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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2015年度中国高中生访日团第４批Ｂ团 

访问日程 平成 26年 11月 3日（二）～11月 11日（三） 

 

1 项目概要 

中国教育部派遣的 2015年度中国高校生访日团第 4批Ｂ团共计成員 122名于 11月 3日

至 11日之间来访，对日本进行为期九天的友好访问。（团长＝胡锐 贵州省教育庁体育卫

生艺术教育处处长） 

本事业作为「JENESYS2.0」友好交流事业之一环，其目的是通过对东京都、长崎县、福

冈县、宫崎县、青森县等地的访问，亲身体会包括「酷日本」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日本的魅

力和实力，同时，通过与当地学校的交流和对当地企业的考察，进一步加深与日本高中生

以及一般市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相互理解。 

 

2 日程  

１１月３日（二） 

从羽田国际机场入国 

 

１１月４日（三） 

导入研修 

早稻田大学访问・与大学生交流 

讲座：主题「科学源于感动」 

欢迎会 

 

１１月５日（四） 

第１分团：前往青森县，访问 ULVAC东北株式会社 

第２分团：前往长崎县，访问三菱重工株式会社长崎造船所  

第３・４分团：前往福冈县，访问丰田汽车九州株式会社   

 

１１月６日（五） 

第１分团：八户工业大学第二高中访问・交流 

第２分团：长崎县立佐世保北高中访问・交流 

第３分团：福冈县立门司学园高中访问・交流  

第４分团：福冈县立北筑高中/福冈县立回声高中访问・交流 

  

１１月７日（六） 

第１分团：八户回收再利用广场视察，农业体验，奥入濑溪流参观 

第２分团：展海峰参观，乐烧彩绘体验，长崎市和平公园视察，格洛弗园参观 

第３・４分团：北九州环境未来学习，关门海峡博物馆参观，门司港怀旧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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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８日（日） 

第１・２・３分团：前往东京都，日本科学未来馆视察 

第４分团：前往宮崎县，宮崎科学技术馆视察 

 

１１月９日（一） 

第１分团：早稻田大学高中访问・交流 

第２分团：光之丘清扫工厂视察，东京都立大泉樱高中访问・交流 

第３分团：墨田清扫工厂视察，东京都立府中东高中访问・交流  

第４分团：宮崎县立宮崎西高中访问・交流 

                   

１１月１０日（二） 

第１・２・３分团：国会议事堂视察 

第４分团：前往东京都 

全分团：浅草仲见世参观，商业设施：秋叶原视察 

欢送报告会 

 

１１月１１日（三） 

从羽田国际机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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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片 

  

11 月 4 日 オリエンテーション（早稲田大学：東京都） 11 月 4 日 早稲田大学訪問（東京都） 

11月 4日 导入研修（早稻田大学：东京都） 11月 4日 早稻田大学访问（东京都） 

 

11 月 4 日 歓迎会（東京都） 
11 月 4 日 東京理科大学 藤嶋昭学長による

セミナー「科学も感動から」（東京都） 

11月４日 欢迎会（东京都） 

 

11月 4日 东京理科大学 藤岛昭学长讲座 

「科学源于感动」（东京都） 

  

11 月 5 日 三菱重工業株式会社長崎造船所訪

問（長崎県）：第２分団 

11 月 5 日 アルバック東北株式会社訪問（青

森県）：第１分団 

11月 5日 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长崎造船所访

问（长崎县）：第２分团 

11月 5日 ULVAC东北株式会社访问（青森县）：

第１分团 



4 

 

11 月 5 日 トヨタ自動車九州株式会社訪問（福

岡県）：第３、４分団 

11 月６日 八戸工業大学第二高等学校訪問・

交流（青森県）：第１分団 

11 月 5 日 丰田汽车九州株式会社访问（福冈

县）：第３、４分团 

11月６日 八户工业大学第二高中访问・交流

（青森县）：第１分团 

  

