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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NEAR）
Institute for North East Asian Research
〒697-0016 岛根县滨田市野原町 2433-2
TEL：0855-24-2375

E-Mail：near-c@u-shimane.ac.jp

URL：http://hamada.u-shimane.ac.jp/research/organization/near/

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一方面积极构筑东北亚研究的学术据点，
同时也积极参与研究生院教育，并主动推进与岛根县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NEAR 活动剪影
NIHU 研讨会“东北亚：胚胎期的诸相”

在蒙古国召开的国际会议

在哈尔滨的实地调查＠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年度第 1 次市民研究员全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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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内容（2018 年度）
１．情报的收集和提供
○情报的收集·提供
中心网址：http://hamada.u-shimane.ac.jp/research/organization/near/
○中心期刊的发行
新闻期刊：
《东北亚研究中心新闻》
（每年发行 2 回）
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
《东北亚研究》
（每年发行 1 回、有审稿制度的学术杂志）
（以上可访问 NEAR 中心的网页进行阅览和下载。请参见网页内的“成果”。
）
○研究成果等的出版
[书籍]
・宇野重昭、增田祐司编《东北亚地域研究序说》2000 年 3 月，国际书院。
・增田祐司编《21 世纪的东北亚和世界》2001 年 3 月，国际书院。
・宇野重昭、增田祐司编《21 世纪东北亚的地域发展》2002 年 3 月，日本评论社。
・宇野重昭、增田祐司编《东北亚世界的形成和开展》2002 年 3 月，日本评论社。
・宇野重昭编《东北亚研究和开发研究》2002 年 6 月，国际书院。
・宇野重昭编《东北亚的中国和日本》2003 年 3 月，国际书院。
・宇野重昭、勝村哲也·今岡日出紀编《海洋资源开发和海域管理》2004 年 3 月，国际书院。
・宇野重昭、鹿锡俊编《中国共同体的再编和内发自治的尝试》2005 年 3 月，国际书院。
・岛根县立大学西周研究会编《西周和日本的近代》2005 年 3 月，塘鹅社。
・宇野重昭、别枝行夫、福原裕二编《日本和中国视野中的朝鲜半岛问题》2007 年 3 月，国
际书院。
・戴维德・列恩著，沟端佐登史、林裕明、小西丰著译，
《国家社会主义的兴亡―体制转换
的政治经济学》2008 年 3 月，明石书店。
・宇野重昭、唐燕霞编《面临转机的日中关系与美国》2008 年 3 月，国际书院。
・宇野重昭、小林博编《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可能性》2009 年 3 月，国际书院。
・饭田泰三、李晓东编《转形期中的中国和日本：苦恼与展望》2012 年 10 月，国际书院。
・金日宇、文素然著，井上治监译，石田彻、木下顺子译《韩国济州岛与游牧骑马文化》2015
年 1 月，明石书店。
・饭田泰三编《东北亚的地域交流―从古代到现代、以及未来》2015 年 6 月，国际书院。
・宇野重昭、江口伸吾、李晓东编《中国式发展的独特性与普遍性—关于“中国模式”的提
出》
，2016 年 3 月，国际书院。
・饭田泰三监修，井上厚史、石田彻译，朴忠锡《韩国政治思想史》2016 年 9 月，法政大学
出版局。
・佐藤壮、江口伸吾编《变动时期的国际秩序与全球化参与者中国―外交、内政、历史》
2018 年 3 月，国际书院。

【东北亚学创成系列】
・宇野重昭《东北亚学创成系列第 1 卷・通往东北亚学的道路》2012 年 11 月，国际书院。
・福原裕二《东北亚学创成系列第 2 卷・东北亚与朝鲜半岛研究》2015 年 7 月，国际书院。
（该系列共七卷，将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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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研讨会报告书（过去三年）
・井上厚史编著《东北亚合作的新课题》2014 年 3 月，岛根县立大学。
・井上厚史编著《
“近代东亚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报告书》2016 年 3 月，东北亚地域研究中
心。
・福原裕二编《东北亚诸国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与蒙古国的角色》2018 年 3 月。
研讨会的召开（过去三年）
・
“国际秩序的全球参与者：中国的<学习>与<实践>”
（2016 年 3 月）
・
“东北亚区域研究的挑战”
（2016 年 5 月：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与欧亚研究中心和人间文化研
究机构共同召开）
。
・
“东北亚诸国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与蒙古国的角色”
（2017 年 9 月：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
究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共同召开。
）

