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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500名高中生友好交流使者访日代表团（第三批） 

访问日程 2015年 12月 13日（星期日）～ 12月 19日（星期六） 

 

 

1 活动概要 

由中国教育部派出的中国500名高中生友好交流使者访日代表团（第三批）共294名师

生于12月13日至12月19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7天6宿的访问。（团长＝赵琳，黑龙江省教育

厅副厅长）。 

 此次活动系2015年5月，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3000

名成员访问中国时提出并决定实施。500名中将分三批访问日本，本代表团系三批中的第

三批。 

访日团走访了日本各地，包括视察有关科学技术与历史文化，在各个领域感受了日本

的魅力和优势。此外还通过学校交流、访日纪念植树和家庭访问等活动，加强了与日本高

中生和普通市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加深了相互理解。 

 

2 日程  

12月 13日（星期日） 

到达成田国际机场、羽田机场 

A团 1・2号车、B团、C团 1・2号车：参观浅草 

A团 3号车：参观台场 

访日活动说明会 

 

12月 14日（星期一） 

讲座「面向未来的异文化交流～为了促进中日友好～」 

A团：参观东京都厅瞭望厅 

B团：台场散步 

C团：参观增上寺 

视察日本科学未来馆 

欢迎会 

 

12月 15日（星期二） 

A团：前往福井县，参观恐龙博物馆，考察商业设施 

B团：前往北海道，参观北海道博物馆，拜访北海道厅，参加欢迎交流会 

C团：前往奈良县 

1・2号车：于奈良县立高取国际高中进行交流，参加访日纪念植树活动 

3号车：于奈良县立樱井高中进行交流，参加访日纪念植树活动 

体验日本文化（下榻日式旅馆） 

 



2 

12月 16日（星期三） 

A团：拜访福井县厅 

    1号车：于福井县立足羽高中进行交流，参加访日纪念植树活动 

    2号車：于福井县立丸冈高中进行交流，参加访日纪念植树活动 

    3号车：于福井县立武生东高中进行交流，参加访日纪念植树活动 

    访问日本家庭 

B团：视察北海道可口可乐瓶装工厂 

    1号车：于北海道札幌东高中进行交流，赠送访日纪念树 

    2号车：于北海道札幌东陵高中进行交流，赠送访日纪念树 

    3号车：于北海道千岁高中进行交流，赠送访日纪念树 

    访问日本家庭 

C团：参观东大寺・奈良公园，拜访奈良县厅，日本家庭寄宿 

 

12月 17日（星期四） 

A团：参观越前和纸之乡・越前竹人形之乡，参观大本山永平寺・藤野严九郎纪念馆，体 

      验日本文化（下榻日式旅馆） 

B团:视察商业设施，视察洞爷湖周边，体验日本文化（下榻日式旅馆） 

C团：日本家庭寄宿，参观夏普博物馆，视察商业设施 

 

12月 18日（星期五） 

A・B团：前往东京 

C团：前往东京，参观皇居 

报告会 

 

12月 19日（星期六） 

A团 1・2号车：参观浜离宫庭院 

A团 3号车：参观新胜寺 

C团：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 

从成田国际机场、羽田机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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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片  

 

  

12 月 13 日 浅草見学（東京都） 
12 月 14 日 グローバル教育フォーラム

赤石和則理事によるセミナー（東京都） 

12月 13日  参观浅草（东京都） 
12 月 14 日赤石和则国际教育论坛理事长的

讲座（东京都） 

 

 

12 月 14 日 グローバル教育フォーラム

赤石和則理事によるセミナー（東京都） 
12 月 14 日  日本科学未来館視察（東京都） 

12月 14日 赤石和则国际教育论坛理事长

的讲座（东京都） 
12月 14日 视察日本科学未来馆（东京都） 

  

12 月 14日 歓迎会（東京都） 12 月 14日 歓迎会（東京都） 

12月 14日  欢迎会（东京都） 12月 14日  欢迎会（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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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 恐竜博物館見学（福井県） 12 月 15 日 北海道庁表敬訪問（北海道） 

12月 15日  参观恐龙博物馆（福井县） 12月 15日  拜访北海道厅（北海道） 

  

12 月 15 日 歓迎交歓会（北海道） 12 月 15 日 歓迎交歓会（北海道） 

12月 15日  欢迎交流会（北海道） 12月 15日  欢迎交流会（北海道） 

 

 

