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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第一批中国高中生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3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11 月 27 日（星期三） 

 
1 概要 

由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派遣的第一批中国高中生代表团共 62 名于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7 日抵日访问。（总 团长：王秀云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副会长，团长：张孝萍 中国日本

友好协会 政治交流部 副部长） 
该事业是作为「JENESYS2.0」项目的一环，代表团访问东京都、京都府、滋贺县、

大阪府等地，在各方面上体会到 “酷日本”等日本的魅力和优点。除此之外通过与京都

府、滋贺县的高中生进行的交流活动和寄宿家庭体验，加深了代表团与日本高中生和一般

民众之间的友好交流和相互了解。 
 
2 日程  
11 月 19 日（星期二） 
到达成田机场，参观皇居二重桥，说明会 
11 月 20 日（星期三） 
访问外务省・讲座“应用于介护方面的日本技术”，观摩国会议事堂，参观东京塔，欢迎

会 
11 月 21 日（星期四） 
前往京都，参观金阁寺，体验日本文化（河村能舞台），体验日式温泉旅馆 
11 月 22 日（星期五） 
拜会京都府教育委员会 
学校交流（京都府立城南菱創高中，京都府立西乙训高中，京都府立山城高中 
京都市立日吉之丘高中，京都府立桃山高中），寄宿家庭（京都府、滋贺县） 
11 月 23 日（星期六） 
寄宿家庭（京都府、滋贺县），寄宿家庭欢送会 
11 月 24 日（星期日） 
参观岚山，观摩京都国际漫画博物馆，前往大阪，观摩 ATC 忘年中心 
11 月 25 日（星期一） 
观摩 Panasonic Center 大阪，观摩大阪市环境局舞洲工厂，参观商业设施 
11 月 26 日（星期二） 
参观大阪城，观摩大阪市立阿倍野防灾中心，观摩企业（大发(DAIHATSU)工业株式会社

工厂・Humobility World 馆），欢送报告会 
11 月 27 日（星期三） 
从关西国际机场出发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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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写真 

  

11月 19日 皇居二重橋見学（東京都） 11月 20日 オリエンテーション（東京都） 

11 月 19 日 参观皇居二重桥(东京都） 11 月 20 日 说明会(东京都） 

  

11月 20日 木原誠二外務大臣政務官から挨拶

（東京都） 

11月 20日 関口史郎（公社）かながわ福祉サ

ービス振興会介護ロボット推進課課長による

セミナー （東京都） 

11 月 20 日  由木原诚二外务大臣政务官致词 

(东京都） 

11 月 20 日 关口史郎（公社）神奈川福祉服务

振兴会介护用机器人推进课课长讲座 (东京都） 

  

11月 20日 セミナー質疑応答 （東京都） 11月 20日 国会議事堂視察（東京都） 

11 月 20 日 讲座提问 (东京都） 11 月 20 日  观摩国会议事堂(东京都） 



3 

  

11月 20日 歓迎会 安倍昭恵内閣総理大臣令

夫人と日中の高校生ら（東京都） 

11月 20日 歓迎会 程永華中華人民共和国駐

日本国特命全権大使の挨拶（東京都） 

11 月 20 日 欢迎会 安倍昭惠内阁总理大臣令夫

人与中日高中生(东京都） 

11 月 20 日 欢迎会程永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

本国特命全权大使致词(东京都） 

  

11月 21日 金閣寺見学（京都府） 11月 21日 河村能舞台で能の体験（京都府） 

11 月 21 日 参观金阁寺 (京都府） 11 月 21 日 在河村能舞台体验能文化(京都府） 

  

11月 22日 京都府教育委員会表敬訪問（京都

府） 

11月 22日 京都府表敬訪問 張孝萍団長と 

小田垣勉京都府教育委員会教育長（京都府） 

11 月 22 日 拜会京都府教育委员会(京都府） 

11 月 22 日  拜会京都府教育委员会 张孝萍团

长与小田垣勉京都府教育委员会教育长(京都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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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2日 京都府立城南菱創高校訪問・交流

（京都府） 

11月 22日 京都府立西乙訓高校訪問・交流 

（京都府） 

11 月 22 日 访问京都府立城南菱創高中，交流

(京都府） 

11 月 22 日 访问京都府立西乙训高中，交流 

(京都府） 

  

11月 22日 京都府立山城高校訪問・交流 

（京都府） 

11月 22日 京都市立日吉ヶ丘高校訪問・交流

（京都府） 

11 月 22 日访问京都府立山城高中，交流 

(京都府） 

11 月 22 日 访问京都市立日吉之丘高中，交流 

(京都府） 

  

