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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一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6年 8月 21日（周日）～8月 28日（周日） 

 

1  概要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派遣的 2016年第一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一行 96名成员，于 8

月 21日至 8月 28日来访，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8天的访问。（团长：丁小鸣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

际联络局  巡视员） 

    本次活动作为「JENESYS2.0」计划的一环，代表团访问了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奈良县、秋

田县、埼玉县及兵库县等地。各分团（「交通（第 1分团）」「少子老龄化（第 2分团）」「观光（第 3分

团）」）围绕主题，分别考察了相关企业、团体及设施，出席了日中媒体畅谈会，听取了有关讲座，并

进行了媒体访问、街头采访及考察活动。通过家庭寄宿、参观各地方城市、历史建筑及体验日式温泉

等多样的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 

 

2  日程  

8月 21日（周日） 

第 1分团：抵达羽田国际机场，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 

第 2第 3分团：抵达成田国际机场 

说明会 

 

8月 22日（周一） 

第 1分团：访问警视厅交通管制中心、参观国会议事堂 

第 2分团：访问埼玉黄金剧院 

第 3分团：访问株式会社哈多巴士、参观东京塔 

日中媒体畅谈会、欢迎会 

 

8月 23日（周二） 

第 1分团：访问共同通信社、街头采访（神乐坂）、参观东京塔 

第 2分团：访问 TBS电视台、参观皇居二重桥、街头采访（柴又帝释天参道商店街） 

第 3分团：访问富士电视台、参观皇居二重桥、街头采访（谷中银座商店街） 

 

8月 24日（周三） 

第 1分团：前往奈良县明日香村、家庭寄宿 

第 2分团：前往秋田县、听取秋田县政府讲座、入住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第 3分团：前往兵库县、听取兵库县南淡路市政府讲座、参观自凝岛神社、庆野松原、 

入住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8月 25日（周四） 

第 1分团：明日香村家庭寄宿、访问读卖电视放送、考察大阪市交通局 绿木车辆工厂 

第 2分团：访问社会福祉法人泉会福祉复合设施 Welview泉、参观田泽湖、仙北市家庭寄宿 

第 3分团：参观布袋尊护国寺、乘坐观潮船参观鸣门涡潮、参观美菜恋来屋（蔬菜食品直销店）、 

     南淡路市家庭寄宿 

 

8月 26日（周五） 

第 1分团：参观西本愿寺、二条城、京都铁道博物馆、伏见稻荷大社、 

入住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第 2分团：仙北市家庭寄宿、参观角馆武家住宅、访问秋田魁新报社、参观秋田县立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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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分团：南淡路市家庭寄宿、欣赏淡路人形座人形净琉璃、访问神户新闻社、 

          体验在日式蜡烛上绘画 

 

8月 27日（周六） 

第 2分团：参观东京塔 

前往东京、考察商业设施、欢送报告会 

 

8月 28日（周日）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3  照片 

  

＜全团＞ 

  

8月 22日 日中媒体畅谈会 听取东京大学大学院  

高原明生教授讲演（东京都） 

8月 22日 日中媒体畅谈会 日中混合分组 

讨论会(东京都) 

  

8月 22日 欢迎会 丁小鸣团长致辞 (东京都) 8月 27日 欢送报告会  团员发表感想(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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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分团＞ 

  

8月 21日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东京都） 8月 22日 访问警视厅交通管制中心(东京都) 

  

8月 23日 访问共同通信社(东京都) 8月 25日 明日香村家庭寄宿(奈良县) 

  

8月 25日 访问读卖电视放送(大阪府) 8月 25日 视察大阪市交通局绿木车辆工厂（大阪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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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6日 参观西本愿寺(京都府) 8月 26日 参观二条城（京都府） 

 

 

8月 26日 参观京都铁道博物馆(京都府) 

 

 

 

 

＜第2分团＞ 

  

8月 22日 访问埼玉黄金剧院(埼玉县) 8月 23日 访问 TBS电视台(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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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3日 参观皇居二重桥(东京都) 
8月 23日 进行街头采访:柴又帝释天参道商店街 

(东京都) 

  

8月 24日 听取秋田县政府讲座(秋田县) 
8月 25日 访问社会福祉法人泉会 福祉复合设施

Welview泉（秋田县） 

  