12 月 15 日 奈良県立高取国際高等学校と

の交流・訪日記念植樹（奈良県） 

12 月 15 日 奈良県立桜井高等学校との交

流・訪日記念植樹（奈良県） 

12月 15日  于奈良县立高取国际高中进行

交流，参加访日纪念植树活动 

12月 15日 于奈良县立樱井高中进行交流，

参加访日纪念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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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 日本文化体験（和風旅館泊） 

（奈良県） 
12 月 16 日 福井県庁表敬訪問（福井県） 

12月 15日  日本文化体验（下榻日式旅馆）

（奈良县） 
12月 16日  拜访福井县厅 （福井县） 

  

 

 

 

 

 

 

 

 

12 月 16 日 福井県立足羽高等学校との交

流・訪日記念植樹（福井県） 

12 月 16 日 福井県立丸岡高等学校との交

流・訪日記念植樹（福井県） 

12 月 16 日  于福井县立足羽高中进行交

流，参加访日纪念植树活动 

12月 16日  于福井县立丸冈高中进行交流，

参加访日纪念植树活动 

  

12 月 16 日 福井県立武生東高等学校との

交流・訪日記念植樹（福井県） 
12 月 16 日 ホームビジット（福井県） 

12月 16日  于福井县立武生东高中进行交

流，参加访日纪念植树活动 
12月 16日  访问日本家庭（福井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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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 北海道コカ・コーラボトリン

グ工場視察（北海道） 

12 月 16 日 北海道札幌東高等学校との交

流・訪日記念植樹贈呈（北海道） 

12月 16日 视察北海道可口可乐瓶装工厂

（北海道） 

12月 16日  于北海道札幌东高中进行交流，

赠送访日纪念树 

 

 

12 月 16 日 北海道札幌東陵高等学校との

交流・訪日記念植樹贈呈（北海道） 

12 月 16 日 北海道千歳高等学校との交流 

・訪日記念植樹贈呈（北海道） 

12月 16日  于北海道札幌东陵高中进行交

流，赠送访日纪念树 

12 月 16 日  于北海道千岁高中进行交流，

赠送访日纪念树 

 

12 月 16 日 ホームビジット（北海道） 
12 月 16 日 東大寺・奈良公園見学（奈良

県） 

12月 16日  访问日本家庭（北海道） 
12 月 16 日  参观东大寺、奈良公园（奈良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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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 奈良県庁表敬訪問（奈良県） 12 月 16 日 ホームステイ（奈良県） 

12月 16日  拜访奈良县厅 （奈良县） 12月 16日  日本家庭寄宿（奈良县） 

  

12 月 17 日 越前和紙の里・越前竹人形の 

里見学（福井県） 
12 月 17 日 大本山永平寺見学（福井県） 

12月 17日  参观越前和纸之乡及越前竹人

形之乡 （福井县） 
12月 17日  参观大本山永平寺（福井县） 

  

12 月 17 日 藤野厳九郎記念館見学（福井

県） 

12 月 17 日 日本文化体験（和風旅館泊）

（北海道） 

12月 17日 参观藤野严九郎纪念馆（福井

县） 

12月 17日  体验日本文化（下榻日式旅馆）

（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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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7 日 日本文化体験（和風旅館泊）

（北海道） 

12 月 17 日 SHARP ミュージアム視察（奈 

良県） 

12月 17日  体验日本文化（下榻日式旅馆）

（北海道）  
12月 17日  视察夏普博物馆（奈良县） 

  

12 月 18 日 報告会（東京都） 12 月 18 日 報告会（東京都） 

12月 18日  报告会（东京都） 12月 18日 报告会（东京都） 

 

 

 

 

 

 

 

 

 

 

12 月 19 日 浜離宮庭園見学（東京都） 12 月 19 日 新勝寺見学（千葉県） 

12月 19日  参观浜离宫庭院（东京都） 12月 19日  参观新胜寺（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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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员感想（摘要） 

○  这次访问给我印象最深的两点，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和工匠的细造。 
    在日本有很多为盲人、坐轮椅的老人和年幼儿童准备的特殊设施，我观察到很多场所都

有盲道，为轮椅准备的电梯和哺乳室。在福井国际交流中心楼梯上和会议厅中心也设有盲道，

恐龙博物馆门口有免费的轮椅和婴儿车，永平寺有垂直电梯。在中国也有类似设施，但日本

做的更加周到和完善。 
 
○  行前就听别人说过，日本服务业的态度很好，我自己却发现不是很好，而是非常好。在

路上遇见会鞠躬打招呼，来时出门迎接，离开时一直挥手目送我们离开。记得一天早上，大

巴车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下午乘车时司机竟然会向乘客道歉。也许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习以为

