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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项目介绍：定位、特色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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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定位

东亚研究院联合培养
项目定位

01 校级定位：北大与东大共同签订的战略合作伙伴重点项目

02

03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同志与东京大学校长五神真教

授共同启动、由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和北京大学

副校长王博教授在2019年共同签署

教育定位：新文科的重要尝试方向以及

北大强基人才在人文方向的特色国际化联合培养

学术定位：立足东亚，建设东亚范围内的人文社科新学派；

建立东亚文明研究的教育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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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特色

录取要求高、语言水平强
学术素质突出

优质学生

核心教学计划+个性化的培
养方案

优质内容

雄厚的师资力量、国际化的学
术平台、丰富的实践调研活动

优质资源

1. 创新团队建设：跨学科的东亚学术共同体

2. 创新学科建设：基于东亚文明的东亚研究

领域与学派；

3. 创新教育模式：真正的两校融合性本科教育；

4. 创新教育内容：作为博雅教育的东亚文明研究；

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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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时代亟需解决的问题

2016年，我国政府作出了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决定，要求教育部

门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

才等五类人才。为服务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当前国家和时代亟需解决的问题：

东亚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瑰宝，但迄今为止，国内具有人文社会科学
综合实力的东亚文化研究单位为数甚少，研究人员也相当紧缺，培
养在各专门领域了解东亚文化的人才的能力十分有限。

在整个东亚地区，从东亚文明的视角来进行本科生跨国的通
识教育培养，也仍然是一个空白，属于“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

尚没有连贯性的东亚文化领域人才培养模式

01. 

02. 

03. 

培养领域

研究人员

人才培养

少

空白

不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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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

目标

通过学者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建立立足于东亚文明研究的

教育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

建立问题意识，建设东亚学派

学 术 上

依托两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国际

化培养环境，丰富“强基计划”

内涵，形成“北大强基”的特色

与示范效应。

教 育 上

三语（中日英）联合培养，基于东亚文明
的回归经典，精读文本，
培养具有“东亚人的东亚观”的、新一代
人文社科跨学科研究人才

教 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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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合作基础与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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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作基础

元培：自由的学科建设平台

雄厚的师资力量

深厚的合作背景

东亚研究院联合培
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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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作基础

• 深厚的合作背景
Ø 两校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长期良好的合作交流历史

如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综合文化研究科 长达12年

的合作为基础

Ø 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

学校在各个层面上优先支持与东大的合作，反之亦然：北大的!"#$%&'与东大

的!"#()*&+EAA,'

Ø 北大元培学院与东大教养学部长达五年“亚洲校园项目”合作基础

10/23



· 东京大学：东京大学是一所世界级著名研究型综合大学，还是日本最高学术殿堂
和七所旧帝国大学之首，在全球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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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艺文书院：作为东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共同创立的研究教育机构，东亚艺文书
院以培育亚洲未来人才为目标，尝试擘画“东亚学作为通识教育（Liberal Arts）”的
远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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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作基础

项目领衔教授：

特聘资深教授代表

青年教授代表

北大元培学院院长
李猛教授

北大元培学院副院长
孙飞宇教授

EAA院长 东方文化研究所
中岛隆博教授

EAA副院长 综合文化
研究科石井刚教授

北大哲学系杨立华教授 人文社会系科学科
纳富信留教授

EAA 学术委员会未来
社会与环境健康研究单
元桥本英树教授

北京大学：

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归泳涛长聘副教授
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
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
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

北大/纽约大学
张旭东教授

総合文化研究科准
張政遠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欧阳哲生教授

东京大学：

総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國分功一郎
EAA特任讲师王钦
EAA特任助理教授（综合文化研究科）前野清太朗
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野原慎司
EAA特任研究员（东洋文化研究所）崎濱紗奈

· 雄厚的师资力量

扎根于两个学校深厚的人文社科底蕴中。
两个学校大力支持，项目可以邀请全校
范围内更多优秀的研究人员加入，而非
仅局限于某个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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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作基础

• 自由的学科建设平台
元培学院是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拥有北大最为丰富的资源与教育自由度。

元培学院的双自由、跨学科、丰富的资源和住宿制书院制度对于学生的支持，是东亚研究

院联合培养项目的基本保证。

1

2

3

自主学习共同生活
活

交叉学科建设

元培计划委员会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自主学习计划
住宿制书院

PPE、数据科学、整合科学、
古生物学、外国语言与外
国历史

自由选择课程
自由选择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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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联合培养

双通道交叉合作

研究人员互访、交
流机制

校方合作+院际合作

双通道交叉合作

核心教学计划+个性化培养方案+交流交
换+导师制

本科生联合培养

工作坊、学术研讨会、教授互访等

研究人员互访、交流机制

项目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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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人才培养模式及发展前景

17/23



人才培养模式
· 本科生联合培养

核心教学计划 个性化培养方案 学期/学年交换导师制

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小

组共同协商制定该联合项

目核心教学计划，分模块

设置北大、东大课程池。

在确定深入阅读主题之后，

从第二年起，学生可以在

导师指导下，向学术委员

会申请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通过交换让联合培养的学

生能够真正融入另一所学

校，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接受两所学校的课程教育。

本项目聘请各学术方向的

教授、学者成立学术委员

会和教学指导小组，并实

行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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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模式

丰富的学术交流与实践活动

学生实践
交流活动

导师
交流会

前沿学
术讲座

EAA
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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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交流会 & 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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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 & 交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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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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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前景

