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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学術情報データベースCNKIに 

収録されている池田大作研究に関する論文・書評（１） 

塩 原 将 行 

 創価教育研究所で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における池田研究の論文を同国の学術データベース CNKI

によって検索し、その全文の整理・保存を進めている。 

 CNKI は、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中国国家知識のインフラ）の略称で、

その概要について、日本で CNKI のデータベースを公開している東方書店のホームページを抜粋要

約して紹介する。 

○CNKI とは、中国（大陸）の学術情報を整備統合することにより、中国内外のあらゆる単位の研

究機関や研究者がネットワークを利用して、お互いに学術情報を交換・利用しあえるオンライ

ン・システムである。 

○CNKI プロジェクトは中国社会に「知識のインフラ」を整備するため、北京の清華大学が中心と

なり構築された、大規模な国家プロジェクトである。 

○CNKI の事業は 1999 年６月に始まって以来、国や社会の各方面から注目され、現在、その中心

である CNKI は国家科学技術省、対外貿易経済合作省などから「国の重点的な新製品」に認定さ

れ、同時に「国の最重要プロジェクト」とされている。 

○この事業に関しては、管轄部門として国家教育部、主管が清華大学、データの編集・製作は中

国学術期刊（光ディスク版）電子雑誌社、運営およびサービスは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

司が担当している。 

○その概要は、7600 誌をこえる中国発行の学術雑誌、700 余紙の全国紙・地方紙・専門紙などの

新聞、250 をこえる機関が認定する学位論文、350 以上の各種学会で発表された論文集などの文

献におよぶ。これらの文献がインターネットを通じて閲覧できる中国最大の学術文献オンライ

ンサービスである。 

 中国における池田研究の現状を把握するため、その第一歩の試みとして、CNKI に掲載されてい

る論文の中で、論題に「池田大作」が含まれている論文・書評について、発表年順にまとめるこ

とにした。 

 作成にあたっては、以下の凡例の通り、CNKI の項目表記を、日本語表記に改めて一覧を作成し

た。 

 

Masayuki Shiohara（創価教育研究所事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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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１．CNKI の項目表記の【中文篇名】→「論文名」、【英文篇名】→「同英語名」、【作者】→「著者

名」、【作者単位】→「所属」、【刊名】→「刊行物名」、【摘要】→「論文概要」、【英文適要】

→「英文概要」とした。 

２．中文の論文名の副題は、全て論文名の２行目に、２文字下げて、全ダッシュで囲んで記載し

た。 

３．CNKI の【英文作者】の著者の英文表記は、「著者」の欄に（ ）を置き、その内に記した。

著者の所属機関の英文表記は略した。 

４．「刊行物名」には、CNKI の【刊名】にある英文タイトルも併記した。 

５．DOI は、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デジタルオブジェクト識別子）の略称である。一覧の

DOI は、CNKI に掲載されている DOI で、あくまで CNKI 内部に限定された識別子である。 

６．「論文概要」の＜正＞は、論文本文中に概要が記載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示す。 

７．CNKI の【摘要】、【英文摘要】の文章のうち、明らかな誤字は改めた。 

８．CNKI の【摘要】、【英文摘要】の文章が、…で表記され途中までしかない場合がある。その場

合は、「論文概要」、「英文概要」の文章の最後に（以下略）と記した。 

 

 最後に、この資料は、松浦忠雄との共同作業によって作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た。感謝を込めて付

記させていただく。 

 

論 文 

（１） 

論 文 名：佛教在二十一世纪 

       ―日本池田大作先生佛教思想集锦― 

著 者 名：刘元春 

刊行物名：法音，Dharmaghosa (The Voice of Dharma)，1989年７期 

論文概要：＜正＞周而复始，地球运载人类即将飞入二十一世纪。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万千变化纷至

沓来，我们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新的时代,迫使人们要有新思想，新观念，

用焕然一新的精神风貌去迎接新生活的考验。那么,已经阅历两千多年风霜雪雨的佛教，

如何去适应这个时代,如何去“绍隆佛种，续佛慧命”，并协同人类创造更加光明的境界

呢？ 

DOI   ：CNKI:ISSN:1004-2636.0.1989-07-001 

 

（２） 

論 文 名：佛性在当代的闪光 

       —铃木大拙、池田大作的佛教人道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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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者 名：袁久红 

刊行物名：法音，Dharmaghosa(The Voice of Dharma)，1990年８期   

論文概要：袁久红是一位对佛教文化有着炽热感情的青年学人，他在《佛性在当代的闪光》—文中，

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日本当代两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佛教学者—铃木大拙和池田大作以显

发佛性为特征的佛教人道主义思想，语言流畅，文笔清新，读来给人以启迪。  

DOI   ：CNKI:ISSN:1004-2636.0.1990-08-005 

 

（３） 

論 文 名：池田大作与创价学会 

著 者 名：原一祥；刘宏岩 

刊行物名：现代日本经济，Contemporary Economy of Japan，1991年５期   

論文概要：<正> 池田大作先生是日本创价学会的名誉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宗教活动家，他所

领导的创价学会，对世界和平与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池田大作先生1928年

生于东京，大世学院经济学科肄业。自幼家贫，幼年时当过报童，做过工。1947年加入

创价学会，1949年加入户田城圣经办的日本正学馆，编辑《冒险少年》。历任大藏商事

公司营业部长，男子部第一部队长，青年部参谋室长，学会总务等职。1960年５月任创

价学会第三任会长，1964年开始担任日莲正宗法华讲总讲头。从此，正式确定了他在日

莲正宗及其...（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0-355X.0.1991-05-020 

 

（４） 

論 文 名：池田大作及其“人学思想” 

著 者 名：何劲松 

所  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刊行物名：日本学，JAPANESE STUDIES，1995年６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及其“人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何劲松一，池田大作与创价

学会池田大作先生现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会长。他被公认为世界著名的宗教政治活动家，和平运动推动者，“平民大使”。...（以

下略） 

DOI   ：CNKI:ISSN:10027874.0.1995-06-011 

 

（５） 

論 文 名：创价学会与政治 

       ―以池田大作“中道政治”思想为中心― 

同英文名：SOKA GAKKAI and Politics  

著 者 名：何劲松（He Jing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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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刊行物名：世界宗教研究，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1996年２期   

論文概要：创价学会是日本当代 大的宗教教团，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极大的影

响力。该组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拥有海外会员，在国际政治和文化方面起着一定

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会曾一度和政治结合甚密，这一方面也招致了世人的

诽议。本文旨在讨论创价学会如何涉足政治，如何以一种全新的宗教政治理念对现实生

活发挥影响，又如何在实践中成功地摸索出一条宗教和政治应当保持的适当的并存方

式。  

英文概要：  As the biggest religious community in contemporary Japan, SOKA GAKKAI has wide 

influence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e country. It has overseas 

members as well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the World whose rol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ulture can be felt. In post war period SOKA GAKKAI 

had integrated itself closely at one time with politics, which helped in a way 

its rapid growth and caused at the same time criticis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SOKA GAKKAI stepped in politics and played with i…（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04289.0.1996-02-021 

 

（６） 

論 文 名：世纪话题和普遍主义 

       ―关于汤因比、池田大作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联想― 

著 者 名：聂丽珠  

所  属：广西师范学院  

刊行物名：学术论坛，ACADEMIC FORUM，1996年３期   

論文概要：世纪话题和普遍主义──关于汤因比，池田大作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联想聂丽珠临

近世纪之末，人们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走向所给予的热切关注中实际凝聚的是对人类

命运的关心，世纪话题其实也就是人类话题，它的内容不外乎是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切

相关的那些事物，例如战...（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44434.0.1996-03-012 

 

（７） 

論 文 名：历史的丰碑 

       ―回顾池田大作先生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贡献― 

同英文名： History’s Everlasting Monument Contributions of Mr. Ikeda Daisaku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Chinese-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Retrospect  

著 者 名：蔡德麟（Cai Delin）  

刊行物名：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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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CIENCES)，1998年４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先生是深圳大学名誉教授，深圳市荣誉市民，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的缔结作出过重大贡献。值中日友好条约缔结２０周年之际，特发此文以纪念...

（以下略）  

英文概要：  Abstract Mr. Ikeda Daisaku, honorary professor of Shenzhen University and 

concurrently honorary citizen of Shenzhen,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Japanese Friendship Treaty, we have bad the following article 

published as a review of Mr. Ikeda Daisaku’s contribution therein.  

