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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简单梳理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历史变迁与现状特色。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 传统与变迁部分回顾

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诞生与早期发展; 机构与队伍部分介绍了 1978年以来以东南亚研究所为主体的发展情况; 成果与

特色部分介绍了东南亚研究所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 并对其研究特色进行了尝试性的总结; 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暨南大学

东南亚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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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deve lopm ent of the SoutheastA sian stud ies in Jinan

Un iversity, Guang zhou, China.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e paper. The first part deals w ith the orig in and early
deve lopment of the SoutheastA sian stud ies in JinanUn iversity. Part two in troduces the current Institute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 ies from 1978. Part three briefly introduces its pub l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and tentat ive ly summar-i

zes its features on SoutheastA sian stud ies. The f inal part ta lks about its prob lems and challenges in fu ture.

  从 1927年设立的南洋文化事业部开始, 暨南

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已经走过了 80个春秋。尽管暨

南大学几经停办与迁徙, 但东南亚研究始终与大学

相生相伴。本文将从传统与变迁、现有机构与人员

队伍、成果与特色以及问题与挑战四个方面简单介

绍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尽管力求排除个人的主

观判断, 但终究难脱一孔之见, 遗漏与偏差之处,

还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以望给暨南大学的东南亚

研究一个客观的定位与描述。

传统与变迁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于 1906年在南京创

办的暨南学堂, 主要用于培训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子

弟。正因为如此, 学校从创办之初就很重视对东南

亚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等问题的教学与研究。

1917年暨南学堂改名为暨南学校, 第二年就正式

创办了 5中国与南洋 6 刊物, 旨在 /使华侨明了

祖国事情, 及国人了解南洋状况, 并宣布祖国之华

侨教育状况。0 该刊物共出版了 3卷 25期, 可谓开

启了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
[ 1]
。

1927年暨南学校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 当年

就设立了南洋文化事业部, 郑洪年校长亲自兼任首

期主任, 在南洋文化事业部的 6项任务中, /以开
展南洋研究为中心任务 0。 /其后迭经变革, 部内

设施, 益臻完备 0, 后更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
部, 1934年再次扩展为海外事业文化部。在新任

校长何炳松的大力支持下, 该部成为当时国内从事

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中心。

海外文化事业部的工作共分为出版、研究和教

育三大块。在出版方面, 事业部开始出版有 5南
洋情报6 (半月刊 ), 之后又编印了学术期刊 5南
洋研究6 (月刊 ) , /其内容除介绍南洋美洲及各地
华侨有关之消息, 并研讨一切华侨问题外, 复注重

国内与侨胞有关之各种事业, 以做精密翔实之调查

#13#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东南亚研究  2007年第 6期

* [收稿日期 ] 2007- 11- 09
[作者简介 ] 张振江 , 博士,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 该文被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编著的 5中国东南亚学研究: 动态与发展趋势 6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7年 10月 ) 收录, 这里稍有修正, 特此说明。



与研究, 俾使海外侨胞明了国内情势, 并引起国人

注意华侨在海外情形。0此外, 事业部研究人员还

筹办了上海 5时事新报 6 的副刊 5海外侨讯6 (周

刊 ) 和厦门 5江声日报6 的副刊 5中南周刊6。到
1937年 3月, 5南洋研究6 已经连续出版 7年至 7

卷 2期, 5中南周刊 6 57期, 5海外侨讯6 70期。

从 1937年开始, 他们还编纂了 5南洋年鉴 6。在
学术研究方面, 事业部研究人员主要通过 /通讯
调查0 和少部分的 /实地考察 0 等方式开展学术
研究, 出版了一系列 /南洋丛书 0, 到 1937年

/共有二十余种之多, 其余尚有多种正继续付梓。0
其中包括李长傅的 5南洋各国史 6、刘士木的 5荷
属东印度之经济 6、顾因明的 5马来半岛土人之生
活 6、邱致中的 5南洋概况6 等。此外, 事业部研

究人员还为大学开设 5南洋概况 6 等课程, 并积

极参与大学从 1936年开始创办的 /侨民教育师资
培训班 0 的相关工作 [ 2]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时期的暨南大学已经

成为全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中心, 对国内的东南亚研

究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东南亚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海外文化事业部的刘士木、姚楠等研究人员后

