材《日本当代女作家小说导读》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

月，ISBN：9787310032822) 

【榧木亨 日本关西大学】 

榧木亨，男，1987年生，日本关西大学博士，现任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外聘研究员，

邮箱：franciscokuyaki@gmail.com 

学习与工作： 

2006.04-2011.03，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综合人文学科中国语·中国学专攻（本科） 

2011.04-2013.03，日本关西大学大学院东亚文化研究科文化交涉学专攻（硕士） 

2013.04-2016.03，日本关西大学大学院东亚文化研究科文化交涉学专攻（博士） 

2013.04-2016.03，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2016.04-至今，日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外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思想 

【江新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江新兴，男，1966 年生，南开大学博士，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教授，邮箱：

jiangxinxingjxx@163.com  

学习与工作： 

1983年至 1987年，内蒙古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 

1991年至 1993年，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日语日本文化读硕士学位 

1993年至 1995年，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日语日本文化博士课程 

2007年至 2011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职读博士学位 

1987年至 1991年，内蒙古兴安盟外事办公室职员 

1994年至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 

研究方向：日本社会发展史、家族制度研究 

主要成果： 

1《日本隐居制度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日本近代家族制度研究》（专著），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年 

3《中日乡土文化研究》（参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4《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学の孝倫理の変容について》，《横滨商大论集》51卷 1 号，2017

年。 

5《日本的隐居制度与家长权的传承》，《日语学习与研究》第 4期，2009年。 

6《日本隐居制度与家族伦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9期，2009 年。 

 

mailto:franciscokuyaki@gmail.com
mailto:jiangxinxingjx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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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 云南师范大学】 

陈斌，男，1976年生，现任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读博

士，邮箱：13902242183@163.com  

学习与工作： 

1995.9-2000.7，昆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学士 

2000.11-2005.7，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临床医师 

2006.9-2009.3，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 

2009.7-至今，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 

2013.9-至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2016.4-2017.4，日本国岩手县政策地域部国际室国际交流员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日本儒学、日本阳明学 

主要成果： 

1、《中日同形词在日语教学中的对比研究》，《高校科教论坛》，2010（第一辑）； 

2、《日语形容词的词义转用研究》，《高校科教论坛》，2010（第一辑）； 

3、《日语暧昧表达及其文化分析》，《中外教育研究》，2011 No.02 下旬刊； 

4、《日语中“和制英语”的发展与构词解析》，《外国语言文学与外语教学探索》，2011 

5、参与编写《云南旅游-日本語ガイド》，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 月 

6、「『葉隠』武士道思想に関する一考察」、《日语与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7、《也谈近世日本武士的生死观——以《叶隐》为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6年 02期。 

【黄海玉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海玉，女，朝鲜族，1975年 8月生，日本京都佛教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任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邮箱：1524943499@qq.com 

学习与工作： 

2000.4-2004.3 日本京都 佛教大学教育学部 

2004.4-2006.3 同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 

2006.4-2012.3 同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 

2012.4-2013.2 同大学综合研究所 特别研究院 

2013.3-至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语系 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化、教育、思想 

主要成果： 

1.《关于石田梅岩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佛教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纪要第 39号 2011年 

mailto:13902242183@163.com
mailto:152494349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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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田梅岩的三教合一思想及教育观的关系》佛教教育学研究第 19号，2011年 

3.《关于日本三教合一思想的系谱—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出发》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第 20

号，2013年 

4.《关于石田梅岩的自我形成与终生教育的研究》关西教育学会年报第 37号，2013年 

5.《日本三教合一的教育思想史研究：以石田梅岩及其学问为中心》九州出版社，2015年 

【张蓓 天津财经大学】 

张蓓，女，1985年 6月，现任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讲师，邮箱：93674069@qq.com 

学习与工作： 

2004.09-2007.07，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学习 

2007.09-2010.07，大连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学习 

2010.07-至今，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工作 

研究方向：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化 

【胡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胡敏，女，1965年生，中山大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第二博士学位在

读，邮箱：ellenhu@inout.pw  

学习与工作： 

1984-1988，华东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本科 

1998-2001，中山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2010-2017，中山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 

2017-至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学，在读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萧浩明 香港中文大学】 

萧浩明，男，1976年生，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在读博士，邮箱：komeisiu@gmail.com 

学习与工作： 

香港城市大学、英国格林威治大学本科 

香港教育大学教育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硕士 

香港教育大学研究助理（2012-2015）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思想 

【田玉鹏 山东大学】 

田玉鹏，男，1994年生，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哲社学院宗教学系）在读硕士，

邮箱：173567665@qq.com 

mailto:93674069@qq.com
mailto:ellenhu@inout.pw
mailto:komeisiu@gmail.com
mailto:1735676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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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经历： 