DOI   ：CNKI:ISSN:1000-260X.0.1998-04-000 

 

（８） 

論 文 名：池田大作的中道思想述评 

著 者 名：冉毅  

所  属：湖南师范大学日语系 

刊行物名：世界宗教研究，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2000年３期   

論文概要：这里所评述的中道思想是日本 大的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领导人池田大作的核心思

想之一。它以传统佛教的“三缔论”为基础并揉合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展开为“色心不

二”，“依正不二”，“生死不二”，“善恶不二”和“资社不二”等五个命题，分别从哲学

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层面对当代社会所存各种问题作了分析，试图以“不二法门”来为当

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即和平与发展问题寻求解决途径，提供理论性指导。其中不乏许多有

价值的思想...（以下略） 

DOI   ：CNKI:ISSN:11-1299.0.2000-03-014 

 

（９） 

論 文 名：池田大作与广东 

著 者 名：戴云青 

刊行物名：同舟共进，2000年９期   

論文概要：<正> 1974年５月 30日，一列火车由尖沙嘴的大钟楼前的九龙火车站开出，缓缓北往。

一对中年夫妇在上水车站与一班送行的人群话别，从他们的热情而彬彬有礼的挥手中，

同车的香港人大概明白他们是日本人。在那个年头，日中两国刚刚实行邦交正常化，日

本与中国之间尚未签订任何航空协议。日本人要到中国的话就必须经由香港进出，因而，

极少有日本客人踏进广东——这个南中国的大门。人们不禁投来惊异的眼光，而这对日

本夫妇也客气而友善地微笑著，向他们点头示好。这些回乡的港人并不知道，这对日本

夫妇就是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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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CNKI:SUN:TZGJ.0.2000-09-011 

 

（10） 

論 文 名：论池田大作对“色心不二”生命本质论的发展 

同英文名：Ikedadaisaku’s Improvement on the Theory of Life "Body and Mind as One" 

著 者 名：张怀承（ZHANG Huai cheng）；冉毅（RAN Yi）  

所  属：前者は、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後者は、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刊行物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01 年５期   

論文概要：“人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生命的起源与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问题，是哲学与宗教思考

的基本问题。哲学家和宗教家对生命起源问题的关注其实都是他们对人生目的与意义的

关注方式之一。作为一名宗教哲学家和思想家，池田大作从未放弃其本位的立场，他相

信人的内在精神革命有着对社会革命的优位性，但是，怎样才能实现人的内在的精神革

命呢？池田认为，唯有认识了“人”的本质，人的革命才有切入之处。而构成池田“人

的革命”的哲学基础者，就是由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所提出并由池田进一步

发展的“生命论”。  

英文概要：  The origin, object and meaning of life are essential to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nd their approaches to the origin are indeed a way 

for them to consider the object and meaning of life. As a famous religious 

philosopher and thinker, Ikeda Daisaku never abstains from his own position and 

he gives priority to the internal spiritual revolution of human beings as 

compared to social revolution. He thinks the key to the first revolution is to 

grasp the essence...（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0-2529.0.2001-05-002 

 

（11） 

論 文 名：池田大作关于生态伦理的思考理路 

著 者 名：刘湘溶；冉毅 

所  属：前者は、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後者は、同大学伦理学博士生 

刊行物名：世界宗教研究，Studes In World Religions，2001年３期   

論文概要：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命得以存在的资源要素之一。池田大作认为，环境污染问题，如同核

武器一样，乃是人类灭绝论的两个根据之一。池田大作作为一名宗教思想家，始终关注

着对于人类的前途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环境问题,其关注之甚可以从他与世界上许多

知名人士的对谈时“言必及之”窥见一斑。考察池田大作关于环境问题的论述，不难发

现：“依正不二”是他生态伦理观的哲学基础，也是他看待这一问题的基本视角，从中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意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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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CNKI:ISSN:1000-4289.0.2001-03-010 

 

（12） 

論 文 名：池田大作“创造价值”的幸福论 

同英文名：Daisaku Ikeda’s Theory of Happiness  

著 者 名：冉毅（RAN Yi） 

所  属：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刊行物名：伦理学研究, Ethics Research，2002年１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认为人生对“幸福”的追求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创造价

值”的过程。把人生的“幸福”与“成佛”，“创造价值”联系为一体，这是池田之人生

观的重要内涵。  

英文概要：   Daisaku Ikeda thinks that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happiness is a concrete 

process of social practice, a process of value creation. The implication of 

Ikeda’s view of life is in its combination of happiness and value creation and 

in its combination of happiness and becoming a Buddha.  

DOI   ：CNKI:ISSN:1671-9115.0.2002-01-019 

 

（13） 

論 文 名：池田大作的中道思想与未来观 

同英文名：Yi Kei Da Dai Sa Ku’s Idea for Middle of the Road and Future Outlook  

著 者 名：德光（De Guang）  

所  属：苏州大学历史学系 

刊行物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2002 年

３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的“中道思想”，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其实是统一的，依存的关系，所以人类要

想生存，发展,在未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国家，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方面，必须致

力于维护相互间的和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认为创立一种新的宗教是必要的...（以

下略） 

英文概要：  Yi Kei Da Dai Sa Ku’s idea for middle of the road thinks that the contradictory 

both sides are a connection of dependence, so that in connection of people and 

nature, people and society, between country and nation in future, if human want 

to exist and develop, must vindicate harmonious connection of one another. For 

the sake of implementing the object, he thinks that erecting a new religion is 

necessary.  

DOI   ：CNKI:ISSN:1001-4403.0.2002-0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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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論 文 名：池田大作教育观述论 

同英文名：A Review on Yi Kei Da Dai Sa Ku’s Education Outlook  

著 者 名：李云芳（LI Yun fang）；许庆豫（XU Qing yu）  

所  属：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刊行物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2002 年

３期   

論文概要：本文分析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 (1928— )的教主张和教育观念，全

文包括对其教师观念，教育目的和家庭论述的分析。他的这些论述分散地贯穿于他的宗

教，哲学和文化著作之中。然而，通过分析能够窥见，这些分散于多种著作中的教育主

张和教育观念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在他看来，教育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应该始终追

求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幸福。  

英文概要：  The paper analyses the views and ideas of education of Yi Kei Da Daisaku, a 

famous Japanese cultural scholar and social activist, which covers his thoughts 

of education aim, of teachers’ role in education and of his thoughts of family 

education. All of his views and ideas run through his statements of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distributively. However, all of these possess inner logic. 

That is showing loving care for the progress and happiness of humanity.  

DOI   ：CNKI:ISSN:1001-4403.0.2002-03-028 

 

（15） 

論 文 名：“毋自欺”与“忠实于自己” 

       ―池田大作忠实观散议― 

著 者 名：任俊华 

所  属： 中国伦理学会会刊《伦理学研究》常务；副主编；湖南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研究员，

在读博士湖南长沙邮编 

刊行物名：湖湘论坛，Huxiang Forum，2002年５期   

DOI   ：CNKI:ISSN:1004-3160.0.2002-05-010 

 

（16） 

論 文 名：池田大作科技伦理思想的蕴涵 

著 者 名：冉毅  

所  属：湖南师范大学伦理研究所  

刊行物名：道德与文明，Morals and Civilization，2002年５期   

論文概要：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现代文明中的作用，如何使科学技术真正为增人类的幸福服务，这

是处于世纪之交的思想家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日本著名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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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有广泛的涉猎，对于 20 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在他

同罗古诺夫教授，保林博士和汤川秀树博士等世界级自然科学家的对话中，尤其表现出

了他的博学和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从中可以发现其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蕴

涵...（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7-1539.0.2002-05-013 

 

（17） 

論 文 名：东方人道主义的当代智慧 

       ―池田大作人道主义思想研究― 

著 者 名：蔡德麟 

所  属：深圳大学  

刊行物名：学术界， Academic Forum，2002年６期   

DOI   ：CNKI:ISSN:1002-1698.0.2002-06-027 

 

（18） 

論 文 名：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 30年 

著 者 名：常青  

刊行物名：中华儿女(海外版)，Current Affairs，2002年 10期   

論文概要：<正>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中日邦交的意义非凡，30 年来，中国和日本在经

贸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政治上，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为亚洲乃至世

界的和平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有许多人士为架起中日友

谊“金桥”而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其中一人不能不提及，他就是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

长池田大作。1968 年的“池田倡言”犹如春雷乍响，不仅在日本国内掀起...（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5-2151.0.2002-10-005 

 

（19） 

論 文 名：拯救自然的佛法之路 

       ―池田大作自然观述评― 

同英文名：Commentary on Ikeda Daisaku’s Thought of Nature  

著 者 名：曾建平（ZENG Jian-ping）  

所  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江西师范大学 

刊行物名：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3年 1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的自然观以佛教哲学为基础，把自然观与人生观相联，认为生命的尊严是普遍

的价值基准，自然的破坏是以天灾形式出现的人祸，拯救自然必须以宗教为理念基础，

以人的革命为根本方式,以社会方式的变革为具体途径。这些思想探寻的是一条拯救自



創価教育 第３号 

 －243－

然的佛法之路，对保护自然具有深刻的启迪。但是，在宗教与科技，宗教与伦理，宗教

与政治等诸方面，他的自然观有所错谬。  

英文概要：  This paper explores Ikeda Daisaku’s thought of n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Based on philosophy of Buddhism, Ikeda integrates thought of nature with thought 

of life and holds that the dignity of life is a general criterion of value and 

that the damage to nature is man made calamity whose form is natural disaster. 

