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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基地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关村杂感
2008 年 7 月初，北京大学历史系邀我去做学
术报告，在勺园宾馆住了一个星期。为了准备一
个月后开幕的“奥运”，北京到处都是一派繁忙景
象。由于北大只安排了一次学术报告，因此，我
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观察有“中国硅谷”之称的
中关村一带的变化。
还 在 6 月 中 旬 ， CNKI （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系统的制作方“同
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的柯春晓、苏炎
焱两位先生到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来的时候，曾对
我说，欢迎有机会来看看数据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这次在北京，我承邀参观了他们的三个设施。首
先去的是“知识传播工程研究院”
，该研究院在位
于上地开发区的信息中路和上地三街交汇处东南
的科实大厦里，占据了该大楼的 3 楼和 8 楼，面
积有 3,000 平米，摆满了电脑。据介绍，这里有
技术人员 300 名，其中包括不少博士和硕士在内；
他们在这里进行技术开发，以提高 CNKI 的检索功
能。为了给我演示，工作人员构建了一个“森教
授个人图书馆”；先把我的研究范围登录为“中国
近现代史”，这样，与此有关的报刊、学位论文、
学会论文等信息就可以随时更新，感兴趣的论文
可以全文下载，需要的信息每天呈现在面前，再
不用自己到处去查找。
我去的第二个地方是位于西三旗桥西安宁庄
路 7 号的该公司的“北京数据库加工基地”。这个
4,500 平米的 5 层建筑是 CNKI 的数据加工厂，有
450 名工作人员；从资料的接收到数据的记录、
整理、分类，再到图像制作、编码输入、质量检
查、DVD 制作等，全部都以流水作业的形式完成。

今后的主要活动

森 时彦
每年可以处理期刊论文 550 万篇（含增刊）、报纸文
章 180 万篇、学位论文 20 万篇；为网罗各地的出版
信息，还在地方城市设有加工厂，其中成都、太原各
有工作人员 100 人、涿洲 80 人、济南 60 人、九江
50 人、常州 30 人。这种劳动集约型的工作场面，外
行人看来实在是壮观无比。
最后来到了总公司。总公司所在的华业大厦，矗
立于清华大学东门右手，面积 5,000 平米。这里也有
500 名工作人员从事 CNKI 的综合管理。总之，该公
司共有 1,600 多人在日夜不停地从事着软件开发、数
据加工和管理。
通过这一系列的参观，兼任着汉字信息研究中心
主任的我感慨良多。我们的中心大约从 70 年前开始
每年不间断地刊行《东洋学文献类目》，1981 年开始
也制作成数据库，取名 CHINA3 在网上公开。我们一
直在向世界的中国学研究者提供日本、中国、欧美出
版的有关中国的论著信息。但是，这项工作的意义，
因 google、百度等检索系统的出现发生了动摇，更
因 CNKI 的加入而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这些系统
检索信息迅速、广泛，我们难以比拟，其全文下载的
方便性，我们也难以企及。稍微值得安慰的是，我们
提供的信息是免费的，并且日文、中文、欧美语言的
文献标题可以同时参照，还可以在 70 年时间跨度内
利用数据库和出版物检索。据说，CNKI 也计划把《燕
京学报》那样的现在仍在发行的学术刊物的数据，从
几十年前开始作系统性输入；但已不再发行的刊物，
估计一时不会着手。我在中关村参观、观察一个星期，
深切地感到，基于 1980 年前后刚起步时的初步信息
技术建构的 CHINA3，因其先驱性，面对信息技术其
后近 30 年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反而难以适应。

详细内容请参阅网页 http://www.china-waseda.jp/

·第 2 次 研究基地联合研讨会 “中国的社会调查――从设计到分析”(需事先报名)
9 月 27 日(星期六) 上午 10 点－下午 6 点 地点：早稻田大学 报告人：佐佐木卫(神户大学)、首藤明和(兵库教育大学)等
·第 3 次 研究基地联合讲座 “中国人的国际与国内移动――其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使用语言：汉语)
10 月 10 日(星期五) 下午３点开始 地点：早稻田大学 19 号馆 7 楼 710 室 报告人：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敏
(UCLA)
·亚洲政经学会全国大会 国际交流研讨会“世界规模的中国――移动人群改变着中国” [赞助]
10 月 11 日(星期六) 下午 2 点 30 分－5 点 45 分 地点：神户学院大学港岛校区
报告人：滨下武志(龙谷大学)、周敏(UCLA)、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园田茂人(早稻田大学) [日中同声翻译]
·研究基地联合项目 第 2 届国际学术会议 2009 年 2 月 7-8 日(星期六、星期日) 地点：早稻田大学国际会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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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核心基地 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
http://www.china-waseda.jp/wiccs/
富裕和谐的社会能否实现呢？――认识变化中的中国
随着这些年经济的高度增长，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自由