２．调查·研究活动
◎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东北亚地域研究推进事业
NEAR 中心被选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所实施的东北亚地域研究推进事业的研究基地之
一，从 2016 年起，以“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为题，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携手，就作为空间的东北亚复合统治系统的形成、清朝-沙俄帝国-大日本帝国等三个多重
势力的历史性关系、以及该区域接触地带的力学和流动性等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研讨会的召开
＜2017 年度＞
○人间文化研究机构“东北亚地域研究推进事业”岛根县立大学 NEAR 中心基地项目“近代空
间的形成及其影响”第二次国际研讨会（2017）“东北亚：胎动期的诸相”（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长春）9 月 19 日-9 月 20 日
＜2016 年度＞
○人间文化研究机构“东北亚地域研究推进事业”岛根县立大学 NEAR 中心基地项目“近代空
间的形成及其影响”第一次国际研讨会（2016）
“东北亚：胚胎期的诸相”
（岛根县立大学）
11 月 19 日-11 月 20 日
○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科学院 Sh.Marjani 纪念历史研究所与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
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国际会议（鞑靼斯坦共和国科学院 Sh.Marjani 纪念历史研究所）8 月
6日
○重点项目
东北亚学的创生项目
以 NEAR 为中心，以开创“东北亚学”为目标，成立了“东北亚研究会”
，作为其核心
组织。
（每年召开研究会 6 次左右）
日韩·日朝交流史研究项目
此计划以促进日本和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的交流为目标，从学术的立场广泛
研究日韩·日朝关系的历史及其国际关系。（每年召开研究会 4 次左右）
东北亚地域研究
为了从更丰富的视点来探讨如何开创“东北亚学”
，各位研究员立足于自己的专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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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关系网络，积极利用各项内部、外部研究资金，进行着各有特色的研究。

○研究组
东北亚研究中心从 2013 年度开始，以共同研究项目为基础，组建了“历史、文化、思
想”部门、
“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部门、
“东北亚超域”部门等三个“研究组”
，正在促
进形成一个更为有机的研究体制。
○其他研究活动
跨地域亚洲研究·
《东北亚学创成系列》的刊行
岛根县立大学研究生院的“东北亚超域”研究方向，从日本全国来看也是一个有着鲜
明特色的研究方向。作为设置在大学内部的研究中心，为了加强与大学研究生院教育的合
作，各位研究员分别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展开多姿多彩的“跨地域”研究。来自各个不同地
区的人、物、文化在接触交流中，经过一个多样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一个东北亚地区。立
足于该视点，研究会从两个方面开展“超地域”研究。即立足于地域的国际化、全球化的
未来，并超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专业界限，展开多学科多领域的共同研究。其成果将
作为《东北亚学创成系列》来刊行。
西周研究
西周从幕府末期开始到明治时期，学习东西思想，推进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本研究
通过对西周的研究，开展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设立了研究会。西周研究会编的《西周和
日本的近代》作为研究成果，现已问世（塘鹅出版社、2005 年）
。另，每年秋季在西周诞生
的津和野町举办市民也能参加的研讨会。

３．与大学院的合作
○NEAR 准研究院制度
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从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中选取有助于博士论文的写作并有益于
东北亚学创生的优秀研究计划，任命该博士研究生为 NEAR 准研究员，集 NEAR 之力，来支
援并对其研究活动进行指导。
被任命为准研究员的博士研究生，将得到大学资助的研究经费，在三年内完成自己的
研究计划。另外，通过对该制度的利用，还可以取得研究生院研究指导科目「特别研究活
动」的学分。

４．与地域社会的合作
○市民研究员制度
本校自开办初期就面向社会而开设了相当于研究生院入门期水准的“NEAR 学院”
，从中
发现本地区的社会中有许多具有丰富经验的优秀人才，有感于此，同时本校的研究生院在
2006 年被文部省选为“有魅力的研究生院教育试点单位”，以此为契机，NEAR 建立了市民
研究员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希望市民和研究生及教员一起推进广泛意义上的有关东北亚地
区的共同研究，吸收校园外的想法，进一步推动研究生院教育以及研究的发展。
○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市民研究员制度的具体实施
市民研究员全体会
市民研究员全体会，是以市民为中心，并由 NEAR 的研究员以及研究生院的同学们聚集
一堂，为制度的运营和活动共同出谋划策，以及为各自研究成果的交流和探讨提供场所而
4