Therefore, in order to save nature, people must stand on the idea basis of 

religion, take the revolution of people as a fundamental way, and transform 

social reality concretely. This is a...（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0-579X.0.2003-01-019 

 

（20） 

論 文 名：为“和平，和睦，和谐”而奋斗 

       ―创价学会与池田大作名誉会长― 

著 者 名：李秀石 

刊行物名：社会观察，2003年１期   

論文概要：<正> 创价学会与池田大作先生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然而，详情如何?许多人未必清楚。

近笔者因陪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尹继佐院长出访，有幸见闻一二，也萌发了深入了解的

兴趣。日本学界认为，创价学会是“佛教日莲正宗系统的新宗教”， 初是第一代...（以

下略） 

DOI   ：CNKI:ISSN:1672-3171.0.2003-S1-021 

 

（21） 

論 文 名：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同英文名：Zhou Enlai and Daisaku Ikeda in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 Relationship 

著 者 名：纪亚光（Ji Yaguang）；孔繁丰（Kong Fanfeng） 

所  属：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 

刊行物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Nankai Journal, 编辑部邮箱 2003年 2期 

論文概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周恩来的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作为官方外交的基础

和补充，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同时，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也是日本民间对华

友好人士长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所做的贡献尤为引

人注目。首先，在中日两国关系走到历史“瓶颈”的关键时刻，池田大作发表“日中邦

交正常化倡言”，为日本朝野指明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正确方向和基本途径。其次，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思想为指导，池田大作创建的公明党充当了中日邦交正常

化谈判的先行者，从原则与细则方面，与中国方面达成共识，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清扫了

障碍。周恩来和池田大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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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概要：  Zhou Enlai’s concept of people’s diplomacy and its practice did play a unique 

role in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 Japan relationship.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also an effect of long term joint efforts of pro China 

Japanese friends to make the great event occurred. Among them, Daisaku Ikeda, 

President of the Soka Gakkai (Value Creation Society), stands out well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 Japan relationship. First, it was 

him who put forth. A Proposal to ...（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1-4667.0.2003-02-011 

 

（22） 

論 文 名：池田大作及其和平思想 

著 者 名：戴卫东；王卫平  

所  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刊行物名：日本学刊，Japanese Studies，2003年５期   

DOI   ：CNKI:ISSN:1002-7874.0.2003-05-011 

 

（23） 

論 文 名：人性革命   

       ―池田大作“人学”思想的构建―  

著 者 名：冉毅  

指導教員：张怀承 

学位授与機関：湖南师范大学  

学科専攻：伦理学  

学位年度：2002年  

学  位：博士  

論文概要：池田作为日本 大的佛教团体——创价学会的实际领导人，在日本和全世界有着广泛的

社会文化影响。但对于他的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还停留在初始阶段。

本文拟就池田的“人学”思想的伦理构建作一系统的介绍与评价。主要内容及结构是：

绪论从日本的近代化历史过程出发，分析了战后日本民众的精神需要，从而说明创价学

会这一新的宗教团体的兴起。其主要的观点是：日本的近代化虽然使日本走上了经济发

达之路，但是在日本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使日本现代化倾覆的因素，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这一毒瘤；因此，如何根除战争的威胁，如何为日本的发展创造一

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乃是战后日本民众的主要心理需要。而创价学会就是适应日本民众

这一心理需要应运而生的。池田提出“人性革命”的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日本

近百年来现代化阙失的一种补救性回应。 第一章 结合日本战后的历史实际，就池田思

想的发展作了阶段性划分。文章将之分为四个时期：池田如何走上信仰之路和“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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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时期；宗教政治理念的形成时期；宗教文化思想形成时期；和平文化使者时期。

由中我们可以...（以下略） 

英文概要：  Chi Tian Da Zou, the real leader of Chuang Jia Society, the biggest Buddhist 

organization in Japan, enjoys widely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the study of him is still at the beginning in Japan and in China. 

This paper is intended for a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ethic 

construction of his "Homonology". The paper mainly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Introduction: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uang Jia Society, which is a new 

religious organization, rising t...（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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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論 文 名：论池田大作的现代教育观 

著 者 名：曾峥  

所  属：肇庆学院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4年６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不仅是日本著名的佛教宗派领袖，作家和诗人，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其所

体现在多种著作中的现代教育思想，主要有教育目的观，现代教师观和现代大教育观等

等。其所形成的全部教育思想，体现了幸福教育的理念。他所主张教育的任何一个环节

都应该始终追求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幸福，是对创价学会创始人牧口常三郎人本主义教育

观的继承，发展和超越。  

DOI   ：CNKI:ISSN:1009-8445.0.2004-06-001 

 

（25） 

論 文 名：池田大作“教育童话”艺术浅论 

著 者 名：乔丽媛  

所  属：肇庆学院中文系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4年６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童话形象构成完整，规范，无异于一部童话形象大全。童话逻辑运用巧妙，融

合了幻想与现实的关系，艺术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剪裁匠心独运，不仅符合儿童的心

理需要，而且表达了追求终极和谐的东方美学观。尤其是他的童话所特有的程式化的叙

事模式：叙事时间和故事发生的时间的一致性，叙事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叙事风格

的简单明快，优美纯净，表现出“童话大师”般的深厚功力。  

DOI   ：CNKI:ISSN:1009-8445.0.2004-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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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論 文 名：生命的尊严试析池田大作的人学思想 

著 者 名：王伟英 

所  属：北京华文学院 

刊行物名：新视野，Expanding Horizons，2005年１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人学思想的核心是“生命的尊严”学说，它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的和

平及人性革命，其现实意义在于寻求解决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途径，理论价值在于总结

与整合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DOI   ：CNKI:ISSN:1006-0138.0.2005-01-00K 

 

（27） 

論 文 名：周恩来总理和池田大作的历史性会见 

       ―兼论池田大作对建立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贡献― 

同英文名： The First Historical Meeting for Premier Zhou Enlai and Mr. Daisaku Ikeda —

Besides Mr.Daisaku Ikeda’s Contributions on the Sino-Japan Friendly Relations  

著 者 名：孔繁丰（Kong Fanfeng）  

所  属：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  

刊行物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ankai Journal，2005年 2期   

論文概要：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之中于 1974年 12月５日与日本国创价学会池田大作会长进行了历史

性会见。这次会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周恩来是在健康状况十分严峻，抱病支撑工作

的情况下，作为“ 重要的事情”看待，坚持进行了这次会见，会见是周恩来对池田会

长和创价学会为中日友好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 高层次上的肯定；会见为创价学

会，池田会长同中国的友好交往注入新的巨大动力，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英文概要：  Premier Zhou Enlai with a serious illness had a historical meeting with Mr. 