11 月６日 長崎県立佐世保北高等学校訪問・

交流（長崎県）：第２分団 

11 月６日 福岡県立門司学園高等学校訪問・

交流（福岡県）：第３分団 

11月６日 长崎县立佐世保北高中访问・交流

（长崎县）：第２分团 

11 月６日 福冈县立门司学园高中访问・交流

（福冈县）：第３分团 

  

11 月６日 福岡県立北筑高等学校訪問・交流

（福岡県）：第４分団 

11 月６日 福岡県立ひびき高等学校訪問・交

流（福岡県）：第４分団 

11 月６日 福冈县立北筑高中访问・交流（福

冈县）：第４分团 

11 月６日 福冈县立回声高中访问・交流（福

冈县）：第４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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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７日 農業体験-りんごの収穫（青森県） 

：第１分団 

11 月７日 八戸リサイクルプラザ視察（青森

県）：第１分団 

11月７日 农业体验-采摘苹果（青森县） 

：第１分团 

11 月７日 八户回收再利用广场视察（青森

县）：第１分团 

 

 

11 月７日 奥入瀬渓流見学（青森県） 

：第１分団 
11 月７日 展海峰見学（長崎県）：第２分団 

11月７日 奥入濑溪流参观（青森县） 

：第１分团 
11月７日 展海峰参观（长崎县）：第２分团 

 

 

11 月７日 楽焼絵付け体験（長崎県）：第２分

団 

11 月７日 長崎市平和公園視察（長崎県） 

：第２分団 

11月７日 乐烧彩绘体验（长崎县）：第２分团 
11月７日 长崎市和平公园视察（长崎县） 

：第２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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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７日 北九州環境みらい学習（福岡県） 

：第３、４分団 

11 月７日 北九州環境みらい学習（福岡県） 

：第３、４分団 

11月７日 北九州环境未来学习（福冈县） 

：第３、４分团 

11月７日 北九州环境未来学习（福冈县） 

：第３、４分团 

 

 

11 月７日 関門海峡ミュージアム見学（福岡

県）：第３、４分団 

11 月８日 日本科学未来館視察（東京都） 

：第１、２、３分団 

11月７日 关门海峡博物馆参观（福冈县）：第

３、４分团 

11月８日 日本科学未来馆视察（东京都） 

：第１、２、３分团 

  

11 月８日 宮崎科学技術館視察（宮崎県） 

：第４分団 

11 月９日 早稲田大学高等学院訪問・交流（東

京都）：第１分団 

11月８日 宮崎科学技术馆视察（宮崎县） 

：第４分团 

11月９日 早稻田大学高中访问・交流（东京

都）：第１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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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９日 光が丘清掃工場視察（東京都）：第

２分団 

11 月９日 東京都立大泉桜高等学校訪問・交

流（東京都）：第２分団 

11月９日 光之丘清扫工厂视察（东京都）：第

２分团 

11月９日 东京都立大泉樱高中访问・交流（东

京都）：第２分团 

  

11 月９日 東京都立府中東高等学校訪問・交

流（東京都）：第３分团 

11 月 9 日 宮崎県立宮崎西高等学校訪問・交

流（宮崎県）：第４分団 

11月９日 东京都立府中东东高中访问・交流

（东京都）：第３分团 

11月 9日 宮崎县立宮崎西高中访问・交流（宮

崎县）：第４分团 

  

11 月 10 日 国会議事堂視察（東京都）：第１～

３分団 

11 月 10 日 歓送報告会 （東京都） 

11月 10日 国会议事堂视察（东京都）：第１～

３分团 

11月 10日 欢送报告会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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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加者的感想（拔萃）  

 

○  一转眼九天的访日已经结束。在此次访日交流中，结识了很多日本友人，了解和体验了

日本文化，可谓收获颇丰。同时也有那么几件小事特别打动我，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是日本的所有公共设施都十分人性化，都照顾到了残疾人或带有小孩的人。比如日本