正继续并扩大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开展的有
关历史认识的研究，并计划举办以中国宏观经济的展望、美国
总统大选后的中美关系等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以园田茂人为中心的研究课题组 2 则把重点放在对中国
社会的调查与分析上。该课题组内设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班，社
会保障体系研究班，贫困与教育研究班，以及劳动人口移动和
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班。在中国方面的合作伙伴的协助下，目前
该课题组已经在中国各地以城市居民、民工、农村居民为对象，
通过定点观测的方式开展了定量和定性的调查。本年度的工作
除了继续并扩大该调查的数据的采集工作，并分析已收集到的
数据以外，还将开展一些重点突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的研
究活动并开发一些分析数据时所使用的工具。

化，其国际地位也陡然增大。可以说，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
的社会责任也因此增大了。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作为中
国研究的核心基地，为了深入分析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正加
强与日本全国各地的学者以及研究机构的合作。尤其是每年二
月左右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有海外优秀的中国研究专家
应邀前来参加，它已成为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宝贵平
台。今后我们将把参与本研究项目的六个研究基地的活动情况
以及研究成果，通过互联网网页、印刷发行刊物以及举办学术
研讨会等各种方式，逐步地对内、对外公开。
早稻田大学研究基地承担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实现持续发
展的可能性”。 中国到实现第二个翻两番计划的最终年度 2020
年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将从政治、经济体制和社
会、文化这两个不同的视角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探讨，并关
注和强调这两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关联性。该研究基地内的研究
课题组 1 将围绕“实现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研究课题组 2 则
围绕 “实现和谐社会的可能性”这两个子课题开展研究和教
学活动。
研究课题组1由毛里和子统筹负责，主要针对中国的政治、
经济以及对外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中期展望。该课题组
内设有中国政治变化研究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班、国际关系
研究班以及青年学者研究班等，并已正式开展研究工作。具体
而言，除了各个研究班每三个月定期召开一次研究会以外，还

京大基地

从大照寺看到的拉萨街市。2007年任哲（早稻田大学）摄影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http://www.zinbun.kyoto-u.ac.jp/~rcmcc/index.htm

集人、资料、信息于一体的人文学研究基地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是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附

由于人文科学研究所搬迁，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也随之于

属研究机关于2007年4月成立的。自成立以来，本据点即籍该

今年4月迁到新馆4楼，作为研究据点的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中心开展研究。经常性的研究活动主要有两项。其一是石川祯
浩副教授主持的第一研究小组，继去年开题的“中国社会主义

现在的研究中心面积有300平米，内设“现代中国共同研究
室”和“现代中国信息资料基地”。前者备有工具书、CNKI
检索终端以及会议桌等；后者则收藏了近现代中国的报纸、
新编方志、地图等，还装备了微型胶卷数据读取器。在上述
设施的四周，则是研究中心的教授、副教授、客座副教授、

文化研究”开展共同研究；其二是森时彦教授主持的第二研究
小组，主题为今年开题的“长江流域社会的历史景观”（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体系”研究已于今年3月结束，论文集正在编

研究中心网站。此外，另有狭间直树教授组织的“中国翻译概

助教的个人研究室（小野寺史郎先生于今年4月始新任研究中
心助教）。上述设施，除京都大学据点的正式成员外，凡研
究小组参加者皆可随时利用；现在每天总有年轻学者在此从
事研究。具备了如此条件，在研究会、讲座上可随时查对有
关原资料。总之，本据点集人、资料和信息于一体，研究“据

念的展开”研究会，每月1次，每次3小时。

点”的作用因而得以发挥。

纂，出版在即）。这两个研究小组皆试图从人文学、尤其是历
史学的角度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进行探讨，隔周交叉于
周五下午2至5点举行。有关每次报告的题目，请登录现代中国

“现代中国信息资料基地”
藏有中国近现代报刊等

在“现代中国共同研究室”
查阅资料的年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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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应基地

庆应义塾大学 东亚研究所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http://cccs.keio.ac.jp/

