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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中国大学生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3 年 12 月 15 日（周日）～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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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60 名，于 12 月 15 日到 12 月 22 日之间，对日本

进行了为期 8 天得访问活动。（团长：关立彤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秘书长） 
本次访问活动是作为「JENESYS2.0」的一环，通过访问日本的大学进行交流，对日本的大学生和

普通民众加深了解，增进睦邻友好。除此之外，还通过参观各种可以体验日本的政治・经济・科学技

术・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相关设施，以及访问日本的地方城市，直接接触到“酷日本”文化，

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2 日程  
 
12 月 15 日（周日） 

抵达成田国际机场，说明会 
 
12 月 16 日（周一） 

参观皇居二重桥，考察国会议事堂，访问日本大学文理学院进行交流，欢迎会 
 
12 月 17 日（周二） 

访问外务省，听取日本漫画的全球营销策略讲座 
与国会议员交谈会，参观浅草寺，前往长崎县 

 
12 月 18 日（周三） 

长崎县政府讲座，访问长崎豪斯登堡主体公园，考察新能源相关项目 
 
12 月 19 日（周四） 

参观和平公园，孔庙，长崎港松枝国际客运码头，孙中山和梅屋庄吉夫妻三人铜像 
访问长崎县立大学 西博鲁特校区进行交流 

 
12 月 20 日（周五） 

参观岛原武士家居，前往京都府，考察商业设施 
 
12 月 21 日（周六） 

参观金阁寺，体验日本文化（手工织布），前往大阪府，考察松下幸之助历史馆，欢送报告会 
 
12 月 22 日（周日） 

由关西国际机场回国 
 

 

 

 

 

 

 

 

 

 

 

 

 

3 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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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日 皇居二重橋 見学 (東京都） 12月 16日 国会議事堂 視察 （東京都） 

12 月 16 日 参观皇居二重桥（东京都） 12 月 16 日 考察国会议事堂 （东京都） 

  

 
 

12 月 16日 日本大学 訪問・交流  （東京都） 12月 16日 日本大学 訪問・交流  （東京都） 

12 月 16 日 日本大学访问交流（东京都） 12 月 16 日 日本大学访问交流（东京都） 

 
 

 
 

12 月 16日 歓迎会 

江田五月日中友好会館会長(右 1)と 

交流する団員           (東京都） 

12月 17日 外務省訪問  

松井 剛  一橋大学商学研究科教授による 

日本産マンガのグローバルマーケティング  

に関する講義          （東京都） 

12 月 16 日 欢迎会  
     与日中友好会馆会长江田五月畅谈的 
     团员们                 （东京都）    

12 月 17 日 访问外务省 
 听取 一桥大学商学院研究科教授 松井刚的 
“日本漫画的全球营销策略”讲座（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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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7 日 国会議員との懇談 (第 1 グルー 

プ、右から) 石川博崇 参議院議員、近藤昭一   

衆議院議員、竹下亘 衆議院議員 (東京都） 

12 月 17 日 国会議員との懇談 (第 2 グルー 

プ、右から) 平岡秀夫 前衆議院議員、江田

五月  参議院議員、宮本岳志  衆議院議員、

平木大作 参議院議員          (東京都） 

12 月 17 日 与国会议员交谈  （第 1 组，   
从右开始）参议院议员石川博崇，众议院

议员近藤昭一，众议院议员竹下亘  
(东京都) 

12 月 17 日 与国会议员交谈   (第 2 组，  
从右开始)原众议院议员平冈秀夫，参议

院议员江田五月，众议院议员宫本岳志，

参议院议员平木大作       （东京都） 
  

12 月 17日 浅草寺 見学（東京都） 12月 18日長崎県政に関する講義（長崎県） 

12 月 17 日 参观浅草寺（东京都） 12 月 18 日 长崎县政府讲座（长崎县） 

  

 

12 月 18日 長崎県政の説明  

訪日団 学生代表挨拶（長崎県） 

12月 18日 長崎ハウステンボス 訪問 

次世代エネルギーに関する視察（長崎県） 

12 月 18 日 长崎县政府讲座 
           访日团学生代表致辞（长崎县） 

12 月 18 日 访问长崎豪斯登堡主题公园 
           考察新能源相关项目（长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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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日  長崎ハウステンボス 園内視察  

（長崎県） 
12月 19日 平和公園 見学（長崎県） 

12 月 18 日 考察长崎豪斯登堡主体公园 
（长崎县） 

12 月 19 日 参观和平公园（长崎县） 

  