来还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发起了南洋学会, 成为不

同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中的 /中国观点0 的源流
之一

[ 3]
。

由于暨南大学的特殊性, 在抗日战争以及后来

的国共内战中, 暨南大学命运坎坷, 几遭迁徙与停

办, 但东南亚研究始终与大学形影不离。 1958年,

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后, 在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广

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下的 /港澳、
东南亚经济研究组 0 的基础上, 暨南大学成立了

时至今日的东南亚研究所。到 1966年暨南大学再

遭停顿与撤销时, 东南亚研究所已经为未来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第一, 资料基础。由于政府的支持和

海外热心人士的捐款, 在短短的几年内研究所购入

关于东南亚研究的大量中外文图书资料, /数量与
种类之多, 在当时中南各省同行中首屈一指。0 第
二, 人才基础。很多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知识分子

以及专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相继进入研究所, /到
1966年上半年, 调集了各类人员 42名, 含 9个语

种。0 第三, 出版基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将

原来由港澳、东南亚经济研究组出版的 5东南亚
经济资料汇编6 (季刊 ) 改为 5东南亚研究资料6,
出版杂志成为研究所当时的中心工作之一。自建所

到 1966年 6月 /文革0 爆发, 该刊按时出版, 前

后共 30期, 发表文章 443篇 (其中译文 385篇 ) ,

计 570万字。第四, 研究机构建设基础。当时研究

所下设了四个研究组, 分别为印支组、泰缅组、海

岛组 (含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文莱 ) 和经济组。此外, 还设有资料室和编

译室。第五, 学术沟通基础。 /当时虽受关门研究

路线限制, 但仍同国内外同行建立了联系。0
[ 4]

机构与队伍

1978年, 暨南大学复办, 东南亚研究所随之

恢复, 并一度由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暨南大学校

长杨康华兼任所长。 /复员时期的研究所, 集合已

七零八落的旧所员, 调入一批专业与东南亚有关的

老同志, 索回当时大部分的图书资料, 复刊 5东
南亚研究资料 6, 重组班子与架构。0 [ 5]

至此, 像暨

南大学一样,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终于走上了一

条连续发展的道路。

经过近 30年的持续发展,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

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主

要集中在东南亚研究所和华侨华人研究所两个单

位。东南亚研究所现已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学术

研究机构, 是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发起者和重要会

员单位, 其研究重点在亚太, 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关系以及华侨华人

问题。近年来, 随着教学的需要以及学术研究内在

理路的发展, 东南亚研究所在人才引进以及研究领

域等方面注意扩展到国际关系研究, 2003年设立

了美国研究中心, 集中研究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

系。研究所现设有亚太经济与政治研究室、国际关

系研究室、文化研究室、外交与侨务研究室、美国

研究中心、情报资料室和 5东南亚研究6 杂志社。
目前全所 (系 ) 在职专职教研人员 20人, 其中 3

人具有正高职称, 11人具有副高职称, 大多具有

博士学位。此外, 该所还聘有遍布海内外的兼职研

究人员 50多名。

如前所述, 华侨华人研究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

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1960年成立的东南亚研究所,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就是华侨研究室。在此基础

上, 暨南大学于 1981年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华侨

华人研究所。该所以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为主体,

将华侨华人研究扩展到世界各地, 逐步产生了一大

批较有影响的华侨华人研究成果。 2000年, 华侨

华人研究所成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基地。该

所现有 11名专职研究人员, 其中 3名教授、5名

副教授, 大部分具有博士学位。为了进一步凝练和

突出华侨华人的研究特色与优势, 2006年, 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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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又成立了华侨华人研究院, 以进一步整合校内

外资源, 加大投资, 推出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

1998年, 以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为特

色和基础, 经教育部批准, 暨南大学成为华南地区

第一家 (时至今日仍然是 ) 拥有国际关系专业博

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 2002年, 在东南亚研

究所的基础上,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成立, 并于

当年开始招收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国际关系学

系和东南亚研究所实行系所合一、科研教学两位一

体的新管理体制。时至今日, 东南亚研究所 (国

际关系学系 ) 已经发展成拥有一个国际政治本科

专业,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三

个硕士点和一个国际关系博士点的三级人才培养机

构。2002年, 国际关系学科被授以国务院侨办重

点学科, 2007年, 又被广东省教育厅批准为广东

省重点学科。

成果与特色

2004年以来,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科研人

员共主持了 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0多项国家

部委和省级以上的各类科研项目。由曹云华和陈乔

之分别主编的 /东盟研究丛书 0 和 /华南国际关
系研究丛书 0 已经出版 8本。过去 5年中, 研究所

人员公开发表学术文章 500多篇, 出版专著近 30

本, 内容涉及东南亚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际

关系和华侨华人等不同内容。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提供的 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6 国际政治论文数据, 在 2001) 2005年发表

