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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ＮＥＳＹＳ２．０ 

中国大学生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4年 11月 20日（周四）～11月 27日（周四） 

 

1  概要 

  由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派遣的中国大学生代表团一行共 124名，于 11月 20日至 11月

27日来日，进行了为期 8天的访问。（团长：刘子敬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理事） 

  作为「JENESYS2.0」事业的一环，此次，代表团访问了东京都、长野县、神奈川县，

通过与日本大学生及各地学生、市民的交流，加深了相互的友好与相互理解。此外，代表

团还就日本的法律、国际关系、围棋相关方面进行了交流，考察了日本政治、历史、文化、

社会等各领域的现状，通过亲身接触“酷日本”文化，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全方位的理解。  

  

2  日程  

11月 20日（周四） 

抵达成田机场，说明会 

11月 21日（周五） 

 共通：日中关系讲座，欢迎会 

 第 1分团：学习院大学访问交流 

 第 2分团：早稻田大学访问交流 

 第 3分团：早稻田大学校园及先端技术馆 TEPIA参观 

11月 22日（周六） 

第 1、2分团：参观皇居二重桥，考察国会议事堂，参观国立科学博物馆、浅草寺 

 第 3分团：参加日中韩大学生围棋交流 2014 

11月 23日（周日） 

 第 1、2分团：前往长野县，参观松本城，在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第 3分团：参加日中韓大学生囲碁交流 2014 

11月 24日（周一） 

 第 1、2分团：与长野县学生进行交流（参观善光寺、松代，体验日本文化、 

               午餐交流会） 

 第 3分团：参观皇居二重桥，考察国会议事堂，前往长野县 

11月 25日（周二） 

 第 1分团：返回东京都，参观法务省法务史料展示室，访问最高法院 

 第 2分团：返回东京都，访问共同通信社 

 第 3分团：参观善光寺，与大町市志愿者观光向导一起市内参观，进行围棋交流， 

            在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11月 26日（周三） 

 第 1、2分团：横浜市政策局国际政策室讲座，参观横浜港博物馆、日清合味道纪念馆 

 第 3分团：返回东京都，参观国立科学博物馆、江戸东京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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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通：欢送报告会 

11月 27日（周四） 

 共通：考察商业设施，参观成田山新胜寺，由成田机场出发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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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片 

  

11月 21 日 宮本雄二日中友好会館副会長によ

る日中関係に関する講義（東京都） 

11月 21日 宮本雄二日中友好会館副会長によ

る日中関係に関する講義（東京都） 

11月 21日  日中友好会馆宫本雄二副会长的日

中关系讲座（东京都） 

11月 21日  日中友好会馆宫本雄二副会长的日

中关系讲座（东京都） 

  

11 月 21 日 学習院大学訪問・交流（東京都） 11 月 21 日 早稲田大学訪問・交流（東京都） 

11月 21日  学习院大学访问交流（东京都） 11月 21日  早稻田大学访问交流（东京都） 

  

11 月 21 日 早稲田大学キャンパスツアー  

（東京都) 
11 月 21 日 先端技術館 TEPIA 見学（東京都） 

11月 21日  参观早稻田大学校园（东京都） 11月 21日  参观先端技术馆 TEPIA（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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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 歓迎会で挨拶する劉子敬団長 

（東京都） 

11月 21日 歓迎会で江田五月日中友好会館会

長へ記念品を贈呈（東京都） 

11月 21日  刘子敬团长在欢迎会上致辞 

（东京都） 

11月 21日  在欢迎会上向日中友好会馆江田五

月会长赠送纪念品（东京都） 

  

11 月 22 日 国会議事堂視察（東京都） 11 月 22 日 国立科学博物館見学（東京都） 

11月 22日  考察国会议事堂（东京都） 11月 22日  参观国立科学博物馆（东京都） 

  

11 月 22 日 浅草寺見学（東京都） 
11 月 22 日 日中韓大学生囲碁交流 2014 

（東京都） 

11月 22日  参观浅草寺（东京都） 
11月 22日  日中韩大学生围棋交流 2014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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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 日中韓大学生囲碁交流 2014 

（東京都） 
11 月 23 日 松本城見学（長野県） 

11月 23日  日中韩大学生围棋交流 2014 

（东京都） 
11月 23日  参观松本城（长野县） 

  

11月 24 日 長野の学生との交流（善光寺見学）

（長野県） 

11 月 24 日 長野の学生との交流（日本文化体

験）（長野県） 

11月 24日  与长野县学生交流（参观善光寺） 

（长野县） 

11月 24日  与长野县学生交流（体验日本文化） 

（长野县） 

  