的街道上一般都铺设有盲道，十字路口红绿灯柱子上都有盲人专用的按钮，很多电梯的按钮

有盲文数字，其设置高度也适合坐轮椅的人方便去按。厕所里也有同样的设计，厕所中除了

正常的隔间外还有供带婴儿的人喂奶或换尿布的隔间和专供残疾人用的隔间，这无一不是日

本人性化的体现。而反思国内，少有为残疾人与带婴儿的人提供特殊服务的地方。中国的公

共设施建设需要加强。 

    二是日本有那么一条墨守成规的规矩，即在客人走时，主人要挥手目送客人至看不见为

止。我们在日交流访问期间，所到之处的服务人员都在我们乘上大巴车离开时挥手目送我们，

这正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这种待人礼貌，热情，真诚的行为，使每一个来日本的人

都能体会到家一般的温暖。 

    所以在回国后，我打算向周围的人宣传日本的优良作风，并以日本人民为学习榜样，并

改变周围的人对日本的片面看法。 

 

○  非常荣幸的参观了私立八户工业大学第二高中并与日本的同学们进行了互动交流。这一

站是我此次访日之印象最深的事情的诞生地，体验美术课堂。 

    体验美术课堂是情理之中，但让我画画却是意料之外的。为什么呢？虽说我在书法上还

说得过去，可是画画我真的不行，况且还是素描。真的很惊愕。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我

多虑了。我真的很荣幸能得到漂亮儒雅又大方的真菜实小姐的画作。我周围的同学都说我捡

了大便宜。要知道在画的过程中我是无头绪的，很担心把 M 小姐画难看了怎么办，不过所幸

的是我在和蔼可亲的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画作。交换礼物的时候我惊讶不已，而真菜实小姐

的微笑成了永远的明信片。成了日本朋友真诚友好的象征。最终我也自豪地在画室挥毫书写

下了我的心里话，成为永远的回忆。 

当然我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担当的使命。回国后我首先要做的是向我的同学，家人讲

述我受到日方的非常热情地接待，日本人民是多么的可爱与纯朴。以及日本整齐的城市高楼，

浓厚的人文情怀，高度的教育水平，先进的尖端技术诸多方面都需要向他们细细描述。让他

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日本。热爱这东方的邻邦。我还将从自己做起，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中日关

系，并带动周围的同学也以正确的认识去面对中日关系，切实为中日的友好贡献自己的力量。 

 

○  这次访日之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对青森县八户市资源再利用工厂的访问。众所周知，

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岛国，资源上的限制条件的确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阻力。然

而日本却能通过系列的有力措施缓解了现状。答案就体现在垃圾回收处理工厂里面。所有的

垃圾经过不同的分类回收后，再进入工厂进行更细致的分类，提纯，最后通过加工变成再利

用生产品的原料。如此一来，所有的资源都能够延长寿命，充分发挥其作用。八户资源再利

用工厂虽然只是个规模很小的地市级工厂，但它却是成千上万个日本资源或是环保工厂的缩

影。其中体现出来的是日本人对待资源与环境的严谨态度和积极投入，让我深受震撼。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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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要积极向周围的人们传递日本在环保方面的态度与举措，取其所长，学习他们的自

觉与珍惜的态度，才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资源环保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  对我来讲，此次访问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与日本高中生进行交流的部分。日本的同学非

常热情，只要看见我们的身影就会高高的挥手示意。在交谈的过程中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

会用简单的英文和丰富的肢体语言来向我们说明，所以整个交谈的氛围往往活跃而愉快。记

得在早稻田大学高中里，高三的学生来和我们进行中文交流，虽然他们的中文并不流利，但

他们的词汇量很丰富令我惊讶。而他们学得最多的仍然是礼貌用语，还在交谈的过程中不停

的向我们请教中文语法问题。他们谦虚而好学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能在异国他

乡收获如此珍贵的友谊是我的荣幸，也使我感到无比温暖。 

    回国后，我会向身边人如实地传达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及中国与日本相比的不足之处，

消除某些对日本的错误认知，针对日本的文明礼仪方面进行总结，并反馈给身边的人。努力

为中日友好做贡献。 

 