国际政治学论文最多的前 42位作者中, 暨南大学

有 4位科研人员入选, 其中曹云华还入选同期国际

政治学论著引用 40次以上的学者队伍
[ 6]
。同期全

国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被引用 30次以上的研究机构

中, 暨南大学位居第 11; 同期发表国际政治论文

60篇以上的研究机构中, 暨南大学仅次于北京大

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 排

名第 4
[ 7]
。

在此仅列举一些代表性的研究专著: 在东南亚

国别方面, 代表性专著有 5新加坡的精神文明 6
(曹云华 )、 5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 6 (陈乔之、

曹云华 )、 5菲律宾 6 (高伟浓 )、 5世纪之交的马
来西亚 6 (廖小健 )、 5印尼经济与社会 6 (温北

炎 )、5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6 (温北炎、郑

一省 ) 等; 关于东南亚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 5东
南亚国家可持续发展研究6 (曹云华 )、 5冷战后东
盟对华政策研究 6 (陈乔之 )、 5变更千年如走马

) ) ) 古代中国人阿拉伯人眼中的 /黄金半岛06 (高

伟浓 ); 关于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著作有

5东南亚的区域合作6 (曹云华 )、5中缅友好关系研
究6 (林锡星 )、 5走向近世的中国与 /朝贡0 国关
系6 (高伟浓 )、 5新中国 ) 东盟关系论 6 (曹云华、

唐翀 )、 5国家利益还是地区利益: 对东盟合作的政

治经济学研究6 (王子昌、郭又新 )、 5探究亚太新
秩序6 (曹云华 ) ; 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主要研究

专著有 5东南亚华侨史 6 (朱杰勤 )、 5战后东南亚
国家华侨华人政策6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广

州华侨研究会 )、 5菲律宾华侨史6 (黄滋生 )、 5印
尼华侨史6 (黄昆章 )、5新马华侨史6 (张应龙等 )、

5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6 (石沧金 )、 5变异与保
持: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 6 (曹云华 )、 5战后东
南亚华人社会变迁6 (薛君度、曹云华 )、5下南洋6
(高伟浓 )、5东南亚华人信仰诸神考说 6 (高伟浓 )、

5东南亚华文传媒发展综述6 (周聿娥 )、5全球化时
代的华人经济6 (廖小健 ) 等。

结合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的机构与人员发

展,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呈现出以下四个变化与

特点:

第一,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变化

近年来, 国际关系逐步成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

究的一个突出内容。上世纪 80- 90年代, 其主要

研究领域比较集中在东南亚的经济方面。之后, 主

要由于东南亚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的结合以及形势的

发展, 研究领域逐步从经济、华侨华人问题扩展到

国际关系, 而研究范围也开始从东南亚向东亚和亚

太地区发展。根据 5东南亚研究 6 2000) 2005年

的载文统计, 东南亚地区国别的对外政策以及国际

关系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内容, 占到整个东南亚论文

的四分之一 (见表 1)。如果与同一时期厦门大学

5南洋问题研究6 的载文 (见表 2) 相比较, 两家

机构的研究主题有着明显的不同侧重点。

虽然国际关系已经成为新的领域, 但华侨华人

研究仍然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传统与特色, 尽

管后来的华侨华人研究已经走出东南亚遍及世界,

但一方面由于主要的海外华侨华人人口仍集中在东

南亚地区, 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研究的传统和基

础,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研究仍然是最主要的研究领

域之一。不仅如此, 这里还为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

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再从 5东南亚研究 6
2000) 2005年的载文来看, 东南亚华侨华人类的

研究论文占到整个东南亚研究论文的 19% , 仅次

于国际关系, 占居第二位 (见表 1)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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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东南亚研究6 2000) 2005年载文内容分类