8月 26日 参观角馆武家住宅(秋田县) 8月 26日 访问秋田魁新报社(秋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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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7日 参观东京塔(东京都) 

 

 

 

＜第3分团＞ 

  

8月 22日 访问株式会社哈多巴士(东京都) 8月 23日 访问富士电视台(东京都) 

  

8月 24日 听取南淡路市政府讲座(兵库县) 8月 24日 参观庆野松原(兵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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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5日 参观布袋尊护国寺(兵库县) 8月 25日 乘坐观潮船参观鸣门涡潮（兵库县） 

  

8月 25日 参观美菜恋来屋（蔬菜食品直销店） 

(兵库县) 
8月 26日 欣赏淡路人形座 人形净琉璃(兵库县) 

  

8月 26日 访问神户新闻社(兵库县) 8月 26日 体验在日式蜡烛上绘画(兵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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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员感想（摘选） 

【第 1分团】 

○ 这次访问，使我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体验到东京、京都、大阪等不同地区的独特魅力。短短 8天时间，

通过主办方的精心安排，我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化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一个国家是有其鲜明的性格和魅力的，而这种性格和魅力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居住并生活在这里的国民。

日本人民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严谨”，不管是在参访期间，还是在生活中，他

们对于秩序、时间、承诺的严谨态度都令人肃然起敬。第二个关键词是“专业”，他们以专业的态度做专业的

事。在我们访问的所有单位，无论是媒体，还是生活、社会、交通相关的单位，他们都高度重视我们的到来，

并认真细致地准备各种详细材料，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是全力认真做答。在大阪交通局绿木车辆工厂，一位

工人专门写下中文的讲稿，在每个字上面标注了拼音，全程坚持用中文为我们做介绍，令我非常感动。 

这次访问也让我在专业领域收获了许多知识。我不仅访问了电视台，共同通讯社，还参加了街头采访，

以及在明日香村的寄宿活动，这些体验对我来说都非常宝贵。在中日媒体恳谈会上，一直到主持人宣布结束

的时候，我们还在依依不舍地进行着讨论，我还趁机采访了日本专家学者对中国公共安全和中国警察的印象，

这都对我今后的新闻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非常感谢。 

 

○ 在此次访问中，有三个方面的事情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一是日本非常干净整洁，不管是在东京、大阪等城市还是在明日香村那样的村庄，不管是在大的酒店还

是在小的超市，哪怕是每一个洗手间，都非常干净漂亮，使人身处其中非常舒心。 

二是日本人非常礼貌，非常守规矩。在街头寻求帮助，日本人很友好，很热情，即使语言不通，日本人

也是想办法帮助，没有丝毫不耐烦。日本人很守时，很讲规矩，很有秩序，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有序排队

的身影。 

三是日本人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外宣传，利用中日之间有关联的故事，接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增进彼

此之间的感情。比如，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在致词中讲到他到石家庄的故事，在奈良明日香村时，有村民提到

的唐朝交流的故事，在读卖电视台参观时，他们也讲到与上海媒体的合作。 

回国后，我将向周围的朋友讲述在日本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积极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 

 

○ 首先，日本国内交通的实际运行和管理情况，我会向我的同事、亲朋好友做详细的介绍。把我在日本参

观警视厅交通管制中心、体验新干线、视察大阪市交通绿木车辆工厂、参观京都铁道博物馆的感受，听到的，

看到的，还有所拍摄的，同他们分享与讨论。 

此外，参加了日中友好会馆主办的欢迎会及欢送报告会，以及 7天来与日本老师的接触，最重要的是，7

天来具体行程的落实执行，让我对日本人的时间观念、日本人的友好友善印象深刻。 

神乐坂的街头采访，还有奈良县明日香村家庭寄宿是我比较喜欢，也印象深刻的两个活动。尽管语言沟

通上存在障碍，但通过想办法克服，最后收获不少。在神乐坂街头，我和我的团队成员分别采访了蛋糕店的

营业人员，身穿和服准备练习舞蹈的姑娘，还有经营一家日本木屐、油伞等传统工艺品的百年老店店主，经

营一家自行车店的 22岁青年等等，让我对各个年龄阶层的日本人有了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了解了他们的实际