2018 年度中文版
设置的。其活动主要以小组研究沙龙、市民研究员的研究报告会、市民研究员-研究生共同
举行研究报告会的方式进行。

市民研究员小组研究沙龙
市民研究员小组研究沙龙，是以市民研究员为主体组成若干个研究小组，对共同关心
的领域进行合作研究以及交换信息，以及与 NEAR 研究员和研究院的同学们在浓厚的学术气
氛中进行交流的聚会。该活动，从 2012 年度开始已成为市民研究员制度的核心活动。
市民研究员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
作为市民研究员制度的一项特色，本研究中心设有“市民研究员与研究生的共同研究”
项目。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在本校研究生院学习的研究生与市民研究员、教员一起，自
发成立研究小组，并制定具有实行可能性的研究计划，提交本研究中心进行审查。本研究
中心将对通过审查的优秀研究计划给予经费资助。去年有 3 项共同研究获得资助。过去两
年间获得资助的共同研究项目为如下。
＜2016 年度＞
〇“中国和日本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处理的比较——以苏州市、广岛市、滨田市
为对象”
（研究生：王节节 东北亚开发研究科硕士课程 1 年级，市民研究员：滑纯雄，
指导教员：冲村理史教授）
〇“从破坏与重建看内蒙古库伦旗佛教的实态——以复兴的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以及佛教
复兴参与者为中心”
（研究生：格格日乐 东北亚开发研究科硕士课程 1 年级，市民研究
员：冈崎秀纪，指导教员：井上治教授）
〇“多文化共生社会中的媒体的作用——关于在日中国人的民族媒体、大众媒体以及地方
媒体的相互作用”
（研究生：格格日乐 东北亚开发研究科硕士课程 1 年级，市民研究员：
涩谷善明，指导教员：佐藤壮副教授）
＜2017 年度＞
〇“中国移民社区的共栖与共生实态的研究——以烟台的韩国人社区为例”
（研究生：左晓
晴 东北亚开发研究科硕士课程 1 年级，市民研究员：汤屋口初实、河野美里， 指导教
员：福原裕二教授）
〇“环境支付意愿与新退耕还林政策之可行性的研究——以科尔沁沙地中的阜新市为例”
（研究生：石杨 东北亚开发研究科硕士课程 1 年级，市民研究员：冈崎秀纪，指导教
员：冲村理史教授）
〇“关于上海市以及滨田市友好城市真如镇的需求调查和滨田市的入境旅游战略”
（研究生：
田中干人 东北亚开发研究科硕士课程 1 年级，市民研究员：汤屋口初实、大桥美津子、
板东朋子，指导教员：井上治教授）
报告书的出版
2008 年度，本研究中心编印发行了总括市民研究员活动的《NEAR 市民研究员制度两年
的足迹
（2006—2007）
》
。
2010 年度，
编印发行了总括 2008 年度至 2010 年度 3 年活动的《NEAR
市民研究员制度活动报告书（2008—2010）
》
。

５．数据库的建设
○有关韩国/朝鲜的资料目录
・竹岛/独岛关系史·资料目录
・韩·日会谈文书目录
・日韩关系（1952-74 年）文書目録―第 13 次公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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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库，可访问 NEAR 中心的网页进行阅览和下载。请参见网页内的“NEAR 中心
图书资料室收藏资料”。
）

○宇野家文书数字图书馆（http://near-archive.jp/）
本数字图书馆为，历任岛根县隠岐郡別府宫司的宇野家里从江户时代传下来的有关神
道方面的 74 种古文书中，选出至今尚未刊行的 31 种珍贵书籍，并标注书志信息后，作为
“宇野家文书”向公众公开其全文影像。该数字图书馆的建立，曾得到“岛根县立大学 2015
年度学术教育研究特别助成金（共同研究项目）”以及“岛根县立大学 2016 年度学术教育
研究特别助成金（共同研究项目）
”的资助。

６．外部研究经费的争取
○NEAR 研究员获得外来研究经费资助的项目
・李晓东研究员《中国差距社会中“纽带”的生成——以对基层社会弱者的支援为线索》 [科
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B）]
・石田彻研究员《前近代日朝关系中“译官吏”的基础研究》 [学术研究助成基金助成金・
基盘研究（C）]
・井上治研究员《关于 18、19 世纪蒙古文编年史记述内容变迁的研究》 [科学研究费补助
金・基盘研究（C）]
・江口伸吾研究员《现代中国的“协商民主”与治理的现代化—关于权威主义体制的重建》
[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C）]