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 – 打好基础，为出版研究成果做准备
年度计划及进展情况
2008 年是本研究项目实施的第二年。庆应基地通过去年
的研究活动，充实了研究支援体制并在设定研究主题，明确成
员间分工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在此基础上，今年我们将更
加活跃地开展各项研究活动，争取在本研究项目实施三周年之
际，公开出版我们的研究成果。
庆应基地的研究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开展得最为
频繁的是各研究小组的研究会。庆应基地共有三个研究小组，
有的小组几乎每个月就要开一次研究会。这种研究会主要采用
先听取成员的研究报告，再对此进行讨论的形式。庆应基地的
三个研究小组今年内分别计划召开四到十次研究会，到目前为

图为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区域合作与中国》

止进展顺利。
其次是以整个基地的名义举办的全体研究会。今年庆应基
地的全体研究会计划召开三到四次。全体研究会通常邀请日本

另外，从今年六月开始我们又开办了午餐研讨会。庆应基地的
午餐研讨会，注重形式活泼，气氛轻松。基本上由庆应基地的研究
成员来担任讲师，对中国最新情况、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该研讨会

国内外的中国政治、外交领域的专家来作报告。我们尤其重视

计划每月开一次，到目前为止已开了两次。

邀请一些从事《中国的政治治理》研究，并处于此研究领域最
前沿的专家，到庆应基地来做具有前沿性的研究报告。
第三是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宿等基地内外的研究交流活
动。今年我们邀请了中国、美国、韩国的四位知名学者，来参
加我们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庆应基地的年度研究合
宿也将于今年9月份还举办了年度研究合宿。通过合宿相互确
认了各研究小组的研究活动，加强研究小组间的交流，还对保
持整个基地研究活动的完整性非常有利。

以上介绍的各种研究会，通常都会在基地的网站上提前通知，
向基地内外，庆应大学内外的学者、学生开放，我们欢迎更多的人
来参加这些研究活动。
除了上述例行化了的研究活动以外，庆应基地还热心支持年轻
学者到国外去调查研究，鼓励在学会上发表研究成果，提供资金上
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积极开展同中国有关研究机构的多样且多层面
的学术交流。通过上述活动，今年庆应基地将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
上，努力为出更好的研究成果而做好准备。

http://web.iss.u-tokyo.ac.jp/kyoten/index.html

以《中国经济的成长与稳定》为主题，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活动动
于三菱材料公司横濑工厂2007年11月摄影
基地的日常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以开放的形式为主。根据
各个分组的日程安排，每月举行两次左右的研讨会，地点选在
组， 开展跨学科、多领域，日益活跃的调研工作。作为第一年度的 东京大学本乡校区或者駒场校区。与此同时，已经开始在中国
大陆、台湾、非洲以及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007 年
研究成果，宫岛良明、大泉启一郎合著的《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区域
10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内建立了东京大学社会科
贸易World Trade Atlas(1996-2006)的分析》（当代中国研究基地
学研究所北京研究基地，以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为主，进行短期
研究系列No.1，2008年3月)和田岛俊雄、古谷真介编著的《中国软
的调研和资料搜集等学术互访活动。
件产业与离岸外包、人才派遣、职业教育》（同上，No.2，2008年3
此外，通过参与ASNET（东京大学 日本与亚洲相关教研网
络）方面的教学活动，承担全校共通的研究生院课目〈日本与
月）两本书已经发行；其PDF版也在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网站上公布
亚洲学讲座〉。
（http://web.iss.u-tokyo.ac.jp/kyoten/seika.html）。另外，
2008年度夏学期由本乡校区5名教员，为包括理工科系在内
2007年8月31日举办的有关物权法内容的国际研讨会的报告书，即
的大约30名研究生担当为期半年的授课，内容大致围绕“具有
《研讨中国物权法》（田中信行 渠涛编 商事法务股份公司）一书， 多面性的日中关系面貌”为主题。冬学期预定以駒场校区的教
也将于近期出版。
员为主，以系列讲座方式向研究生讲授“被改写的中国近现代
史 ”（Revised Chinese Modern History ）。
围绕《中国经济的成长与稳定》这一课题， 东大基地组织了经
济、法律、农村、贸易、产业集聚、政府开发援助（ODA）等6个分

