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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 第 1分团（访问日程） 

（对象国：中国，主题：少子老龄化、农业、建筑和不动产业） 

 

１．日程概要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派遣的第一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一行 97名成员，于 7月

23日至 7月 30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8天的访问（团长：黎兴文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新

闻局 副巡视员）。代表团分成 3个分团，分别走访了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岛根县､福井县､

岩手县等地，访问了相关地方媒体，开展了交流活动，并与活跃在相同媒体领域的日本青年就

日中共同课题进行了探讨。代表团围绕“少子老龄化(第 1分团) ”､“农业(第 2分团) ”及“建

筑和不动产业(第 3分团) ”的主题，听取了地方政府的讲座，考察了相关企业､团体及设施，

进行了街头采访，体验了农家民宿。通过参观各地的历史､自然､文化等方式，亲身感受到了日

本民众的热情及日本的魅力。团员们通过此次访日，与更多人进行交流，接触日本人的思维方

式，又从不同的角度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体验通过社交网络和所属媒

体进行了宣传。各分团代表在回国前的报告会上还发表了回国后的行动计划。 

 

【到访地】 东京都（全体成员），千叶县（64名），神奈川县（33名），岛根县（33名），福

井县（32名），岩手县（32名） 

 

２．日程 

7月 23日（周日） 

抵达羽田机场､成田机场 

●共同日程 

【访日说明会】 

 

7月 24日（周一）～7月 28日（周五） ※3个分团分别实施日程安排 

●共同日程：东京都 

【欢迎会】 

【街头采访】（巢鸭地藏道商店街､柴又帝釈天门前参道商店街､谷中银座商店街） 

 

●第１分团（少子老龄化）：东京都/神奈川县/岛根县 

 【媒体访问】株式会社 TBS电视台､株式会社山阴中央新报社 

 【主题讲座】邑南町政府讲座 

 【主题考察】老年人住宅 BONAJU横滨､公立邑智病院､石见西托儿所 

【体验】农家民泊（邑南町）､入住温泉旅馆 

 【参观】北区防灾中心､松江城､石见银山世界遗产中心､出云大社 

 

●第２分团（农业）：东京都/千叶县/福井县 

 【媒体访问】株式会社富士电视台､株式会社福井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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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讲座】福井县政府讲座 

【主题考察】千叶大学据点 植物工厂､福井园艺学院 

 【体验】农家民泊（福井市殿下地区）､制作乡土料理（叶寿司）､入住温泉旅馆 

 【参观】东京塔､歌舞伎座展厅､永平寺､藤野严九郎纪念馆､丸冈城 

 

●第３分团（建筑和不动产业）：东京都/千叶县/岩手县 

 【媒体访问】株式会社毎日新闻社､株式会社岩手日报社 

 【主题考察】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柏之叶智能城､紫波町 Ogal Project 

 【体验】农家民宿（一关市）､入住温泉旅馆 

 【参观】浅草・仲见世､东京塔､皇居二重桥､严美溪､中尊寺､毛越寺､岩手县立美术馆 

 

7月 29日（周六）  

●共同日程：东京都 

【参观】皇居二重桥（第１､２分团） 

【欢送报告会】汇报访日成果及回国后的活动计划 

 

7月 30日（周日）  

●第３分团：东京都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东京临海广域防灾公园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３. 照片 

 

 

 

 

 

＜共同＞ 

  

7月 24日 欢迎会上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 

深堀裕贤地域协力室长致辞 (东京都) 

7月 29日 欢送报告会上团员汇报回国后的行动

计划(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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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分团＞ 

  

7月 24日 访问株式会社ＴＢＳ电视台 

          (东京都) 

7月 25日 考察老年人住在 BONAJU横滨  

          (神奈川县) 

  

7月 26日 访问株式会社山阴中央新报社(岛根县) 7月 26日 参观松江城(岛根县) 

  

7月 27日 听取邑南町政府讲座(岛根县) 7月 27日 考察石见西托儿所(岛根县邑南町) 