Daisaku Ikeda,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Japan Soka Society on December 5th, 

1974. There are several unusual significances for this meeting: Firstly, Premier 

Zhou Enlai thought highly of this meeting even his health was very bad during 

the meeting; secondly, the meeting showed that China leaders like Premier Zhou 

Enlai affirmed Mr. Daisaku Ikeda and his Soka Society’s contributions on the 

Sino-Japan friendly relations; thirdly, t...（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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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論 文 名：论池田大作的世界和平观 

著 者 名：杨君游；苏卫平；蔡德麟  

所  属：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研究所；深圳大学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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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行物名：江淮论坛，Jiang Huai Tribune，2005年２期   

論文概要：本文从积极的和平主义，绝对的和平主义，彻底的和平主义三个方面探讨了池田大作以

佛法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和平观，并对作为池田大作世界和平观之哲学基础的生命至

尊论，宇宙生命论，天人合一论等理论观点作了细致的剖析和探讨，阐明了池田大作世

界和平观的理论特色及其为推进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  

DOI   ：CNKI:ISSN:1001-862X.0.2005-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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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名：和平・平等・博爱 

       ―池田大作“教育童话”价值体系初论― 

著 者 名：乔丽媛  

所  属：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 

刊行物名：广东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2005年５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的童话立意深邃，凝结着作者对人类处境的深沉思考，一以贯之地宣传了池田

大作以人为本，关爱人性，善待生命的人学思想与和平理念。以此为中心形成的童话价

值体系阐发了“和平”对人类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诠释了“作为人”的 高

评价标准——博爱，提出了人类共处的基本准则——平等精神。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和

平”是 高目标，“平等”和“博爱”则成为维系人类永久和平的两大支柱。  

DOI   ：CNKI:ISSN:1000-114X.0.2005-05-030 

 

（30） 

論 文 名：池田大作道德教育思想初探 

同英文名：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of Daisaku Ikeda  

著 者 名：王丽荣（WANG Lirong）  

所  属：中山大学教育学院  

刊行物名：外国教育研究，Studies In Foreign Education，2005年６期   

論文概要：日本池田大作的道德教育思想有着极其鲜明的特征，其育人目标突出地表现为尊重人的

“人本主义”精神；其道德教育的内容重视对人的心灵塑造；在道德教育的途径方法上

避免单一的学校教育模式，主张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教育途径，并且这种

教育不仅限于学生时期，更是伴随终身的终身教育模式。  

英文概要：  The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of Daisaku Ikeda have vivid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the goal of moral education stresses on respecting the spirits of 

humanism, the contents of moral education regards the figure of person’s soul, 

the method of moral education avoids single school education model, which 

advocates the multiple educational way including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What’s more, the moral education can be implemented not only in the perio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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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education, but also in a person’s whole life.  

基  金： 2003 年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中日道德教育的比较研究”(批准

号:0302027DEB030273)  

DOI   ：CNKI:ISSN:1006-7469.0.2005-06-008 

 

（31） 

論 文 名：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与孔墨学说 

同英文名：Daisaku Ikeda’s Peaceful Thinking and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著 者 名：黄顺力（HUANG Shun-li）  

所  属：厦门大学历史系  

刊行物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iamen Liniversity， 2005年６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虽根源于佛教教义，但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孔子的“仁者

爱人”与池田的“以生命眼光”看人，均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旨归，提倡一

种普遍的人类之爱。墨子的“兼爱非攻”与池田力主以实践的精神去反对战争，追求和

平，凸显了东方思想家一脉相承的思想源流。而孔儒的忠恕之道与池田的人生哲学所强

调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理解，信任，尊重和宽容，更彰显了以人道主义和平思想为

基石的普世价值。  

英文概要：  Although Daisaku Ikeda’s peaceful thinking originates in Buddhist doctrine, 

it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Just as Confucius 

maintains that a benevolent person is kindhearted towards other human beings, 

Daisaku Ikeda proposes judging human beings from the point of life. They both 

advocate a universal human love by centring on human beings and aiming at love 

of humanity. Ikeda’s advocacy of practicable spirit of seeking peace and against 

wars can be traced to the same origin of Mohist th...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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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名：池田大作教育伦理思想述评 

同英文名：A Review of Daisaku Ikeda Educational Ethics Thought Theory  

著 者 名：奥田真纪子  

指導教員：张怀承  

学位授与機関：湖南师范大学 

学科専攻：伦理学  

学位年度：2005 年  

学  位：硕士  

論文概要：作为日本 大的宗教团体的领袖，宗教哲学家，教育家的池田大作，其教育伦理思想的



創価教育 第３号 

 －249－

源流是生命尊严的佛法哲学和根据师生关系而形成的完美人格的关联。创价教育是历经

了三代师生关系的人本教育学的结晶。我认为，池田大作教育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是：

“尊重生命尊严”，“创造生命价值的智慧”，“形成完美人格”这三点。本文以“教育是

人的生命的目的”这一池田的多次元展开的教育伦理思想和实践为基础，来探索 21 世

纪的教育所应具有的状态及其现代意义。 第一章池田大作教育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教育伦理思想中心是怎样看“人”的哲学。这里我想一面接触池田的那种以对人的洞察

和其内部的精神性的开发为目的的哲学，一面就此对一般认为其特有并区别于其他哲学

的特征分成五点进行考察。1.1 生命哲学作为池田所说的教育理念基石：释尊所说的教

义是以生命为根本，绝对尊重生命尊严的哲学。池田认为，今后的教育的目标也就是，

使 21 世纪成为生命蕴涵着全部根本价值的“生命的世纪”。这里我想论述一下作为池田

教育理念基础的法华经的生命哲学，并论述由此形成的教育理论...（以下略） 

英文概要：  Mr. Daisaku lkeda is the leader of the greatest religious organization in Japan. 

And is also a religion philosopher and educator whose original thought of the 

educational ethics is a life dignity by Buddhism philosophy and full-personal 

relationship about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Moreover, Soka education is the 

fruit of the human pedagogy in all the pas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ree 

generation. In my opinion, the essential concept of Mr. Ikeda’s education ethical 

thought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the res...（以下略） 

DOI   ：CNKI:CDMD:2.2005.112745 

 

（33） 

論 文 名：论池田大作的鲁迅观 

著 者 名：谭桂林  

文献分類：科研论文  

文献抜粋：2005 年６月，池田大作在国际创价学会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谈革命作家鲁迅》的

长文。2003 年３月，池田大作曾以歌德为题为 创价大学毕业生举办了第一届特别文化

讲座，反响十分强烈。这篇文章本来是为创价大学毕业生准备的第二届特别文化讲座的

讲稿， 但因各种活动接连不断，怎么也安排不出时间来，所以池田大作就将已经撰写

好的讲稿放到报纸上发表，以此为毕业生一壮行色。池田大作作为创价学会的会长、创

价大学的创办者，在百忙之中仍不忘为即将走向社会的创大毕业生开一堂人生讲座，这

体现出了一个大教育家对青年的殷切关怀与期望。当然，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作为一

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名人，池田大作为什么在第一届特别文化讲座讲了西方巨人歌德

之后，第二届就选择了东方伟人鲁迅作为讲座题目。池田大作与鲁迅有什么样的关系？

作为一个诗人，池田大作论文的文学创作受到鲁迅哪些影响？他又是怎样看待和总结鲁

迅的？思考和研究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充分认识鲁迅的世界性影响，...（以下略） 

年 鑑 名：鲁迅研究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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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年：2005年  

編 集 者：郑欣淼；孙郁；刘增人  

出 版 者：河南文艺出版社 

 

（34） 

論 文 名：池田大作“中道人本主义”论析 

同英文名：Ikedadaisaku’s Middle-of-the-Road Humanism  

著 者 名：关志钢（GUAN Zhi-gang） 

所  属：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  

刊行物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Shenzhe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2006 年２期   

論文概要：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的中道人本主义是以佛法中道为指导的人本主义思想，它既是人本

主义的，又是中道的，是佛法中道与人本主义的有机结合。以佛教中道原理诠释和演绎

人本主义，是池田大作中道人本主义与欧美人本主义的 大不同之所在。  

英文概要：   The middle-of-the-road humanism of Ikedadaisaku, a religious thinker 

represents a humanistic thinking, with the Buddhist middle-of-the-road doctrine 

as the guidance of its own. A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middle-of-the-road 

doctrine and humanism, his thinking is both humanistic and middle-of-the-road; 

Interpreting and developing humanism with Buddhism’s middle-of-the-road doctrine 

is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between his humanism and European and American 

humanism.  

