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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中国大学生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6年 10月 23日（周日）～10月 30日（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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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名成员，于 10月 23日至 10月 30日对

日本进行了为期 8天的访问。（团长：袁敏道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秘书长） 

本次访问活动作为「JENESYS2.0」计划的一环，代表团走访了东京、岛根、广岛，通过与相同

专业日本大学生的交流、专业考察参观及农村民宿，加深了对专业领域的理解，增进了与日本青

年和市民的亲近友好。此外，代表团还参观考察了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各领域设施，切实

感受到了“酷日本”的魅力，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全方位的了解。 

 

2 日程  

10月 23日（周日） 

抵达羽田国际机场 

 

10月 24日（周一） 

志愿者分团：听取关于日本志愿者活动的讲座，访问早稻田大学 

日语分团  ：听取关于中国学生自然的日语表达方式的讲座，访问明治大学 

欢迎会 

 

10月 25日（周二） 

志愿者分团：考察砂町污水处理中心，参观浅草寺、皇居二重桥 

日语分团  ：前往广岛，农村民宿（广岛县安艺太田町） 

 

10月 26日（周三） 

志愿者分团：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前往岛根  

日语分团  ：农村民宿（广岛县安艺太田町），参观三段峡，体验日本传统文化(欣赏神乐) 

 

10月 27日（周四） 

志愿者分团：参观由志园、松江城，访问岛根大学  

日语分团  ：参观广岛市中工场（垃圾处理厂），参观严岛神社 

 

10月 28日（周五） 

志愿者分团：听取关于岛根县志愿者及 NPO活动的讲座 

志愿者相关考察（1号车…认定 NPO法人自然再生中心、2号车…NPO里山笑乐校、

3号车…出云市综合志愿者中心） 

日语分团  ：参观广岛城、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访问县立广岛大学 

 

10月 29日（周六） 

志愿者分团：参观出云大社，前往东京，考察商业设施 

日语分团  ：前往东京，考察商业设施 

欢送报告会 

 

10月 30日（周日） 

志愿者分团 1、2号车：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志愿者分团 3号车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东京塔，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日语分团           ：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皇居二重桥，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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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片 

  

10月 24日 志愿者分团听取讲座（东京都） 10月 24日 日语分团听取讲座（东京都） 

  
10月 24日 访问早稻田大学（东京都） 10月 24日 访问明治大学 （东京都） 

  
10月 24日 欢迎会上袁敏道团长讲述访日 

目的                （东京都） 
10月 25日 考察砂町污水处理中心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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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 安艺太田町农村民宿 

（广岛县） 
10月 26日 体验日本传统文化(欣赏神乐) 

（广岛县） 

  

10月 27日 访问岛根大学（岛根县） 
10月 28日 听取关于岛根县志愿者、NPO活动 

讲座                 （岛根县） 

  

10 月 28 日 考察认定 NPO 法人自然再生中心

体验收割藻类       （岛根县） 
10月 28日 访问县立广岛大学（广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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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9日 欢送报告会上团员汇报访日成果 

（东京都） 
 

 

4 团员感想（摘选） 
 

○ 加深了我对普通日本民众的了解，使我对日本的了解更加全面，改变了我对日本民众原来的

过于单一的认识。此次活动让我真切的感受到了日本人的热情和礼貌。同时日本民众的高素质令

人惊叹。 

   我参加的是志愿者活动，作为一个志愿者，日本志愿者的那种从小事出发，以一种很简单纯

粹的心情参与志愿活动，是令人尊敬的，我也非常赞赏这种从小事出发的形式。同时岛根县政府

利用志愿者和 NPO活动相结合解决老龄化的问题，这令我受益匪浅。总之，日本之行对我而言有

很大的意义。 

 

○ 之前一直觉得日本人应该只像电视剧中服务人员有礼貌。但来过之后，发现日本人的礼貌、

谦让是一种国民态度，且做事周到、详细，计划性强，令人敬佩，也值得我去学习。 

   在参加了各种有关志愿者的活动后，我觉得志愿活动更加神圣，每一个参与者应该用心参加，

真正心系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活动的形式不能流于表面，应当挖掘什么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去做