2013-2017，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专业本科 

2017-至今，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东亚宗教 

【韩淑婷 日本九州大学】 

韩淑婷，女，1987年 2月生，日本九州大学在读博士，邮箱：Kannsyukutei@yahoo.co.jp 

学习经历：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本科 

九州大学日本史专业硕士 

九州大学日本史专业博士在读（2014年-至今） 

主要研究方向：近世儒学思想、幕末维新期思想 

【学术会议】 

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 学术年会在广州召开 

2017年 11月 10-12日，由中华日本哲学会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7 学术年会暨“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思想·文化”国际学术会议在广东广州市保利山庄

酒店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

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延边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日本名古屋经济大学、

大阪大学、北海道大学等 6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2017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8:30-8:45，在保利山庄酒店六楼会议室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

mailto:Kannsyukutei@yaho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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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韦立新教授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

学院副院长张秀强教授，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北京大学日语系刘金才教授，中华日本哲学会

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青研究员分别致开幕词。欢迎各位专家学者齐聚广州，共

同探讨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诸多议题。 

开幕式后，分别进行了两场主题报告 8:55-11:00。 

第一场主题报告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韦立新教授主持，共有三位

主题报告人： 

（1）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青研究员做了题为《井上圆了对近代

中国佛教改革理论的影响——以“人间佛教”创始人太虚为例》的主题报告，认为作为近代中

国佛教领袖的太虚与近代日本的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在大乘佛教护国济世、改革传统佛教、佛

教必须是建立在近代哲学与科学基础上的宗教、大乘佛教优越于基督教等观点上存在着一致性

和相通性，可以认为太虚受到了井上圆了佛学思想的影响。王青研究员认为，太虚对于井上圆

了的佛教思想，既有直接的了解学习，也有间接的潜移默化，所以二者关于佛教的理论阐述呈

现出相近相通的倾向。实际上井上圆了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太虚，井上圆了在

20 世纪初期先后共有十数种著述被翻译成中文，对于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影响深远，为中

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太虚与井上圆了之间的影响关系也正是在这一

时代背景下展开的。 

（2）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牛建科教授做了题为《神

道的神灵观与基督教》的主题报告，认为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是日本民族两千多年来

精神行为的重要积淀；但它同时又在充分吸收外来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从学派神道阶段开始,逐

渐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神道理论，尤其是作为神道核心内容的神灵观，更加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

点。就总体而言，神道是多神信仰，但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神灵观也有从多神

信仰向一神信仰演进的倾向。这种逻辑演进首先经历了从多神信仰到主神信仰的阶段, 最终在

理论神道（复古神道）中出现了主宰神的观念。这种逻辑演进，是与日本的原始信仰（多神信

仰）同外来思想文化的融合相伴而行的，而主宰神观念的出现则是与接受基督教的影响分不开

的。 

（3）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日本名古屋经济大学李彩华教授做了题为《頭山満のアジ

ア主義》的主题报告，指出头山满是近代日本右翼的知名人物，与孙中山、金玉均、拉斯等亚

洲的革命家有着密切关系。从思想层面对头山满的亚洲主义进行探讨，特别是将头山满走向亚

洲主义的思想航路置于当时左右明治国家命运的主流言论与思想这一背景当中加以考察，可以

看到一个本真、丰满的头山满人物形象。头山从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出发，在玄洋社活动过程中，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变，完成了由民权向国权的立场转变。甲午战争后，他开始在思想与行动

双方倡导以亚洲复兴和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兴亚论”。但支撑其“兴亚论”的思想基础，却是

他提出的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天皇道”。通过剖析头山满的思想深层，可以探寻其亚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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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行动复杂、矛盾的一面，认清其思想的重大缺陷。同时也能看到他思想行动中值得肯定的一

面。 

第二场主题报告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吴光辉教授主持，共有三位

报告人： 

（4）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韩立红教授做了题为《社会动荡期日

本儒学者的社会实践活动——“俭约”思想的实践意义》的主题报告，指出石田梅岩和二宫尊

德皆是在社会转折期或动荡期，顺应时代要求，将儒学思想以道德实践的方式，推行于广大的

庶民生活当中。对于与庶民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俭约”思想，二者没有向前人那样，简单地

理解为发家致富的手段，或谨守自身的生活规范，而是将其推广为“人人皆俭约”的道德实践，

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哲学范畴。也正因为思想的实践性和行动性，石田梅岩和二宫尊