东大基地在今年下半年准备召开两个国际研讨会。一是由经
济分组于2007年组织的水泥产业小组承担（见照片），预定在
2008年10月份，邀请中国方面的有关学者，围绕东亚地区水泥
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讨；二是今年11月份，由贸易分
组主办，邀请泰国研究中国方面的学者、东京大学及东大以外
的研究东盟方面的学者参加，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开发为
内容组织学术研讨会。

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一系列No.1,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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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研基地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 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

http://www.chikyu.ac.jp/rihn-china/

“食”与中国环境问题
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以地球研的科研成果为基础，从“开
发所引起的文化﹑社会及环境的改变”这一角度，对中国环境
问题从自然﹑人文两方面进行着综合探讨。
2008年度的研究主题是“粮食”，重点放在粮食生产和饮食
变化方面深入探讨农业问题与环境问题的相关性。为此，本基
地就「现代中国的粮食问题」，「转基因」，「生物燃料」等
与“粮食”相关的话题，不定期地举办研讨会。此外，2008年11
月，将在中国南京市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共同主办「粮食与环
境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的跨快速发展是
有目共睹的；同时，日本农村经济却受困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和
农产品自给率的低下。因此，本次研讨会将聚焦在日本和中国
的农业生产上，通过具体事例来讨论日本和中国所面临的农业
问题，并计划将有关成果在中日两国出版。
在开展以“粮食”为主题的科研活动的同时，我们还致力于
向外界传递本基地相关研究活动的信息。例如，2007年11月，
我们在南京市与河海大学﹑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社会开发与

期。除报道基地的相关活动外，
还刊登一些其它文章。例如介
绍地球研从事中国环境问题研
究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机构的文
章，环保活动的报道和随笔等。
本 刊 可 从 基 地 的 网 页
（ http://www.chikyu.ac.jp/
rihn-china/news.html）下载。
今后，我们将重点介绍中国的
环境问题研究机构和科研方面
的情况。
・从 2008 年 4 月开始，由
郑跃军（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
所副教授）接任中尾正义（现
任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理事）的
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代表职
务。

水资源・水环境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该会议的成果将于2008
年12月在日中两国同时出版。在日本将以『可持续发展与环境

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会刊
『天地人』。至今已发行 4 期（季刊）

评价（暂定）』为书名，由勉诚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则由河海
大学出版社出版。
与此同时 我们还积极收集与中国环境有关的资料

东洋文库基地

东洋文库 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

http://www.tbcas.jp/

文献、数字资料、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与资料学的研究
一、今年的研究计划
2008年将延续去年的工作，主要进行资料的收集。在资料
收集方面，除主要购入价值较高的大型资料集外，还将推进在
NACSIS-Webcat(日本高校联合目录检索系统、
http://webcatplus.nii.ac.jp )上的书目信息登录工作，以
实现与国内外各机构的合作和资源共享。此外，主办以数字化
图书馆、数字档案为中心的数据库研讨会和研究会，在致力拓
宽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视野的同时，增进国内外研究学者、工
作者等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联系。除文献资料以外，本资料室还
将就音像资料、口述资料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专门的探讨。最
后，本资料室将进一步丰富网站的内容，随时向世界传递日本
的最新中国研究信息，努力打造成有特色的中国研究网站。

二、目前的进展情况
1． 资料收集
去年购入的资料之中，书籍部分大多已处于可利用的状态
（关于所收集资料的公开状态，请参考本资料室主页上公布的
“资料信息”：http://www.tbcas.jp/ja/mtnews.html）。
由于去年收集的部分资料需要进行修补工作，公开时间暂
时延后。目前该部分资料的修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预计将于
8 月末完成。
此外，对于去年所收集的资料，本资料室还撰写了部分内
容简介，并已经在网页上公布。
2．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国际交流、研讨会等
1) 5 月 16 日于东洋文库召开了题为“中国的音像资料与
音像资料馆及对其的应用”的中国研究数据库讨论会,NHK 广播
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长井晓先生应邀进行讲演。与会者达到
33 人,反响十分强烈
2) 6月21日由本研究室主办召开了题为“口述历史和中国
现代史研究――技巧·记录·述说”的NIHU当代中国区域研究
专家研讨会 (与日本科学研究费研究项目"江南百年工程"联合
举办)。该讨论会共有24名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不
同研究领域从事采访调查的专家学者(含大学教师、研究生等)
出席，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3. 建设网站、数据库
在“数字资源链接”上增加了多个的数字资源链接,并更新
了网页的英文版。此外,开始将书目信息等录入NACSIS-Webcat

口述史研讨会上参会者在热烈讨论

联合目录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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