的。另外，志愿活动贵在行动，贵在坚持，在听取学习完日本志愿者讲座后，今后，在组织国内

志愿活动中也会学习日本人细致、用心的精神。 

 

○ 每天的活动都非常充实且有意义，每一项活动都让我个人对日本人以及日本这个国家有了新

的认识。主办方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让我们备感荣幸。 

   如果，非要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那一定是参观考察砂町水再生中心以及自然再生中心

考察的活动。给我们介绍砂町水再生中心的是一群年纪较大的老爷爷，他们亲切、认真的样子让

人十分感动。他们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水再生中心工作的重要性，平凡却又不简单，正是因为

有了他们，才能保证人们的用水安全，环境优美也正是大自然的回馈。同时，这样的活动也对我

们这些学生在择业、就业方向有很大的帮助，想要尽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做一点贡献的想法不由

而生。 

   另外，体验自然再生中心，亲自在中海割藻让我们体会到了岛根县渔民们的日常工作，是一

次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另外，我们还了解了 NPO 组织活动的相关信息，在组织志愿者活动方面、

相关产品的售卖方面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回国之后，我想要向周围人宣传日本、介绍日本，不光是旅游景点的体验，想让他们亲自感

受日本人的善良、友好、以及细致入微的服务。在志愿者活动方面，学生的力量、市民的力量的

充分发挥，从小事做起的努力和切实的目标都让人感慨。在教育方面，全球化的交流、包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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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教育思想，让人想要体验日本的一流教育。在传统文化以及产品宣传、销售方面，在参观名

胜、商业设施时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这些方面的所见所感我都会向周围人传达，让人们认识到

真正的日本，促进两国友好交流。 

 

○ １.印象深刻的事 

（１）日本的志愿者服务体系。日本全国的志愿者服务非常发达，每 4人中就有 1人参加志愿服

务，从东京到岛根，从青年到老人，“互助”的精神充分发扬。枝见太朗先生的讲座对日

本全国志愿者活动做了详细介绍，早稻田与岛根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项目也各具特色。实

地考察的砂町水再生中心和里山笑乐校项目在环保领域和有机农业及弃耕地建设方面成

效突出，这些对中国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２）日本青年学子及普通民众风貌。通过与两所大学同学的交流，了解到日本大学生的精神面

貌。他们有些含羞内敛，对人十分友好礼貌，为人谦逊，勤勉精进，在学业和兴趣方面能

够坚持努力，我想这也是国民精神的一种体现。礼貌、安静已经融入到日本国民性当中，

但这并非意味着它缺少生机与活力。热情、勤劳、勇敢也是日本大和民族的特性，他们敢

于和乐于学习。正如科技未来馆和江户东京博物馆都矗立于东京一样，能够和谐共生，过

去和未来，东方与西方，都在日本静静地变换和融合，在高效率中演绎风味独特的和风。 

（３）日本历史与文化。从天照大神的传说到现代日本的复兴，日本的文化既一脉相承又各个时

代独具风味。浅草寺和皇居二重桥的占卜方式与中国既有相近也有不同。日本文化有中国

文化的影子，但已经形成一种独立的风情。 

２．想要传达的信息 

（１）日本青年学子和大部分民众是友好的，也是非常好相处的 

（２）日本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值得学习和研究，风景优美，空气清新 

（３）日本优秀产品很多，经济发展有独特方式 

 

○ 此次来日本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在志愿者活动方面进行交流。通过此次交流，给我留下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日本不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小的乡村都传承着一种互相帮助，相亲友爱的文化，志愿

活动是从小学初中就开始参与，树立了国民的一种志愿意识，企业的参与也为志愿活动添砖加瓦。

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 

在交流的同时，我们也在空闲时间，去了秋叶原等商业设施参观，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服务人员的服务令我们倍感亲切，路上的车辆会主动礼让行人，垃圾的分类管理十分完善，公民

的自觉性非常的高等，这些都令我颇有感触。 

岛根的访问之旅，让我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了一把，日本是一个老龄化十分严重的国家，特