11 月 24 日 皇居二重橋見学（東京都） 
11 月 25 日 法務省法務史料展示室訪問 

（東京都） 

11月 24日  参观皇居二重桥（东京都） 
11月 25日  访问法务省法务史料展示室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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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 最高裁判所訪問（東京都） 11 月 25 日 （一社）共同通信社訪問（東京都） 

11月 25日  访问最高法院（东京都） 11月 25日  访问共同通信社（东京都） 

  

11 月 25 日 大町市の囲碁愛好者と囲碁交流

（長野県） 

11 月 25 日 和風温泉旅館での日本文化体験 

（長野県） 

11月 25日  与大町市围棋爱好者进行围棋交流 

（长野县） 

11月 25日  在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长野县） 

  

11月 26 日 横浜市政策局国際政策室による講

義（神奈川県） 

11 月 26 日 横浜市政策局国際政策室による講

義（神奈川県） 

11月 26日  横滨市政策局国际政策室讲座 

（神奈川县） 

11月 26日  横滨市政策局国际政策室讲座 

（神奈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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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6 日 横浜みなと博物館見学（神奈川県） 
11 月 26 日 カップヌードルミュージアム見学

（神奈川県）  

11月 26日  参观横滨港博物馆（神奈川县） 11月 26日  参观日清合味道纪念馆（神奈川县） 

  

11 月 26 日 江戸東京博物館見学（東京都） 
11 月 26 日 歓送報告会 訪日成果報告 

（東京都） 

11月 26日  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东京都） 
11月 26日  团员在欢送报告会上汇报访日成果 

（东京都） 

  

11 月 26 日 歓送報告会（東京都） 11 月 27 日 成田山新勝寺見学（千葉県） 

11月 26日  欢送报告会（东京都） 11月 27日  参观成田山新胜寺（千叶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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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员感想 

○ 印象最深的是在学习院大学听学生介绍日本的企业雇用制度。这个议题反映了日本当今的社会

现实和新一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我很高兴日本同龄人能将这些分享给我们，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真实而亲切的日本。同时，我也为日本年轻人祝福，希望他们有好的制度和心态来应对这些挑

战。 

    回国后，我会向亲朋好友传达日本发达的生活设施和礼貌友善的待人风格。同时，我也会阅读

更多关于日本历史的书籍，因为了解一个民族的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解它的未来。最后，我会更加辩

证地思考中日未来关系，关注并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 这次访问中，我们和长野县的高中生进行了交流。与我交流的是个 17岁的女高中生，我和她

一见如故。小姑娘拿着写满了英文的３张纸带我们参观了善光寺，让我们十分感动。小姑娘视我们

如哥哥姐姐般亲切、友好。走过善光寺的“御戒坛巡回”时，因为内部漆黑一片，我和她手拉着手。

尽管有文化、语言的差距，但就在当时，我感觉到作为中日两国的青年来说，我们的心靠得很紧。

这是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在长野县，我们还体验了日本文化----插花。原来不觉得插花有很

高的技术含量，但这次在没有老师指点的情况下，我们似乎根本无法完成。尽管我的日语不好，不

能完全流畅地与老师沟通，但通过肢体语言和简单的日语句子，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插

花作品。我的插花老师是当地的一个奶奶，奶奶似乎很喜欢我，特地把自己的插花制作示意图送给

我，并把插过的花也留给我，当时内心真的觉得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自己的奶奶。这是让我印象深

刻的第二件事。 

    回国以后，我想告诉朋友们，日本民众的友善与热情，日本国家的科技发达程度，与国家民众

的秩序意识，服务业的敬业态度。 

 

○ 在本次为期一周的访日交流中，可以说带给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例如宫本大使精彩的讲座、

日本棋院的威严，三人围棋的魅力，入住温泉旅店时，穿日本和服、吃日本料理、喝日本清酒、泡

日本温泉等诸多有趣且值得纪念的事情。但若是论到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我认为是 11月 23日那天

下午在日本棋院进行的多人分组共下一盘棋的对抗赛。 

    依然记得那天我们中日韩三国的青年选手刚刚吃过午饭，在分完组时甚至都认不清哪些是我们

的队友，但在棋局开始之后，这些问题便不复存在，我们变得团结，尽管语言交流并不顺畅，但我

们依靠手势和笑容为彼此加油，我们就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团结一心，前仆后继。而作为那天

我们组里核心的我来说，感受更是加倍，队友们的信任让我无限感动。虽然最后棋没有下完，但我

想我们的友谊已经种下，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最后我想说，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新青年，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很多东西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

得出结论。 

 

○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日本方面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和对中国的兴趣。可能由于我本科学习