11月 22日 京都府立桃山高校訪問・交流 

（京都府） 
11月 23日 ホームステイ解散式（京都府） 

11 月 22 日 访问京都府立桃山高中，交流 

(京都府） 
11 月 23 日 寄宿家庭欢送会(京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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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 滋賀県日野町で農家民泊体験 11月 23日ホームステイ解散式（滋賀県日野町） 

11 月 23 日 体验农活和民宿（滋贺县日野町） 11 月 23 日 寄宿家庭欢送会（滋贺县日野町） 

  

11月 23日 和風温泉旅館で日本文化体験 

（滋賀県） 

11月 24日 京都国際マンガミュージアム視察 

（京都府） 

11 月 23 日 在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滋贺县） 

11 月 24 日 观摩京都国际漫画博物馆(京都府） 

  

11月 24日 嵐山、周恩来元首相詩碑見学 

（京都府） 

11月 24日 ATCエイジレスセンター視察  

（大阪府） 

11 月 24 日 参观岚山、周恩来总理诗碑(京都府） 11 月 24 日  观摩 ATC 忘年中心（大阪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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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5日 パナソニックセンター大阪視察 

（大阪府） 

11月 25日 大阪市環境局舞洲工場視察 

（大阪府） 

11 月 25 日 观摩 Panasonic Center 大阪 

(大阪府) 

11 月 25 日 观摩大阪市环境局舞洲工厂 

(大阪府) 

  

11月 26日 大阪城見学（大阪府） 
11月 26日 大阪市立阿倍野防災センター視察

（大阪府） 

11 月 26 日 参观大阪城（大阪府） 
11 月 26 日 观摩大阪市立阿倍野防灾中心 

（大阪府） 

  

11月 26日 ダイハツ工業株式会社 工場、ヒ

ューモビリティーワールド館視察（大阪府） 

11月 25日 歓送報告会 訪日成果報告 

（大阪府） 

11月 25日 观摩大发(DAIHATSU)工业株式会社

工厂・Humobility World 馆（大阪府） 

11 月 25 日  在欢送报告会汇报访日成果 

（大阪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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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员感想（摘要） 
〇 在高中的第一学期中，我有幸参加了日本组织的 JENESYS2.0 的访日活动。在这期间，

我参观了许多高科技展区，品尝了许多日式餐饮。但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参观日本高中生

校园以及去日本高中生家里寄宿。在学校进行访问时，体验到了日本学校的文化与课程。

不仅了解认识，还亲身体会了其中的不同与独特。我们分别体验了日本的英语、数学、体

育等课程，并与日本学生一同上课。课上，我们很快便融入到了他们之中。尽管语言不通，

但总会不时递上几个微笑，成为彼此之间一种友好的示意。日本学生在上课时也有着不同

的礼仪和文化，他们也十分遵守规矩，有着与中国的礼仪的不同仪式。 
   结束学校的参观后，我也进入了日本同学的家里，开始尝试寄宿生活。刚开始很是紧

张，也有些不想去。毕竟与异国之人相住，心里总归有些紧张。但是一到人家里，日本人

很热情，并且很喜欢我。就这样，我也不紧张了，开始介绍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小吃，我

们聊得不易乐乎。语言不通虽然为我们交流带来了些困难，但也为我们增添了几分乐趣。

在双方都听不懂时，我们便写起了文字，甚至画画或者做手语，于是便很形象地表达出自

己的想法，有时会很滑稽搞笑，但都在笑声中一闪而过。短短的时间就这样一闪而过，我

们也就要结束了这样的生活了，双方恋恋不舍。从开始的紧张与不想去到后来的不舍，体

现了我内心的一种变化，更是一种友谊形成的象征。 
   回国后，我一定要将日本的风土人情、校园风光以及那日本人民内心的友善与亲切向

亲人、朋友们分享。我一定要让他们了解日本，体会到日本别具一格的风景！ 

 
〇 本次友好访问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与日本学生交流。刚开始与他们交谈时我十分

紧张，因为害怕语言不通的问题，我总是不知道该和他们谈些什么。不过，日本同学的热

情、奔放，立刻使我放松下来。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都十分兴奋。因为两国文化

有差异，所以我们毫不停歇地提问，解答…。在晚上 homestay 的过程中，与日本家庭之

间的交流，使我对日本的了解更加深切。 
   第二天，日本家庭带我和几个同行的同学在车站集合之后，一起前往清水寺。一路上

我们有说有笑，同时彼此之间的友谊也在逐步加深。之后我们在交换了彼此的联系方式之

后，依依不舍地与对方告别，有些同学甚至还落下了眼泪。 

   回国之后，我打算向身边的同学讲解一下日本的文化及日本人的交流、生活方式，改

变同学们对日本的一些不好的看法。 
   最后，祝中日两国关系越来越好，早日回归到正常状态。让我们协手共同创造美好的

明天！ 
 
〇 这次访问，我见识到了日本发达的科技，多种先进设备和极为人性化的设施。尤其是

ATC 忘年中心以及 Panasonic 发明的一些生活实用的产品，充分体现出日本发达的科技。

不仅是科技方面，日本教育方面也很开放，而且课外活动很丰富，全方面锻炼学生素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Homestay。日本青少年十分热情，对中国学生无丝毫排斥感，而且