德的思想对日本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学界普遍认为，石门心学不仅对日本近世社

会思想史、教育史的发展产生了作用，也为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产业化打下了基础。二宫

尊德的报德运动，作为改善社会动荡期经济的一种实践活动，对日本近世后期的社会思想史发

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对近代经济价值理论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5）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邢永凤教授做了题为《耳塚与战争记

忆》的主题报告，指出通过耳塚对日本历史认识的建构，无疑是日本官方的人为操控，并逐渐

在民间形成一种固化的社会记忆。但另一方面，作为受害者一方的朝鲜民众，包括上文所提到

的朝鲜通信使，耳塚对于他们永远都是一个屈辱、抑或说仇恨的历史，前述通信使的反抗与痛

心疾首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他们的不满与反抗也一直存在。事实上，二战之前，日本曾

有过一段关于“耳塚存废的论争”，这场论争由在日本的美国外交官家属发起，朝鲜人参与，

在美国人、朝鲜人都强烈要求撤掉耳塚的强烈诉求中，日本坚持要维持耳塚，日本在这场论争

中获胜。因此可以说，耳塚在塑造记忆的过程中，剥夺了被纪念一方的朝鲜人的权利，只体现

了纪念主体的意志。可否这样说，作为纪念空间的耳塚，是多种权利争夺的场域，就本质而言，

那不是在争夺场域，而是在争夺记忆 。 

（6）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赵晓靓教授做了题为

《吉野作造“民本主义”思想与儒学》的主题报告，指出吉野作造是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他

倡导的“民本主义”思想不仅引领了 20世纪初期的“大正民主运动”，也为战后日本的民主改

革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本文以东亚传统儒学为参照系，考察吉野作造“民本主义”主张的

主要特点及哲学基础，揭示吉野作造思想的东方特色，同时思考东亚的现代化与儒学的相互关

系。 

2017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12:30-17:25，大会进行了分会场会议，共分为“日本社会与思想

文化”、“日本近现代哲学与思想文化”和“东亚儒释道与文化”三个分会场。 

第一组分会场“日本社会与思想文化”（保利山庄酒店 1 楼 1 号会议室）会议进行了三场

发表会。第一场发表会主题“日本近世思想”，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大学邢永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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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与评议，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徐金凤副教授发表论文《试论江户时期中国文化对“粹”

的审美意识的影响》、延边大学张波副教授发表论文《论江户时代士农工商等级秩序的变化及

对幕藩体制的影响》、山东大学李月珊博士发表论文《日本近世宫廷祭孔的传统》、深圳大学

高伟博士发表论文《日本近世国学中中国神话的相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薇在读博士发表

论文《江户时期<六谕衍义>的接受研究——以“六谕”相关异本为中心》。第二场发表会主题

“日本经济、语言与文学”，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韩立红教授主持与评议，

辽宁大学崔岩教授发表论文《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东亚学者的贡献》、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周菲菲副教授发表论文《从日本工匠精神的历史演变看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本土化》、郑

州大学葛继勇教授发表论文《「東国至人」から「郷賊」へ、「還俗僧」から「取経者」へ――

留学僧円載の人物像と唐人送別詩》、北京工业大学外籍教师新井菜穗子发表论文《日本人の

空気観（続）--「空気感」という日本語をめぐって--》、安徽大学刘晓军博士发表论文《刍

议刘文典的进化论译著》。第三场发表会主题“日本社会观念与认同”，由中华日本哲学会理

事、郑州大学葛继勇教授主持与评议，南开大学孙雪梅副教授发表论文《日本天皇名字与中国

文化关系研究》、南开大学王凯副教授发表论文《日本古代天皇生前退位的思想史研究——以

奈良时代为中心》、南开大学于君博士发表论文《<太平记>中的武士形象——以“忠”和“孝”

为中心》、延边大学高星爱博士发表论文《近代转型期日本对西方文明的战略研究》、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胡敏在读博士发表论文《中日儒家文化圈辨析》。 

第二组分会场“日本近现代哲学与思想文化”（保利山庄酒店 6 楼会议室）会议进行了三

场发表会。第一场发表会主题“日本近现代哲学”，由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中山大学廖钦彬

副教授主持与评议，清华大学孙彬副教授发表论文《关于西周对“本能”的译介研究——从东

西方哲学碰撞的角度》、湖州师范学院邓习议副教授发表论文《广松涉与关系主义的潜流》、

厦门大学陈晓隽在读博士发表论文《西田几多郎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李立业在读硕士发表论文《井上圆了的中文译著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影响》。第二场

