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媒体工作者访华团 

访问日程 2016年 12月 4日（星期日）～12月 11日（星期日） 

 

1 概要 

作为日中青少年交流事业项目的一环，应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邀请，由日本各报

社、广播电台、杂志出版社记者及编辑等青年媒体工作者组成的访华代表团一行共37名成

员，于2016年12月4日至12月11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团长：武田胜年 公益

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顾问） 

访华团分为两个分团，分别以“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为主题，走访了广东省和

贵州省，开展了与主题相关的各种考察活动并与当地媒体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２．日程  

12月 4日（星期日） 

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参观故宫，出席说明会兼欢迎晚餐会 

12月 5日（星期一） 

访问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并进行交流，参观前门大栅栏文化街区 

１团：访问人民日报社并进行交流 

２团：访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并进行交流 

12月 6日（星期二） 

１团：访问中关村产业园（中关村创业大街、中关村智造大街）并进行交流 

２团：访问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并进行交流 

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并进行交流 

12月 7日（星期三） 

  １团：前往广东省广州市，访问广州励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并进行交流，参加广东省新

闻办举办的工作晚餐会，考察珠江 

２团：前往贵州省贵阳市，参观多彩贵州创意园、孔学堂 

12月 8日（星期四） 

  １团：考察南方报业集团旗下289艺术街区内岭南活力非遗艺术博物馆、南方国际版权

交易所，参观陈家祠，访问广电运通集团并进行交流，前往深圳市，出席深圳市

新闻办主办的晚餐会 

２团：考察贵安新区生态绿色经济发展现状、规划及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贝格大数   

      据中心、电动车充电站、中国移动大数据中心、富士康产业园绿色隧道、VR小镇 

      等），参加贵安新区媒体中心举办的工作午餐会，访问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并进行 

      交流，出席贵州省委外宣办举办的工作晚餐会 

12月 9日（星期五） 



１团：听取深圳创新发展整体情况介绍，参观莲花山邓小平塑像，访问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进行并交流，访问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并进行交流 

２团：前往黔东南州凯里市, 参观苗妹非遗博物馆、下司古镇、西江千户苗寨 

12月 10日（星期六） 

前往北京市，自由活动，出席歓送報告会  

12月 11日（星期日） 

  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回国 

 

５．照片 

【共同】 

  

12月 4日 参观故宫(北京市) 
12 月 4 日 在欢迎晚餐会上陈大为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国际联络局副局长致辞(北京市) 

  

12 月 5 日 访问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并进行交流

(北京市) 
12月 5日 参观前门大栅栏文化街区(北京市) 



  

12月 6日 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并进

行交流(北京市)  

12月 10日 在欢送报告会上团员发表访中活动

感想 (北京市) 

 

【１团：创新发展】 

  

12月 5日 访问人民日报社并进行交流(北京市) 
12月5日 访问人民日报社，与环球时报记者座

谈交流(北京市) 

  

12 月 6 日 访问中关村产业园（中关村创业大

街）并进行交流(北京市) 

12 月 6 日 访问中关村产业园（中关村智造大

街）并进行交流(北京市) 



  

12 月 7 日 访问广州励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并

进行交流(广州市) 
12月 8日 考察南方国际版权交易所(广州市) 

  

12月 8日  考察岭南活力非遗艺术博物馆  

(广州市) 

12 月 8 日 考察南方报业集团旗下 289 艺术街

区(广州市)  

  

12月 8日 参观陈家祠(广州市) 
12 月 8 日 访问广电运通集团并进行交流(广州

市) 



  

12月 9日 听取深圳创新发展整体情况介绍 

（深圳市） 
12月 9日 参观莲花山邓小平塑像（深圳市） 

  

12月 9日 访问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并进行交流

（深圳市） 

12 月 9 日 访问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DJI)

并进行交流（深圳市） 

 

【２团：绿色发展】 

  

12 月 5 日 访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并进行交流

(北京市) 

12月6日 访问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并进行交流

(北京市) 



  

12月 7日 参观多彩贵州创意园(贵阳市) 12月7日  参观孔学堂(贵阳市) 

  

12月 8日 考察贵安新区贝格大数据中心   

 (贵阳市) 

12月 8日 考察贵安新区电动车充电站 

(贵阳市) 

  

12 月 8 日 考察贵安新区中国移动大数据中心

(贵阳市) 
12月 8日 考察贵安新区 VR小镇 (贵阳市) 



  

12 月 8 日 访问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并进行交流

(贵阳市) 

12 月 8 日 访问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并进行交流

(贵阳市) 

  

12月 8日 贵阳省委外宣办举办工作晚餐会 

(贵阳市) 
12月 9日 参观苗妹非遗博物馆（凯里市） 

  

12月 9日  参观下司古镇（凯里市） 12月 9日  参观西江千户苗寨（凯里市） 

 