○日本见闻 

日本的街道上垃圾桶十分少，地上却看不到垃圾。 

日本的土地狭小，但居民楼里，马路边，个人家庭门口或小院里都有盆景，绿化意识很高。 

在十字路口不管有无红绿灯，汽车一定会礼让行人。 

日本的公共球场，运动设施较少，市民大多选择跑步，骑自行车进行室外运动。 

日本的服务员对待客人的态度十分尊重有礼貌，他们会尽量满足客人的要求，即使最后不在

那里购物。 

 

○  访问期间，最让我印象深刻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日本对于垃圾细致、精细的分类以及回收

后的再循环、再利用。对于垃圾，他们可以将其分类为 16种，而分类后再加工又有其他的用

途。例如一个 2L左右的饮料瓶，谁又能知道加工后的饮料瓶，只需半个便能做出一个小学生

需要佩戴的小黄帽。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之后，我发现日本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国家：过马

路时，车子会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停下来。不管什么时候，大家都习惯鞠躬；即使在人多的地

方，大家都很安静……在礼貌的背后，还让我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例如进入商场甚至走在

道路上店家的一句问候，都让人感受到日本人的温柔。最为具有意义的体验便要数访问日本

学校了，这能让我更深一步了解日本同龄青少年的生活，两国学生交流虽有障碍，但我们之

间还是聊的不亦乐乎。同时，在访问学校期间，我深切感受到了日本人的热情。 

这一次访问，对我来说既是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又是一次具有意义的收获。时间飞逝，

转眼就到我们回国的时间了，但我会带着这一份回忆回到祖国。 

 

○  在日访问期间，我们听了藤岛昭先生的演讲——“科技源自感动”，当时我不太明白先生

的意思，但经过接下来的访问，我认为，“一切源自敬意”是我来日本最大的收获。 

一切源自敬意，日本科技遥遥领先，自动清洗的座便器是美国人发明的，可日本人将其

改善、推广，最后成为其代表产品。这只是一个很浅显的例子。纵观历史，正因为日本怀揣

对知识、技术的敬意，才会精益求精，不断改善现有的一切。正因有了奋力向前的动力，日

本科技才能够在世界中领先别国。 

一切源自敬意，所以日本文化保存完好。中国虽有泱泱上下五千年，但期间存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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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而日本不同，他们尊敬的传统、文化、习俗被一直延续至今。就如茶道中所提倡的“一

期一会”，因为他们将每次相遇，每次机会都看作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可能，他们怀揣敬意，努

力将其做到最好。 

一切源自敬意，所以日本环境治理极为成功，访日期间，北九州环境博物馆让我印象深

刻：曾经是“死亡之海”的洞海湾被治理的非常漂亮。我的家乡也有一条河，因污染散发着

臭气。政府投入许多钱治理所虽好了不少，但仍比不上这条河原始的美貌。在我看来，技术

对中国应不是难事，但正因日本人怀揣对自然的尊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视，所以在

环境治理方面胜人一筹。 

回国后，这些便是我最想与人分享的。一切源自敬意，我相信中国人民真正理解后，中

国的未来会更美好。 

 

○  首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日本当地学校交流访问。作为学生的我们，其实很

想亲身体验异国同龄人的日常学习生活。尤其是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来说，我

也想进一步了解日本对于青少年的全方面培养与授业活动。这也真的令我很惊讶——当听到

日本高中生必须在严冬中穿着单薄的衣服运动时，当我看到他们对于一些科学实验活动的认

真与与细微时。 

回到国内后，我可能会跟周围人谈一谈我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虽然，中日关系历尽波折，

可中日民间的来往却从未间断。日本人并没有怀着民族偏见，而是充满热情，十分友好。其

实两国人民都共同期盼着和平友好，中、日、韩三方会面，更让我们坚定了这个希望。我相

信，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友谊一定会地久天长。 

 