发表会主题“日本近现代思想”，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晓靓教授

主持与评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龚颖研究员发表论文《格林伦理学在日、中的早期传播及其思想

意义》、国际关系学院张慧副教授发表论文《对西村茂树的日本道德论中的儒学因素的再探讨》、

天津社会科学院周晓霞博士发表论文《战后初期日本的精神伦理困境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黄

世军在读博士发表论文《北一辉“恋爱”观念初探》、贵州师范大学高位高在读硕士发表论文

《试论山田方谷诚意本位思想的内涵和意义》。第三场发表会主题“日本近现代政治思想”，

由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洪军副研究员主持与评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谭仁岸

副教授发表论文《关于战后日本民族主义反思的一个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钱昕怡副教授发表

论文《战后日本“日中战争”研究之史学史考察——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系列为例》、桂林

理工大学董丽仙博士发表论文《福泽谕吉在甲午战后的中国观》、日本立命馆大学路剑虹在读

博士发表论文《「情動」と「回帰」の継承――和辻哲郎の「日本伝統」と湯浅泰雄の「東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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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北京工业大学姚怡然在读硕士发表论文《橘朴与孙文的亚洲主义思想比较》。 

第三组分会

场“东亚儒释道

与文化”（保利

山庄酒店 1 楼 2

号会议室）会议

进行了三场发表

会。第一场发表

会主题“日本佛

教”，由中华日

本哲学会秘书

长、山东大学李海涛副教授主持与评议，同济大学陈毅立副教授发表论文《日本的佛教与政治

关系研究——兼论池田大作的佛教思想》、大连海事大学陶金博士发表论文《日本当代佛教与

世界宗教对话》、郑州大学张燕燕博士发表论文《活跃于中国的入元日僧古源邵元》、广州大

学彭英博士发表论文《菅原道真对佛教“护国思想”的接受》、山东大学方炳星在读硕士发表

论文《日本佛教初期轮廓还原——以苏我马子的奉佛历程为例》。第二场发表会主题“东亚儒

学”，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香港中文大学吴伟明教授主持与评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洪

军副研究员发表论文《东亚儒学视域中的“人心道心”之辩——以整庵与栗谷为中心》、贵州

师范大学严薇博士发表论文《从集义和书看熊泽蕃山哲学思想的基本架构》、南京理工大学赵

熠玮副教授发表论文《荻生徂徕<论语征>之“古言”典据考》、日本北海道大学关雅泉在读博

士发表论文《林罗山对朱子学的接受——以<大学谚解>为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李莹在读博

士发表论文《熊泽蕃山的心法解<易>》。第三场发表会主题“东亚儒释道”，由中华日本哲学

会副会长、山东大学牛建科教授主持与评议，香港中文大学吴伟明教授发表论文《德川时代妈

祖与神道习合的文献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萧浩明在读博士发表论文《從林羅山<神社考詳節>

考察德川神道的特徵》、香港中文大学林超纯在读博士发表论文《冈仓天心的道家思想观》、

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宋琦在读博士发表论文《松宫观山的神儒佛三教思想》、郑州大学龚

凯歌在读硕士发表论文《入宋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与僧伽信仰》。 

分会场发表与讨论结束后，大会进行了学术总结和闭幕式。 

首先，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主持学术总结，辽

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主编崔岩教授对第一组分会场论文发表进行了学术总结；中国

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主任唐永亮研究员对第二组分会场论文发表进行了

学术总结；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主任吴伟明教授对第三组分会场论文发表进行了学术总

结。一致认为此次会议提交与发表的论文符合学术规范，研究视角新颖，问题意识强，特别是

涌现出众多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预示着我国的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研究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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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中

华日本哲学会

秘书长、山东大

学犹太教与跨

宗教研究中心

李海涛副教授

主持了闭幕式。

中华日本哲学

会副会长、“日

本哲学与思想

文化”优秀研究

成果评选负责人刘岳兵教授公布了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6年度“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优秀成果

奖获奖情况，共评选出论文类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4 名，由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刘金才教授、

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王青研究员分别为获奖代表颁发了获奖证书。 

最后，由主办方代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晓靓教授，主办方代表、中华日本哲学会王青

会长，学者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吴伟明教授，下届年会主办方代表、山东大学牛建科教授分别

致闭幕辞。与会学者共同期待，即将在山东大学召开的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8学术年会暨“东亚

的宗教世界”国际学术会议。 

 