常的事情，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难以置信，我想这正是差距所在，也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资本。 

    日本人待客之友好也出乎了我的意料。与住家一起吃饭、逛商场时，总会先询问我们的

意见。 

    她们说离圣诞节也不远了，想赠送我们圣诞礼物，我们百般推脱，可她们不知在何时购

买了，并在我们离开时赠与了我们小礼物。这也让我们十分感动。在我们离开之后，她们依

旧站在原地向我们挥手致意。 

    我想以上这两点是我最想向周围传达的吧。 

 

○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家庭访问”这个活动。日本的民众都十分热情，我们之间的语

言沟通基本上没有没有什么问题。日本学生的英语程度出乎我的预料，不仅发音标准，而且

词汇量大，于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十分愉快。日本妈妈带我们吃了大阪烧，餐桌上大家毫不拘

束，不仅聊得开心，而且吃得也很香。这次的经验十分宝贵，我一定会将其当作一生的挚宝

好好珍藏。 

    回到自己的国家后，我想我会分享的第一件会是日本的美食，好看又好吃，而且对于我

这种在中国就爱吃日本料理的人来说这次真的是大饱口福。第二就是日本关于环境保护的各

项措施。像垃圾分类这些，中国虽然有做，但群众的积极性不高，可能是普及度不够，如果

能让大家了解到垃圾分类后的好处，也许大家也会积极地去执行吧。 

    这次的访问让我对日本留下了十分好的印象。日本是一个有秩序、干净、讲礼貌的国家。

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希望能将这些好的习惯带回国，取长补短，建设祖

国。 

 

○  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家庭访问。我们访问的家庭有两个和我们同龄的日本姑娘，和我们交

流得非常开心。我们谈论美食、动漫、爱好，让我感觉到文化交流是无国界的。女主人还为

我们准备了有日本特色的晚餐与亲手制作的饭后甜点让我们真心感到日本家庭的热情与诚意。

知道我喜欢柯南后，S先生还特意放了一段柯南，真是太开心了！他们真的很友好，让我有回

家的感觉。 

    回去后，我会把我的经历告诉家人和同学们，日本的学生真的很可爱，和我们交流的时

候毫不拘束，真的很友善。还有日本的抹茶真的很好吃，我买了好多回去，都分给同学们尝

尝。 

    最后，感谢日方的热情招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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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浅草寺。在浅草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古朴风格。香炉与实木的古典韵味，不同于

北京四合院中风味十足的腔调，也不同于丽江古城山水的飘忽灵动。这里是日本，东京都。

穿着传统和服的老人和少女，散发着诱人香气的和果子，铿锵的日语。即便不属于这里，我

也深深地被感动。或许是人又或许是灯光，把心中照得暖洋洋。 

    另外是协调员。B1车的协调员是一位十分可爱的小姐，十分热情，每时每刻都元气满满。

她十分细心，并每次做事之前都会温柔地问“这样好吗？”或是“可以吗？”。同时她又很幽

默，经常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再就是学校交流和家庭交流。日本高中生实在是热情之至，精心为我们准备了欢迎会和

交流活动。家庭访问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I小姐的父亲是士兵，她说很抱歉。她出生在长春，

十一岁都没有见过父亲。她说父亲希望不要战争，日中可以永远和平下去。当她满脸眷恋地

问我们，长春是什么样的城市时，心中有根弦轻轻被扯动。 

    我会把我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告诉我身边的人。并且郑重地告诉他们“日本的人

民真的很好” 

 

○  日本人的细心令人印象深刻。电梯两侧都有楼层按钮，是很贴心的设计。泡温泉的种种

规矩，自动扶梯上不急的人左侧站好，右侧让给着急上楼的人，显示出了处处给予他人方便

的高尚精神。许多中国人心中只有自己，并且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这因此造成了很多

不幸。在路上为了省时间抢了红灯，而丢失了性命。不仅害自己，还害了别人。 

日本老百姓对我们非常热情，一些小朋友也聪明，善良。日中两国青年能知心交流，是

两国友好和平的基础，我为两国光明的未来而高兴。 

最近，两国间发生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事，但这不能抹杀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两国间

的分歧也不能让人无视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会告诉周围的人，日本人民多么友好热情，让他

们常来日本，让两国友好基础更牢固。 

 

○  这次交流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活动是访问学校和(日本人)家庭。我们在学校上了堂外国人老