 

4 

 

7月 28日 体验农家民宿(岛根县邑南町) 

 

＜第２分团＞ 

  

7月 24日 访问株式会社富士电视台(东京都) 
7月 25日 访问千叶大学据点 植物工厂 

          (千叶县) 

  

7 月 25 日 街头采访(柴又帝释天门前参道商店

街)(东京都) 
7月 26日 参观藤野严九郎纪念馆(福井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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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 访问福井园艺学院（福井县新就农支援 

设施）(福井县) 
7月 27日 听取福井县政府讲座(福井县) 

  

7月 27日 体验农家民宿(福井县福井市) 7月 28日 访问福井新闻社(福井县) 

 

 

＜第３分团＞ 

  

7月 24日 考察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 柏之叶智能城

(千叶县) 
7月 25日 访问毎日新闻社(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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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6日 农家民宿(岩手县一关市) 7月 27日 参观平泉中尊寺(岩手县) 

 

7月 28日 访问株式会社岩手日报社(岩手县) 7月 28日 考察紫波町 Ogal Project(岩手县) 

 

7月 30日 参观东京临海广域防灾公园(东京都) 

 

４．团员感想（摘选） 

第１分团（少子老龄化） 

◆此次访问，我所在的分团，考察“少子老龄化”的主题。在一周左右的访问中，巢鸭地区的街

头采访，感受日本老年人生活的「元气」。友好生活的气息和对待生命的热情，带给老人们生活的快

乐。从心态上的年轻，应该是日本老人长寿的重要原因。当然，养老负担较轻，也给了老人们自得

其乐很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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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访问 BONAJU横滨项目，感受到智能服务带给养老方式的改变。在中国目前正在推进（国

家层面主导社区主要执行）的居家养老方式，可以从 BONAJU横滨的操作中借鉴到一些经验，比如说

更智能和人性化的家居设施和对老年社区的管理模式等。这方面，可能在中国未来的 20到 50年，

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另一个方面，通过考察岛根县邑南町在育儿方面的政府投入，也感受到了政府希望通过资助､

优惠等福利政策，鼓励人口的增长。 

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口方面的社会问题，如就业､不动产等等，这对于日本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

国，都是在发展前路上必须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短暂的考察，形成一个感性的认识，更好的解

决方案，可能需要留待访问结束后的时间里多研究､多观察和多思考。 

 

◆一.媒体领域的异同及可借鉴之处 

当下，中国的传统媒体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已纷纷转型，并出现许多专攻新媒体领域的权威媒体

机构。但在日本，由于完善的版权制度，媒体机制不同等原因，新媒体并未形成燎原之势，传统媒

体也只是试水新媒体平台，完全谈不上媒体融合。山阴日报等地方性报纸由于民众阅读习惯，人群

的不同，仍保持稳中有增的发行量，其对阅读群体的准确定位和内容的贴近性是成功原因之一。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其媒体形成了完善科学的地震报道预案及操作流程，值得国内地震多发

省份借鉴，如与气象台建立联动机制，制定分级预案等。 

山阴日报社已有百年历史，其对于资料库的建立令人敬佩。在人们严重依赖电脑的今天，报社

坚持以剪报的方式，将重要报道分门别类集结成册，如按年份､报道类别､版面等查阅便利。 

二.印象深刻的事：日本老龄化的严峻之势 

   接待我的民宿主人静子奶奶今年已 78岁，和未婚的大儿子共同生活，算是少子老龄化的典型代

表。一方面，年青人因压力大不愿或不能结婚生子，这也成为老人的一块心病；另一方面，随着老

人的寿命延长，如何有质量的度过晚年生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次在日访问感想很多。完善的基础设施，人性化服务等。第一分团访问主题是少子老龄化。

访问期间日方相关单位很详细的介绍了少子老龄化现状，应对措施及形成原因等。而中国现已进入

老龄化社会，日本经历的过程，中国也将会经历，甚至会更加严重。 

作为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当中的一名青年，在日的所闻所见对我的触动很大，也明白了一名媒