别是在岛根县的小的城市，青壮年不断搬迁去了大城市，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而老人就被留在

了这里，耕地也被废弃。而像里山笑乐校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就利用了废弃的房屋和耕地，将城外

和城内，老人与小朋友紧密的连接起来，对于老龄化严重的我们，同样可以借鉴。 

简而言之，日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干净、整洁、空气、蓝天、白云、低矮的房屋，友

好的民众，深深的印在脑海中，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次来日本交流学习。 

 

○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由志园的参观学习。在时间不长的参观学习中，惊叹于园林艺术

家的巧妙设计。小处来讲，苔藓、枯藤、空气凤梨、石斛等巧妙结合所彰显的韵味；大处来说，

岩石、湖水、亭台、树木的搭配，处处透露着意境美，身在景中，犹如行走在画中，而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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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体上的把握，体现着日本人的精致与独特的设计理念和美学感悟，对我们很有启示。当然给

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不仅是美丽的由志园，日本民众的热情礼貌、饮食的讲究与精致、普及人心的

环保意识、巧妙而富有创意的生活用品，大学中青年的志愿活动情况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回国后，非常想向周围的人们传达日本友人的热情好客，每次离开，他们都会一直挥手送别，直

到我们远去，这点很令人感动。还有日本精致的饮食，饮食前用酒精等对手部消毒，每一道食物

的精细制作，都透示着日本生活的精致。居民很强的环保意识，独特的温泉文化，和服等传统文

化，严谨的守时与做事精神都是想向周围传达并一块学习借鉴的，非常高兴能有这次日本之行。 

 

○ 参加活动前对日本的了解并不多，提到日本只会想到漫画，而现在，提到日本有一种滔滔不

绝的感觉。干净、错落有致的城市建设，深厚的传统文化、严谨守时的日本人等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在我们中国国内，志愿者活动还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从事志愿者活动的人并不占多数。

而日本，志愿者活动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愿奉献、助人为乐的意识。志愿者

活动所带来的益处并不是简单的团结友爱，它可以上升到家庭、社区、社会、国家等。在国内，

我们一定要注重培养这种“志愿者”的国民意识。 

 

○ 首先，感谢日中友好会馆对本次访问所做的努力，行程已经结束，但是从整个过程可以看出

日中友好会馆对此次活动的精心安排、贴心的照顾、认真的准备和丰富的内容都让我收获颇多。 

此次访问，我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了日本文化和日本志愿者团体，在此次访问过程中，深刻感受

到了日本整个国家的干净、恭敬与安静、国民素质很高，人人都保护卫生，在整个国家虽然不设

公共垃圾桶，但大家都将垃圾留在身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恭敬，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非常

主动和友好问好，表现出国家人民整体互相尊敬。整个城市很安静，路上很少有人大声说话，司

机一直保持安静行车，并且很少听到按喇叭声，当路上碰到行人，都会主动停下，等待行人通过

后再另做启动。在志愿者方面，日本政府和国民重视程度也很高，整个系统和体系趋于完善。比

如在出云志愿者服务中心，有很多年纪很大的老人，一直坚持几十年做自己的志愿者事业，令人

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日本人民充满了友好、朝气和动力，令我心生感动。 

最后，未来有机会再次来到日本。谢谢，再见。 

 

○ 在志愿者分团活动中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岛根县参与出云市志愿服务中心举办的参观活

动。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老龄化相对严重的国家，在出云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与想象中的暮

气沉沉之相反，出云志愿者服务中心“大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的爷爷奶奶用他们的笑容为

我们讲述了一个大爱无疆的动人故事。无论是教剪纸、教唱歌，还是跨语言的交流，两种文化在

和屋里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欢声笑语贯穿了整个活动，志愿者们为需要帮助的人无偿伸出援助之

手让我们不禁动容。没有比善良更美的歌，也没有比微笑更美的表情，在不舍与交换礼物时的快

乐交织在一起的气氛中，我们结束了在出云的行程，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段旅程，不会忘记可

爱的爷爷奶奶们，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通过这次活动，我真正了解到了日本对志愿者的重视程度。作为一个地震海啸灾害多发国家，