○  印象最深的是在吃饭做事时繁琐的小细节，透过这些细节，着实可以看出日本公民的文

化素质的高。体现在三处：①日本人做事喜欢有收有放，有始有终。②喜欢干净、整洁、享

受安静。③重视细节、为人诚实。以及在宫崎西高度过的一天，在中国高度发展的今天，中

国学生在各个方面的展现已足够证明祖国在今天的实力。但我们仍需努力，为中华之崛起读

书。 

回国后最想向周围传达的信息，也就是我在日本这为数不多的日子看到的真实的日本，

不带有任何民族偏见，不考虑国家政治冲突的，我对日本客观的评价。比如日本的垃圾分类，

细致的程度，易拉罐都会分成几类的在中国人眼中复杂、繁琐，甚至不必要的细节为日本节

约了多少资源。日本是会享受生活的国家，总能在特别小的事情上做到最极致，以满足人们

的需求，除了最出名的马桶盖之外，电梯、大巴都体现出这个问题。因为老龄化严重，日本

的产品及规划都更多更好的顾及到年长的人。日本人诚信，所以买东西从不担心会买到假货，

只要是显示“老弱病残小孕”专座的位置，即使是站着，日本人也绝不会坐。凡此种种，这

个好品质是我们国家非常该学习的。我想这便是我的收获。 

   

○  这是一次富有意义的充实而快乐的访问。 

日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也许不是某一件事，而是这个国家良好的形象：包括他的高度发

达和高素质的国民。当这些所有的整齐的设施、干净的街道、近乎机械化的秩序、严谨的工

作、满脸微笑的服务员，在来到这个国家时一起扑面而来。这些高素质的行为不仅仅只靠经

济发展可以得到的。这些高素质的行为需要我们的教育全面发展。在日本我问了两次路，尽

管两次对方的听者都不能很好的理解，但两个人都进行了查询，带着我们走了 10分钟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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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但这样的热心和友好让我和同行的人十分感动，赞叹不已。 

对于向周围传达的信息，无疑是对这样高素质的国民的夸赞和各种人性化设施的介绍。

与此同时，其实我也会稍微觉得规矩有些刻板僵硬，但优点和其便利性居多。在中国步入老

龄化时代的今天，我也希望能有机会为自己的祖国更人性化的体现作出自己的努力。 

与这样一个高素质的国家交往，剔除一些激进分子的言论，我觉得应当不该是令人苦恼，

危害其他国家的。祝中日友谊之树长青！ 

 

○  参加活动前，我认为日本人是十分拘谨、严肃，不苟言笑，甚至对中国人存在一些很大，

极端偏见的人。活动后，我认为日本人十分认真，充满热情，尊重别人，懂礼貌，爱干净。 

与日方青少年交流，令我印象最为深刻。原因，其一因为对异国同龄的青年充满好奇。其二，

是由于参观学校所经历的活动令我思考良久，受益匪浅。其中我们既感受到了在日本教室中

轻摇手风铃的紧张与欢快；我们也感受到了日本理性教学课的风格；再有我们也与日本学生

共同实践，感受国际、社会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通过英语，一点点日语加上肢体语言，

与日本高中生畅谈了对方国家的文化，校园生活等……这些经历，让我对于日本有了另一方

面深刻感受，用“感动”二字来形容，让我感觉弥足珍贵。 

 

○  因为钓鱼岛事件及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恶劣，一直对日本人有偏见。本次访日，对日本人

的感想太有改观，日本人非常尊重中国人，日本人的文化素质的确非常高。 

在专业领域上，对环保有了很大的感触。作为新一代中国青年，在认识到环境再利用的

必要性之后，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所发展。 

在学校的交流活动中，我深切的感受到日本学生的热情，感受到日本学校教育方面的异

同，认识到中国学生的长处，同时也清楚了日本学生更加注重的是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

在学习能力上，中国学生的确是要厉害一点，在宫崎西高体验的关于贸易的游戏，就是让我

感受到中国学生在各个方面的实力。也确实说明了中国在崛起！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更

深的一层，我希望尽我自己的所有力量，去让它变得更加强大。 

 

○  参加活动前，我对日本的印象就只停留在环境干净方面，参加活动后，我发现日本对垃

圾的分类超出我的想象。对于垃圾，他们可以分类成 16种。此外，日本人们也非常礼貌，热

心，有秩序。而且对于时间的观念也非常严格，这使我对日本和日本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访问学校期间，与日本学生的交流虽有一定的障碍，但同时我们也获得了印象深刻的