DOI   ：CNKI:ISSN:1000-260X.0.2006-02-012 

 

（35） 

論 文 名：池田大作的生命论伦理观 

       ―以《生命的尊严》为中心― 

同英文名：Daisaku Ikeda’s Bioethics——Centered on The Pride of Life  

著 者 名：石神丰（SHI Shenfeng）；冉毅（RAN Yi）  

所  属：前者は、日本创价大学文学部  

刊行物名：伦理学研究，Studies in Ethics, 编辑部邮箱 2006年 02期   

論文概要：伦理本源于社会生活，伦理的基础应当是人的生命和生活。池田大作立足于人的生命尊

严来阐发幸福，倡导共生的道德风气，对生命的意义给予了新的诠释。  

英文概要：   Morality comes from social life. The basis for morality is human life. Daisaku 

Ikeda’s explains happiness by looking at the pride of human life. He advocates 

a kind of common moral atmosphere. He has tried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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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論 文 名：论池田大作的妻子幸福观 

       ―兼与托尔斯泰作比较― 

同英文名：On Wife’s Happiness of Daisaku Ikeda——Compared with Tolstol  

著 者 名：陈爱香（CHEN Aixiang）  

所  属：肇庆学院中文系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6年３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与托尔斯泰生活的年代都面临着家庭解体的危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探寻着家

庭秩序的重构之路，试图通过对妻子幸福内涵的界定来重建幸福完满的家庭。他们为女

性建构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存在，也为女性摆脱家庭，事业两难境地设计了一条理想之路。

他们所界定的妻子幸福的内涵是二人宗教情怀的折射，但由于立足点不同，二者的价值

取向存在着差异。前者推崇的是“男女同尊”的佛教女性观，而后者是男权文化对女性

形象的模塑。  

英文概要：  The age, when Daisaku Ikeda and Tolstol lived, faced the family disintegration 

crisis. They use their own way to inquire about the new family order by 

reconstructing the connotation of wife’s happiness. They construct for the female 

a rich poetic sentiment existence. And they also design a ideal road for the 

female to get rid of the dilemma between family and profession. The connotation 

of wife’s happiness which they reconstruct manifests their religious devotion. 

But because their standpoints are different, their ...（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9-8445.0.2006-03-002 

 

（37） 

論 文 名：教育是对生命和谐的不懈追求 

       ―池田大作生命化教育思想初探― 

同英文名：Unremitting Pursuit of a Harmonious Life on Education——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Daisaku Ikeda  

著 者 名：曾峥（ZENG Zheng）  

所  属：肇庆学院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7年１期   

論文概要：教育是 具生命的事业，它不仅关注生命的发展，也基于生命的追求人既有自然生命的

属性，也具有价值生命的属性。池田大作的教育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倡导生命化教育

的思想体系，他主张教育要关注生命的完整性，要凸现生命的灵动性；要张扬生命的独

特性。只有这样，教育才能体现一个人双重生命的存在，才能达到个体生命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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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概要：   Education is significantly noted for its vitality as it addr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and the pursiut of life. Human beings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natural being, but also a being with social values.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Daisaku Ikeda is an erudite system to advocate the 

pursiut of life. He argues the completeness of life, and highlighting the vigor 

of life, and liberates the uniqueness of life. Only through this, education can 

reflect the double exsitence of life forms, and the ultimate harmon...（以下

略） 

DOI   ：CNKI:ISSN:1009-8445.0.2007-01-001 

 

（38） 

論 文 名：池田大作童话的儿童教育观论析 

同英文名：On Views of Educating Children in Children’s Stories by Daisaku Ikeda  

著 者 名：乔丽媛（OIAO Liyuan） 

所  属：肇庆学院中文系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7年１期   

論文概要：纵观池田大作的童话创作可以发现：池田大作童话的儿童教育观以“尊重生命”为儿童

教育的基点和目的，以“惩恶扬善”构成儿童教育的伦理规范，以“和谐”作为儿童教

育的 高理想，以“平等”支撑整个儿童教育的价值取向，而池田大作童话儿童教育观

的哲学根基则建立在丰厚的“人学”土壤之上。  

英文概要：  After we read the children’s stories by Daisaku Ikeda, we would find that the 

views of educating children of those stories take respecting lives as their 

foundation and aim awarding the good while punishing the evil as their ethics 

perfect harmony as their highest ideal and all lives are created equal as their 

value. After all, the philosophy of these views is based on Daisaku Ikeda’s 

abundant and solid research of humanism.  

DOI   ：CNKI:ISSN:1009-8445.0.2007-01-002 

 

（39） 

論 文 名：从“为了社会的教育”到“为了教育的社会” 

       ―福泽谕吉与池田大作教育思想对比探析― 

同英文名：From Education for Society to Society for Education ——A Contrastive Probe into 

Fukuzawa Yukichi’s and Daisaku Ikeda’s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著 者 名：原青林（YUAN Qinglin）  

所  属：肇庆学院教育学系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7年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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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概要：近代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也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日本走向极端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和对外侵略之路，他所鼓吹的是一种

“为了社会的教育”；而日本当代教育家池田大作提倡的则是一种“为了教育的社会”，

致力于一种建设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和对外侵略的教育，一种关爱生命，生命至上的教

育。  

英文概要：   Modern Japanese educationist, Fukuzawa Yukichi,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independence of Japanese nation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led to Japan’s extreme 

nationalism, national richness and military strength, and invasion of adjacent 

countries. What he advocated was education for society. While contemporary 

Japanese educationalist, Daisaku Ikeda, advocates society for education. He is 

devoted to an education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eace and 

opposes wars and invasion, an education that cheri...（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9-8445.0.2007-01-003 

 

（40） 

論 文 名：池田大作的儿童家庭教育观与 

       ―中国古典家教观之源缘探微― 

同英文名：Contrast between Daisaku Ikeda’s Concept of Children’s Home-education and Ancient 

Chinese Concept of Home-education of Ethics  

著 者 名：蒋菊（JIANG Ju）  

所  属：肇庆学院教育学系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7年１期   

論文概要：家庭教育在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当代著名的佛学思想家，

政治家，教育家及中日友好使者池田大作先生认为，家庭教育是儿童“灵魂的教育”，

家庭教育方法要“以和为贵”，并且充分重视父母尤其是母亲对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

影响。这种家教观与中国古典家教观相比，无论是在地位，作用还是方法及关键影响等

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英文概要：  It is to expound the ideas in common and inter-relation of the concepts between 

Daisaku Ikeda’s home-education of children, ancient Chinese home-education of 

ethics by the study of the role, effect and influence those ideas and concepts 

have in home-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order to prove the existing source and 

tie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DOI   ：CNKI:ISSN:1009-8445.0.2007-01-004 

 

（41） 

論 文 名：池田大作女性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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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英文名：On Daisaku Ikeda’s View Towards Female  

著 者 名：陈爱香（CHEN Ai xiang）  

所  属：肇庆学院中文系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7年１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密切关注现代女性的生存状态。他看到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点

而陷入迷惘之境。池田大作通过对女性当下生存处境的反思，大力弘扬女性特质与女性

价值，倡导女性回归其本真性实在。女性存在的价值通过其主体性的发挥而得以建构。

池田大作通过男女间的“主体间性”来规定女性的主体性。在池田大作看来，女性只有

在这样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尊严和人格独立。  

英文概要：  Daisaku Ikeda closely focuses on the survival conditions of heroines. He knows 

that heroines are in difficult position because they cannot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family and career. By analyzing the survival conditions of heroines, 

Daisaku Ikeda enforces feminine characteristics and female value, in order to 

advocatie woman regressing to herself. The female value is constructed by 

elaborating their subjectivity. In Daisaku Ikeda’s views, women elaborate their 

subjectivity with the help of inter-subjectivity betwe...（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9-8445.0.2007-01-005 

 

（42） 

論 文 名：池田大作先生的“人学” 

著 者 名：陈文苑；王德明  

刊行物名：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7年１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1928-）、日本东京人。现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

日本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思想家，诗人，摄影家。一贯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事业，1983

年，荣获“联合国和平奖”。他的思想受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在宗教，教育，

摄影，文学创作，世界和平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人

物。这组笔谈分别对池田大作先生的思想，诗歌创作，摄影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为我

们加深对池田大作先生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  

DOI   ：CNKI:ISSN:1001-6597.0.2007-01-015  

 

（43） 

論 文 名：池田大作谈中国传统文化 

著 者 名：李自豪 

刊行物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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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概要：（42）と同文の人物紹介が記述されている。 

DOI   ：CNKI:ISSN:1001-6597.0.2007-01-016 

 

（44） 

論 文 名：池田大作先生诗歌略论 

著 者 名：贾先奎  

刊行物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7年１期   

論文概要：（42）と同文の人物紹介が記述されている。 

DOI   ：CNKI:ISSN:1001-6597.0.2007-01-017 

 

（45） 

論 文 名：照破人生见精神——谈池田大作的摄影内涵 

著 者 名：张景鸿 

刊行物名：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論文概要：（42）と同文の人物紹介が記述されている。 

DOI   ：CNKI:ISSN:1001-6597.0.2007-01-018 

 