日本在互帮互助上深入基层，以政府为主导，发动人民自发为国家奉献时间与精力，为同在一片

天空生活下的同胞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果能将日本“全民志愿”精

神运用到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当中去的话，相信习主席所提出的“中国梦”设想也会很快实现。

在日本所有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中，对做何事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的日本态度是我最欣赏，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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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想带回我的祖国并发扬的一种美德。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七天的旅程中我透过

一个小小的窗口看到只有我知道的美好日本，希望将来能有更多机会让我再踏上这片土地！ 

 

○ 此次访问让我印象最深的活动是在出云市志愿者综合服务中心与志愿者们进行的学习及交

流活动。在我的心目中，志愿者服务中心运营所需要的成本、人力和策划管理机制是庞杂而巨大

的，有时候非营利、自发性的市民组织并不能做到如此设施齐全、井然有序，但出云市这个人口

65万、老龄化比例超过 30%的生活型地级市，居然能凝集如此强大的力量和热情，由下而上的发

起志愿者活动团体，并通过市民组织的不懈努力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与配合，这其中相关志愿者

所付出的心血已不止是一朝一夕的个人活动，而是汇集所有致力于社会福祉的人们共同的力量来

帮助身边人、改善身边环境，这种为他人奉献、为社会付出努力的意识和行动让人十分动容。尤

其是在交流小组中为我们作翻译的志愿者，她平时负责在活动中心进行中文课程的教学，从她的

断句中能看出她似乎没有受过专业的中文教育，但她一直尽力用自己熟悉的词汇和日文中书写的

汉字词与我们对话。我注意到她手边放着一本十分老旧的日中辞典，在遇到不理解的单词时快速

的搜索相关释义，其翻查字典的熟练程度让我不禁想到，凭借自身兴趣和帮助他人沟通交流的初

衷就能将中文字词如此熟识于心，背后所付出的时间、遇到的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而这位女

士不流利却能拉近两国人民距离的中文，为当地中国人提供的帮助意义巨大且深远。正是这样力

量微薄但十分热忱的志愿者们，在出云市的各个领域为市民们服务着、为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而

努力着，使得社会更具有包容性与关爱性，更加和谐美好，这也是我们大学生志愿者的目标和宗

旨，是我们正在摸索与践行的志愿者事业最终应该达到的愿景与理想。 

除去被广泛认可的“细致、严谨”，我更想将日本国民温情和友好大方的一面介绍给中国民

众，不论是电梯间内陌生人的微々点头与问好，还是商店老板打烊后依然竭力服务和帮助顾客；

不论是货车司机在路口提示我们先通过时打亮的车灯，还是路上带领我们达到目的地的老奶奶，

日本国民对待陌生人的关心和帮助已成为一种习惯。这也是当地志愿者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吧。

希望我国民众能来日本体验当地市民的友好与善良，促进两国相互理解与交流。 

 

○ 通过此次作为中国大学生的代表之一，来以志愿者的身份访问日本，我感到受益良多。不管

是大学生中的志愿活动，还是政府引导的，人民自发的志愿者活动，日方都十分细心全面地为我

们安排交流事项，并且耐心地解答我们的有关疑问。 

我渴望通过此次的友好访问，获得新的有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一些更加细微的方面，

并且同时收获了中日双方之间的友谊。初次到访日本，我惊叹于日本的安静、干净，虽然之前有

听说过日本的极为细致的作风，但“百闻不如一见”。其次我认为日本人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保

存，保留，甚至与新时代的东西相结合的特点，是十分值得中国借鉴，学习的。日本虽是个单一

民族的国家，但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多，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自律意识，我感到十分敬佩，一个人做

到很容易，但每个人做到是非常难的，我想日本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必然的结果。 

在志愿者活动方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岛根大学的 vivitpoint 制度，这是一个十分有

新意的想法，制度。它满足了志愿者的需求，也激发了同学们进行志愿者活动的兴趣。即便，这

项制度可能违背了志愿者活动无偿性的这一原则，可这在校园推广志愿者活动中，不失为一种好

办法。我想这就是我到访日本的意义所在。发现新的方法，学习新的思路，是我作为志愿者一直

追求的宗旨。 

 