回忆与体验。在 11月 6日我们所前往的福冈县立回响高中，我体验到了一个与普通高中不一

样的特色校园生活。这所学校注重培养个性与人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选修课

程。此外，我还参与进了他们的音乐课堂，感受到了日本学生的热情与关怀。而九号今日，

我们去的宫崎县立宫崎西高中，我们也收获多多。每一位学生都很可爱、热心、善良。之后，

我们还参加了贸易游戏，大家团结合作，一起“赚钱”。我所在的小组皆为本团学生，但就在

无形之中，加深了中方团员间的交流和友情，让大家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临走时，每一个

人都在会上告别，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为我们所不认识的男同学突然跑过来向我们大家

热情地挥手。这让我着实的感动。 

 

○  通过这次访日活动，可以说是让我对整个日本有了翻天覆地的印象改变，受国内的影响

对日本有少许的感触和了解，甚至还有一些偏见。但是来到日本后才发现完完全全的是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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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界或者是全新的，充满友好的国家，避开政治上的分歧，在不忘历史的前提下，我认为

中日都应该相互学习。在参观丰田汽车厂时，我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振撼，这里用“振”

表示真真正正的心灵被触动了。全机械化的设置，我真的很想将这种技术带回国内，可惜自

我能力有限，真的很遗憾。我认为用机械化来代替人们工作，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对解决

人口的老龄化也有相应的作用，这种技术是中国腾飞的翅膀。这次来我听了东京大学的教授

给我上了一堂课，了解到新能源——光能，这种能源看似很常见，但我想说在日本将这能源

发挥到了极致，我想说如果中国能将每一种能源发挥到最佳，可以说中国将一跃到世界之巅。

在发现过程中陪伴我的是这里良好的环境，在国内环境是个严肃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良好

的解决，我认为学习一下日本的先进的经验有很大的必需。在改善的同时，民众的素质也一

定会得到提高，而会有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优秀教育，传承真正的，正统的中国文化，亚洲

文化。相信中日的关系一定会与日巨进，这里用“巨”一点也不为过，相信还有更多的友好

使者会将中日关系带入有史以来的新纪元。再次我衷心祝愿中日两国能相辅相成共建和谐社

会。 

 

○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访问。之前对日本学校最大的印象就是漂亮的校服，可爱美味

的便当，阳光乐观的学生。可真正到了，我发现日本拥有的不仅仅是这些。他们的严谨、认

真的治学态度和无微不至的礼仪更是使人称赞。一个细节令我特别佩服。那就是进学校时大

家都应该换鞋，同时，他们强调统一，体育课统一衣服、鞋子；上学统一包；每天每个人都

会带便当来互相分享，同学之间的气氛也非常融洽。 

每当我们离开一所学校时，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就会挥手告别，直到我们从他们的视野

中消失。在途中遇到不认识的学生，他们也会挥手致意，这是令人非常舒服的礼节。同时，

在两次学校访问中，我还体验了日本闻名世界的茶道，在学校专门的茶道社中，我们享受了

日式甜点，品尝了清香的抹茶，感受了日本的茶文化。在这几天的访问行程，得到满足的不

仅仅是我们的胃、眼，饱餐一顿的还是我们的精神世界。 

这次来日本进行访问，我不仅改变了自己对日本的看法，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了熏陶。

礼仪如风拂过我身上，却不带走任何东西；日本的忠诚精神与发展理念也让我们耳目一新，

虽然这次访问只有短短的九天，但我一定将这九天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感情与同学们分享。

我相信我们的绵薄之力也一定能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推波助澜。再次，我真诚希望中日友谊，

万古长青！ 

 

○  本次访日交流对我来说意义很大，我对日本这个国度、中日关系甚至国际关系都有了更

深层次的了解。我们在本次交流中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了解了日本的科技、日本的自然、环

境以及日本人民的特性。在我抵达日本之前，我一向认为日本人都是保守、严肃的，而经过

九天的在日访问，我与日本人民真正有了面对面的交流，我与日本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少