师的英语课，向日本学生学习了日本民谣“樱花，樱花”，还体验了书道，折纸，茶道。在这

个过程中，我感觉到日本老师与学生对我们的友好，给我们带来了温暖。日本课堂非常自由，

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朋友。而且他们有相当丰富的课外社团活动，学生们多才多

艺，全面发展，我们很羡慕。 

    之后，我们又访问日本人的家庭。他们家的成员热情，周到地接待了我们。就日本的美

食，动漫，运动员，中国的城市和学校的情况，还有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进行了丰富的交流，

增进了了解。我们也诚挚地邀请他们来我们的家乡观光。 

    回国后，我会向身边的人介绍这次活动的行程，告诉他们日本的魅力，传达日本人民的

友善。并且建议他们去日本观光。 

 

○  通过这次访问，我对日本这个国家乃至这个民族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认识。最令我印象深

刻的就是访问日本学校，与日本学生交流的活动。日本学生热情，很有礼貌，对我们中国客

人非常友善。商场和酒店的服务人员也向我们鞠躬问好，日本这个国家的礼仪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因为在中国，这种现象很少存在了。回国后，我会与老师，同学，家人等交谈，

把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日本新的认识告诉他们，因为在日本我确实感悟了很多。在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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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介绍日本时，介绍这个国家的长处或是值得学习的地方是理所当然，无需掩饰的，因为这

就是事实。 

 

○  此次访问，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与日本学生的交流和寄宿日本家庭。 

我想向大家传达的是有关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热情好客。尽管语言不通，行为方式不同，

但这不会成为一道屏障，不会变为交流时尴尬的存在。我们大家都是带着一颗真诚热情的心

去了解，去感受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让我受益颇多。尤其是与日本学生、家人交流时大家

都有共同的爱好，比如动漫或一些体育运动。其实日本这个国家和人民没有我们想得那样厌

恶，这只是一方面。我们应该开阔自己的眼界，敞开胸怀。不能再让历史停滞此刻，铭记历

史，不让历史重演的同时也要勇于开拓交流，促进中日两国的密切交往才是真正有益于中日

两国人民的事情，才符合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主题。 

 

○  本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时，看到的来参观的小学生，他们没有

老师的引领，自己排队、参观……。一切都井然有序，有一位小女孩，她的票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她却并没有恼火，而是认真地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从中我能感受到日本孩子从小应该就

接受到“独立”的教育。这是我们应该加强的地方，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作为青年的我们，

更应具备独立意识。 

  其次，来到北海道，很惊叹于这里的城市的整洁，没有高楼大厦，但每一幢房子都很干

净，没有任何污垢和垃圾，这里的城市虽然不像中国的大都市，但这里散发出来的人文气息

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让我们感到浓郁的现代化气息。 

  日本人民对待我们很亲切，日本料理也很美味，回国后，我想向周围的老师、同学、亲

属传递一些日本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以及日本国民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希望我们和日本的老

师同学都能彼此学习，互相帮助。 

 

○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助残设施。其中最突出的是随处可见

的盲道，从楼梯到街头，到红绿灯口，到门口，甚至延伸到屋内，不仅洁净，更重要的是大

家都很自觉地让开，不去踩盲道。还有商场里，公司里，博物馆里的斜坡，供给轮椅族使用，

几乎只要有楼梯的地方都有斜坡和扶手，没有育道，也会有备用的轮椅。这在中国是不普遍。 

  二是交通。一路上，我观察着日本的交通建设，已经有多层交通的样子，轻轨、单轨、

隧道、大桥、盘曲环绕，大气高端，相信用不了多少年，日本就可以发展起空中交通，人们

都可以坐着飞车上学上班了。 

  还有安全通道的设置，随处可见，醒目，而且随时启用，也可以看见天花板上密集的喷

水装置，以防火灾。垃圾分类的设计，很细心，但通常上面没有英文，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

很难辨识，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国民的英语水平不是很高，但也可以理解，给我们的访问增添了许多挑战和乐趣。 

  礼节方面，我学会了见面问好，鞠躬，微笑。不那么冷漠，也为人生增添了很多温情。

日本商店的老板很细心，很认真地为我们撕下价格纸，包好包装，这点我们是没有的。 

  日本的问题，人口问题虽然发现了严重之处，但没有想到解决方法，历史认识和传统文

化的保存方面做的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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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环境方面 