体工作者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 

日本在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很好的成效。岛根县在促进人口增长方面采取的措

施很值得借鉴。比如石见西托儿所开设 1-6 岁不同年龄段的托儿班，很好的缓解了幼儿父母看护孩

子方面的压力，进而他们不会在看护孩子和工作中间选择的两难局面。另外一方面日本在保障和服

务老人方面的成功做法也非常值得学习。我将此次在日访问经历，以自己的工作优势，大力的将值

得宣传､推广的信息提供给读者。 

 

第２分团（农业） 

 ◆本次访日交流主题是农业，农业说起来很大，但在千叶大学植物工厂平均寿命达到 20年的，

使用了 6 年目前仍光洁如新，并具有散射光线，利用光热和除虫防虫的大棚内，我们见证和品

尝了无土栽培技术种植出的西红柿､生菜是多么绿色无污染，又甜美可口；在福井园艺学院的农

产品分装设备机器前，我们触摸到了不同重量和大小的西红柿是如何被精准分装到位，以便于

上市销售；在福井县政府，我们了解到了福井的品牌大米和品牌蔬菜（百岁蔬菜）是如何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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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营销的。 

    农业在这里似乎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福井园艺学院由警察转行做农业生产的一

位农户就是很好的证明。它是一种可自由选择和切换的生活方式。土地资源的有限，让日本人

精尽了每一寸土地的利用价值，依托易学易得的技术便捷，普及并产业化的送达农户。如福井

园艺学院的课程研修可享受两年免费的农业学习，短期内系统化从无到有掌握一门技术，可见

当地政策对农业种植生产的倾斜支持。 

    在我国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到户正酣之时，去思考如何使技术的送达､思想的转变不再是书

记一个人着急和忙活的事，而是逐渐使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成为一种模式和产业化的生产方式及

链条，成为村民间流行的一种风尚，人人乐之，可能我们的脚步就会加快很多。 

 

◆虽然不是第一次到访日本，但是寄宿在日本人家是第一次，初体验尤为幸福与美好。接待我们

小组的民宿家庭是典型的福井三代人家庭，虽然在城市中还是小家庭为主，但在这里，三世同堂尤

为普遍。爸爸带我们去海边看了夕阳，泡了温泉，享受了当地人才能体会到的自然风光，有海有山，

无论是谁都能涌现中幸福感。妈妈在家为我们准备了一大桌晚餐，还有在殿下公民馆工作的堂下姐

姐，一位性格开朗，二个孩子的妈妈，和她 9岁女儿与 7岁儿子，以及 18岁的公猫一起，我们边吃

边聊，渡过了十分难忘的夜晚。第二天的离村仪式上，堂下妈妈特意再回过来，和我们拥抱，那一

瞬间眼睛就不自觉的湿润了。在上海也有不少寄宿的接待机会，我也想让外国友人体验下中国式家

庭温暖。 

在日本还与当地媒体进行了交流，拜访了富士电视台与福井新闻社。据了解，新媒体对日本传

统媒体的冲击没有中国大。在日本黄金档的收视率能到达 60%，福井新闻社报纸的发行数达到了 20

万部。虽然在网站以及 APP 的开发上没有中国在两微一端的发展速度快，但整体趋势仍一致。随着

阅读习惯的改变，对记者采编，以及内容撰写上要求更高。希望今后也能多多提高自己，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有所突破。 

 

 ◆访日感想：通过 8 天的参观考察，我认为最大的心得总结为一句话：日本，最美的风景是人。

在日本这个美丽的国度，人们的友好､亲岁和､善良､谦卑令人十分感动。虽然久闻日本国民素质较高，

且服务敬业周到，但亲自体会后才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车辆为行人让路，酒店临别时工作人员挥

手致意，年纪很大的服务人员十分敬业地为顾客服务，在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热情的指路者，商场丢