对外
关系

华侨

华人
政治 社会 经济

地区
合作

历史 安全 宗教 合计

91 68 64 39 25 22 19 17 14 359

25% 19% 18% 11% 7% 6% 5% 5% 4%

表 2 5南洋问题研究6 2000) 2005年载文内容分类

经济
华侨

华人

对外
关系

历史 政治 社会
地区
合作

宗教 安全 合计

92 38 33 28 12 9 6 5 4 227

40% 17% 15% 12% 5% 4% 3% 2% 2%

与研究内容相关, 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新的拓

展。由于研究条件的改善、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年

轻人员的加入, /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国际关系
学、国际经济学及其他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

与方法对东南亚问题进行立体的、综合的分析。

, ,引起了研究方法方面的一场革命, 使广东乃至

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 产生了质的

飞跃。0[ 9]
例如, 曹云华在撰写 5变异与保持 ) ) )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6 时, 多次前往马来西亚、

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进行实

地考察, 深入到各国的华人社区进行访问和调查,

经过 6年的积累与准备, 才最终完成这部 33万字

的著作, 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再如王子昌与郭又新

合著的 5地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 ) ) ) 东盟合作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 6, 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建构
主义理论对东南亚区域一体化进行了分析, 重新审

视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问题, 体现了研究方法上的

新突破。

第二, 5东南亚研究 6 成为国内东南亚研究的
重要平台

由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

5东南亚研究 6 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学术阵地与平台。 5东南亚研究6 是在 1960年

5东南亚研究资料 6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87年

更名为 5东南亚研究 6, 1992年由季刊改为双月

刊, 至今已出版 170期, 每期 18万字。该刊现为

国际政治类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 ( CSSC I) 期刊 (即统计源期刊 )、中国学

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笔者曾专门对 5东南亚研究 6、厦门大学的
5南洋问题研究6 以及中山大学的 5亚太评论6 (中

山大学 5亚太评论6 的前身是 5东南亚学刊 6) 三
份杂志进行过局部比较。这三份杂志都是由高校主

办、公开发行并专门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刊物,

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这三份期刊 2000) 2005年

的载文对比分析, 发现只有 5东南亚研究 6 涉及了
东南亚地区的所有 11个国家, 其中印尼最多, 占其

整个篇幅的 16%, 其次为马来西亚, 占 10%, 接下

来是新加坡、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 (见表

3)。此外, 5东南亚研究6 作者群的分布也最为广
泛, 包括广东、北京、福建、江苏、云南、河南、

上海、天津、广西、山西、湖南、湖北等 12个省、

市、自治区, 基本上涵盖了中国从事东南亚研究的

主要地区。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的海外作者占到作

者总数的 6% , 包括泰国、印尼、新加坡、澳大利

亚、菲律宾以及中国香港等地
[ 10]
。

这种对比分析, 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 5东南
亚研究6 已经成为国内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一个最
重要平台, 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国家也有一定的影

响。实际上, 5东南亚研究6 在 /传播东南亚研究
成果、启迪青年学者、鼓励学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

巨大作用。5东南亚研究6 不仅为青年学者提供了
内容详实的研究材料以遴选备用, 也为他们了解并

借鉴先行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敞开了方便之门。, ,
事实上, 当今中国东南亚学界的中青年学者, 几乎

都曾经在 5东南亚研究 6 发表过文章, 有些甚至

发表过多篇文章, 一些著名的中青年学者还长期被

5东南亚研究6 杂志社聘请为特约作者。0 [ 11]

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提供

的 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6 国际政治论文数据,

在全国 2001) 2005年国际政治论文分布最多的前

50种期刊中, 5东南亚研究 6 排名第 9; 在 2000)
2004年国际政治学论文被引用最多的前 60种期刊

中, 5东南亚研究 6 排第 24, 如果排除其中诸如

5外交事务 6 ( Foreign A ffairs)、 5世界政治 6
(W o rld Politics)、 5国际安全 6 ( International Secur-

ity)、 5国际组织 6 ( International Organ izat ion) 等

国际权威期刊, 5东南亚研究 6 排第 14
[ 12]
。

表 3 5东南亚研究6 2000) 2005年载文内容分类 (国别 )

东南亚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越南 泰国 缅甸 菲律宾 文莱 柬埔寨 老挝 东帝汶 总计

