제12차 국제학술회의

현대중국과 동아시아의 신형세
: 개혁개방 40년의 역사인식
第12次 國際學術會議

現代中國與東亞新格局：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認識

회의일정
會議日程

2018年8月17-18日

主催: 서울大學校歷史敎育科, 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硏究院
後援: 서울大學校, 東北亞歷史財團
合作: 南開大學歷史學院, 東華大學歷史學系, 大阪大學中國文化論壇

# 發表15分(無通譯), 全體會議討論 15分(包含通譯), A/B分場會議 討論10分(包含通譯), 答辯10分(包含通譯)

8月16日
到着 / 外國人登錄

宿所: 湖岩教授會館

歡迎晩餐 (18:30-19:30)

場所: 湖岩教授會館

8月17日
早食 (07:00-08:00)

場所: 湖岩教授會館

內國人登錄 / 開會式 (08:40-09:00)
★主持: 尹炯振
開會辭: 柳鏞泰(서울大學校 歷史敎育科 교수)
祝辭: 金志煥(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會長)

場所: 12棟401室

▷19-20世纪中国两次对外开放的历史启示
全體會議
09:00-12:30
(12棟401室)
★主持: 尹炯振

江沛

▷改革期 中國의 大規模 通史編纂과 中華文明史

柳鏞泰

▷Where is China? : 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as a
Macro-region

潘宗億

▷东亚视野下的历史研究：以吕正理<东亚大历史>为中心

孙卫国

▷東アジアの歴史認識·歴史教育をめぐる日本の同時代史

久野洋

休息 (10:15-10:35)
★主持: 裵京漢

討論 (10:35-11:50)

金衡鐘, 李道緝, 姜抮亞, 田中仁, 赵兴胜

答辯 (11:50-12:40)

江沛, 柳鏞泰, 潘宗億, 孙卫国, 久野洋

中食 (13:00-13:40)

場所: 菜食堂

奎章閣參觀 (13:50-14:40)

場所: 奎章閣

A會議
15:00-18:20
(12棟501室)
★主持: 金志煥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構想とその後―教科書と学問分野形成を手
がかりに―

堤一昭

▷脫冷戰의 歷史敎育과 冷戰 東亞史의 再構成-韓中日 歷史敎科書의
冷戰認識과 敍述을 中心으로

吳炳守

▷中國의 改革開放認識과 歷史敎育

金志勳

討論 (15:45-16:15)

徐畅, 孙卫国, 久野洋

答辯 (16:15-16:45)

堤一昭, 吳炳守, 金志勳

休息 (16:45-17:00)
▷“救世军”与战时中国—以≪申报≫为中心的研究
★主持: 娜仁格日勒

徐畅

▷满洲国和“满洲国学" : 以建国大学为中心

鄭世蓮

討論 (17:30-17:50)

蔣竹山, 鄒燦

答辯 (17:50-18:10)

徐畅, 鄭世蓮

▷近年來日本學界對中共史的研究―以1940年代為中心―
B會議
15:00-18:20
(12棟502室)
★主持: 赵兴胜

丸田孝志

▷二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宣传战略

紀勇振

▷現代中国政治における毛沢東経路の発生

田中仁

討論 (15:45-16:15)

潘宗億, 韓相俊, 江沛

答辯 (16:15-16:45)

丸田孝志, 紀勇振, 田中仁

休息 (16:45-17:00)

★主持: 田中仁

夕食 (18:30-20:00)

▷“人权”与“民主”的变奏—以新文化运动时期“民权”概念为中心的考察

尹淑鉉

▷现代性与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未来

赵兴胜

討論 (17:30-17:50)

冯成杰, 曺亨眞

答辯 (17:50-18:10)

尹淑鉉, 赵兴胜
場所: 자하연

# 發表15分(無通譯), 討論10分(包含通譯), 答辯10分(包含通譯)

8月18日
早食 (07:00-08:30)
A會議
09:00-12:20
(12棟501室)
★主持: 江沛

★主持: 丸田孝志

B會議
09:00-12:20
(12棟502室)
★主持: 徐畅

場所: 湖岩教授會館
▷“泰西属国”的诞生：晚清国际法翻译中的“藩属”观念与藩属观念的衍化
李動旭
▷《清史稿》中近代中国对东亚周边国家的认识-以<属国传>，<邦交志>为中心▷朴泳孝関係資料における大朝鮮国留学生に関する一考察

横田素子

討論 (09:45-10:15)

趙炳植, 紀勇振, 金泰雄

答辯 (10:15-10:50)

李動旭, 鄭東然, 横田素子

休息 (10:50-11:10)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内蒙古刊行的蒙文杂志≪大青旗≫

娜仁格日勒

▷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の日中戦争観―戦争記念活動を中心とする考察

杜恩义, 李東旭

答辯 (12:00-12:20)

娜仁格日勒, 鄒燦

▷上海租界洋商的市政权利掌握与1869年≪土地章程≫

張閏先

▷1940年代北平大學生的日常生活: 以≪北平日記≫為例的探討
▷歌谣，记忆与历史书写：以<毛委员派来学生军>为中心

蔣竹山
吴太宇

討論 (09:45-10:15)

陳元朋, 横田素子, 柳鏞泰

答辯 (10:15-10:50)

張閏先, 蔣竹山, 吴太宇

休息 (10:50-11:10)
林芳羽

▷日系コンビニ企業の中国展開における標準化・適応化に関する考察
討論 (11:40-12:00)
答辯 (12:00-12:20)

★主持: 孙卫国

★主持: 潘宗億

B會議
14:30-18:00
(12棟502室)
★主持: 堤一昭

場所: 두레미담
▷孫文의 俄國革命觀

李龍雲

▷中國與東南亞－以抗戰時期中國對泰國政策形成為例 (1937-1945)

李道緝

▷朝鲜战后中国外交路线的基本方针与朝鲜半岛战略
討論 (15:15-15:45)
答辯 (15:45-16:20)

韓相俊
林芳羽, 娜仁格日勒, 尚季芳
李龍雲, 李道緝, 韓相俊

休息 (16:20-16:40)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非洲工业化进程与“经济特区”现象

許衛東

▷梅花宴—近代筵席尚儉的社會生命史

陳元朋

討論 (17:10-17:30)
答辯 (17:30-18:00)

堤一昭, 辛圭煥
許衛東, 陳元朋

▷1939年的天津洪灾与日伪政权的救济

冯成杰

▷论中国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

尚季芳

▷“保卫交通”：抗战时期山东沦陷区爱护村考察

杜恩义

討論 (15:15-15:45)

朴敬石, 金希信, 尹輝鐸

答辯 (15:45-16:20)
休息 (16:20-16:40)

尚季芳, 杜恩义, 冯成杰

▷关于中国地铁高浓度pm2.5污染现象的分析
★主持: 吳炳守

舒羽洁
胡毓瑜, 刘晖
林芳羽, 舒羽洁

中食 (12:30-14:30)
A會議
14:30-18:00
(12棟501室)

鄒燦

討論 (11:40-12:00)

▷小島草光≪婦人の為に≫對殖民地台灣婦人的改造論述
★主持: 陳元朋

鄭東然

▷郑州新型空港城市的成长路径研究—兼与上海航空大都市比较

胡毓瑜
刘晖

討論 (17:10-17:30)

吴太宇, 三好惠真子

答辯 (17:30-18:00)

胡毓瑜, 刘晖

歡送晩餐 (18:30-20:30)

場所: 湖岩教授會館

8月19日
早食 (07:30-08:30)
出發 (-12:00)

場所: 湖岩教授會館

<略圖: 會議場 位置: 12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