 



６．团员感想 

＜创新发展＞ 

○   此次访华，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国见到的每一个人内心都充满了自信。不知道这感

受是否真实，但我的确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拥有强烈的自尊而且乐观向上，这正是那种被日

本人已经遗忘了的自尊心。尤其是他们都希望改善日中关系，通过与每一个人的交流更让

我证实了这一点。 

  在参观企业和机关的时候，虽然与对方接触交流的时间很短暂，但在交流中发现我们

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在访问企业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DJI公司职员都非常年轻

又充满活力，在那蓬勃发展的气势里面甚至可以感受到某种躁动。在 DJI就职的日本籍员

工向我们介绍，他原来是一家日本企业的技术人员，后来与前辈一起辞职后来到了 DJI工

作。难道在日本企业无法实现的梦想却能在中国企业里实现？对此我的内心不免有些遗憾。

我觉得正是日本人无意识中形成的那种小瞧中国的意识，产生了目前日本和中国经济发展

的差距。日本人应该更谦虚地接受现实，了解中国，尽早地寻求与中国共同发展的道路，

并付诸于实际行动。 

  希望此次访华不仅仅只是拘泥于形式而结束，我会进一步思考回到日本社会后应该做

些什么？同时，希望参与此项目的中国朋友也能够在此次交流活动的基础上，积极去思考

下一步的行动。 

  此次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将拿出最大的干劲与热情推动今后的日中关系。我本人所在职

的广播电台也将重新考量传播信息的方式（包括信息的收集方式），更多地向日本普通听

众传播真实的中国。这次访问中，我们有机会与中国的媒体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希望今

后能够继续保持交流，了解彼此，共同摸索，相互扶持。 

    听说，此次代表团是时隔五年的第二期日本媒体工作者访华团，我由衷地希望这次访

华能够得到中国政府和日本外务省的高度评价，使今后每年都会有更多的日本青年媒体工

作者有机会访问中国。 

 

○   此次代表团走访了北京、广州、深圳。印象最深的是首都北京与南方城市在环境上

的差异。不仅在气候方面，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也有所不同。在北京我们看到了在日本

经常被报道的风景，也感受到在北京讲话和行动上很重视形式，并且在北京感受到的大气

污染也跟日本报道的一样。相反南方人则比较开放，在商务交流方面也比较灵活。我将就

更多日本人还不够了解的中国的情况进行报道。 

 

○   我们访问了北京、广州、深圳，那里高楼林立、高速公路发达、大型商业设施齐全，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令我们感到惊讶。尽管心里明白中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

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潜意识里仍然认为日本还是“发达国家”。如今我深深地感觉到

这种认识需要改变了。想必中国的经济今后将继续发展，甚至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经

济大国，到那时日本应该如何面对强大的邻国？ 



  中国着眼于未来，不断加强与非洲的合作关系并建立 AIIB 体系，试图在建立国际秩

序上发挥领导作用。甚至可以看到中国有意要取代美国在 20 世纪曾扮演的角色，我觉得

日本的立场将越发窘迫。 

原来一直觉得在中国生产的东西都是“便宜货，劣质货”，这次参观深圳华为改变了

我的看法。从世界各地召集优秀人才，投入甚至超过日企比例的高额资金研发新产品，我

想这绝不是单纯的模仿欧美和日本。 

在访华过程中，中方曾指出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往往倾向于负面的报道，可能

确实如此。因为日本记者在写报道的时候或只听取了日本政府工作人员的意见，或只在日

本媒体的基础上学习掌握关于中国的信息。日中两国的记者应更进一步了解彼此的国家，

更多的报道真实的信息。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此次的交流活动具有深刻的意义。 

 

○  通过此次访问，我了解到中国是一个无法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复杂而多样的国家。比

如说，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远远超过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速度上还是

规模上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 IT 技术以及无人机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开发也相当活

跃并具备极大的发展性。中国人也越发对不断强劲的经济充满了自信，相信明天会更好！

每个人都在为追求“中国梦”而不断的努力进取，乐观向上。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所面对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不动产房价不断上涨，普

通老百姓根本没有能力购买，物价不断上扬等，就是代表性的现象。在产业方面，虽然有

华为和 DJI这样成功的全球化民间企业，但国有企业的低效经营以及银行不良债权等，其

严重程度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想像的。在媒体领域，据说习近平执政以来政府干预愈发

升级，很难说在中国有言论的自由。上述这些矛盾也许随时会显现出来，政府还能否一如

既往地巧妙操纵维持发展？针对这个问题，我在中国见到的人意见各有不同。无论结果如

何，中国这个国家对日本来说将愈发重要，不可忽视。 

    因此，我更觉得此次访问中国去了那么多地方，跟很多中国人交流，零距离了解到了

真实的中国，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正如上面所陈述的，我感觉中国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国家。回到日本我将告诉我的上司、同事、朋友以及家人，中国是一个多样性