中文的缘故，对文化方面的交流比较感兴趣。第一次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在欢迎晚宴上向日中

友好会馆会长赠送国画，他知道洛阳的牡丹最为有名，并且家乡与洛阳也是友好城市，因此一直对

牡丹十分向往，并且对作为晚辈的我鞠躬感谢，让我非常感动。第二次是在长野品茶，年过半百的

茶道师傅们一丝不苟地煎茶，房屋摆设意味无穷，掌门人见到我们十分感兴趣，决定亲自教我们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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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讲述外国人对茶道的兴趣并引申到做人的道理。除了对工作的认真和严谨，我想这更是一种对

传统文化的敬畏，让我特别感动，也感慨自己的国家传统文化在漫漫被漠视的境遇。第三次是在善

光寺遇到七五三日，许多美丽的小女孩穿着和服，人们虔诚地等候大师摸头。煎茶、成人礼本来自

中国，却在异国得以尊重与发展，我很感动，也很希望中国能将传统文化进行更多挖掘与尊重。 

    横滨的讲座和学习院教授的发言也让我体会到日本对与中国合作的重视与对中国法治的期待。

这些重视、期待和兴趣是我希望能尽自己努力传达的。因为我认为，传达日本对中国的重视和期待，

不仅能加强中日友好的关系，也是对国人的勉励，传达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对本土文化的保护，

也能让中国发展自己的特色，通过交流借鉴更好延续传统文化。 

 

○ 第二次访日，且平时也对日本文化有所了解，因此此次访日的重点会放在国民的“政治性”上。

我发现日本人对于中日政治矛盾的关心程度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低，相对而言，他们更关注中国的

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这是我比较具体，对日本印象改变的例子。 

    作为一名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我从不避讳中日在政治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这次交流

访问，尤其是在与早稻田大学和长野县学生交流中，在访问共同社过程中，我才真正理解政治关系

对普通人影响很小，也不是正常人或者两国交流、交往的主流。我们更关心的是兴趣的一致或者是

文化的认同。因为政治而影响交流是一种因噎废食。两国存在的政治问题，短期无法解决可能是一

定，但对于国民而言，更要促进公共外交，增加对现代中日两国的了解，增进认同。 

 

○ 本次交流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在长野县参观松代城跡的时候，一位同在游览的日本

老奶奶听见我们在说中文，非常热情地走过来握住我的手问我从中国哪里来的，对日本的印象怎么

样。我回答她，我从北京来，非常喜欢日本，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空气也很好。她听了特别

高兴，一直拉着我说欢迎你们来。其他的爷爷奶奶们听说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纷纷提出与我们

合影，显得特别激动。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日本人民有礼而淡漠，但这些热情的爷爷奶奶们却根本

不是这样。仿佛见到自己的孙子孙女一般慈祥而友好，每每想来都让我十分感动。 

    回国之后，最想向周围的人传达的信息是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相似是大于相异的。作为

人，我们所期盼的、热爱的、追求的都一样，我们对于生活的感情都是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完

全可以相互理解。中日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说到差异，也许并不如国内两个地方的差异之大。

因此，正如周总理曾说过的那样，求同存异，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抛弃偏见和误解，如果有机会

的话，亲身去接触对方，了解对方的所想，而非固守自己的臆测，才是能解决问题之最。我会尽己

所能，鼓励身边的人来了解日本，感受日本。 

 

○ 相比参加活动前，我对日本及日本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印象也更好了。活动之后，我爱上日本

干净的环境，及健全的公共设施，有礼貌且内敛的日本国民，良好有序的工作秩序。日本虽小，可

是合理利用，很好地规划，各树种很多，很美丽。 

    通过参观学习院大学并与当地学生交流，我对日本成年人监护制度这一原本的课题有了初步的

认识，并产生了兴趣，并且觉得中国多年之后可以加以学习借鉴。通过在日中友好会馆讲座，我对

21世纪中日关系有了长远深入了解，并希望中国在“依法治国”“法治中国梦”道路上可以多向日

本学习，借鉴日本优秀之处。作为法律人，我也更加多了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深知当代法律青年

应成为法治中国建设中坚力量，也将作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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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我们参观日本共同社的那次活动。进入共同通信社的总部，眼前的

工作场景让我感到了震撼和钦佩，虽然在来日本之前，对日本人的敬业，较大的工作压力有所耳闻，

但是当我亲眼看到之时，才发觉我之前的认知有多么轻描淡写。密集的格子间，快节奏高强度的工

作，如果不是有着对工作的深深热爱，我想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日复一日生活。回国之后，我会向