○ 第一天的专题讲座―“中国学生自然的日语表达方式”，我了解到了自己在说日语方面的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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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地方，而和明治大学和广岛县立大学的大学生们进行交流，一方面是提高了我自身的日语听说

能力，二来也了解到了日本的大学生的生活和他们的想法，收获很大。 

在日本的 8天访问，日本的各个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参观广岛

市内的垃圾清扫工厂。在中国，垃圾分类只有两种―可燃和不可燃。而可然和不可燃并没有明显

的划分，而且国民也基本没有垃圾分类的意识。随行工作人员说：日本小学就开始教育孩子们要

把垃圾当资源来对待，而且小学生必须参观的一个地方就是垃圾处理工厂。反思我们中国，对于

从小教育环境意识这一方面还是有不少欠缺，参观了日本的垃圾回收清扫工厂后，在我自己心中

种下了一个愿望，我希望回国之后，积极的向大家普及垃圾分类的好处，让身边的人认识再逐渐

扩大影响。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通过 homestay 的方式接触到的日本农村的生活。爸爸妈妈都

非常温柔，竭尽全力满足我们的要求，临走的时候一直站在家门举着感谢的横幅送我们离开，让

我非常的感动，而我也会将这一份感动珍藏于心，并且把爸爸妈妈带给我们的感动让身边的人也

了解到，日本社会，日本人并不是我们片面看到的那样，只有切身的通过交流，才能加深彼此的

了解，我也希望更多的日本学生们能通过这样的 homestay 的方式更加的了解中国人和中国这个

国家，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友好关系。 

 

○ 参加活动之前我知道日本是干净整洁的，日本人守规则、不易接近。参加活动后我发现日本

更是精致的，日本人虽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接近，但很少主动展示自己，对中国了解不太多。 

活动第一天听了关于中国学生学习日语的专题讲座，受益匪浅。我认识到了学习日语至今从来没

有考虑过的日常学习的日语与日本人说的日常日语不同的问题。更促使我更努力地学习日语，更

深入地了解日本。 

这次来日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点。 

第一是关于日本的整洁。在日这几天，走到哪里都很难发现垃圾桶，但无论是建筑还是道路

都非常干净整洁。日本有很多建筑不一定簇新，但一定井井有条。有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和

机构还不够，关键的是有自发的垃圾处理分类意识。在广岛大学交流时，谈到日本人日常的垃圾

怎么办，来交流的三位同学都说自己拿袋子装好带回去分类，因为不想给别人造成麻烦。也许正

是因为这样的国民垃圾处理意识才有了这样整洁的日本吧。 

第二点是关于双方眼中对方。日本文化在中国传播得很广，尤其是当代文化在中国的年轻人

中更是流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是片面的、狭隘的。在此次访日之前，我

一直有担心两国感情欠佳会不会影响日本人对我们的印象和态度，然而在日期间，我们受到了热

烈的欢迎。尤其在安艺太田町农家寄宿时，我们寄宿家庭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非常热情，把我

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但通过和日本各行各业的交流，我发现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普遍了

解得非常少，且有很多停留在片面的印象上。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这次访日我感到日本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传承很好。在严岛神社就看到

了身着和服的姑娘。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依然保留着传统的文化因素。 

 

○ 来日本之前就听说日本人非常有礼貌，确实如此。之前还担心日本人会对我们不太友好。但

来了之后发现对我们还是友善的。但多数可能对总体中国人没什么好印象，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改善这种情况。 

印象最深的是在民宿的时候，由お父さん领着，去舞台上看了小学生们练习“神楽”，近距

离观看犹为震撼，小演员们认真的样子让我特别感动。特别是了解到，他们大多数都是因为自己

感兴趣而加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练习，而且这个神乐团从 1535 年开始就存在了，让我感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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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佩服，现在日本社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么重视，努力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这是中国需要学习

