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浅析唐代日本留学生的教育活动
贾娟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
DOI:10.12238/er.v4i6.3961
[摘 要]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交往。唐朝作为中日交流的重要时期,其政治制度、经
济文化高度发达,吸引着邻国日本不断派遣留学生入唐。本文以唐代日本留学生为对象,首先论述唐代的
留学生教育制度,其次探究日本留学生在唐朝期间教育活动的变迁,最后分析日本留学生的教育活动对
日本的影响。这对加深中日两国的友谊,促进教育交流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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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Japanese students in the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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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and Japan are separated by a strip of water, with more than 2000 years of historical exchanges.
A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ino Japanese exchanges, the Tang Dynasty had a highly developed political system,
economy and culture, which attracted neighboring Japan to send foreign students to the Tang Dynasty. Taking
Japanese students in the Tang Dynasty as the object,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foreign student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Tang Dynasty, then explores the changes of Japanese student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Japanese student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n Japan. This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promoting education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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