（46） 

論 文 名：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 

同英文名：Research on Daisaku Ikeda’s Thinking of Peace  

著 者 名：覃启勋（QIN Qixun）  

所  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刊行物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2007

年６期   

論文概要：在池田大作先生的思想体系中，和平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冷战后世界格局

的重组方面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有其深厚的宗教渊源，师承

渊源和战争渊源；他重视教育，创办创价大学，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中日两国 21

世纪的友好合作及东南亚乃至世界和平奠定基础。  

英文概要：  In Daisaku Ikeda’s ideology, peaceful thinking get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t plays a positive and effective role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pattern 

reform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rigins, features and 

connotations of his peace ideological, meanwhile demonstrates the practical 

contribution he had made to achieve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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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論 文 名：日本创价学会创价理念研究 

       ―以池田大作为中心―  

著 者 名：朱薇  

指導教員：潘畅和  

学位授与機関：延边大学 

学科専攻：外国哲学  

学位年度：2007年  

学  位：修士 

論文概要：本文通过对日本创价学会创价理念的系统梳理，从三个时期论述了创价理念的内容和价

值。一，创价理念的渊源；二，创价理念的雏形；三，创价理念的确立。在创价理念的

渊源时期，创价理念是在创价学会成立后不断发展，完善，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创价

学会全称日莲正宗创价学会，是日莲宗派别之一的日莲正宗信徒组织，创立于 1930年。

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奉《南无妙法莲华经》为正典，宣传五纲和三大秘法，以口唱《妙法

莲华经》作为本门的题目。总的来说，创价学会的核心理念是创价，创价即创造生命的

价值。在创价理念的雏形时期，创价理念主要体现在第一代会长和第二代会长的思想和

主张上。牧口常三郎是创价学会的第一代会长，他主张开展以创价理念为指导的教育活

动、创价理念在此时主要体现在牧口常三郎的教育观和价值论上。他把新康德主义“真，

善，美”的价值论加以改造，认为真理属于认识论范畴而不是价值，只有“利，善，美”

才构成价值的内容。认为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幸福是通过获得“利，善，美”的

价值来实现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创造“利，善，美”价值的人才。 创价理念在第二

代会长户田城圣时期，多体现在如何对待生命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既

不...（以下略） 

英文概要：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ideas of Value-Creating of Japanese Soka Gakkai, this 

paper discoursed the content and value to the ideas of Value-Creating from three 

different times—The origin of the ideas of Value-Creating; The rudiment of the 

ideas of Value-Creating; The institute of the ideas of Value-Creating. In the 

time of the origin of the ideas of Value-Creating, the ideas of Value-Creating 

is a theory system which was developing, perfecting, constructing continuously, 

the religion of Lotus Sutra Japanese S...（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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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名：池田大作与杜威的教育目的观比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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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英文名：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Daisaku Ikeda’s and Dewey’s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l 

Aims  

著 者 名：原青林（YUAN Qinglin）  

所  属：肇庆学院教育学院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8年 1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与杜威的教育目的观有很大的可比性：它们都强调把学生的成长和幸福作为教

育的首要目的；都是在批判现存教育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都对当今教育产生了重要影

响；并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发展关系。池田大作的教育目的观是杜威教育目的观在

当代的发展。  

英文概要：  Daisaku Ikeda’s and Dewey’s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l aims have much in common. 

They both lay stres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happiness as the primary aims 

of education, both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stablished education, both hav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education and there is a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Daisaku Ikeda’s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al aims is the development of Dewey’s in the current days.  

基  金：2007年度日本创价大学中日友好学术研究资助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DOI   ：CNKI:SUN:SJDI.0.2008-01-012 

 

（49） 

論 文 名：试论池田大作的人才观 

同英文名：On Daisaku Ikeda’s View of Talents  

著 者 名：张燕婷（ZHANG Yanting）  

所  属：肇庆学院教育学院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8年１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对人才的本质，意义，造就和使用等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以人为

本，开放包容，注重实践的人才观，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英文概要：  Daisaku Ikeda has his profound and original view on the nature, connotation, 

cultivation and employment of promising people, which takes shape of his view 

of talents that is open and tolerant, centers on the educated people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practice. So his unique view is worth studying and full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  

DOI   ：CNKI:SUN:SJDI.0.2008-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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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名：略论池田大作的和谐教育思想 

同英文名：A Discussion on Harmonious Ideas of Education of Daisaku Ikeda  



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学術情報データベース CNKI に収録されている池田大作研究に関する論文・書評（１） 

 －258－

著 者 名：曾峥（ZENG Zheng）  

所  属：韶关学院  

刊行物名：韶关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2008年１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的教育思想，处处体现了和谐教育的理念，他极度关注现代社会中人所面临的

人与自然和人与生命等种种的危机，极力主张教育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应该始终追求人类

自身的进步和幸福，不仅要追求教育环境的和谐，而且要追求学生生命的和谐。  

英文概要：   Mr. Daisaku Ikeda’s Ideas of education bear strong harmonious features 

everywhere. He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various crises that modem people faces, 

like problems about "man and nature", "human and life", etc. He also advocates 

that education, no matter which levels, should pursue for advancement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 What we want is not only the harmonious environment of 

education, but also the harmony of students life.  

DOI   ：CNKI:SUN:SSCG.0.2008-01-015 

 

（51） 

論 文 名：池田大作终身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化成长的现实意义 

同英文名：Probe into Daisaku Ikeda’s Lifelong Education and its Far-reaching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n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Professionalism  

著 者 名：蒋菊（JIANG Ju）  

所  属：肇庆学院教育学院  

刊行物名：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2008年１期   

論文概要：教师专业化成长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动态过程，体现了对教师专业水平和社会地位的

一种肯定和认可。世界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池田大作先生的教师观以终身教育思想贯穿

始终，强调教师的终生学习，这种理念与时俱进，对推动教师专业化的成长历程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英文概要：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professionalism is a mobile process of continually 

enriching connotation, which marks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teachers social 

position and their professional level. Daisaku Ikeda, a world-wide famous 

educator and thinker, has his educational conception symbolized by lifelong 

education, which emphasizes teachers whole-life study and presents the 

far-reaching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professionalism.  

基  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06AIJ0130193)  

DOI   ：CNKI:SUN:SJDI.0.2008-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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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論 文 名：论池田大作的佛学思想 

同英文名：Buddhism Thought of Daisaku lkeda  

著 者 名：黄华明（HUANG Hua-ming）；李曙豪（LI Shu-hao） 

所  属：前者は、韶关学院外事处；後者は、韶关学院学报编辑部  

刊行物名：韶关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2008年１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的人学思想博大精深，佛教思想对他的人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池

田大作的人学思想是以他的佛法思想为依托产生的。他的关于人的平等的思想来自佛

教，对人生生死的看法，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他结合新时代的一些新问题，对佛教思想

进行了新的阐扬，其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人学观具有“新宗教”的特色。  

英文概要：   Daisaku lkeda’s anthropologic thought have both extensive knowledge and 

profound scholarship, the Buddhism thought have produced very broad effect on 

his anthropologic thought. Daisaku lkeda’s anthropolgic thought have new religion 

characteristic, which not only makes him become the great man of Japanese history, 

but also has broad effect in the world.  

DOI   ：CNKI:SUN:SSCG.0.2008-01-016 

 

（53） 

論 文 名：池田大作读书观初探 

同英文名：Daisaku lkeda’s Views on Reading  

著 者 名：官建生（GUAN Jian-sheng）  

所  属：韶关学院图书馆 

刊行物名：韶关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2008年１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先生对书本的作用评价极高，认为好书如同伟大的老师，透过读书，能结交到

一生的“心灵朋友”；阅读要懂得“读书的乐趣”，要发挥想像力，想像力使人类进步，

想像力是创造力。他指出书本的世界是“第二个宇宙”，吁请人们成为能在这广大世界

自由自在旅行的人。池田先生认为读书能使社会和谐。劝导大家利用任何宝贵的时间，

尽量多读几页书。  

英文概要：  Mr.Daisaku Ikeda thinks high of books and he views great books as great teachers. 