134 57 35 27 29 26 25 19 6 5 2 1 366*

37% 16% 10% 8% 8% 7% 7% 5% 2% 1% 01 6% 01 3%

  * 因为有几篇文章同时涉及两个东南亚国家, 所以这里的统计总数超过了 359的总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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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以东南亚研究为基础, 暨南大学已经成为国际

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如前所

述, 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合二为一, 目前

拥有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

三级教学梯队。自 1994年至今, 已经有 11届国际

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从这里毕业并取得硕士

学位, 人数超过 300人, 30余人获得了国际关系

专业的博士学位。

由于地理位置和研究特色的影响, 本学科点的

学生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现今的学生包括来自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

西亚、中国台湾、中国澳门以及中国香港等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因此, 作为华南地区高校唯一的国际

关系博士点,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已经成为一个

立足华南、辐射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人

才培养中心。

正是源于教学的发展和需要, 促使国际关系成

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重点。另一

方面, 越来越多的学生论文选题也开始向东南亚方

向集中, 这将势必有助于未来东南亚研究人才的

成长。

第四,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广州的暨南大学东南亚

研究, 从一开始就坚持 /开门办所 0 的方针, /坚
持以现状研究为主, ,,直接为经济建设和侨务工
作服务。0 [ 13]

这种传统一直坚持到今天, 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研究人员结合现实需要, 注

重应用与对策研究, 积极从事东南亚的现状与热点

研究。如研究所近年来承担了一系列关于中国 ) 东
盟自由贸易区、广东与东盟经贸关系、东南亚华侨

华人等研究课题。这些问题多受政府和企业的关

注, 既能加强和深化对东南亚的学理认识, 拓展研

究范围, 提高研究水平, 同时又能服务于社会需

求, 为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另一方面, 研究所主动与各级政府部门展开合

作, 鼓励研究人员直接参与和承担相关部门的招标

课题与联合调研活动, 并为之提供决策咨询。长期

以来, 研究所每年坚持有多篇研究报告送交各级政

府部门, 其中很多都得到了国务院侨办以及广东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好评。如在 2004年 6月, 张振

江副研究员和陈建荣讲师应邀参加了由广东省外办

组织的东盟考察团, 他们的考察报告得到中央政治

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

的亲笔批示与肯定; 2006年春, 张德江书记前往

东南亚和大洋洲考察, 我所再次受邀写出了数万字

的背景报告, 为此次访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2006

年, 曹云华和温北炎分别获得了国务院侨办课题研

究成果优秀奖和三等奖。

问题与挑战

暨南大学的国际政治研究, 得到了国内相关研

究人员与机构的认可。根据 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6 国际政治论文数据的研究, 一位学者提出 /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是国内最早从事

国际问题研究的院校, 研究力量较强, 发文也较多。

值得关注的是, 暨南大学后来者居上, 在地区研究

领域表现出自己的特色。0[ 14]
尽管如此, 暨南大学东

南亚研究也面临着类似于整个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问

题与挑战
[ 15]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尽管近年来暨

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相比快速

进步的其他学科, 作为一向不受重视的区域研究,

特别是相对于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严格指导下的西

方国家的东南亚研究, 我们的东南亚研究在研究领

域、问题、方法和视野等方面都亟待改进与

提高
[ 16]
。

第二, 东南亚研究队伍的变化。伴随老一辈东

南亚研究者的相继淡出, 多学科背景的年轻学者开

始加盟东南亚研究队伍。他们具有较强的理论基

础、方法论训练以及英语语言优势, 但他们同时欠

缺当地语言能力和对东南亚的切身经历, 而且不少

人还存在着对东南亚研究的学科认同等问题。加之

中国社会巨大转型的背景, 人员结构的变化将成为

决定东南亚研究未来的最重要因素。

第三, 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由于中国高校

的变化, 存在于高校中的东南亚研究机构都面临着

不同程度的教学压力。尽管教学与研究可以相长,

但近年来的教学压力已经实质性地妨碍了从事东南

亚研究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如何把握这两者间的关

系, 也将是东南亚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

=注  释>
[ 1] 马兴中: 5开风气之先、走创新之路: 暨南大学

的东南亚研究6, 5东南亚研究6 2000年第 5 /6期。

[ 2] 5国立暨南大学创校三十一周年、完成大学十周

年纪念刊6, 1937年, 第 48- 50页。 (下转第 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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