失东西后在失物招领处迅速找回……一切都令人感到舒心。 

专业领域考察感想：日本国民保持着阅读报纸的习惯，令人惊讶。日本媒体在互联网冲击下，

也采用了一些应对方法，例如福井新闻社采取了付费阅读电子报纸（D特刊），这些手段与国内有类

似之处。 

 

值得借鉴之处： 

 ・学习日本人敬业精神  

 ・工匠精神以及谦卑的性格 

日中两国的不同点： 

 ・日本公共基础设施条件十分好，交通便利，设施齐全，中国基础设施尚未完善至如此水平  

 ・日本人有执着的工匠精神，制作的各式产品精致严谨，中国需在这方面继续加强 

共同点： 

 ・两国都推崇传统文化的传承，许多传统文化在现代仍然具有较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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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老龄化问题，年轻人与老年人生活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造成社会运转中存在一些困

难。 

 ・农业方面，农业人口在减少，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正面临农村凋敝，后继无人的问题，传统村   

 落面临一定危机。 

印象深刻的事： 

・在农家民宿时，主人家的小孩热情有礼，纯真可爱，友好热情，感到日本人对子女的教育绝不仅 

 仅是口头上的，而是言传身教，培养孩子的品德与为人的修养。 

・日本民众对中国有些方面存在一些误解，例如民众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侵犯公民权利，这些 

 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交流沟通。 

 

第３分团（建筑和不动产业）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即将结束本人的第一次访日之旅，感触很多。连日来，我跟随代表

团访问日本，加深了对日本了解，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魅力。 

一.访问每日新闻社､岩手日报社。每日新闻社是位居日本第三位的大型报社，岩手日报社是岩

手县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社。一家为全国性报社，一家为地方性报社。他们分别在国际报道及灾难

性事件中的报道等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工匠”报道精神。 

二.不动产方面，成果丰硕。三井不动产，柏之叶智能城提出的环境共生城市，新产业创造城市，

健康长寿城市，建设主题着眼未来，理念前瞻性强。紫波町 OGAL项目探索了 PPP(公私合作)发展地

方不动产的新模式。 

三.感受独特的日本历史，现代文化魅力。我们参观东京塔､世界遗产平泉中尊寺､岩手县立美术

馆，在盛冈泡温泉，在日本街头进行采访，通过自己的眼睛和与日本民众交流，感受到了日本的独

特魅力。 

 

◆这次考察只有短短的 8天，只能走马观花对日本社会观察，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日本人做事很细致，将细节做到极致。我们的行程精确到分钟，短短的 8天行程却做了 50多

页行程表。每到一个场合就分发更详细的介绍，做的很用心。在考察中，我看到建筑工地用布全部

包住以防灰尘出来，在新干线上看到可以围起来的化妆室，可以打电话的公用电话，酒店入口处的

雨夹，可以清洗菊花的马桶，甚至今天吃早餐时报纸旁放的洗手液……这些在日本人看来已经习以

为常，但对于我们来说很新奇，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可以借鉴。 

2.日本新闻的考察让我发现，虽然中日两国在新闻体制等上面存在不同，双方在一些方面存在

交流可能性。如每日新闻那张消防队员托着新生生命而得奖照片与汶川大地震中涌现出来的那一批

让人感动的照片是多么的相似，因为这背后都显示了人性的兴兴军。岩手日报社刊登遇难者生平故

事，刊登如何在自然灾害中生存下去等报道也会给我们启示。 

3.大部分日本人很热情。在日本街头给我们热情指路的年轻人，在乡下农村接待我们留宿的日

本老人们都让我觉得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仅仅依靠大众媒体的传播，更要亲自走上这片国土，

走一走，看一看，与他们的国民多交流，这样才能不断扩大双方的民间交流，向着中日世代友好的

目标前进。 

4.日本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面临的少子老龄化､农业和城镇化的问题也是中国和世界

其他国家未来恐将遇到的社会问题。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让我们少走点弯路。 

 

◆8 天的行程，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从日本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出，日本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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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成绩斐然。鉴于本人所在的第三分团考察内容为建筑和不动产，因此本人对“智慧城市” 