的地方。一直记得导游说过的一句话，所有人一起参与的才叫做文化，所以除了演员，观众们也

非常重要。在市民文化中心的宣传单上，看到了很多的节目安排，让文化有一个好的传播平台，

然后让人们都能参与进来，这让我非常感动。 

   想要向其他人传达日本人的细致周到，比如几乎所有道路上都有盲道，电梯、浴缸、卫生间

都有专门为残疾人士设计的东西。即使是一些小东西也设计得独具匠心，比如有可以收集雨水后

集中落水的棚子，还有将洗手的水流入马桶中再利用，车座背后的小桌板，中国的产品不太人性

化。 

   这次很遗憾的是，碍于日文水平有限，没有向日本友人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以后来日本

的时候，一定要学好日语后向日本民众好好宣传我们中国。因为感觉日本一般人对中国了解很少，

现在中国也在飞速发展并变得越来越好。 

 

○ 在访问明治大学的时候，跟一个日本学生交流了一下，问了她对中国的看法，在交流中发现，

其实日本的年轻人对中国很不了解。而我也通过这次的访问交流明白了之前的自己其实了解到的

日本也是不完全的。所以，我想这次交流十分有意义。我希望今后中日之间会有更多这样的交流

机会，尤其是青少年之间。培养国际意识，减少狭隘的思想，这对于青少年教育来说是十分必要

的。 

在这次访问中，随行工作人员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说,“日本的小学

生一定要参观两个地方，一个是垃圾处理厂，一个是国会”。当时，我的心里很受触动，日本人

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以及所做的事都超出了我的认识。我想，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从小就以这种

体验参与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环保意识与权利意识，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与发展也就没什么可担

心的了。 

   在参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小学生在各自老师的带领下在一个“小女孩

和千纸鹤”的雕象前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以及对和平的热爱，一个一个地做出自己的宣言。当

时我站在他们身后，听着他们稚嫩的声音，说着自己对永远的和平的渴望，内心是满满的感动。

我相信，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必定会拥有一颗宽容平和的心。尤其是在被原子弹摧残过

的土地上长大的他们，通过这样的学习，也一定会更加热爱和平。 

   在民宿家庭的时候，我了解到了他们家的两个孩子，一个小学生和一个高中生，都在学习当

地传统文化“神乐”，并且在里面扮演一些角色。而且他们也都是因为喜欢才去学习的。我自己

也观看了“神乐”的演出，确实很震撼，这样的传统文化能够得到孩子的喜欢，从孩子开始传承，

真的很不容易。 

   回国后，我想告诉我身边的人我在日本所体验的一切，尤其是日本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还

有关于垃圾分类以及日本美丽的农村，有趣的“神乐”，以及日本人的亲切友善，等等。我希望

能有更多的中国人来亲自体验日本，我也希望会有更多的日本人去了解中国。我相信，只有相互

的沟通交流与理解，才能让两国真正长久友好地发展下去。 

 

○ 参观了明治大学，觉得日本大学的教学设施，环境等方面非常优秀，能满足学生的一切需要，

其次各种交流活动非常多，能增长见识。与日本青少年交流时，感到他们个人能力很强。虽然大

多是大一、大二的学生，但在谈吐表达、礼仪等方面都很优秀。其次从沟通中了解到他们参加了

很多社团活动，各方面能力很大很高，从而觉得我们中国学生相对于学习，更应给课外活动更大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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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访问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有两件。 

   第一件事是在广岛安艺太田町进行民宿活动时，了解到时隔 25 年，广岛棒球队终于进入了

日本全国棒球大赛的决赛，当地人民对于棒球运动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在广岛各地的街头，随处

可见与棒球有关的旗帜，运动衣等。在民宿家庭的时候，了解到广岛人民自己拿钱出来支持广岛

棒球队，从中受到感动。从日本国民对于一项体育赛事的热情与关心，映射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

与协同心，非常佩服。第二件事是在参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时，遇到了很多小学生也来此进行修

学旅行。看看他们带着折好的千纸鹤，在纪念碑前默哀致辞的模样，有一个想法一直在脑海徘徊：

愿战争再也不会发生，愿这些孩子能在和平的环境下茁壮成长。这种从小学生抓起，培养和平意

识的做法反映了日本对战争的深刻反思。 

   回国后，我觉得我会多向家人、朋友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以及社会文化。对于日本的印象，

