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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投稿・ご意見・ご要望：mailmag@casej.jpま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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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

★編集者語－－－－－－－－－－－－－－－－－－－－－－－－－－－－－－－－ 郭 陽

■協会動態

・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 ”系列活动（2013 夏季场）－－－－－－－－－－－－－－ 事務局

・第一届网上会员总会的投票結果－－－－－－－－－－－－－－－－－－－－－ 事務局

・博士协会 2013 年会通知－－－－－－－－－－－－一般社团法人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

■会員投稿

・中国(天津)第九届海外人才智力网上交流洽谈会－－－－－－－－－－－－－－－赵 铁军

・上野公园赏花活动－－－－－－－－－－－－－－－－－－－－－－－－－－－－庞 昊

・博协代表团访沈阳远大企业集团－－－－－－－－－－－－－－－－－－－－－－刘 迪

・华侨华人学者联谊招待会－－－－－－－－－－－－－－－－－－－－－－－－－滕 劲兵

・为什么说日本是春季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滕 劲兵

■研究コーナー・会員の研究紹介

・コンピュータ・ミュージックと作曲に関する研究－－－－－－－－－－－－－－班 文林

■新入会員紹介コーナー

・王棟

・張文婷

・徳志偉

■その他

・会員状況－－－－－－－－－－－－－－－－－－－－－－－－－－－－－－－－事務局

・投稿案内－－－－－－－－－－－－－－－－－－－－－－－－－－－－メルマガ編集部

・メルマガ編集委員募集－－－－－－－－－－－－－－－－－－－－－－メルマガ編集部

★ 編集者語

郭 陽

今日は5月１日です。メルマガ第62号をお届けいたします。

4月20日中国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県を震源とするマグニチュード（Ｍ）７．０の地震が起き

ました。この地震により多数の尊い命が奪われ、甚大な被害が生じ、衷心より哀悼とお見

舞いを申し上げます。

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の真ん中の今日、いかがお過ごしですか。日本で毎年4月末から5月

初めにかけての休日が多い期間のことを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といいます。なぜゴールデン

ウィークと呼ぶ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その由来は2つあります。1つは日本映画界の

造語であるという説です。もう1つはラジオの「ゴールデンタイム」からきたという説で

す。「日本映画界造語」説は、1951年に現在の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にあたる期間に上映さ

れた映画「自由学校」が、正月やお盆時期よりヒットしたのを期に、より多くの人に映画

を見てもらおうということで作られた造語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もう1つの「ゴールデン

タイム」説は、大型連休の期間が最もラジオの聴取率の高い時間帯だったため「黄金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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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といわれていましたが、インパクトに欠けることから「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になっ

たという説があるとのことです。５月も花粉が多いシーズンです。花粉のある方はくしゃ

み・鼻水・鼻づまり・目のかゆみなどで大変な日々を過ご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会員投

稿コーナーで、滕博士より花粉についての投稿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協会動態と会員投稿コーナーで、“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系列活动（2013夏季场）、中

国(天津)第九届海外人才智力网上交流洽谈会、博协代表团访沈阳远大企业集团などの情報

も掲載しております。

毎年開催する博士協会のお花見会が今年は東京の満開を迎えた3月30日に上野公園で行わ

れ、庞さんより頂いた感想文と写真を掲載しております。

また、このたび新たに６名の方が入会され、それぞれの分野で研究し活躍されていま

す。この場を借りて歓迎の意を申し上げます。そして、研究コーナーで班文林博士の研究

紹介や、また新入会員紹介コーナーで、新たに入会された王棟博士、張文婷博士、徳志偉

さんの紹介文を掲載致しました。

なお、本博士协会は日本医科大学において2013年8月3日（土）の10:00～20:00の日程で

2013年博士協会の年会を開催いたしますので、皆様は奮ってご参加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

い申し上げます。

以上の内容をもってメルマガ62号を会員の皆様にお届けします。時間があるときにごゆ

っくり読んで頂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メルマガに対してご意見・ご要望があれば、ぜひともご連絡いただき、今後の編集に生

か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

■協会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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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系列活动（2013 夏季场）

事務局

诚邀您的参与！

参考链接一：海外人才网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3 日期间，成功举办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