  日本的环境治理特别到位，天很蓝，水很清，空气也很新鲜，森林覆盖率十分高，是一

个拥有美丽自然景观的国度，虽然这里仍有许多的大工厂，但国家的有效手段，使得环境没

有遭到太严重的破坏。 

（2）人文方面 

 日本的人们都很友好，他们十分注重礼节，每一个鞠躬、一声问候、每一个微笑都让我

们感受到了他们对礼仪的重视。酒店服务员的体贴服务、司机先生的热心帮助、日本高中生

的热情交流、民宿家庭的温馨接待，都让我十分感动。 

  回国后： 

① 我将进一步给同学和家人普及保护环境意识，让大家学会垃圾分类，节约资源。 

② 将告诉周围人，让大家学习日本人们特别注重礼貌这一点，从对长辈的一次鞠躬，对同学

的一声感谢开始。 

 

○  在体验民宿家庭活动中进一步了解到民众的热情与友善。我作为一名英语学生，语言交

流方面存在一定障碍，但他们的耐心与友善、热情款待都向我展示出美好的人性魅力与精神

风貌。 

   在回国后，我会就日本人民身上的责任意识、环保意识与礼貌友善的性格作部分说明，推

荐他们来积极学习，领略日本民众身上好的，积极的性格与生活方式、意识，并体验与中国

不一样的历史文明，饮食文化。并且日本的科技与企业管理，创新意识值得参观与学习交流， 

我们应该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吸收、包容与中国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等内容，并非

常积极、准确的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使“中国梦”尽早实现。 

 

○  我们在民宿家庭一起做章鱼小丸子和饭团。每一把食材放入锅中，用心编织的食物出锅

后的成就感是不言而喻的，当每一缕清香溢出锅的惊喜让我感到了发自内心的幸福。早晨漫

步在田野上，乡村整齐的排列就是世外桃源般美好夺目，阳光晒在屋子上的光晕使人感到开

心而且美好。时间像是静止在这个古朴的村庄看岁月开出一朵哀艳的花。 

    我希望在我回国以后能和同学们分享在这里的经历，日本友人的和蔼热情更让人回忆颇

深。日本干净的马路，笔直的人行道，金黄的银杏，火红的枫叶，组成了这个集古朴与现代

于一身的城市。 

 

○  印象最深的事情:家庭访问中和一位 4岁女孩一起洗澡。 
    具体:由于语言不通，只会说“卡哇伊得斯内”和“哈衣”和一些简单日语的我负责与那

个非常可爱说得一口流利的标准日语的小女孩玩，几个小时后我们结下了跨越 13岁年龄障碍
的深厚友谊，不知道她说了什么的我，用“哈衣”回答了与她一起洗澡的请求，后来女主人

告诉我，我才得知，但答应的事一定要做到，开始不知如何交流，忘了带日语手册，之后取

了，用尽各种册子上的日语问词，当说了“我不会说日语”和“你明白了么”后她开始用 123
列举教我简单发音，但并没有学会，最后音乐成了我们交流最好的桥梁，我们不知唱了多少

遍日本民谣人人都会的＜四季歌＞她在我眼里是一个超级可爱的小妹妹，我会想念她的。 
 
○  此次出访我看到了日本的环保意识非常强，在路上没有垃圾桶却完全没有垃圾乱扔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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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日本这个可居住面积并不多的岛国上，随处可见花草树木，在这个优美的环境下，山

上的树木有各层次的颜色，天空呈现出诱人的蔚蓝，空中的白云一朵一朵，海鸟摆动着翅膀，

在这怡人的环境中飞翔，好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家，真值得我们的学习。另一方面，走在日本

的街上，随处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与礼仪，人们在见面时，认识的人总要向对方鞠躬，问

好。上电梯时，人们一定会靠左行，将右边留给有需要的人。回国后我会学习日本人的礼仪

文明，将我的周围营造出一个人人和善的氛围。 
 
○  我无法忘记 12月 15日下午在樱井高中的经历。 
    那里的同学们热情大方，用对待真朋友的方式招待我们，同学们都被他们的热情打动了，
纷纷不愿离开。 
    他们为我们准备了诸多精彩的节目:书法、器乐、舞蹈、歌唱表演，配合默契，为我们带

来了一场完整、独特、优秀的演出。我最爱的是有传统元素的器乐表演，同学们完美地将日

本特有的演奏形式展现了出来。 
    节目过后是球赛，也是日本的传统游戏，规则我就不再赘述了，大家也都玩得开心。自
由拍照留念时间是收藏回忆的美好的时机。大家其乐触触，像久别的朋友般。 
    离别总是不可避免的，我那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有伤心、有无奈、有不舍、还有痛苦。 
    谢谢日方可以给我们这次交流的机会，贵国的友好和真诚使我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