不能停留在中日战争期间，而是应该走出国门，亲自来日本体验。日本是一个环境优美，基础设

施齐全，注重环境保护以及人文文化的国家；日本人民是注重礼仪、内敛、勤勉的民族。 

   愿中日两国的关系能越来越好！ 

 

○ 自己的日语口语有待加强，尤其听完“中国学生自然的日语表达方式”的讲座后，感觉到中

国学生日语表达上需更加自然。但学习语言仍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语言环境，来到日本留学仍是

最好的提升日语表达的方式，因为能在日本自然而然地学习，表达也更自然。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莫过于民宿家庭当晚，家里的爷爷奶奶带我们 3人去观看村里的神乐表

演。虽然第二天晚上在城里的大剧院也同样观赏了“八歧大蛇”这样的经典剧目，并且他们的服

装更华丽，大蛇道具更精美，但仍比不上乡间小戏台带来的民俗氛围和勾起的淡淡乡愁。 

   晚上，奶奶开着小车穿过蜿蜒的山间公路，带我们来到一座木屋前，橘色的灯光暖融地从屋

中透出，在黑暗的山间为热闹的一隅。沿路已停了不少乡亲的车，奶奶招呼我们快点脱鞋进去，

表演马上开始。匆忙脱鞋冒冒失失闯进去后，才发现里头是一个小小的戏台，我们跪坐在戏台下

的榻榻米上观看八歧大蛇如何变换造型，如何随着乐声、鼓声抖动身体，盘绕打斗。伴随着越来

越急促有力的鼓声，现场的气氛在欢呼叫好中达到高潮，大蛇的嘴里喷出火花，室内顿时充斥着

柴火的烟雾，虽有些呛人，却让我想起过去春节回老家过年，爷爷奶奶用炭火熏制猪肉的场景，

作为儿时深刻的记忆，这场演出无疑更添一份故乡的亲切感来，而鲁迅笔下的《社戏》所表达的

意境，似乎也与此刻热闹的民俗氛围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看民间的神乐表演却让我想起了中国

的乡村民俗，这真是奇妙的感受，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农村的百姓都有一颗热爱生活和

艺术的心，而民间艺术把这种热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满尽致。 

   回国后的我，会继续关注日本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信息，向周围的同学多多介绍日本

神乐，希望促进中日两方艺术和文化上的更深层次的交流，以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效果。 

 

○ 通过与明治大学和县立广岛大学学生的交流，对日本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日

本大学生在自己的专业学习之外，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同时周末还

会找一些兼职活动来做，几乎是每天都很充实，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做得很不足，应该向他们学

习。听了“中国学生自然的日语表达方式”之题讲座后，发现自己的日语口语能力亟待提高，应

学会使用更地道的表达方式进行交流。 

这次访问期间，很多事情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例如日本干净整洁的街道环境、优美秀

丽的自然风景、体贴入微的公共设施设计等等。若非要说一个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我想说民宿

期间主人家生活的一个小细节。寄宿的家庭是三代同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女儿。每次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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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好食物，大家就座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会让小女儿问候一下大家。小女儿才三岁，正是调

皮不听话的年纪，尽管这样，她也会在大人的劝诱下害羞地奶声奶气地跟我们问候：茶都倒好了

吗，好了的话就开动了哦，然后大家一起“いただきます”。我觉得这小小的细节正是礼仪的体

现。我们常常说现在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现代人已经弄丢了很多宝贵的传统品质，然而优秀文化

的传承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中就体现着。老一辈的人在点滴生活中将好

的文化传统亲传身教的教给下一代，从小时候抓起，这就是文化传承。 

   回国后打算向周围的亲朋好友介绍日本的先端科技并向他们展示自己拍摄的日本秀美的风

景，同时向他们讲述自己在民宿活动时与主人家一起生活、交流的状况，并将日本人的严谨与各

种人性化的设计介绍给他们，促进双方的认识与理解，构筑亲密友好的关系。 

 