行 ”系列活动（2013 春季场），有关春季系列活动的具体情况及成果回顾，请您点击以下链接

进行了解：http://www.o-tec.cn/HDoldinfo.aspx?id=14。

参考链接二：海外人才网同期另有 “2013 宁波市科技创业大赛 ”及 “江浙两省八地海外人才创业

政 策 申 报 ”的 创 业 服 务 正 在 火 热 报 名 中 ， 详 情 请 查 阅 ：

http://www.o-tec.cn/HDnewinfo.aspx?id=24。

群发邮件，如有打扰，敬请谅解！已报名者无须重复报名，谢谢！

尊敬的海外学人，

您好！

为了给海外华人及国内投资方和创业载体创建一个高效的对接平台，海外人才网将于 2013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期间，举办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 ”系列活动（2013 夏季场）——由海外人才

http://www.o-tec.cn/HDoldinfo.aspx?id=14
http://www.o-tec.cn/HDnewinfo.aspx?id=24


网发起组织的面向全球海外学人、融海外项目人、政府部门及投资机构三方于一体的品牌系列

归国创业对接活动。

海外人才网是一个立足于国内、专业为海外学人提供归国创业咨询服务的机构。海外人才

网与国内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及渤海湾地区的近 20 家政府及 100 多家投融资机构有着紧

密而友好的合作，通过 “资本+智力+政策 ”的多方结合模式，为海外学人提供一个一站式的创业

服务平台。海外人才网自 2012年起，已成功举办了 3次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 ”系列活动（2012
春夏场、秋冬场及 2013 春季场），共计为近 400位海外学人提供了在宁波高新区、宁波慈溪、

无锡宜兴、湖州吴兴、镇江新城、常州金坛、广东中山、深圳南山、嘉兴市、盐城市、南京秦

淮、杭州滨江等地的创业服务，并已成功协助了 36 位海外学人实现了其项目在国内的落户、

寻找投资、获得创业大赛奖项、入选各地人才政策并获得创业扶持资金等，为海外学人的归国

创业聊尽一分绵力！

目前，“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 ”系列活动（2013 夏季场）已正式启动报名，海外人才网特此

诚邀您的参与！报名者可有机会同时参加下述六项活动：

A、 活动一：2013 中国海外学子创业周（大连）：

本届海创周将继续秉承 “海纳英才 •创业中国 ”的主题，坚持立足辽宁，服务全国，引进一批

拥有先进技术和项目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为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为国服务搭建展示自我、寻找

机会的平台。海创周活动期间，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平台部门前去设展参会，留学人员可

在会场上与各地政府进行交流；同时，海创周期间更加重点介绍大连市的海外人才创业环境。

报名参加本次夏季系列活动的海外学人的创业项目，将经由 2013中国海外学子创业周（大

连）组委会的审核，入选的海外学人将受邀参加活动。海外人才网作为 2013 中国海外学子创

业周（大连）的合作机构，通过海外人才网报名的人员将优先获得邀请。

2013中国海外学子创业周（大连）活动时间：2013年 6 月 27-30日；活动地点：大连市。

有关本届海创周的具体日程安排等信息，海外人才网将于组委会确认方案后发出通知。

B、 活动二：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 ”之山东考察：

海外人才网将为海外学人提供在山东地区进行实地的创业考察及对接的良机，协助海外学

人通过考察寻找到适合自身的创业地点或民间资本，并通过海外人才网的平台结识创业伙伴、

获得更有利的政府支持，加速实现项目在国内的成功落户及创业。

参与本次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 ”之山东考察的地区有：山东日照市、山东烟台市、山东济

南市（待定）。考察活动中，将安排海外学人对当地创业载体进行参观、进行 PPT 项目路演、

与当地政府平台及民营企业进行面对面交流等内容，切实满足海外学人的创业需求。

报名参加本次夏季系列活动的海外学人的创业项目，将经由上述参与考察活动的三地政府

的挑选（挑选项目的标准由考察地政府自行设定，一般符合当地产业需求及民营企业需求的项

目可入选，数量不限），项目入选的海外学人将受邀至当地参加为期 1-2 天的考察活动。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 ”之山东考察的活动时间：2013 年 6 月 30 日 -7 月 2 日；活动地点：