生活和真实想法。特别是家庭寄宿活动，还让我对日本的民宿生话，日常起居，生活饮食习惯等印象深刻。 

 

○ ①环保:踏入日本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地上看不到一片纸屑和烟头，所有车辆干净发亮，连轮胎都如新

的一样，不粘泥不粘灰，所有的房屋店面都是干净整洁的，没有蒙尘污垢。 

②秩序:不管在商场里、街道上，亦或是电梯里、公车上，排队是一种习惯，此外，不管何时何地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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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靠左走或靠右行走，有急事，你依然可以在人潮中顺畅通行。 

③细节:马桶可以冲掉厕纸，不用担心下水道的承受力，手机是静音的，公共场合很少听到铃声响起。吃

饭、交谈结束要把椅子放回原处，原则上不给别人添麻烦，集体就餐不要提前离席，以示对人的尊重。当然，

细节还有很多，从接待单位所做的相关准备工作和服务,就可见一般。 

④科技:在铁道博物馆，100多年前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力量。孩子们可以亲身体验机车的各个

部位的运作原理，科技馆里，孩子们甚至可以看到火箭的零件，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应该也是日本

人有这么多小发明的原因。 

以上信息均可向周围传达。 

 

○ 此次 8天 7夜的访日活动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有几件，一是东京汽车保有量多于北京 200万辆左右却少见

堵车，这要归功于他们有一套强大的交通监测系统，在城市布满密密麻麻的监控灯，哪儿遇上堵车便迅速调

节红绿灯时间。正基于此，东京车多却通车顺畅。二是日本媒体对工作的敬业值得学习。在我所访问的共同

通信社和读卖新闻社中，了解到日本的记者一般在公司是没有常用办公桌的，他们更多与所对口的企业或单

位联系紧密，办公地点就直接选取在对口单位或企业里，此做法更有利于贴近采访对象，并更快获得独家新

闻，甚至跑暴力案的记者更是辛苦，直接住在警局内，天天拜访警察，以博好感，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他们常

获独家报道的法宝。三是整个日本社会民众所表现出的守纪律是刻在骨子内的。无论在地铁站、厕所门前、

检票口、乘扶梯，只要是需要排队的地方，毫无例外地每条队伍均是自发形成，并且毫无吵架声、喧闹声，

我想这肯定与日本人从小从父母、学校那接受的教育相关。其实这几天下来，对日本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感

悟颇深，有很多方面是我们国内所不足的，回国之后，我想将我在日本所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悟到的

一切分享给周围亲朋好友，也要极力推荐他们有机会一定要到日本走一走。 

 

【第 2分团】 

○ 通过此次围绕少子老龄化的主题的访问，走进艺术剧院，乡村、相关机构的考查，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

有：1、对应少子老龄化的社会，日本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尝试，诸如组建老年人组成的艺术剧院，发挥老

年人的优势，让老年人有事情做，通过艺术表演的载体，让老年人找到了展现才华的舞台。2、日本在应对少

子老龄化方面，通过福泉会等机构，组建了老年人、残疾人士、社区等共同关心、关爱成长、生活的环境，

让幼儿感受长辈的关爱，让老年人看到幼儿成长的未来，这对社区构建立体的育人环境作出了积极的尝试，

值得中国在应对老龄化方面借鉴。3、通过这段时间的考察，除了了解日本的饮食文化和美丽的自然风光外，

还了解了日本的历史文化，日本注重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在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处领先的地位，值得中

国学习，也有助于中国在教育、医疗卫生领域学习日本的经验。 

回国之后打算向周围的朋友、同事等介绍日本的感受，把切身看到的事情及感悟通过媒体介绍给所在区

域。同时，向同事朋友等介绍日本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等，让更多的人可以亲自到日本观光，旅游，了解

日本的历史文化，传承日中关系友好的理念，面向未来，合作共赢，让中日关系世代友好。 

 

○ 来之前对日本的了解主要来自日本电影（如黑泽明，北野武等人作品）和电视剧（如《东京爱情故事》），

觉得日本人谦卑恭敬，善于学习。但活力不够，拘束有余。来日本后，经过在东京和秋田县的访问，感到日

本市民工作节奏快，敬业精神强，日本农民纯朴友善，热情好客，日本在媒体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