□中心人员介绍
中心主任（兼研究员）： 李晓东（Li Xiaodong）
岛根县立大学研究生院东北亚开发研究科/ 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博士（政治学）。
研究方向：近代日中关系史、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地域研究。
中心副主任（兼研究员）：福原裕二（Fukuhara Yuji）
岛根县立大学研究生院东北亚开发研究科/ 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博士（学术）。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与欧亚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员。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朝鲜半岛地域研究。
中心主任助理（兼研究员）：石田彻（Ishida Toru）
岛根县立大学研究生院东北亚开发研究科/ 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史、日朝关系史。
中心研究员（按五十音顺序）
李正吉（LEE Jungkil）
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综合人间文化研究推进中心研究员/ 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
中心研究员。博士（法学）
。研究方向：政治学、现代韩国政治、比较政治。
井上厚史（Inoue Atsushi）
岛根县立大学研究生院东北亚开发研究科/ 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东亚儒学思想。
井上治（Inoue Osamu）
岛根县立大学研究生院东北亚开发研究科/ 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博士（文学）。
早稻田大学中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所招聘研究员。研究方向：蒙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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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伸吾（Eguchi Shingo）
岛根县立大学副校长/ 研究生院东北亚开发研究科科长/ 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博士（政治学）
。研究方向：政治学、现代中国政治。
高一（KO IL）
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嘱托助手（担任韩语事务）。博士（法学）。
研究方向：东亚国际关系史、朝鲜现代史。
佐藤壮（SATO Takeshi）
岛根县立大学研究生院东北亚开发研究科/ 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论、东亚安全保障论、美国的亚太政策。
丰田知世（TOYOTA Tomoyo）
岛根县立大学研究生院东北亚开发研究科/ 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博士（学术）
。
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开发经济学。
滨田泰弘（HAMADA Yasuhiro）
岛根县立大学研究生院东北亚开发研究科/ 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博士（政治学）
。
研究方向：德国政治思想史、德国原子力法。
孟达来（Möngkedalai）
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嘱托助手（担任中文事务）
。博士（学术）
。
研究方向：语言学、蒙古语、阿尔泰诸语、汉语。
山本健三（YAMAMOTO Kenso）
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嘱托助手（担任俄语事务）。博士（学术）
。
研究方向：近代俄罗斯政治思想史、俄罗斯地域研究。
渡边圭（WATANABE Kei）
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嘱托助手（担任俄文事务）。博士（文学）
。
研究方向：俄罗斯正教会史、俄罗斯宗教思想史。
中心名誉研究员（按五十音顺序）
饭田泰三（Iida Taizo）
岛根县立大学名誉教授。法政大学名誉教授。
宇野重昭（UNO Shigeaki）
岛根县立大学名誉校长(名誉教授)。成蹊大学名誉教授。（已故）

□中心客座研究员介绍（2014 年 4 月 1 日现在）
石源华（SHI Yuanhua）复旦大学韩国朝鲜研究中心主任
谢尔盖 Ｉ 库兹涅佐夫（Sergey I Kuznetsov）俄罗斯伊尔库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
诹访淳一郎（SUWA Junichiro）弘前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副教授
鹿锡俊（LU Xijun)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
唐燕霞（TANG Yanxia）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研究生院中国研究科教授
菅原光（SUGAWARA Hikaru）专修大学法学部副教授
赉罕苏荣 阿拉坦赞雅（Lhaikhansuren Altanzaya）蒙古国立教育大学教授
温都日娜（Unduruna）中国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乌斯曼诺娃 拉日萨（Usmanova Larisa）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于臣（YU Chen）横滨国立大学国际战略推进机构副教授
赵晓红（ZHAO Xiaohong）中国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李良姬（LEE Yanghee）兵库大学现代商务学部现代商务学科教授
金俊行（KIM Jun Haeng）关西学院大学非常勤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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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野可奈（NISHINO Kana）东京工业大学国际室特任副教授
内田孝（UCHIDA Takashi）大阪大学日本语日本文化教育中心非常勤讲师
金仙熙（KIM Soni）韩国建国大学亚洲数字内容研究所研究员
张绍铎（ZHANG Shaoduo）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研究员
沢目健介（SAWAME Kensuke）成蹊大学客座研究员
张基善（JANG Gisun）东北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专门研究员
朴昶建（PARK Chang-Gun）韩国国民大学全球人文地域大学日本学科副教授、东亚战
略研究所副所长
新井健一郎（ARAI Kenichiro）翻译家
王凤（WANG Feng）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柳小正（LIU Xiaozheng）Asiam 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市川圣（ICHIKAWA Takashi）北亚大学明樱高等学校教员
尹鉁喜（YOON Jin-Hee）同志社大学社会学部教育文化学科副教授
平山龙水（Hirayama Tatsumi）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
古川祐贵（FURUKAWA Yuki）长崎县立对马历史民俗资料馆学艺员
全荣（Quan Rong）中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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