根据日照、烟台、济南三地政府对于创业项目的挑选而定。有关山东考察活动的具体日程安排，

海外人才网将于考察人员名单及方案具体确定后发出通知。

C、 活动三： 2013 中国南通江海英才创业周：

江苏省南通市委、市政府将举办 2013第三届中国南通江海英才创业周，活动期间将通过



设置展会、安排 PPT 项目路演、组织南通市下属各区县、园区及民营企业与海外学人进行现

场对接洽谈、参观南通市下属各创业载体等各项活动，协助海外学人深入了解南通市的创业环

境以及 “江海英才 ”创业计划，并协助海外学人在南通市找到合适的合作企业或投资机构，以促

成海外学人的创新创业项目在南通市的落户与发展。

报名参加本次夏季系列活动的海外学人的创业项目，将经由 2013中国南通江海英才创业

周组委会的挑选，项目入选的海外学人将受邀参加活动并获得旅费补贴。海外人才网作为 2013
中国南通江海英才创业周的合作机构，通过海外人才网报名的项目将优先获得邀请。

2013 中国南通江海英才创业周活动时间：2013 年 7 月 3-6 日；活动地点：南通市。有关

本届江海英才创业周的具体日程安排等信息，海外人才网将于组委会确认方案后发出通知。

D、 活动四：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 ”之江浙考察：

海外人才网将为海外学人提供在江浙两省进行实地的创业考察及对接的良机，协助海外学

人通过考察寻找到适合自身的创业地点或民间资本。海外人才网过往三次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

行 ”系列活动中，均有多位海外学人通过在江浙地区的考察活动，成功寻找到合适的创业平台

及合作伙伴。江浙两省作为国内目前最具优势的创业地区，海外人才网建议有意回国创业的海

外学人可重点考察此区域，以获得更多、更好的创业机会！

参与本次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 ”之江浙考察的地区有：湖州吴兴区、镇江新区、常州金坛

市、南京秦淮区、盐城市、杭州滨江区（待定）、扬州高邮市（待定）、台州市（待定）。考察

活动中，将安排海外学人对当地创业载体进行参观、进行 PPT 项目路演、与当地政府平台及

民营企业进行面对面交流对接等内容，切实满足海外学人的创业需求。

报名参加本次夏季系列活动的海外学人的创业项目，将经由上述参与考察活动的八地政府

的挑选（挑选项目的标准由考察地政府自行设定，一般符合当地产业需求及民营企业需求的项

目可入选，数量不限），项目入选的海外学人将受邀至当地参加为期 1-2 天的考察活动。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 ”之江浙考察的活动时间：2013 年 7 月 6-8 日或 2013 年 7 月 10-12
日；活动地点：根据上述八地江浙政府对于创业项目的挑选而定。有关江浙考察活动的具体日

程安排，海外人才网将于考察人员名单及方案具体确定后发出通知。

E、活动五： 2013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

作为苏州市汇聚海外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的品牌活动，2013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将通过设

置展会、项目路演、创业论坛、区县考察等一系列活动，协助海外学人深入了解苏州市及其下

属区县的创业环境，并协助海外学人在苏州市的顺利落户与创业。

报名参加本次夏季系列活动的海外学人的创业项目，将经由 2013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组

委会的挑选，项目入选的海外学人将受邀参加活动并获得旅费补贴。海外人才网作为 2013 苏

州国际精英创业周的合作机构，通过海外人才网报名的项目将优先获得邀请。

2013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活动时间：待定，约为 2013 年 7 月 8-10 日期间；活动地点：

苏州市。有关本届苏州精英周的具体日程安排等信息，海外人才网将于组委会确认方案后发出

通知。

F、 活动六： 海外人才网创业投资对接会（上海）：

海外人才网将联合沪深两地的百余家合作投资机构，在上海举办 “海外人才网创业投资对

接会 ”活动。活动将精选 5-10 位海外学人，在经过项目评审及预演之后，面向 30-40 家优质投



资公司，进行现场的项目路演及深入对接，以获得风险投资。海外人才网已于 2012 年 12 月及

2013 年 4 月分别举办过两次创业投资对接会，共计 13 个项目进行路演，其中已有 1 个项目获

得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风险投资，其他路演项目也均受到多家投资公司的关注与跟进，有望获

得投资。

海外人才网创业投资对接会（上海）活动时间：待定，江浙考察活动之后；活动地点：

上海市。参加本次创业投资对接会的投资公司数量为 30-40 人（不低于 25 人），具体名单将在

6 月底或者 7 月初发出通知。

活动待遇：

1、国际旅费补贴 A：凡符合南通市需求且受邀参加 2013中国南通江海英才创业周的海外学人，

将获得由南通市政府提供的人民币 3000 元 /人（欧美地区）、人民 1000 元 /人（亚洲地区）的

国际旅费补贴。海外学人将在 2013中国南通江海英才创业周期间，凭个人有效身份证件、2013
年 6 月 1 日之后入境的机票领取补贴。

2、国际旅费补贴 B：凡符合苏州市需求且受邀参加 2013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的海外学人，将