民生保障方面的一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比较突出。目前，日本正从税收政策、社会福利等方面

作出调整，鼓励国民生育，解除大家对子女抚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顾虑。秋田县作为日本人口老龄化最



 

 
10 

严重的地区，正探索建立残障福祉服务中心，鼓励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对高龄者进行生活支援，加强老人与

儿童的交流互动，这对改善老年人晚年的物质、精神生活是一种很有意义、很有示范价值的探索。中国的老

龄化问题也日渐突出，日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的探索将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 这次难得去东京以外的地方城市访问和交流，秋田县的 3 天时间是很难得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作

为一家地方性的报纸，其订阅量达到 22万份，而全县家庭数是 40万户，也就是说秋田县 2个人中就有 1人

订阅报纸。与此同时，报纸的收入也主要来源于订阅费。以小见大，日本民众具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较强的

学习欲望，这值得其他民族学习。 

因此，回国后我打算向周围的人传达日本的国民性，爱读书、爱学习是一个不断追求上进的民族。 

 

○ 本次访日活动，令我感触颇深的有以下几点：①看起来拘谨刻板的日本人，实际上却是严肃而活泼，有

爱的。此次采访各地，无论是电视台、报社、交通站、政府机构、公共场所，除了十分详尽的注解，指引以

外，随处都可以看到画着孩子、老人、动物、植物之类的可爱的漫画说明，这十分具有代表性，让生活在这

里的人群在不知不觉中，常常感觉到轻松而快乐，因为简单而有趣的表达，令人心中温暖。②人文关怀、细

心、周全。在机杨，有儿童游戏区，妈妈们可以放松自己，小孩子可以自由安全的玩耍；在餐厅、任何一个

洗手间，所有商场门口，都有儿童座椅，baby clanging，伞用后装置等々等々，这些体贴的生活细节不盛枚

举，这种人文关怀的意识，体现了日本社会文明进步与发达。③专业化程度被适用于各个领域，体现了高效

性。日本的社会分工体现在各个方面。界线清晰，无需用人的道德，责任来束缚社会规范，而是通过明确的

社会分工制度制定“应该”与“不应该”，这样，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达到精细分工下的个人易

达到的目标，社会体系自然形成完整的流程规范。④日本对教育产业的重视，对社会各界人士读书习惯的培

养意识十分发达，日本的农民有文化，儿童爱艺术，每个人都能随处读书，这是民族强大的基础。日本的书

店品类众多，内容广博，儿童、家庭主妇、少年、青年均被满足。许多交通场所，都摆放了可自行阅读的书

籍，并且有趣、轻松，是很好的心理建设，安排。 

 

○ 最近 7 天，我随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访问。访问安排紧凑，内容充实，既有官方讨

论，也有民间交流，重点以日本老龄化社会和福利为切入点，近距离的观察了解日本社会现状，在较短的时

间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日本的老龄化迅速加快，并且认知症（老年痴呆症）是很多日本老年人不愿意接受的，所以日本开始对

老年人实施“一体化”的介护，这一制度的实施大大提高了日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极大地减轻了社会负担，

延缓或消除了一些老年人罹患严重疾病，减轻了医疗保险的压力。 

中日之间，由于历史原因，两国交往中存在问题的认知不同，媒体在舆论引导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社会职

责，需要媒体工作者的我们真正具有政治眼光、战略高度、国际视野，力戒感情用事、把自己的个人情感凌

驾于国家的根本利益之上；力戒恶意炒作，不合适的言论不发表，真正为国家利益服好务，帮忙不添乱。 

 

【第 3分团】 

○ 很荣幸参加本次活动，感谢主办方周到贴心的安排，本次 JENESYS2.0活动内容安排丰富紧凑，使中国青

年媒体工作者既有机会与日本优秀同行深入全面地沟通交流，又能深入日本社会基层，到一线街头采访，入

住日本家庭，体验日本文化，收获颇丰。在与日本同行的交流中，我深切感受到双方在传播中仍存在不少误

会和误解，不利于中日两国开展更为深入全面的交流合作，因此也深感责任和任务更为不易；在企业参访和

街头采访中，我深切感受到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之密切，中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有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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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促进作用，而日本经济的稳定也必将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在 Home Stay 活动和与日本老百姓的交