本项目强调东亚文化及区域研究人才的连贯性培养：

Ø 从本科基础学科的研究性培养起步。学生在东京大学学习一年以后，学生将回到

北京大学继续学习、完成本科学业。

Ø 在东亚研究领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本项目的录取标准是以学业为志向，鼓励

和支持同学们在今后进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等高水

平科研院所继续深造。

Ø 本项目目前集中于本科培养，两校有意在将来逐渐发展到硕士和博士的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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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培养方案与报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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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计划

22/23

总学分：18学分，其中：
核心课程：6学分；
选修课程：12学分；
并同时满足下列选课要求：

1、核心课程：6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 学分 周学时 开课院系 开课学期

04632010 东亚人文社会经典 3 3 元培学院 秋季

02035110 亚洲与世界：问题与方法 3 3 元培学院 春季

说明：授课语言以中文为主，同时根据学生需要，在中文、日语与英语之间灵活切换。

2、限选课程：共两个模块，共12学分。

①模块1，不少于8学分，包括北大选修课程和东大选修课程，其中北大选修课程不少于2学分。

北大课程如下：

课程号 课程名 学分 学时 开课院系 授课老师 开课学期

02330096 中国哲学 3 3 哲学系 杨立华 春季
02138840 中国近代思想史 2 2 历史系 欧阳哲生 春季
02132490 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 2 2 历史系 昝涛 春季
02338001 思想与社会研究方法 2 2 哲学系 李猛 春季
02930188 公法与思想史 2 2 法学院 章永乐 秋季



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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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分 授课方式 课程 学分 授课方式

东亚教养学理论Ⅰ/Ⅱ 4学分

2学分为两名以上教员英语
授课，2学分为Peer 

Research, 中文或日语辅
导

东亚教养学演习Ⅰ/Ⅱ 4学分
2学分为两名以上教员英语授
课，2学分为Peer Research, 

中文或日语辅导

世界哲学与东亚Ⅰ 2学分 汉语授课 世界哲学与东亚Ⅰ 2学分 英语授课

世界历史与东亚Ⅰ 2学分 汉语授课 世界历史与东亚Ⅰ 2学分 英语授课

世界文学与东亚Ⅰ 2学分 汉语授课 世界文学与东亚Ⅰ 2学分 英语授课

社会・环境・健康与东亚Ⅰ 2学分 汉语授课
社会・环境・健康与东

亚Ⅰ
2学分 英语授课

世界哲学与东亚Ⅰ 2学分 日语授课 东亚教养学特别讲座 2学分 客座教师授课

世界历史与东亚Ⅰ 2学分 日语授课 东亚教养学特别演习 2学分 客座教师授课

世界文学与东亚Ⅰ 2学分 日语授课 东亚教养学实践 2学分 暑期项目等短期集中授课

社会・环境・健康与东亚Ⅰ 2学分 日语授课 实习（internship） 1学分

东大课程如下：

说明：联合项目北大学生须在东京大学交流1-2学期，交流期间在联合项目双边学术委员会指导下选课，每学期完成不低
于4学分的选修（不含语言课程），优先选修该学期东京大学开设的联合项目共同基础课东亚教养学理论Ⅰ/Ⅱ及东亚教养
学演习Ⅰ/Ⅱ，在共同基础课之外，优先选修用日语讲授的课程。



教学计划
②模块2：不少于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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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号 课程名 学分 学时 开课院系 授课老师 开课学期

02080344 中国古代文学（四） 3 3 中文系 陆胤 春季

03130321 中国社会史 2 2 社会学系 凌鹏 春季
02333202 《庄子》精读 3 3 哲学系 杨立华 秋季
02034870 全球六十年代 2 2 中文系 蒋洪生 春季
02132570 民族主义与世界历史 2 2 历史系 昝涛 不定期

02335220 《四书》精读 2 2 哲学系 杨立华 春季

02930040 西方法律思想史 3 3 法学院 章永乐 秋季

02333373 西方政治思想（古代） 2 2 哲学系 李猛 秋季
02332214 西方政治思想（中世纪） 2 2 哲学系 吴飞 秋季
02332213 西方政治思想（现代） 2 2 哲学系 吴增定 秋季
03139130 现代西方社会思想 2 2 社会学 渠敬东 春季

02930010 法理学 4 4 法学院 春季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 3 3 国关学院 春季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上） 4 4 历史学系 秋季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下） 4 4 历史学系 春季



报名程序
1、时间安排：

2022年4月25日在元培学院网站公布“招生简章”，并开始接受报名；

2022年5月8日线上宣讲会（请对本项目感兴趣的同学扫文末项目二维码入群，具体宣讲会形式及时间安排将在招

生群内通知）

2022年5月10日17：00结束报名；

2022年5月12-13日组织面试，具体面试通知待报名结束后电话通知。

2、报名办法：

招生对象：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管理学部各院系和元培学院2021级、2020级本科生

招生人数：5-10名以内

报名材料：学生需填写《东亚研究项目报名申请表》（请到元培学院网站下载，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

并附本科已修课程成绩单（电子成绩单）。

3、报名方式：

请将电子报名材料发送至邮箱lydia98@pku.edu.cn，邮件主题格式为：东亚项目报名—姓名—院系，报名资料命名

格式为：姓名_年级_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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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倾听！

东亚研究院联合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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