获得由苏州市政府提供的国际旅费补贴（补贴标准待定，约为欧美地区 500 美元 /人，亚洲地

区 300 美元 /人，国内 1000 元 /人）。海外学人将在 2013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期间，凭个人有

效身份证件、2013 年 6 月 1 日之后入境的机票领取补贴。

3、活动全程免费食宿接待及交通：在本次系列活动的各项活动期间，海外学人均将享有各地

政府提供的免费食宿接待（部分活动地区因人数较多，提供的住宿标准为双人标准间，如需单

间者须自行升级）；同时，海外学人自大连到山东考察地、山东考察地到南通、南通到江浙考

察地、江浙考察地到上海的各段交通，均由海外人才网统一安排，且不向海外学人收取任何费

用。

报名条件：

1、报名人须为在海外取得硕士以上学历、拥有高新科技创业项目、有志于回国创业且已具备

技术和研发团队等基本创业条件的海外学人，包括在读海外学人；

2、报名项目须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具备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市场前景。项目所涉领域包括：

生物技术、医疗医药、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机械工程、信息技术、IT软件、智能装备等等。

3、每个项目仅限项目团队中的一人作为代表报名，同一项目不得重复报名。

4、报名参加 “海外人才网创业投资对接会（上海）”者，必须在海外或国内已成立公司（成立时

间不限），且成立的公司须与报名项目相关。

报名材料：

1、报名表（请下载附件中的《报名表》并完整填写）；

2、报名人身份证件扫描件；

3、最高学历证书扫描件；

4、个人头像照片 1 张（照片大小及格式不限）。

5、报名参加 “海外人才网创业投资对接会（上海）”者，须同时提供完整的项目报告书一份（如



无项目报告书，请下载附件中的《项目报告书模板》进行完整填写）。

6、其他辅助材料，如专利证明、获奖证明等。

注：对于海外学人提供的所有材料，海外人才网承诺仅用于活动内部使用，在未经海外学人许

可的情况下，海外人才网不会将材料泄露给任何第三方。有需要的海外学人可与我方签订保密

协议。

报名方法：

请将完整报名材料通过邮件发送至：contact@o-tec.cn。您所提交的报名材料将可一次性用于

报名上述各项活动（报名创业投资对接会需要额外提交项目报告书），海外人才网会为您做好

各项活动的报名及登记，您不需要再在大连海创周、苏州精英周等活动网站上进行单独的报名

操作。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5 月 31 日

咨询及联系方式：

陆雅敏小姐或叶佳辰先生

咨询邮箱：contact@o-tec.cn

咨询电话：86-21-50477780, 86-21-50477781

海外人才网网址：www.o-tec.cn

我们的微博：http://weibo.com/u/3162085724

海外人才网热诚欢迎您的参与，并祝您在本次活动中有所斩获！

重要声明：近期我方获悉，北美洲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又称：中华海外人才网、北美交流

中心）对外谎称我方为其下属机构、我方活动即为他们的活动，并要求海外学人报名至他们所

提供的邮箱。在此，我方郑重澄清：我方与北美交流中心 /中华海外人才网没有任何关联，我方

活动由我方独立举办，唯一有效报名方式为 contact@o-tec.cn，我方唯一有效咨询方式及咨询

人员为上述所列。请广大海外学人员予以辨认，以防错误投递报名信息！

～～～～～～～～～～～～～～～～～～～～～～～～～～～～～～～～～～～～～～～～

第一届网上会员总会的投票結果

事務局

会员朋友们：

历时两周的第一届网上会员总会已经闭幕，投票结果如下：

A.赞成比率：88.6%

B.反对比率：8.6%

C.其他比率: 2.8%

结论：本次总会议题：向一般社団法人过渡及与任意社团并行运营的有关事項

mailto:contact@o-tec.cn
mailto:contact@o-tec.cn
http://www.o-tec.cn/
http://weibo.com/u/3162085724
mailto:contact@o-tec.cn