12 月 19日 孔子廟 見学（長崎県） 
12月 19日 長崎港松が枝国際ターミナルと

孫文・梅屋庄吉夫妻三人像 見学（長崎県） 

12 月 19 日 参观孔庙（长崎县） 
12 月 19 日 参观长崎港松枝国际客运码头，    
 孙中山和梅屋庄吉夫妻三人铜像（长崎县） 

  

12 月 19日  

長崎県立大学 シーボルト校 訪問・交流 

（長崎県） 

12月 19日  

長崎県立大学 シーボルト校  訪問・交流 

（長崎県） 

12 月 19 日 
 长崎县立大学西博鲁特校区访问交流 

（长崎县） 

12 月 19 日 
 长崎县立大学西博鲁特校区访问交流 

（长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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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日 島原武家屋敷 見学（長崎県） 12月 21日 金閣寺 見学（京都府） 

12 月 20 日 参观岛原武士家居（长崎县） 12 月 21 日 参观金阁寺（京都府） 

 

 

 

 

 

12 月 21日 手織り体験（京都府） 12月21日 松下幸之助歴史館 視察（大阪府） 

12 月 21 日 体验手工织布（京都府） 12 月 21 日考察松下幸之助历史馆（大阪府） 

  
 

 

12 月 21日 歓送報告会  

関立彤団長の挨拶（大阪府） 

12月 21日 歓送報告会  

訪日成果報告（大阪府） 

12 月 21 日 欢送报告会 
           关立彤团长致辞（大阪府） 

12 月 21 日 欢送报告会 
           团员汇报访日成果（大阪府） 

 
 
 
 
 
4 团员的感想（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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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活动是为了加深我们年轻一代对相互国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了解，增进我们青年人的友 
谊。这次活动带给了我刺激，也带给了我感动。首先以此为契机，为我打开了一扇亲身感受日本社 
会与文化的大门，希望通过能够在日本留学更加深刻地了解日本的社会生活与学生的学习生活。而 
通过此次访问学校，与在校的和我们一样的学生交流，我们看到日本的学生如同我们对之前感觉神 
秘的日本文化一样对中国的文化也充满了好奇与憧憬，更显国际交流的重要性。 

 
○   通过这次出访活动，加深了我对日本的了解。日本的国民素质非常高，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

国家。城市的道路上一尘不染，人们彬彬有礼。另外，我还被日本的传统文化深深吸引着，参观了

岛原武士家居，在西阵织会馆体验了手工织桌布，参观了金阁寺，穿上了和服品尝了日式料理，这

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是我最宝贵的人生财富。非常希望能再次出访日本，同时我也要做一名促进中

日友好交流的使者。 
 
○   长崎的气候，京都的古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长崎停留的三天，是我过得最舒适的

时期。陡峻的斜坡，老是不停的雨，坐落在斜坡上的各式各样的小洋房。长崎虽然是最不像日本的

一个城市，但它对各地文化的包容性，以及长崎人对和平的执念，使人在这个城市里倍感亲切，能

让人暂时忘掉思乡之情。 
京都作为一座古都，到处弥漫着历史的味道。笔直的街道，四散在街道两旁的静谧的寺庙，让

人觉得似乎拐过一个街角就能与历史相遇。在现代化极速发展的今天，京都能让其为自己作出相应

的改变（麦当劳楼）是京都人的坚持，才让这份历史厚重感得以保留。 
据我了解，日本靠手艺发家的大型公司是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我也认为这也正是支

撑着日本走出经济危机，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支柱之一。这种精神令人感动也令人敬畏。浮躁的现

代社会人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苦干的精神。下次再有安排学习日本企业的机会

时，我希望能多留出一些时间，让人好好品味其中的奥秘。 
     在此再次感谢中日两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   中国有古语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小马过河”的故事，对于事物的

判断不可听信他人言论，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有属于自己的见解。 
本次日本之行收获最大的是在与日本的大学生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大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得到的。

日本大学生代表着日本的未来，他们的友好以及热情让我们心中完全消除了民族歧视的顾虑。我们

明白中日关系的紧张丝毫不能影响青少年之间的往来，而这种和睦的往来更代表了中日关系的前途。 
     日本是一个很注重历史保护，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民族，而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

许多此类问题，导致古文明的大量缺失。在许多方面中国是需要向日本学习的。而对于不同的阶级，

互补的地方有许多。以中日的一衣带水的关系来看，中日若能和平共处创友好邦交必是强强联手。

这与“闭门不出”的一味在学校，国内光靠媒体的片面言论得到的讯息，必然是不尽相同的。 
 
○   在来日本之前，对日本的了解都是通过电视，媒介，历史等方面片面的对日本做出评价，相当

的不客观。带来一层有色眼镜来观察日本，但来过了之后，才了解日本为何发展迅速，为何可以成

为世界强国，这都是有原因的。本次来日之后，看见上班族有秩序地街上行走，急促而有秩序，遵

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公交车还是私家车，都没有为了着急走而按喇叭的现象。还有行人在行走时，