有好的东西都会拿出来分享，而且对朋友也会很重义气。我记得活动结束那天在会上与我

离别时，那位日本高中生紧握住我的手约有 2 分钟，这一幕令我永生难忘。 
 
〇 在访问学校期间，我发现同学们对社团活动有很高的热情，这与中国十分不同。大概

晚上六七点钟，中国的同学早回家学习了，而日本学生仍然在忙很多的社团活动，棒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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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回响着击球声，体育馆还亮着灯。你看学校门口密密麻麻的鞋子，铺满了整块走廊。这

样的自觉和热情让我吃惊。如果中国的学生也可以这样自觉地参与社团活动，相信同学们

的精神世界一定会更丰富多彩。 
 
〇 通过这次访日活动让我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 
   城市中的环境保护、垃圾分类让我很受启发。日本人的热情和有礼貌这一点让我感触

很深。日本人在做事方面很准时让我也很有感触。 
   接待我的家庭对我都很热情，让我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的不舍。她们真的把我当做

了家庭中一员。即使我们语言不通，但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互相交流，让我感受到最真实的

日本家庭。相聚总是短暂，当离别时我不惜挥泪告别。我知道即使我们分开了，但我们这

次建立的友谊不会就此了断。我也希望她们有机会来北京，了解真实的中国！ 
   日本高端技术、国民的高素质让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相信这此访问会成为我难忘的经历。 
 
〇 这次访日活动参观了许多日本的古迹，皇宫二重桥、金阁寺、大阪城等等。参观的同

时，既欣赏了这些古迹的美景，又深刻地体会到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加深了我对日本历史

文化的了解。 
   还参观了日本的国会议事堂，感觉那真的是政治之地，到处都弥漫着严肃、紧张的气

氛。在东京塔、京都国际漫画博物馆、AIC 忘年中心、大发工业株式会社工厂、大阪市环

境局舞洲工厂、大阪市立阿倍野防灾中心等地方，又深刻感受到了日本的现代文化。认识

到日本的现代文化气息浓厚，洋溢着现代都市的气氛，而且科技水平高。对于老年人的护

理也想得很周全，对于人类身心都有照顾、抚慰的作用，还发明了许多机器人帮助人类做

事，减轻人们的负担。 
   印象最深的必然是学校交流和家庭寄宿环节了。在学校时，小伙伴们想出各种话题一

起交流，尽管语言不通，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肢体语言交流，所以交流起来几乎没有问题。

家庭寄宿时，日方学生的家人为我准备好了独立的房间，饮食也都很合我的口味，对于第

二天的行程也都会一一询问我的意见。感觉他们很会为别人着想，而且热情好客。 
   通过此次日本交流之旅，我对日本的了解更多了，更加喜爱日本这个国家了，也更加

坚定了自己以后要学日语的决心，希望以后学成后，再来日本，体会日本的一切！ 
 
〇 通过这次日本之旅，给我的感受颇多，日本优美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令我心旷神怡！ 
   我还参观了日本的名胜古迹，体验能乐文化，感受了日本传统文化。我走进了日本的

校园，和同龄学生接触，彼此沟通交流，一起共度了美好的学习时光。同时最幸运的是，

我可以有机会住在当地学生家中。接受日本家人们的热情款待，感受风土人情，在离别之

时恋恋不舍。我们在短短一天内，认识了许多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友谊。 
   通过这次在日本的友好交流，对我们这些青少年有很大影响。我们可以走出国门，用

双眼亲自感受这个国家。即使我们国籍不同，语言不通，但我们目标一致---友好交流，友

好相处。同时这里发达的科学技术，悠久的文化历史，和蔼可亲的日本人民都深深吸引着

我。 
   我将会把我在日本的收获和体会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希望他们有机会到日本。最后，

我也相信，聚合我们这代青年人的思想和看法后，聚沙成塔，使中日关系走向崭新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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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 
 