经会员总会民主投票予以通过。

在此向全体会员特别是参加投票的会员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会员关心并

积极参与协会的活动。

～～～～～～～～～～～～～～～～～～～～～～～～～～～～～～～～～～～～～～～～

博士协会 2013 年会通知

博士协会会员各位：

一般社团法人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将于 2013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在日本医科大学举办博

士协会 2013 年会。

本次博士协会年会将以和谐进步为核心，提供一个平台让博士协会的会员在一起进行跨学科

跨专业交流，为社会为祖国服务。会议形式分为大会邀请嘉宾演讲和会场发表的方式进行研

讨，在此特邀请各位朋友积极报名。演讲和发表的题目不限，但大会演讲力求通俗易懂，会

场发表以专业为主。参加发表稿件或者概要在征得演讲人同意的基础上放到博士协会 2013 年

年会专用网站。不发表的朋友也欢迎积极报名参加。

投稿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学科：工学，理学，农学，医学，牙科学，商学，教育学，经济

学，水产学，国际学。欢迎大家把自己领域的知识用浅显的言语组织起来介绍给大家。

年会日程如下:

2013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

10：00 — 17：00 开幕式，基调演讲，主题演讲，嘉宾演讲

18：00 — 20：00 恳亲会（费用：3000 日元）

会场地址:

日本医科大学（東京都文京区千駄木 1-1-5，日本医科大学橘桜会館, 地下鉄千代田線根津駅

または千駄木駅下車, 南北線東大前駅下車。地図：

http://col lege.nms.ac.jp/annai/map.html

重要时间:

演讲报名截止日期：6 月 20 日(星期四)

录稿通知： 7 月 1 日 (星期一)

最终稿件投稿截止日期：7 月 15 日(星期一)

一般报名截止时间：7 月 20 日(星期六)

报名方式:

博士协会 2013 年年会联系地址：boxie2013@gmail.com, office@casej.jp

演讲和发表的人请将演讲题目和内容提要,并注明姓名，性别，在日工作或学习单位，电子邮

件，是否参加恳请会，用电子邮件送到上述邮件地址。

参加会议但不发表的朋友也请回邮件到上述邮件地址，注明姓名，性别，在日工作或学习单

位，电子邮件，是否参加恳请会。

一般社团法人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

2013 年 5 月 1 日

================================================================================

http://college.nms.ac.jp/annai/map.html


■会員投稿

～～～～～～～～～～～～～～～～～～～～～～～～～～～～～～～～～～～～～～～～

中国(天津)第九届海外人才智力网上交流洽谈会

赵 铁军

为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聚集更多海外人才来津创新创业，助推天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

康持续发展，3 月 29 日，天津人力社保局、外专局联合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人社部留学人员

与专家服务中心、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天津)第九届海外人才智力网上交

流洽谈会”正式启动。

过去的 8 届洽谈会，全球先后有 2 万名海外留学人员与天津市用人单位在线沟通交流、洽谈

合作，达成引进与项目合作意向 2000 余项，成功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1200 多人。本次网上交

流洽谈会从 3 月 29 日开始，预计至 4 月 28 日结束，主要面向北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等

发达国家(地区)的高层次留学人员和外国专家，以及目前已回国发展的留学人才，发布招聘岗

位和合作项目 1326 个，涉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机械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多

个专业领域。交流洽谈会采取在国内外主流媒体和网站集中发布本市人才引进政策、用人单位

招聘岗位和项目合作需求信息，各类人才通过网络选择相应职位、投递个人简历、与用人单位

沟通洽谈的方式进行。

交流会天津主会场

启动仪式上，天津人社部留学人员与专家服务中心等部门介绍了国家相关引才政策；天津人

力社保局、外专局介绍了此次洽谈会的总体安排、面向海外发布的引才岗位需求特点、天津引

才政策和环境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 46 家用人单位与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

高层次海外留学人员进行视频交流，洽谈来津工作或合作事项。此次活动将持续一个月时间，

活动期间，海外人才将通过网络与本市 125 家重点用人单位进行在线洽谈，对接交流，寻求合

作。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应邀承办了日本东京分会场，滕劲兵会长向大会介绍了博协的情况，

并向大会的成功举行表示了诚挚的问候与祝贺。随后，与会的多名博士与天津用人单位积极交

流与沟通。



東京分会場

～～～～～～～～～～～～～～～～～～～～～～～～～～～～～～～～～～～～～～～～

上野公园赏花活动

庞 昊

3 月 30 日，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在上野公园组织开展了观赏樱花活动。我有幸参加了