年、高中生们有了更深一层的交流，甚至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发现他们都是很善良、

热情的人们。这就是本次旅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内容。此外，在九州环境未来馆，我所见

识到的日本的环保技术亦使我耳目一新。资料显示，日本北九州地区在上世纪 50-60 年代间

还属于环境遭受严重污染，以至于其海域皆为一片“死水”，然而在仅仅 30 年间，北九州已

然改头换面，环境各项指标回归正常。这样的环保技术令人瞠目结舌。我认为现在我国还处

于发展阶段，而北九州的情况正是一条必经之路。我希望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工业的同时，

不忘采取借鉴一些高效的环保措施。现在，环保问题开始被渐渐重视，我希望这样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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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明天更加美好。 

 

○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视察丰田汽车九州株式会社和与福冈县立门司学园高中学生

交流。首先在 11月 5日我们参观了丰田汽车造车工厂，据说这里专门为雷克萨斯代工，一台

车需要经历十五小时的拼装、每五十秒就有一台车造好出厂。在那儿，我们见证了人与机械

的完美协调，各自发挥所长，使效率进一步提升，如机器负责组装轮胎、座椅、车门等较重

的设备，而发动机则由机器人放入。工人确认放好后将其固定。并且该路线是混合流车线，

按订单生产，并不像传统流车线只能生产单一型号车辆，实为将现代科技运用到极致的典范，

符合现代经济发展所需。 

而在 11月 6日我们去到县立门司学园与那的高中生进行交流。这是我们第一次深入了解

与体验了日本高中生的学校生活。首先有四位女生为我们讲解了“japan meets china”然后

是六人的“cool japan”。为我们简单介绍了日本文化，也让我们见到日本中学生的普通中学

生活与活力。随后我们分为 A B C 组依次参观了学校、体验了日本的传统文化中的茶道、书

法，更与他们共同上了一节课， 语言不通，但同为古中华文化继承者，通过文字还是略微懂

得授课内容。也见识到了日本课堂的自由，同学们可以相互讨论，与老师开玩笑，与老师仿

若朋友般，同学们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不少。这是中国难得且正在追求的课堂形式。 

    回国后我一定会告诉别人，日本人素质之高以及九州的变化以激励他们提高素质，保护

环境。也要向他们介绍中日友好的民间交流访问，鼓励他们到日旅游学习，希望国人多向日

本人学习，使中国早日成为发达国家。 

 

○  在日访问的九天里，我们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紧凑充实的行程，第一天和第九天我们都

是抵达酒店，酒店的服务人员都很尽职尽责热情友好。尽力为我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让我

们总有宾至如归之感，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日本人民的热情。 

第二天我们分别参观访问了早稻田大学和东京理科大学，在早稻田大学，扑面而来的是

学术的交流和学习的自由、历史的气息和现在的艺术，让人不停且热烈的向往着大学生活，

其间图书馆藏书万卷，剧院名人多多，在日留学的大学生也与我们亲切交流解答我们的疑问，

而在东京理科大学，则是一种浓烈的学术的碰撞，让人肃然起敬。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分别在福冈视察了丰田汽车九州株式会社，体验了日式温泉旅馆，

到访福冈县立门司学园高中，参观了北九州未来环境学习馆、关门海峡博物馆、门司港回顾

展；以及再次返回东京，视察了日本科学未来馆、墨田清扫工场，到访东京都立府中东高中，

参观国会议事堂，浅草仲见世，视察秋叶原等多项体验。期间，我们还体验了日本温泉文化

和日本和食，与日本学生亲密交流，结交朋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到访福冈县立门司学

园高中。因为那儿学生的热情令我震撼，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好朋友一样，无微不

至细心体贴，让人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 

回国以后我想我仍会十分想念在日本生活的几天时光，如果有人问起我，那我一定会告

诉他日本与经济的发达，于环境保护的重视，日本人于中国到访学生的体贴热情，对中华文

化的向往。衷心祝愿中日两国永远交好，花开不败！ 

 