〇 日本各地富有传统文化的街道与建筑物令我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的友好

访问过程中我所体会到的日本人民的友好。我是第一次来到日本，而且这之前从未系统地

学习日语，所以初来时，尤其是在民宿活动之前很紧张。担心自己无法和日本家庭好好交

流，担心无法将自己所思所想传达给对方，更担心自己会做出不合乎礼节的行为。但是，

日本家庭以一种让我受宠若惊的方式接纳了我，并且为我做了许多事情：我的双肩背包拉

链不幸损坏，他们知道了，就陪我买了新的背包，我现在仍记得他们为了我，东奔西走地

寻找尺寸合适的背包；在晚上和我一起讨论去哪里游览，知道我喜爱日本的寿司之后，还

特意在中午带我去吃回传寿司。 
   我认识到，做判断时，不能仅凭借猜想，通过交流才能了解对方的想法。我真心希望

两国家可以维持和平共处，不知道不是日本人，许在伏见稻荷神社的愿望是否实现呢？我

发现那石头很沉※，也许说明离目标还有一段路程，但仍愿两国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注；伏见稻荷神社的石头灯笼：在石头灯笼前默默许愿，然后举起灯笼上的石头，所感

受到的石头重量预示着许下的愿望是否可以实现。 
 
〇 日本人是个可怕、可敬、可爱的民族。 
   可怕 
   日本人做事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可以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

国，这一点足以成为对它国的一种威胁。 
   可敬 
   但在这几天的访问中，通过与日本人的接触，他们文化和价值观中的“与人为善”和

“相互忍耐、包容”是十分值得尊敬的，也是值得学习的。 
   可爱 
   寄宿在滋贺的寄宿家庭里时，还有访问高中时，所感受到的温暖和热情，还有友善，

让我喜欢上了日本人。 
 
〇 穿和服和叠和服是既需要一个细致周密的头脑又需要灵巧的双手的。虽然步骤较多，

又繁杂但穿上后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既体现了日本的民族文化，又展现了日本人独特审

美观点及艺术魅力。 
   尤其是第一次和同龄的日本友人进行交流时，不难发现，虽然我们的语言是不通的，

但心灵与心灵之间却是相通相连的，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永存。 
 
〇 在民宿家庭的时候，那里的伯伯和婆婆对待我们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晚上的

时候带我们玩游戏，还带我们开车出去找鹿。第二天又去朋友家借来自行车带我们去了森

林里，婆婆做的饭也都非常好吃。临走的时候，还把照片洗了出来，给了我们一人一份。 
   回国之后，我想告诉家人和朋友们，其实日本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其实

他们都很热情，都很亲切。虽然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有过极大的冲突，现在的关系也不好，

但并不代表中国人和日本人不能成为朋友。在学校交流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许多同龄人。

有的有着相似的爱好，有的虽然爱好不同，但总有某些共通点。大家都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10 

   这些日本之旅虽然短暂，但给了我许多珍贵的回忆。美丽的滋贺县、亲切的日本人、

繁华的东京。我相信这些回忆将会伴我一生。 
 
〇 通过此次访问，我深切感受到了日本国人民的热情与友好。尤其在滋贺县日野町的家

庭寄宿。在那里我们亲近自然欣赏了日本的田园风光；走入家庭体验了那里人民的友善。

走在田间小路上，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漫山遍野的火红枫叶，举头一览天空，一片蔚蓝

的大幕下朵朵白云点缀怎一妙字可叹！我们还与“家人”一起做寿司。那时家中充满了欢

笑与温馨，满满的幸福！饭后的茶点、水果，对我们身体的关切，从点点滴滴中感到了“家

人”对我们的爱。 
   我想对于日本城市经济这方面对我的家人与朋友说，相较日本，中国的城市差距可谓

天壤之别，而日本的家电设备与东京、大阪这些大城市没有过大差别。 
  当然，还有日本环境的优秀，干净整齐的街道，过马路时的有序，对人们尊重等等，这

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〇 通过此次访日，我收获了很多，小到垃圾分类，大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化。这次

访日，使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垃圾分类及处理。刚到日本时，我完全不知道日本的文化，

只是随着领老师的指引来参观。但通过几天的了解，我发现垃圾桶随处可见，但一下子放

好几个，每一个都标有不同的日文，起着各自的作用。这样便于垃圾分类及回收利用。这

样大大的减少了工人们收集后再分拣的负担，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我认为中国也应该向

日本学习。然后我还有幸参观了垃圾处理厂。从外观来看完全感觉不到像是垃圾处理场的

样子。这样可以减轻住在周围的家庭对垃圾处理场的排斥，从而使我增长了见识并引发了

我对中国现状的反思：我国有大量的人力且很多就业困难的事情可以通过这些小事比如说

更多的人来改善中国垃圾分类问题。从而使环境、人力、就业及中国人民总体素质的提高

都将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很大，但是想要再得到提高，需从小事一点点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