○ 此次访日，给我印象最深，让我感觉最震撼的是，就道德层面而言，日本国民的素质非常之

高。 

从我们在东京羽田机场下飞机那一刻起，直至今天。无论在何时何地，做何事，都得到随行

工作人员以及酒店、商场等的工作人员十分诚恳，十分热情的回应。他们永远带着灿烂的笑容，

用温和的声音向我们问早、问晚，为我们解决各种问题。这一周以来，听到最多的话，便是“お

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等话。特别是在游览三段峡时，

在山路上遇到许多登山客，明明互相都不认识，但都会和我们说“こんにちは”。这使我非常吃

惊，也使我非常感动。在中国，估计这种情况很少吧！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此次访日的所见所闻中有太多令我感动的事。回去后我会多

多向家人、朋友讲述我的所见所感。也期待两国越来越好！ 

 

○ 其实，在今年大概四月份的时候吧，我们学校也接受了日本大学生的来访，陪同了日本大学

生两天的时间。我个人认为，在湖北的日程安排的活动并没有我们此次在日本的活动那样好。同

时，我们也带领日本大学生参观了我们湖北大学，让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硬件设施上，确实不如

日本。我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在这里，我更想说的是，在湖北大学所举办的晚宴，当时湖北大

学生的对日方学生的热情相待，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中日双方在建立友情。当时我们出动了所有日

语系的学生，很多大一新生日语不太好，就用手势、用画画去交流，晚宴中，大家共同歌唱《朋

友》，共跳日本传统舞蹈，许多人，都流下了深切的泪水。我想，无论我们见学参观什么，最终

都是为了建立友谊，此次访问明治、广岛大学，虽然并不怎么尽如人意，但我希望，日本大学生

能够关注一下中国，不仅仅是从网上获取信息，希望你们能来中国体验中国人情美，中国おもて

なし，中国待客之道，与中国人的热情与友情。 

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这次欣赏了日本的传统民间文化，――神乐，给我的感触挺大。我们是前一天晚上去看的安

艺太田町的神乐彩排，第二天紧接着看了广岛正式的神乐表演。 

   彩排中，有小至高中生，老至七旬老人在为我们表演。而且他们都是业余的。白天下班归来

后紧接着晚上便练习。我想他们是真正喜欢神乐才会这么日复一日，继承、发扬、保护神乐吧。

第二天则是剧场里的正式表演。通过商演的形式，去让更多人知晓神乐，欣赏神乐，喜欢神乐。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去了凤凰看了中国的“傩戏”，他们在凤凰当地的表演十分精彩，我觉得中国

人也可以像日本人一样，进行全国商演，或者举行一个比赛，让这种优秀文化红火起来，不被人

忘记。 

同时也号召中国的广大青年，多去关注中国的特色文化，不要让精粹就此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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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觉得日本人很假惺惺的，但和日本老师接触后，也发现了他们的热情与真诚的一面；同

时以前也认为日本人是很粗暴的，但访日后真的对日本人民的严谨、认真以及文明礼貌所折服！ 

在这次的访日交流活动中，活动的丰富性让我们大学生真切地体会到了日本的社会、文化与

生活。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民宿活动和体验日本传统文化神乐。这些活动给我们机会亲身经历和体

验日本的生活与日本的文化，不仅有趣、有意义，还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 

   投宿广岛安艺太田町的农民家庭，是极其有趣的。从坐上日本的农村家庭的爸爸的车，我们

的心情是不安而又期待的，到后面的慢慢熟悉，一起做饭，打扫卫生，欣赏神乐，都充满了无限

的乐趣。我们用蹩脚的日语与他们进行交流，传达自己的感情。同时，还去了大棚进行菠菜的采

摘活动，并去了加工地方亲身实践体验了他们生产加工的过程，充实而又有趣。不仅如此，在和

寄宿家庭愉快相处的同时，我还被日本农村的美景深深吸引，精致的房子、清新的空气、干净而

又安静的村庄与街道，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向朋友们介绍。 

   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体验日本传统文化神乐。正如中国国粹京剧那样，日本的神乐，

如もみじがり 以及 おろち 都充满无限魅力，让我对日本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感受到日本

传统文化的强劲力量与神圣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