的国家，不应该只从某一个单纯的事物去片面看待这个国家，而是应在其他方面、好的方

面、可合作的方面综合地来考虑。 

 

＜绿色发展＞ 

○  这次访华之前，我曾认为中国是一个强权、专制的国家，是世界第二经济体，靠着快

速的经济发展成为军事大国。通过此次访问，某些方面的认识得到了改善，可认同的事物

和无法理解的事物更加明确了。 

   通过这次访问，感受到中国人值得我尊重和信赖。我们受到了中方热情的招待、导游

也为我们热心介绍，帮助我们了解中国，高考、就业、养育儿女等等，大家都抱着共同的



烦恼，但却积极向上，这种生活态度值得我尊重。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而形成的中国人对自由、民主主义以及新闻报道方式

的价值观，对此我却完全无法认同。甚至有好几次争论，都因为如何争论也无法解决问题

而不得不放弃。 

   通过此次交流，使我又一次发现，日本人因受到各种民族主义价值观的束缚而往往倾

向于自我控制，在挑战之前就已经开始放弃，或一开始就不打算争取而是采取消极回避的

态度。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相信今后的中国绝对是充满希望的，相比于中国人这种近似

盲目的乐观主义，我们日本人是如此的悲观！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 

    尤其是访问高速发展的贵州省时，明显感觉到人很少，感觉到（中方的报道内容）不

够真实。以及不断加深的不良债权问题等都令我非常担心。不过，对于拥有十倍于日本人

口的中国来说，他们或许并不需要去在乎一个日本人的焦虑。 

 

○  在访问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印象比较模糊，只知道三国演义、中华料理和麻将，以

及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等。 

    我曾想过，拥有四千年历史并 13 亿人口的国家，应该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通过实

际的访问，使我深深感触到，实际交流和与中国人交朋友是多么的重要。至于中国人是否

有言论的自由，最终我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对于当今的中国，有些人持有认同的态度，有

些人则抱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这毕竟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要想听对方说实话必

须要跟他成为好朋友，这本来也是记者工作的一部分，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对什么样的人，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或许在中国用一般的处事方法行不通，但这一点也许正是这个国

家的魅力所在，希望有机会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深奥的国家。 

   参观苗族村庄，原以为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的生活氛围，而实际看到的却是变成观光旅

游胜地的景点，难免有所失望。但跟当地人交流时，令我惊讶的是听到他们说：“现在不

用离开家乡去打工了”，“收入增加了，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等。如果是当地民族自己

愿意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提高地区的生活水平，那么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对于“幸福”和“富裕”的理解，由于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价值观不同而千差万别。

这也是重新思考在评价对方时应采取何种标准的一次好机会。“（或许）没有言论自由的

中国”和“虽然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却因为过分地考虑对方的立场而控制发言的日本”之

间的差异也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除此之外，在待客之道这一点上我也有新的感受。比起日本，中国人或许更懂得如何

打动对方。总之，耐人思考的事情非常多，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青年媒体工作者有机会访问

中国。 

 

○  这次访问中国，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致力于环境的改善。听贵

州日报的记者说，贵州计划在 2020 年将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60%，如果真是这样倒是很好

的举措，希望能有机会继续采访这个领域。 



   一直认为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其严重程度类似于上世纪 70 年代日本的公

害。如果贵州的目标可以实现，那就表明贵州目前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 

    我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保护政策也十分关心，希望有机会报道这方面的情况。不知道今

后有多少少数民族能够像我们访问过的苗族村庄那样得到开发，如果能将少数民族的文化

和习惯发挥在观光领域，从而发展地区的经济，那对少数民族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作为一

项庞大的实验，今后我将继续关注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我也将继续关注贵安新区这一国家实验项目。虽然日本各县都有特区，但是规模与发

展速度都有巨大的差距，回国之后希望能就日中在这方面的差异进行采访报道。 

 

○  我从事广播电台工作，访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这里以及

参加绿色发展分团所有活动中所感受到的最强烈的一点就是：中国非常灵活地从新旧事物

的组合中探索新的可能性。“大胆地迈出第一步”，这正是当今日本，特别是广播行业所

需要的，也是最欠缺的。日本人往往不能立刻、乐观地、尝试做任何事情。但是要想大幅

度改变时代，这点却尤为重要。我仿佛得到了很大启发，发现了在日本这个国家，更符合

日本国民性的作法和通往下一步的方式。日本人凡事过于小心，稍显沉闷，应该更开放大

胆一些。有什么烦恼跟中国人商量，感觉瞬间就能解决。不论是工作上，还是个人的思考

方式上，这一周都让我豁然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