流中，我更深入地了解了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也深为他们的热情和善良所感动，被日本民众的坚韧和坚持折

服。总而言之，此次活动让我更深入全面地领略日本的魅力，有助于我在今后工作中更好地找到中日关系报

道契合点，更全面、客观、深入地报道日中关系的发展。谢谢！ 

 

○ 此次日本之行，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日本民众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的几大外在表现就是干净、安静

和勤奋。 

来日本之前，其实我已经听说过日本的街道很干净，轮到自己亲眼所见时，仍被民众的自觉性所惊讶。

无论是在东京这样大城市的背街小巷，还是在南淡路市的街道，街面都很干净。虽然没有垃圾箱，但是并没

有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 

其次是安静，在大街上，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喇叭声。在地铁里，大多数人也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勤奋方

面，印象深刻的当属神户新闻社。1995年神户大地震中，从睡梦中惊醒后，摄影记者立刻冲到街上，用照相

机记录下这一刻，只因为信仰“自觉性是新闻记者的 DNA”。 

还有一项让我难忘的，是民宿体验。我和队员住进 T 女士家中。为了迎接我们，一家人特地制作了欢迎

条幅，准备我们最喜爱的寿司，带我们观赏人形净琉璃，还带我们放花火。虽然我们语言不同，交流起来得

靠翻译软件，但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份善良、热情和淳朴。临走之际，T 女士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当地特产和

零食，担心我们路上饿了、渴了，让我们很感动。 

回国之后，我将把这些感受与周围人分享，用自己的眼光发现一个更加富有魅力的日本。 

 

○ 参加活动前知道日本是发达国家，以为会有很多高楼大厦，但来日本以后发现，楼宇虽然密集，但并不

是那么高，日本人彬彬有礼，对我们也很友好，最重要的是自律性特别好。 

我们去了富士电视台和神户新闻社，这两个地方与我们的专业最为相符，收获也颇丰。特别是富士电视

台，在娱乐和影视制作以及综艺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在日本国内也是最厉害的。我们去参观了他们的新闻

编辑室和演播厅，大开眼界，他们还办了个活动—梦大陆，也是营利项目之一。 

在神户新闻社，他们对于突发性完善报道很有经验，他们在阪神地震时，依然没有停止出刊，令人景仰。 

 

○ 初来乍道时，被这个国家随处呈现的干净整洁所震憾，更被无处不在的细节所温暖。洗手间，宾馆，餐

厅，公共场所吸烟区，让人感慨，细节会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好感。 

老龄化问题很产重，尤其那些在国内本应该由年轻人从事的工作大多由老年人完成，有一丝无奈。这样

的问题也许很快就会在中国变成现实，如何让我们的国家吸取经验，以最好的状态应对老龄化问题，也将成

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日本的传统文化保护非常有效，值得我们学习。尤其在南淡路市参加的一场由当地中小学生组织的人形

净琉璃交流活动，看到那些年龄不到 12岁的孩子们有模有样的表演，不由地鼓掌点赞。保护传统文化不仅仅

是一句口号，作好媒体该有的引导和表率，应该成为常念。 

日本的国民性很友善，新身经历打破了国内的个别偏见。和平不易，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

都不会恶意的煸动民族、仇恨、鼓励战争，所以，加强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通过亲身感受化解误会应该成

为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常态活动。 

总之，短暂的日本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这个国家的好感进一步加深了，感谢 JENESYS2.0项目，

感谢一路陪伴的工作人员们，感谢民宿期间细心照顾的一家，我会再来参观，祝大家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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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此次访问，我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访问期间，

我们近距离接触了日本的人民、媒体、社会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对两国之间的差异与共性进行了比较。日本

在经济、科技、环保和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他们在应对交通、污染和老龄化等问题的控索

值得中国借鉴。与寄宿家庭的相处虽然短暂，但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经历。这为我们接近、理解日本人

民提供了绝佳条件，一般的考察访问显然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回国后，我会讲此次访问的所见所闻，真实、及时地介绍给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向他们澄清一些原

本的成见并推荐他们到日本亲自体验、感知，还原一个并非通常认为的日本。 

真心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携手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