○  这次访日能让我有记在心一辈子的也只有福冈门司高中了。那里的亲切让我实在难以忘

怀。小小的楼房的房顶上镶嵌着湛蓝色的太阳能板——尖端科技。乳白色的瓦砾上让我一目

欣然、数不胜数的社团也许让他们脸上的甜美的笑洋溢在绒绒的脸颊上，是那么活泼。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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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意。我爱这小城大爱的温暖。既使没有繁荣似锦，他给我的亲切是东京永远都不及的。我

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进校之前要脱鞋。难道是他们对卫生环境保护到极致了吗？我

也不大了解、但我对于这崇高传统文化及谦卑的礼仪感觉到无比敬佩，很多时候总感觉中国

学生是不是没有那么可爱，不知是禁锢与枷锁的牢房使我们在原地深延，但更应该学习一下

日本，宽广的学习，让他们多了更多的多元化与开放感。笑容自然来了。离开门司高中之后，

我们聊到最多的是一个叫 M 的女孩，甜美的笑让整个被刘海掩饰的额头的蓉蓉脸庞显得如此

可爱。不知道是什么让她洋溢这如此的笑容。大可不必去真正了解。因为当我处于那里，我

也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对于数学哲学思维而言、在日本，反而简单了。仰望天空树，俯看

日本海。世界就是如此美丽。 

 

○ 在访日期间，我体验了日本多元的文化，也与日本朋友分享了科技、文化、环保等方面

的经验与心得。 

在科技方面，我们访日团参观了丰田九州株式会社、日本科学未来馆等尖端科技。在中

国，这一方面与日本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此次访问也正好是我们学习交谈的机会。学习日本

朋友在科技探索方面的孜孜不倦、先进思想和和创新精神。 

在文化方面，我们访问了东京理科大学、早稻田大学、福冈县立门司学园及东京都立府

中东高等学校。在访问过程中，与日本高中生的交流中，我们感受到日本截然不同的教育制

度。日本朋友活泼、热情、有活力。对任何事情都能投入全部的情感和激情，对任何事都报

以极大的热情，这点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在环保方面，日本朋友走在世界前列。我参观学习了北九州市科技创新展馆和环境博物

馆。北九州市在短短五十年的时间里让这个重工业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中国的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我希望把一些先进的环境治理方法传给他人。相信不久之后，中国的上

空也会出现蓝天白云。 

感动日本朋友的热情好客，感谢日本政府给了我们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谢谢。 

 

○ 通过这几天的访问，我们体验了日本的食物。感受了日本的温泉文化，访问了学校，参

观了环保工厂、清洁工厂。经历的所有就像在做梦一般，想想十多天前我们还在学校上课，

现在却在日本体验生活。在日本经历的一切的一切真的都非常难得，都是在中国我们无法见

到的或是自己来日本游玩所不能见到的。与诺贝尔化学奖项得主藤岛昭先生近距离接触，听

他的“科学也源于感动”演讲。让我们了解了他为什么从事“光触煤”的研究。他所付出的

和所得到的成果是 1:1的。实在令人佩服。在早稻田大学进行参观，与华人在日留学生交流，

听他们介绍早稻田大学以及日本当地的一些文化，美食，购物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们也得

知了早稻田大学是一个十分自由的学校，并且学生也十分优秀，不仅会学也会玩，这才是做

一个学生最高境界。后来访问了福冈门司高中，与日本高中生交流，了解日本同龄人在做些

什么，也体验了日本学生的课堂。感受了日本人的热情以及对中国的兴趣。门司高中的各种

社团实在让人羡慕，如果国内也能这么轻松、自由就好了。我们还在门司高中体验了和服以

及茶点，让我们对日本文化又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再后来又参观了日本环保博物馆，通过听

工作人员的介绍，了解到日本在环保方面下了巨大的工夫才把日本变作最干净的国家，同时

让我们惭愧的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还没有日本在环保方面做得好。在日访问的这么多天，

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不仅建立了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也学习到了许多许多。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一次日本来与这个美丽的国家来一次“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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