次活动，并和来自各行各业的前辈们一同感受了樱花的魅力。

每年的春天，樱树在短暂的花期里齐齐开放，争相斗艳，引得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周围

的不忍池、上野公园、上野动物园，映照在湖光花海中，一动一静，相得益彰。今年的樱花

比往常来得早了些。在初春反常的料峭天气中，大家齐聚不忍池畔。

当天共有二十余人参加了赏花活动。感谢博士协会的腾劲兵会长、李卿副会长、庞楠、张

伟、李睿栋等前辈，他们早早来到赏花场地，为大家进行了赏花准备。随着三菱商事的日野

正平前辈携三三零会数十名成员的到来，赏花活动正式开始。随后，大使馆公使参事官汤本

渊也出席了当天的赏花活动，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不忍池畔，一片芳香沁人心脾，令

人陶醉，大家一边畅所欲言，一边尽情地观赏着竞相绽放的樱花。



上野赏花活动合影

在活动通知时，李卿副会长就已特意提醒大家“春寒料峭”，结果当天的寒冷还是超出了大

家的想象。赏花活动在寒风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后，大家决定转战上野的 KTV。在 KTV 包间没

有了樱花的点缀，但是气氛却变得更加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各位前辈们也一展歌喉。最

后，在一首同一首歌的歌声中，当天活动落下帷幕。

通过这次户外活动，不仅让大家饱览了不忍池湖畔的美丽风光，还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

营造了更加团结向上的氛围。正如腾会长所说，组织赏花活动，是让在日博士加强互相交

流，提高凝聚力。与此同时，也给我们这些后辈提供认识各行各业前辈们的机会。

最后，希望博士协会的活动越办越好，以后还能有机会参加更多的博士协会的活动。

～～～～～～～～～～～～～～～～～～～～～～～～～～～～～～～～～～～～～～～～

中文导报新闻稿

博协代表团访沈阳远大企业集团

刘 迪

本报讯 2 月 28 日至 3 月 3 日，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代表团一行 10 人，应沈阳远大企业

集团（CNYD）邀请，访问了位于中国沈阳的该集团总部，与该集团高层负责人进行了技术交流

座谈会。访问期间，博协代表团成员受到该沈阳远大企业集团董事长康宝华热情接见。

据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会长滕劲兵介绍，这次访问团成员包括自动控制、建筑材料、仿

真技术、汽车零部件等领域专家、学者。3 月 1 日上午，代表团成员参观了该集团幕墙生产车

间，下午，与该企业集团高层及下属各公司主要负责人会面，举办了技术交流座谈会。据悉，

沈阳远大企业集团负责人对这次座谈会表示满意，并希望今后将采取各种形式继续加强与全日

本中国人博士协会的交流。



3 月 2 日上午，沈阳远大企业集团董事长康宝华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他表示，

目前中国企业在环保、能源领域压力日益增大，为适应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转型，远大企

业集团今后将更加积极吸收各类高端人才，促进企业向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康宝华董事长对日

本非常熟悉，曾访问日本，与日本企业界高层有广泛交游。康宝华董事长说，希望博协能为该

集团发展做出贡献。

目前，沈阳远大企业集团下辖两家上市公司，同时还对多家公司控股。该集团生产工业幕

墙、电梯、工业化住宅等众多产品，有数万名员工，年销售额达数百亿人民币，名列中国企业

500 强行列。据了解，该企业集团近年从全球各地吸收了大量高端科技人才，引起各方瞩目。

沈阳远大企业集团的主力产品有工业幕墙与电梯两项。以工业幕墙为例，北京奥运会鸟巢、

水立方幕墙都是该企业集团的产品。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幕墙早已远销西欧、中东、俄罗斯、

北美、日本等地。此外，该公司下辖的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电梯销量，已占中国国内市

场民族品牌首位。据悉，沈阳远大企业集团还在日本设有全资公司，新宿模特学园外观装饰也

采用了该集团的幕墙。

据了解，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已有十多年历史，现有近 500 名会员，其中正会员为博士

学位拥有者，准会员则是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生。 十多年来，应国内地方要求，该协会举办了