机动车会自觉主动的进行避让，而且面对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微笑，这足以说明日本

是高素质的国家。 
     而日本在教育方面也和中国不太相同，教育设施一应俱全，可以为学生提供查阅资料的便利，

书籍方面，基本含有所有内容。在图书馆内，学生也都很有秩序，而为我们进行讲座的老师，也都

为我们解答了问题。日本学生对我们热情友好，我们交流的很愉快，他们很有耐心的领我们参观校

舍食堂，图书馆，并一一介绍，很有耐心。 
我们还参加了与国会议员的交流，议员们是群众选出来的，也就代表了群众的心声，让我们多

方面的了解日本。 
至于两国关系，今年是建交有始以来最紧张最困难的一年。虽然我们无法改变领导人们之间的

关系，但是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我们需要付出一些，尽我们微薄之力以促进两国学生的交流。我

们很珍惜这次来日本的机会，同样，日本也会有很多学生想要去中国留学，期待我们相聚的一天。 
 
○  本次承蒙日中友好会馆，让我有机会来到日本参观、见学，亲眼见证日本的一切。此次活动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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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 7 晚，分别去了东京、长崎、大阪、京都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日本的环境，日本人的亲切和

热情，友好的长崎县，古香古色的京都和豪华繁荣的东京、大阪，我看到了不同文化的日本，这些

足以让我大开眼界。 
和大学生的交流让我有一种在同本国学生交流的感觉，我们的喜好是多么的相近，我们的话题

是多么的丰富，我们的情谊是多么的浓厚，这让我相信中日两国注定是友好的，共存的。 
听了长崎县的讲座之后，充分地了解了当地自然风光的独特之处和旅游业的发达原因。我觉得

我们应该更多的引见其优越之处，不断创新，让我国的旅游业也逐步成长起来。 
参观过梅屋庄吉和孙中山铜像并听过相关的讲解后，我被所见所闻深深的触动了。中国和日本

曾是多么的友好，让我们坚持下去这份美好，共同发展吧！ 
日本科技之发达，传统文化之兴盛，日本这个文明繁荣的国家，给了我以上深刻的印象。 

 
○   学了 10 年的日语，我还是第一次访问日本，深受感动。这次，能够亲眼在东京的街头看到“八

王子”“新宿”“浅草”等这些以往在教科书里频繁出现的名字，感觉到曾经学习过的知识终于有了

真实感。不由的发出了「原来是这样啊」的感叹。不仅仅是文字，更是包含感情的词语让我对日本

产生了亲切的感觉。这是让我感动的地方之一。 
     另外一点，就是震惊与日本人的谦虚善良和热情好客。在来之前，一直听闻日本人有排他性，

所以学了多年的日语我仍然没有产生过来日本留学的念头。担心的就是一旦前来，被欺负了怎么办。

但是，通过本次交流活动，我明白了自己当初的担心是多么的可笑。每次问路时，每一位日本人都

热情的给我指路，甚至还画图向我说明，完全感觉不到排他性。当工作人员细心周到的给团员准备

庆祝生日时，我还是震惊了。虽然不是我的生日，但我仍然感动的流出了眼泪。 
     倏然只有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却深深的喜爱上了日本。还想更加深入的了解日本，参观日

本，感受日本的文化和人情味。谢谢本次访问活动，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将来，我希望可以为日

中友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我在专攻日语翻译，期待将来能够担任同声传译的工作，为日中

友好交流事业，在日本展开相关活动。1 年里，4 个月在东京，4 个月在长崎，剩下的 4 个月在京都。

这样的话，不仅能加深对日本文化和人情味的理解，更能对中日交流尽自己的力量。个人的力量虽

然渺小，但对于促进两国世代友好事业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种责任感。 
 
○   第一天到达东京成田机场时的兴奋还依稀记得。从机场入境后见到大大的「お帰りなさい」就

觉得一种温暖油然而生。日本人每次从异乡回国之后看到这句话一定也觉得有一种家的温暖吧。 
到酒店一路上看到了各种只在 NHK 新闻中看过的景色。晴空塔、东京铁塔、迪斯尼乐园。到东京，

一入住酒店就看到日方赠送的精美礼物和精确到分的行程安排，让我当时就爱上了这一次访问。 
    第二天上午参观皇居和国会议事厅，有两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个是保田先生说，天皇每一