Through reading, one can make soul friends in his whole life; one should learn 

to enjoy reading and bring into full play of his imagination, for his imagination 

is creativity which drives the human being forward. Mr.Daisaku Ikeda takes books 

as the “Second Cosmos" and calls for people become free travelers in this immense 

world. Mr. Daisaku Ikeda believes that a society widely involved in reading bound 

be harmonious. He advises that...（以下略） 

DOI   ：CNKI:SUN:SSCG.0.2008-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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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論 文 名：池田大作“人间革命”论析 

同英文名：Comments on Ikeda Daisaku’s “Human Revolution"  

著 者 名：陈文苑（CHEN Wen-yuan）  

所  属：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刊行物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08年 1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先生是享誉日本全球的著名宗教活动家。在其专著和与世界名人谈话录中，他

多次提及“人间革命”。该概念与传统概念上的革命不同，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变

革，其核心是“小我”革命，由“小我”革命实现“大我”，实现全人类的安乐幸福。

同时，他也强调“革命” 终目标的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英文概要：   Ikeda Daisaku, a world-famous religious activist in Japan, has repeatedly 

mentioned “human revolution" in his monographs and conversations with the 

celebrities around the world.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revolution, “human revolution" is a spiritual a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keda’s core idea is the “personal self" revolution by which “social self" 

revolut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world can be achieved. Ikeda also stresses 

that there are diverse forms of realiz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re...（以下略） 

DOI   ：CNKI:SUN:XNJS.0.2008-01-024 

 

（55） 

論 文 名：世界和平 

       池田大作的价值追求 

同英文名：The World Peace: Ikeda Daisaku’s Value Pursuit  

著 者 名：江传月（Jiang Chuanyue）  

所  属：中山大学教育学院  

刊行物名：东疆学刊，Dongjiang Journal，2008年３期   

論文概要：世界和平是池田大作的价值追求。他控诉战争的灾害，认为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极端利己

主义，以及民族偏见和不信任感是世界和平的障碍，而消除障碍的途径是国家和人民的

沟通和了解，特别是人性革命。他的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与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有关，

而理论基础则是人本主义的哲学观，反对暴力的东方价值理念和众生平等的佛教思想。

他通过广泛的对谈和沟通，创办教育及文化教育交流，发展创价学会等活动实践他关于

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  

英文概要：   World peace has been Ikeda Daisaku’s value pursuit. He denounces the atrocities 

in the war, and considers that parochial nationalism, out-and-out egoism, 

national prejudice and untrust worthiness imped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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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And he holds that the way to overcome all the obstacles in the mutual 

exchang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and peoples, as well as the 

revolution in human nature. His value pursuit of the world peace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trend of the ti...（以下略）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观研究》(项目批准号 

06JA710026)的成果  

DOI   ：CNKI:SUN:DJXK.0.2008-03-001 

 

（56） 

論 文 名：廖承志、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同英文名：Liao Chengzhi and Ikeda Daisaku in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著 者 名：杜海怀（DU Hai-huai）  

所  属：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  

刊行物名：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2008年３期   

論文概要：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30 周年，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廖承志

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的 高负责人，在发展中日友好和推动两国关系在官方和民间两

个层次上同时发展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同时，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是日本对华友好人

士长期努力的结果，其中，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贡献尤为突出。池田大作创办

创价大学，成立公明党，关键时刻发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为日本朝野指明了

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正确方向和途径。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廖承志，池田大作依然为中日

友好事业奋斗不息。  

英文概要：  This year i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signing the Sino-Japan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In retrospect of the historic process of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t is easy to see that Liao Chengzhi, 

as a highest Chinese official in charge of foreign affairs to Jap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a tru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and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Meantime, the 

normalization is also the result of long-term joint efforts...（以下略） 

DOI   ：CNKI:SUN:HQDX.0.2008-03-002 

 

（57） 

論 文 名：关于池田大作人本教育思想的实践思考 

著 者 名：祁娟  

所  属：广州医学院护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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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行物名：当代教育论坛(学科教育研究)，Forum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2008年３期   

論文概要：日本教育家池田大作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是造就人”以及“人本教育应

当培养知性与德行相统一的人”。其中“知性”和“德行”的内涵分别包括学识，终身

学习能力，创造力和道德观，个人修养，道德实践。发展基础教育，应充分学习借鉴池

田大作的人本教育思想，在实践中培养具有人本思想的教师，设置人本的课程，实施人

本的教学，进行人本的教育评价，建立人本的办学体制。  

DOI   ：CNKI:SUN:DDXY.0.2008-03-004 

 

（58） 

論 文 名：周恩来与池田大作友情的基础 

同英文名：The Foundation of Friendship Between Zhou Enlai and Ikeda Daisaku  

著 者 名：曹应旺（Cao Yingwang）  

所  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刊行物名：当代中国史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2008年期 

論文概要：<正>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会见，是 1974年 12月 5日在北京 305医院进行的。这时的周

恩来已重病在身，不是他想见的朋友是难以安排会见的。这之前，池田大作对周恩来心

仪已久；而周恩来早在 60 年代初就已开始关心创价学会和担任创价学会会长的池田大

作，他指示：“一定要想办法建立同创价学会之间的渠道，一定要和他们交朋友。”这之

后、在池田大作的关心下，创价大学校园内先后植下了“周樱”，“周夫妇樱”。周恩来

逝世后，池田大作成为在日本乃至...（以下略） 

DOI   ：CNKI:SUN:DZSY.0.2008-03-027 

 

（59） 

論 文 名：池田大作与巴金 

同英文名：Daisaku Ikeda and Ba Jin  

著 者 名：谭桂林（TAN Gui-lin）  

所  属：湖南师范大学  

刊行物名：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Radio & TV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2008年４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与巴金相知，除了都倡导中日和平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都对文化专制和文

化迫害深有感触，都对青年充满了爱和期望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

们之间在文学上具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观念。首先，他们都崇拜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

鲁迅；其次，他们都将自己的人格尽情敞开沐浴在俄罗斯文学之中；池田大作对巴金的

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也有深刻的共鸣与独到的理解。  

英文概要：  Daisaku Ikeda and Ba Jin know each other, besides they promote the China-Japan 

Peace and are willing to do their utmost to it, they have a deep feeling in the 



創価教育 第３号 

 －263－

authoritarian culture and cultural persecution and are full of love and hope 

for young people, and other factors, there is another more important reason that 

they share a common love and common sense in literature. First of all, they 

worship the pioneer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Lu Xun; Second, they are like 

Russian literature. Daisaku Ikeda has a deep resonan...（以下略） 

基  金：日本创价大学中日友好学术研究资助  

DOI   ：CNKI:SUN:GBDD.0.2008-04-007 

 

（60） 

論 文 名：池田大作和谐德育观初探 

同英文名：Harmonious Moral Education Views of Daisaku Ikeda  

著 者 名：王丽荣（WANG Li-rong）；陈志兴（CHEN Zhi-xing）  

所  属：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池田大作与亚洲教育研究中心  

刊行物名：比较教育研究，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2008年４期   

論文概要：和谐德育是现代德育发展的新理念。在池田大作教育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中蕴涵着极其

丰富的和谐德育观，其主要体现在：主张超越性和本真性是池田大作和谐德育的本质论，

注重培育“内外调和”的人是池田大作和谐德育的目标论，强调情感教育，自我教育是

池田大作和谐德育的方法论，这些思想对我国德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英文概要：  Harmonious moral education is a new idea of modern mo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Daisaku Ikeda’s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contain extremely rich 

harmonious moral education views.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 the 

essence of harmonious moral education is transcendence and candidness, the goal 

of harmonious moral education stresses cultivating harmonious human between 

intrinsic mind and external world, the methods of harmonious moral education 

value emotion education and self-education. The...（以下略）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7年度规划课题“池田大作德育理论及其实践”(项目编号

07JA710009)的部分成果；日本创价大学 2006年度中日友好学术交流项目“池田大作德

育思想研究”部分成果  

DOI   ：CNKI:SUN:BJJY.0.2008-04-015 

 

（61） 

論 文 名：池田大作多元文化观初探 

同英文名： Elementary Research on Ikeda Daisaku’s View of Multi-Culture  

著 者 名：李春泰（LI Chun-tai）  

所  属：嘉应学院池田大作文化哲学研究所  

刊行物名：嘉应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ying University，2008年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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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概要：本文从个人知识结构，创价大学建筑雕塑和佛教原则三个方面讨论了池田大作的多元文

化观产生的根源。  

英文概要：  This paper discusses Ikeda Daisaku’s view of multi-culture and the root of it’s 

coming up from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n individual person, building statues 

in Soka University and principle of Buddhism.  