及农村“整村推进”发表一些个人意见。同时，我认为在此方面，我们中国也有一些值得借鉴

的地方。 

日本的“智慧城市”和“整村推进”以人为本，以使生活更方便､更舒适为重点。我们考察

过的千叶县柏叶智慧新城和岩手县紫波町来看，很多技术直接针对家庭和人的生活习惯与人的

需求贴合紧密，生活实用性较强。比如采用能源消耗可视化软件，方便需求管理，将电动车的

充电系统与家庭电网对接，便于人们把车里多余电量供给家庭应急使用。 

另外，这些项目以民营企业推动为主，更加把握市场需求。一些日本本土大型民营企业在

日本能源资源紧张和能源价格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基于自身专业技术，均以开发减少能源资源

节约的综合智能解决方案为重点，综合考虑降低成本，实现多样性选择，服务家庭社会需求。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吸取借鉴日本城市化的经验，为城镇化发展建设所用。 

 

５．接待方感想 

◆媒体工作者 

日中两国媒体人能就彼此想法、关注点及工作开展方式等内容直接交流，加深认识，对日中关

系未来具有深远意义。如果可能，也可尝试从日本访问中国。 

 

◆媒体工作者 

代表团成员们认真听讲、积极提问，使我们感到自己的介绍很有意义。 

  

◆企业及团体人员 

近几年许多考察团来访，虽接待工作比较熟悉，但应对外国人考察团还有不习惯之处，此次能

圆满完成接待工作，令我们感到安心的同时，也感到收获很大。今后将更有信心接待来访的外国人。

感谢给我们这次难得的机会。 

 

◆寄宿家庭相关人员 

团员们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设施，积极交换了意见，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媒体工作者们的关注点。 参

观人员都很友善、礼貌，接待过程中气氛融洽。以前曾有来访者欠缺礼貌的报道，有些寄宿家庭对

此比较不安，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担心。通过这种直接交流沟通对彼此国家的印象也有好的改变。使

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翻译软件，让我们的谈话不只停留在日常对话内容上。离村仪式上团员们

对主持人用中文打招呼给予了积极回应，让我记忆深刻。 

                                   

◆寄宿家庭 

我们家庭第一次接待外国客人，和两名中国青年的交流是件极有趣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

用初级､蹩脚的英语相互沟通理解，很快加深了友谊。 

通过交流觉得他们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理解了自己种植水稻和蔬菜，自己家用或者销售出

去的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不同。 

    最大的收获是接触到活生生的中国人。与网络､杂志､电视､报纸等介绍的内容存在差距。是引发

我思考中日关系的一个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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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代表团成员发布的信息 

7月 24日／社会人／微信 7月 24日／社会人／微信 

  

7月 26日／社会人／微博 7月 27日／社会人／微博 

  

7月 28日／社会人／微博 7月 30日／社会人／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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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8日／社会人／当代先锋网 

在岛根县邑南町家庭寄宿，和寄宿家庭的主人一

起送晨报，体验日本乡村送报人的工作经历。前

一天一起准备广告，当天凌晨 4 时同送报人一起

将报送至各家。 

 

 

７．在报告会上汇报回国后的活动计划 

  

・在所供职的媒体发表有关日本如何发展农

业､建设新农村的举措，学习借鉴日本的先进

经验。 

・跟家人分享我的访日经历，重点是我所观

察到的日本家庭的礼仪，生活垃圾分类意识

等方面，并让他们也培养这方面的意识。 

・对日本的历史以及文化产生了兴趣，想系

统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真正地了解日本，并

在将来为促进中日友好贡献一份力量！ 

・回国后，将整理在日期间留存的文字纸质

资料，印发复制多份交于本人单位保管，并

分发于同事友人及专注于研究日本相关领域

的专业人士。 

・所感所想，及先进的做法将融合贯通于本

人民生新闻节目中，从文化背景､修养德行､

社会风尚等方面对国民进行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