多次大型智力支援活动，促进了该组织成员与国内各地政府机构、企业的交流，获得好评。

最近，博协访问团成员陆续回到日本，据悉部分成员已与沈阳远大企业集团开始合作。据

沈阳远大企业集团方面的最新消息，该集团将在工业化住宅方面招揽大量高端人才，他们希望

通过博协推荐有关专业人员。

～～～～～～～～～～～～～～～～～～～～～～～～～～～～～～～～～～～～～～～～

华侨华人学者联谊招待会

滕 劲兵



2013 年 3 月 9 日，驻日大使馆教育处为在日华侨华人学者们举行联谊招待会。出席招待会

的有公使参赞白刚总领事夫妇及许建老师等教育处工作人员及在日华侨华人学者代表和家属

30 余人出席。会议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席间白刚参赞作了即兴讲演，精辟地论述了日本

的民族性，政治历史背景与德国日耳曼民族的不同之处。表现出中国外交官良好的专业修养，

见解独到，令听众耳目一新。

宴会期间，邓德英老师做了精彩的小提琴独奏，其他工作人员与家属也展现了各自的文艺才

华表演了舞蹈，合唱等文艺节目。最后以全员集体合影的方式为晚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

为什么说日本是春季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滕 劲兵

几乎人人都爱春天。每年二三月起日本到了春暖花开，眼光明媚的季节。但是，在日本，有

许多人一到春天就像患了重感冒一样，喷嚏连连，鼻涕不断，嗓子生疼，眼睛奇痒，头昏脑涨，

心绪烦躁，有人还伴有流鼻血等症状，真是痛苦不堪。

一种日本特有的几乎遍布全国的风媒植物“日本杉树”每到春季花粉开始在空中大量飞散，

成为日本名符其实的公害。过敏体质的人吸入花粉，便产生一系列如上所述的过敏反应，医学

上称之为“花粉症”或叫“花粉热”。日本大约有 1/4 的人患有此症，而且，呈上升趋势每年

都有新患者加入花粉症大军，因此花粉症在日本又被称为“国民病”。一旦患上便年年复发，

整个春季都被“花粉症”纠缠着，苦不堪言。此病没有特效药，无法根治，唯一有效的办法就

是预防。在花粉季节尽可能不外出，尽可能紧闭窗门，衣服被子尽可能不要外晒，甚至洗干净

的衣服也尽可能晾在房间里。非要外出时，则一定要戴好专用眼镜和口罩等防护用具，回家后

马上进行大清洗，洗脸洗鼻洗眼漱口，并换去身上沾带花粉的外衣。所以，这个季节的日本，

可谓满城尽是白口罩，与盛开的樱花相互衬托形成另一人为景观。在日语中“面白い”是有趣

的意思，不知是否是天缘巧合对这一天灾人祸的暗中讥讽。



每年初，气象局便发布花粉情报。从花粉开始飞散的 2 月份起，每天的天气预报会预告各地

的花粉量，提醒人们注意（参见下图）。除了杉树花粉外，还有其它几种树的花粉也陆续飞扬，

一直要到五六月份，“花粉症”病人才能逐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笔者以前从没有过过敏症状，但到日本第 14 个年头也不幸患上花粉症。因此，温罄提醒各

位侨居日本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对日本花粉的威力掉以轻心，还是在花粉传播的高峰期提前做

到“面白”为上策，以延缓花粉症的“着陆”日期。

================================================================================

■研究コーナー・会員の研究紹介

コンピュータ・ミュージックと作曲に関する研究

班文林

上野公園の中に位置する東京芸術大学音楽研究科を修了した班文林と申します。

私は中国の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呼和浩特市の出身で、2006 年 2 月 14 日来日し（バレンタ