DOI   ：CNKI:SUN:JYDB.0.2008-05-006 

 

（62） 

論 文 名：池田大作科技思想研究 

同英文名：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houghts of Ikeda Daisaku  

著 者 名：林振武（LIN Zhen-wu） 

所  属：嘉应学院池田大作文化哲学研究所  

刊行物名：嘉应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ying University，2008年５期   

論文概要：池田大作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科学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评论，他指出科学是用理性方

法获得的知识体系；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用来为人类的幸福服务，

另一方面它又会给人类带来各种各样的危机；科学与人文之间具有互补性；现代社会不

能离开科学，但是宗教应该有领导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在解决当代社会的问题中，

科学文化有其应有的作用，但根本还在“依正不二”的理念；他对现代东方社会如何更

好地发展科学文化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池田大作的科技思想是东方思想界对西

方科学技术和科技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观点和态度。  

英文概要：   Ikeda Daisaku researches the scientific culture deeply in the views of 

scientific sociology. He thinks science being aknowledge system with rational 

meth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On one hand, it can be 

used and made service for the happiness of human be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bring many kinds of crisis. There are mutually benefit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e. Modern society can not deviate from science. But religion should 

have the effect in leading civi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 （以下略） 

DOI   ：CNKI:SUN:JYDB.0.2008-05-007 

 

（63） 

論 文 名：论池田大作的和平观与庄子的和谐立场相契合 

同英文名：Analysis on the Agreement of Daisaku Ikeda thoroughly Pacifism and Zhuangzi’s 

Harmonious Position  

著 者 名：徐春根（XU Chun-gen）  

所  属：嘉应学院政法系  

刊行物名：嘉应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ying University，2008年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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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概要：池田大作彻底的和平主义倡导维护生命的尊严，人际间要彼此尊重。这一思想与我国古

代庄子坚持“以鸟养养鸟”的和谐立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英文概要：  Daisaku Ikeda thoroughly pacifism advocates the protection of Life dignity and 

the respect among people. The view is intern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harmonious 

position of Zhuangzi "feeding bird in bird’s way".  

DOI     ：CNKI:SUN:JYDB.0.2008-05-008 

 

（64） 

論 文 名：金庸与池田大作的“生命言说” 

同英文名：Jin Yong and Daisaku Ikeda’s Views and Descriptions about Life 

著 者 名：王玲玲 

指導教員：谭桂林 

学位授与機関：湖南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学位年度：2008年 

学  位：修士 

論文概要：金庸与池田大作是当代中日文坛上非常著名的两位作家。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他们关于生

命的各种言说。这些言说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它们相似性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中日

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两人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相近的文化接受。金庸和

池田大作相似的人生经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苦难颠沛的少年时期，不断进取的编辑

生涯，文学事业以及社会事业的成功。他们对于东西方文化思想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对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接受以及对东方古典人道主义思想的尊崇。其中，金庸与

池田大作对东方古典人道主义思想的接受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对佛法人道主义的接受，

对儒家人道主义的接受以及对墨家人道主义思想的接受。金庸与池田大作的“生命言

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尊重生命，追求自由的生命观；坚持真理，创造价值

的幸福观；重情轻利，重恩轻仇的情感观以及关爱自然，和平共存的未来观。这四方面

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尊重生命，创造价值，重视情义，和平共存。其中，尊重生命是前

提条件，创造价值是核心内容。作为核心内容的“创造阶...（以下略） 

英文概要：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Jin Yong and Daisaku Ikeda are two well-known writers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China and Japan. This paper aims at researching on Jin 

Yong and Daisaku Ikeda’s views and descriptions about life, which are having very 

strong similarities. There are two reasons. Firstly, it dues to the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two countrys history. Secondly, it dues to the two 

person’s similar experiences and close cultural acceptances. Jin Yong and Daisaku 

Ikeda’s similar experience...（以下略） 

DOI     ：CNKI:CDMD:2.2008.13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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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評 

（１） 

論 文 名：佛教的生命观 

       ―日本池田大作《论生命》一书介绍― 

著 者 名：刘军；缪家福  

刊行物名：法音，Dharmaghosa(The Voice of Dharma)，1988 年１期   

論文概要：<正> 池田大作是日本日莲正宗法华讲总首席讲师，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

会会长。《论生命》是他众多佛学著作中讨论生命现象的专著。在该书中，他用佛教所

特有的思维方式，对人类 奇妙， 精微的生命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当代西方

著名学者 J・汤因比对该书的评价是：“池田大作先生对生命动力的佛学分析，比我所

知的现代任何西方的分析都精美...（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4-2636.0.1988-01-004 

 

（２） 

論 文 名：从地涌出 

       ―读池田大作《我的佛教观》― 

著 者 名：范艾  

刊行物名：读书，February，1990年 11期   

論文概要：<正> 在池田大作的摄影作品展览《自然与和平的对话》中，那些明如春花的作品之后，

有一首淡如清茶的小诗——旅人哟/从何处来/欲往何方...（以下略） 

DOI   ：CNKI:ISSN:0257-0270.0.1990-11-025 

 

（３） 

論 文 名：东方人学思想之精粹 

       ―读池田大作的《我的人学》― 

著 者 名：邹铁军 

所  属：吉林大学哲学系  

刊行物名：现代日本经济， Contemporary Economy of Japan，1991年５期   

論文概要：<正> 人学一向是我十分感兴趣的课题。池田大作的《我的人学》(中文版)一出版，立刻

就把我吸引住了。打开这部装祯精美的书，我顿时被书中那深邃的思想，广博的学识，

明快的语言给迷住了。池田大作是当代日本，也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思想家和社会活

动家。他的著述甚多，影响很大。我所拜读的只是其中很少几部，所以不敢说对池田大

作的学术思想有什么研究，只是读《我的人学》这部力作时，有感所发，也许会成为进

一步研究的起点吧。池田大作数十年里全部研究和活动，贯穿一条基本...（以下略） 

DOI   ：CNKI:ISSN:1000-355X.0.1991-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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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論 文 名：太阳会从东方再次升起吗？ 

       ―读《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著 者 名：钱宁  

所  属：人民日报社  

刊行物名：冶金政工研究，1995 年３期   

論文概要：<正>历史上，人类文明的重心犹如太阳一样在不断地由东向西移动着， 古老的文明无

疑是由东方的中国，印度和古埃及创造出来的；但阳光不久便洒向了地中海沿岸，那里

孕育出了灿烂的希腊，罗马文明；如果说欧洲漫长的中世纪似阴云蔽日，那么，15世纪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则如日耀中天，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 辉煌的时刻；之后，“太阳”

继续西移——先是西欧，然后是北美。 当然，太阳是不会凝住不动的。整个人类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各种文明的兴衰更替史。今天，当“西方的没落”已经成为欧美

一代有识之士共同的叹喟时，有人又将目光投向东方：太阳会从东方再次升起吗？  

DOI   ：CNKI:SCN:11-3118.0.1995-03-000 

 

（５） 

論 文 名：佛教与世界文化模式 

       ―读池田大作的跨世纪对话― 

著 者 名：刘元春  

所  属：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  

刊行物名：中华文化论坛，FORUM ON CHINESE CULTURE，1997年４期   

DOI   ：CNKI:ISSN:1008-0139.0.1997-04-022 

 

（６） 

論 文 名：《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著 者 名：大北 

刊行物名：博览群书，Extensive Reading, 1999 年 3期   

論文概要：<正> 在新一轮“金庸热”中，“金庸迷”终于可以读到一本金庸的新书了。《探求一个

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 70岁的池田大作

是国际著名宗教思想家和文化和平的“民间大使”。他曾与世界各国的著名科学家，作

家，政治家和文化人“对谈”，其中尤以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对话录《二十一世纪

的对话》 为著名。 

DOI   ：CNKI:SUN:BLQS.0.1999-03-026 

 

（７） 

論 文 名：农民出身和苏联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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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20 世纪的精神教训》― 

著 者 名：郑异凡 

所  属：中共中央编译局 

刊行物名：俄罗斯研究，Russian Studies，2005年４期 

論文概要：不久前过去的 20世纪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什么？它在上半个世纪带来两世界大屠杀，接着

又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就日本而言，它发动了几乎遍及整个亚洲的侵略战争，

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就俄国而言，一个世纪经历了三次革命，有过胜利的辉煌，

也有过滥用革命成给俄国人民造成深重苦难的斯大林独裁时期， 后又不得不吞下联盟

国家解体的苦果。俄国人民在这 100 年时间里，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他们

通过革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逃不了希特勒发动的侵略，经受了悲壮的卫国战争。

仅仅这几件大事，就足以让人们去思考这 20 世纪给人类留下的教训了。 

DOI   ：CNKI:ISSN:1009-721X.0.2005-04-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