次出门看到外面有人在等，都会放下车窗跟外面的人打招呼，让我觉得很亲民。第二个是国会议事

厅大厅里只有三尊人像，留一个位置表示政治上还需要改进，给人以激励，这一点也让我觉得日本

这一点做得很好。 
    跟日本大学的学生交流更让我觉得收获特别多。一组交流的同学都特别理性，对中国的风土人情

也很了解，晚上的欢迎宴过后还带我们体验了日本文化和日本大学生的生活，让我们觉得很接地气。

同时，我们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并且一直保持着联系，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到了长崎之后，可以说非常长知识和长见识，了解了很多历史方面的故事，包括二战时期的原

爆事件，孙中山和梅屋庄吉的友情等等。同时，长崎县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也让我感觉到了「朋

有り、遠方より来る。亦楽からずや。」，体验了长崎的温泉，纯正的日本料理让我觉得，よかばい、

長崎。 
在这八天行程中，我们游览了四大城市，彼此之间也增进了友谊，非常感谢领队和日方工作人

员。尤其是担任翻译的老师，辛苦了，希望有机会再来日本，也希望日本的大学生能来中国，了解

真正的中国。 
 
○   人生充满着无数个转折点，而无数个转折点里散落着无数个机会，对我来说，只有抓住了的机

会才是转折点，否则只能是一个沉默无声流走的机会而已。这次访日，便是我人生一个难得可贵的

转折点。 
在写这篇感想之时，脑中涌现出无数句想说的话，而形容词都不足以描述内心兴奋、激动反思

等等的心情。在去日本的第一天，便感受到了日本传递出的友好感情，以及一份即使迷路也可以不

用慌张的温暖。并且我们的老师们，各位领导们，日本的老师们也是如此的亲切。还有担任翻译的

老师们的汉语水平也令我感到佩服不已。很多地方都温馨地用汉语提示令我感到日中两国的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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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在饮食上，各式各样的中西日式料理让我体验足了各种食物所表达的饮食文化。每一样食物都

藏着对品尝者的祝福，让我带着感激去品尝这些食物。 
在参观时，也体验到了与以前不同的参观感受。首先，在短短八天内能体验到如此之多的日本

文化真的是收获颇丰，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科技、传统文化等有了深刻的印象。相机里装满了美

好的回忆。下次一定要再来更详细地体验日本文化，因为日本的文化等等真的是太多太有趣了，而

时间却感到不足以体验尽如此多的丰富文化。 
最开心的是与日本的同龄伙伴们交流学习，能够体会感受他们视野中所看到的生活真的是特别

幸运。在游玩主体公园又见到了从未见过的美丽景色，一千万个彩色斑斓的彩灯如星火般点缀着我

们前进的道路，在亲切的老师们的带领下，我感受到了异国风情的美丽。 
还有特别多的感受想写下，在长崎尝到的美好 YOKABAI 来形容长崎，形容日本真是非常恰当。

我最想说的是：这次访日给我的收获太多太多，转动了人生的轮盘，去拼搏去更加努力，一定要再

来，再次把握这样的人生的转折点，并充满着感激的说一句：非常感谢！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

います。 
 
○   来到日本很开心！原本以为会有很大的冲击，但其实刚到日本并没有那样的感觉，反而是在每

一天的小事中积累了对日本的印象。 
 

     首先，我认为很新奇的地方： 
 

a.日本上菜方式和中国不同。中国讲究多、快，基本上是许多菜一齐端上来最后放满整个桌子。而

日本则是一道一道上，间隔也比较大，并且一桌只有 4-6 盘左右 
 

b.日本厕所便座都是发热的，而中国大部分没有 
 

c.日本人点头鞠躬次数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d.日本的门后没有固定门的设施，不能敞着门 
 

e.中国人习惯呼喊远处朋友，招手等，而在日本似乎这些行为受到限制 
 

f. 日本公车要系安全带，每次都必须系好，这一点让我增强了安全意识 
 

 
 

   认为日本做得很好的地方： 
 

a.服务好，周到，细致，服务人员都很专业 
 

b.添乘员，导游很负责，完全不会让人看出懈怠 
 

c.饮品等很天然，喝起来感觉比国内果汁好 
 

     总之，此次日本之行，了解到了书本以外的日本，看到了日本的现代化和传统文明，也感受到

了日本普通百姓的热情，觉得此行非常有价值，值得回国后回味。我也会将我亲眼看到的日本尽可

能多地表达给我周围的人，为中日交流尽一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