インデーですから、親友たちに非難されながら１人で日本へやってきました。笑）、第 1 期

生で音楽音響創造分野に入学、第 226 号音楽博士で学位を取得しました。

いつも、私の専攻について周囲から戸惑いながら聞かれます。「一体何をこんなに長

い期間で研究してきたのでしょうか？」日本においても新興分野であり、あまり知られて

いません。

音楽音響創造分野には、さらにいくつかの専攻に分かれて、例えば音楽心理学や、録

音テクノロジーなどがあり、私はコンピュータ・ミュージックと作曲を専攻しています。



そのような専攻は専門学校のコンピュータ・ミュージック・コースと異なり、主に作

曲するためにコンピュータ・プログラミングし、クラシック系の音楽が電子音楽の領域に

おける可能性を研究しております。

これまで、日本の最先端を代表して国際現代音楽協会日本支部主催のコンサート「ラ

イヴ・エレクトロニクスの現在形」に作品を委嘱されたり、その協会の年刊に論文が掲載

されたり、JSSA 先端芸術音楽創作学会において作品と論文を発表したり、芸大の共感覚実

験劇場で共演したりなど、実験的なことをたくさん模索してきました。

中国において、芸大の音楽環境創造科（5つの分野を含む学部の名称）のような学科が

ありませんが、電子音楽の発展に関してだんだん注目してきました。私の抱負といえば、

中国の大学にこの成功した学科の例を紹介し、設立することを願います。

あまりにも幸せなことですが、自分の趣味と専門と一致しているので、毎日楽しく生

き生き過ごしています。その中、趣味といえば、映画やアニメーション作品に音楽をつけ

ることです。また、後楽寮と竜の子奨学財団のテーマソングを作曲したこともあります。

もしご興味がありましたら、YouTubeですぐご鑑賞できるものがあります。『個人短編

映画作品「イワシ」』と『夜の獣』のキーワードで探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これから、私は在日作曲家という身分で、これまで以上に勉強をし、日々努力を忘れ

ずに仕事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の先輩方には、今後もお世話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が、何卒、よろしく

お願い致します。

===============================================================================

■ 新入会員紹介

～～～～～～～～～～～～～～～～～～～～～～～～～～～～～～～～～～～～～～～～

王棟

この度、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の正会員に認証して頂きました、王棟と申します。

山西省太原市で生まれ、10 歳の時から日本で生活を始めました。

2012 年に名古屋大学大学院で博士(医学)を取得し、2013 年 3 月から外資系企業で医薬品開

発業務に携わっています。

研究分野は毒性学 (環境中の化学物質等によるヒトへの悪影響に関する研究 )で、特に

農薬に関する薬物動態・生殖毒性の研究をしていました。

好奇心旺盛で、じっとしていられない性格です。



スポーツ大好きですが、最近は運動不足で太りました！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

張文婷

お世話になります。

新潟大学の張文婷と申します。

この度、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への入会を許可して下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

た。

今後とも宜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の「新入会員紹介」コラムが設けられているとお聞きしました

ので、改めて自己紹介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張文婷 29 歳、中国黒竜江省哈爾浜市生まれです。小学校 4 年生まで哈爾浜に在住し、

その後来日し、現在に至ります。

出身校は新潟大学で、今は同大学の博士研究員として研究を行っております。専門は

表象文化の比較分析を行っております。

趣味は旅行と音楽鑑賞です。

宜しくお願い致します。

以上、簡単ですが、宜しくお願い致します。

新潟大学

張文婷

～～～～～～～～～～～～～～～～～～～～～～～～～～～～～～～～～～～～～～～～

徳志偉

準会員：徳志偉 自己紹介

内モンゴルフホホトの出身です。

97 年高校卒業で日本に来ました。



2003 年卒業後、日本企業に就職し、しばらく働きました。

2011 年再度大学に戻り、修士の勉強を始めました。

2013 年 3 月、修士から博士に進学しています。

================================================================================

■その他

会員状況

事務局

今日現在までに、今期の新入会員数は6 名です。合計 487 名が入会しています。

～～～～～～～～～～～～～～～～～～～～～～～～～～～～～～～～～～～～～～～～

投稿募集

協会のメルマガが隔月１期を発行しています。会員には、ご自分の研究紹介、感想、雑

談、思い出、提案などがあれば、どんなささやかのことでも構いませんので、皆さんから

のご投稿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連絡先：メルマガ編集委員会 mailmag@casej.jp

～～～～～～～～～～～～～～～～～～～～～～～～～～～～～～～～～～～～～～～～

メルマガ編集部の募集

メルマガは我が協会内の情報誌で、全ての会員のご参与を期待しております。メルマガ

は隔月一回発行し、今のところは4 人の編集者が分担して編集・校正を行い、作業自体はそ

れほど複雑ではないです。我が協会を活性化させるため、有志の方にはぜひご応募頂けれ

ば、と思います。一緒に博士協会を盛り上げましょう！ご応募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応募先：メルマガ編集部 mailmag@casej.jp

～～～～～～～～～～～～～～～～～～～～～～～～～～～～～～～～～～～～～～～～

事務局からのお願い

転職や就職などでメールアドレスの変更が発生した場合には、ぜひ事務局あて

(office@casej.jp)にご一報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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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集担当：郭 陽 校正：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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