中华日本哲学会协办第十四届东亚实学国际高峰论坛 

2017年 11月 18-19日，由中国实学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东亚实学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万

寿宾馆举行。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中、日、韩等国以及中国港、澳、台等

地区知名学者、政企人士等约 400人参

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新时代 新实学”

为主题，分五大主题展开了跨国界、跨

行业、跨领域的学术交流。论坛的成功

举办促进了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实学思

想碰撞与融合。 

中华日本哲学会作为本次国际高

峰论坛的协办单位之一，在积极发动组

织会员参与论坛学术活动以外，还为论

坛提供了高水平的翻译服务。中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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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会副会长方浩范教授主持第一分论坛并发表论文，副会长郭连友教授承担了开闭幕式上日

语主题演讲与致辞以及第一分论坛的翻译；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王青研究员、清华大学孙彬副

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张慧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孟峰讲师分别为第一分论坛的日本学者提供

了翻译服务；中国社科院洪军研究员为第一分论坛的韩国学者提供了翻译服务。 

会议主持人和与会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中华日本哲学会的翻译团队学术素养深厚，

会议翻译精准高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王杰向中华日本哲学会专门致谢，表示这样一只高水

平、专家型的学者翻译团队为本次大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后要继续加强与中华日

本哲学会的交流与合作。 

【学术撷英】 

1.《东亚宗教》第 3 号，2017.12，李海涛 敖英 主编 Journal of East Asia Religion,NO.3 

【目录】 

太虚大师的“时代佛教”诉求 / 周贵华 

从“百姓儒学工程”和“书院热”看儒学在曲阜的角色定位 / 赵杰 

永明延寿的禅思想与高丽佛教 / [韩]朴仁锡 

《宗镜录》在中国与日本受容的异同及其背景 / [日]

柳干康 

兀庵普宁的赴日与中日禅僧之间的交流 / [日]馆隆志 

日僧慧萼的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建造意图/楼正豪 

池田大作佛教思想探源 / 陈毅立、高翼 

山鹿素行与孟子的天命•民本思想 / 张晓明 

论崔承老的经世儒学及其意义 / 李海涛、马赫 

江户中期黄檗宗僧诗论析 / （台湾）廖肇亨 

论观音画在东亚之演变 / 胡建明 

论李陈时期越南偈颂和禅诗中的佛理禅趣 / 冯超 

从林罗山《神社考详节》考察德川神道的特征 /（香

港）萧浩明 

从神佛习合看日本对佛教的接纳与改造 / 方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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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亚儒学问题新探》，吴震 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 月 

【内容简介】本书紧扣“儒学”“东亚”“日本化”这三个关

键词，对东亚儒学、日本儒学以及儒学日本化等历史问题、理

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

“东亚”问题的讨论，对“东亚”“东亚儒学”概念的发生历

史以及演变历程，乃至晚近“东亚”论述中的复杂面向，进行

了全面仔细的介绍和探讨，反映了最前沿的发展成果以及作者

的独到见解。第二部分深入德川日本儒学的历史内部，对“儒

学日本化”具有典型意义的徂徕学、仁斋学的思想展开了富有

创见的研究，同时，对日本独特的心学思想——石门心学及其

讲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等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考察。第三部

分是对现代以来日本学界有关“日本性”问题的探讨，主要透

过丸山后期的日本文化研究，在充分肯定丸山思想有关“日本性”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学术意

义的同时，深度反思了丸山后期提出的“古层—原型”论（又称“执拗低音”论）的史学观点。 

3.《東亞易學史論——<周易>在日韓越琉的傳播與影響》，吳偉明 著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7 年 9 月 

【內容簡介】從宏觀的歷史角度而言，《周易》並非單純

是中國的儒家經典，它亦是東亞地域的共同智慧，其影響

絕不局限中國及儒家。日本、韓國及越南等域外的易學都

有可觀的發展，而且建立出自己的特色，對易學有所貢獻。

要全面及有系統地整理易學史，不能將中國文化圈內的域

外易學置之度外。要整理東亞易學史，不能不從互動及比

較的觀點出發。《周易》流傳域外是中國歷代文化外交政

策，及鄰邦政治與文教所需的兩種力量合流所致。科舉及

學校對普及《周易》影響至巨。朝鮮在高麗時期（918-1392）

仿唐制引進科舉，越南在陳朝（1225-1400）推行科舉及設

置國學院。日本及琉球並無正式引進科舉，但在官方、地

方及民間均有組織及學校傳授四書五經。作為科舉或學習教材，《周易》在中世的東亞已

被廣泛傳播，在近世開花結果（摘錄本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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