同学朋友，讲述我所感受到的日本的干净整洁，日本人民的敬业、守时、礼貌。 

 

○ 在访问日本之前，我和去过日本的同学有过交流，并在交流中得知日本的环境优美，是个值得

一去的国度。但当我亲自踏上日本的国土时，我还是被日本优美和整洁的环境所震撼，从成田机场

到酒店的路上，我难以在路边及街上找到醒目的垃圾，也不曾见到私家汽车随意地停放在路边占掉

行人道。我觉得，这一切要归功于日本国民自身的素质和爱护环境的意识，也是中国国民需要向日

本学习的地方。这一点，我会在回国后向周边的人传达自己的这一感受。 

    除了环境之外，我对日本的高科技水平记忆犹新，在七天的行程中，我有幸随团访问了日本的

高科技展览馆 TEPIA。在这一展馆中，我看到了日本在医疗、基础设施、日常生活等领域中的先进

技术，对日本的科技发展水平有了亲身感受。在参观展馆科技产品的同时，我就在想中国和世界先

进科技前沿间的差距有多少，也在思考中国产品为什么一直无法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我觉得，尽

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科学技术上也取得了诸多重大成就。但

是，我们仍然该清醒地认识到本国与世界前沿水平间的距离，并以此鞭策科研人员以及政府加大在

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为“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型而努力，这也是我希望向周围人所传达

的想法。 

 

○ 本次访问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 11月 26日在横滨的方便面博物馆做“自制日清方便面”

的活动。自制方便面虽然十分有意思，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原因是日方工作人员对我无微不至

的照顾。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一个人在三楼游荡，不知道该参观什么，一位日方事务局的阿姨赶

过来告诉我可以去做泡面，然后细心地把我领到作泡面的地方，替我交了费。但是，事实上，在这

次短短７天之中，有很多这种事情的发生，日方工作人员总是十分负责，十分认真，十分细心地照

顾我们，日方工作人员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让我感受颇深。 

    另外，在这次访问中我感受到了日本民众的友好的感情。在与早稻田大学的交流中，发现日本

学生都十分聪明，都能说着流利的汉语，双方交流十分愉快，并且我发现，我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

家，但是作为年轻人，作为大学生，我们有着相同的快乐和相同的忧愁，我们会为考试而发愁，为

恋爱而快乐。在与长野县的高中生的交流中，发现学生们的英语都非常不错，双方互相交流学习英

语的心得，得到了互相促进，年青人总是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年青人的交流是两国关系的未来。

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和对方的青年进行交流。 

 

○ 以前只是听说日本人作风严谨，没想到日本人无论做餐点的精细程度还是守时的精确度都让人

惊叹！但也正因为如此，也有说日本人刻板冷漠的声音，但是来到这里之后，虽然人们过于礼貌而

有点疏远，但是大家都能感受到来自人们内心的热情，尤其是老太太和老爷爷们，他们很和善而且

可爱。 

    期间，我们访问了日本棋院并与来自日韩的大学生围棋手进行了棋艺上的交流。在交流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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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了友谊，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目前占据的优势，因而可以更加自信地以这样的模式前进下去。我

们还去长野县大町市与当地围棋爱好者进行了友好交流。我们看到围棋活动的普及在日本社会基层

开展的很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作为一名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生，科学馆的访

问和在早稻田大学的参观让我亲身体验到日本科技的发达和学术领域的领先。总而言之，整个交流

活动让我获益良多。 

 

○ 此次访问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日本国民的环保意识。无论是从东京到长野，还是从横滨到千叶（成

田机场），日本环境之优美令人羡慕，同时又令人对自己国家感到担忧。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与日

本民众的交流，我了解到日本环境整洁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日本国民对环境保护的深刻认同。日本

的环境有赖于每一个日本人的努力，从垃圾分类到尾气减排，日本人的点滴行动汇聚成一股强大的

力量，铸造了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优秀成就。日本国民为什么会有如此良好的环保意识？为何我

国民众就形成不了这样优秀的素质呢？我想这一方面与日本的法制建设紧密相联，另一方面又与日

本自身的条件有关，即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分布密集的国家，同时还是一个资源匮乏，

严重依赖进口的岛国，因而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日本民众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开始借助法律和技

术开始对国家的环境进行改造，否则，继续延续日本六十年代的重度污染的状况，国家最终将付出

巨大的代价，无法生存。在当前的中国，资源已不再像以前宣传的那样丰富，环境问题如果得不到

大家的重视，法律和技术如果得不到更新和发展，中国社会将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遭遇巨大障碍

（或许当前已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严重雾霾）。 

    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这是回国后我最想向周围传达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