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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程） 

（对象国：中国，主题：公务员、大学生村官） 

 

１．日程概要 

由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派遣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 60名成员，于 11月 12日至 16日对日本进

行了为期 5天的访问。（团长：关涌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理事）。代表团一行由公务员（第１分团）

和大学生村官（第２分团）组成，分别走访了东京、长崎等地，访问了行政、农业相关的自治体、

企业及设施，通过与有关人员的交流，加深了对专业领域的理解及与日本青年和市民的亲近友好。

通过参观长崎的历史､自然､文化及体验温泉旅馆等，亲身感受了日本的魅力。团员们将自己的关

注事情及体验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了宣传。分团代表在回国前的报告会上发表了回国后的行动计划。 

 

【到访地】 东京都、长崎县 

 

２．日程 

11月 12日（周一） 

抵达羽田机场、【参观】皇居二重桥、参加访日说明会、出席欢迎会 

 

11月 13日（周二）～ 11月 15日（周四）  

２个分团分别走访问长崎县，地方行程结束后，11月 15日返回东京 

 

●第 1分团（公务员）：长崎县 

 【听取讲座】长崎县产业劳动部（长崎县产业相关讲座） 

 【考察・交换意见】协和机电工业株式会社 （水处理机械等的设计・制作） 

 【文化体验】入住温泉旅馆 

【参观】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长崎造船所史料馆、云仙岳灾害纪念馆 GAMADASU巨蛋、 

哥拉巴园 

 

●第 2分团（大学生村官）：长崎县 

 【听取讲座】长崎县农林部（长崎县农业振兴政策相关讲座） 

 【考察・交换意见】考察农场（谏早市 饭盛有喜地区、谏早湾中央干拓地区） 

                    南岛原市 广濑农园（桔子采摘体验） 

 【文化体验】入住温泉旅馆 

 【参观】出岛、哥拉巴园 

 

11月 15日（周四） 

●欢送报告会（汇报访日成果及回国后的行动计划） 

 

11月 16日（周五）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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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照片 

共同 （到访地：东京都、长崎县） 

  

11月 12日 【参观】皇居二重桥 

11 月 12 日 欢迎会上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中国 

蒙古第一课地域调整官井川原贤 

致辞 

  

11月 13日 【参观】哥拉巴园  
11月 15日 欢送报告会上团员汇报回国后的  行

动计划 

 

第 1分团（公务员） （到访地：长崎县） 

  

11月 13日 【参观】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 

长崎造船所  史料馆 
11月 14日 【听取讲座】长崎县产业劳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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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4日 【考察・交换意见】协和机电工业 

株式会社 

11月 15日 【参观】云仙岳灾害纪念馆 GAMADASU

巨蛋  

 

 

第 2分团（大学生村官） （到访地：长崎县） 

  

11月 14日 【听取讲座】长崎县农林部 
11月 14日 【考察・交换意见】考察农场 

（谏早市饭盛有喜地区） 

  

11月 14日 【考察・交换意见】考察农场 

（谏早湾中央干拓地区） 

11月 15日 【考察・交换意见】体验桔子采摘 

（南岛原市广濑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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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团员感想（摘选） 

第 1分团（公务员） （到访地：东京都、长崎县） 

◆ 本次考察给我提供了进一步了解日本及其文化、发展的机会。通过比较，我觉得日本有以下几

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一，精细化管理：拿制造业比较，中国与日本具备同样的创新能力，如造船业现今中国与日本

同属世界船业强有力竞争对手，但相比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很多很多更关注于成本的低廉，对

产品的使用周期等附加值的关注程度不如日本企业。同时在参观协和机电工业株式会社时，该企业

对安全生产及产品质量的管控工作的精细化程度令我印象深刻。按生产及销售规模来说，协和机电

工业株式会社可能算不上是大企业，但如此规模的企业在精细化管理上所下的功夫，可能很多中国

同等规模或更大规模的企业都比不了。 

  二，规矩意识：在日本我处处能体会到一种规矩意识。守礼知“敬”是种规矩；垃圾带回家是

种规矩；工厂零部件的整齐摆放也是种规矩。生活，生产中处处都藏至隐性或显性的规矩，人们在

守规遵纪开展各项活动，同时鄙视甚至惩罚逾矩的人，所以才构建了支撑社会和谐发展的诚信体系。

这也是人们相信日本质量、日本品牌的由来之一。 

 

◆ 日本的文化是深植心底的，日本的专业是由内而外的；每一个日本人对于国民文化的认同，对

于企业及个人软实力的认可，对于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学习或者说自然而然地去追求精致、

细致、极致，给我留下深刻地印象，不虚比行，收获满满！ 

  如果你留心，你会看到清晰的垃圾分类与回收模式，你会看到每个路口步行者优先的提示以及

停车线与斑马线恰当的距离，你会看到浴室的镜子不会雾化，你会看到登机时让 22排之后的旅客以

此引导客流，你会在烟自动售卖机前伫立良久，因为他把不满 18岁禁止售卖的规矩落到了最后专用

卡取货的“最后一公里”，你还会看到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一边加油，一边为客人擦净车辆……是的，

如果用心感受，这样的遇见会有很多，正如每每离开一处，工作人员都会尽致的挥手，所到之处，

主人都会热情的鞠躬欢迎，我想，能把这么多的事情落细、落小，做优做足，绝不止于尊重或者仪

式，而是发自内心的信仰，与人相处；和、敬、清，寂、与国奉献；勤、俭、专、久……这些印象

会永久的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自己立足本职，夙夜在公，拼搏进取的借鉴！ 谢谢这次日本之行，

衷心祝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进步！ 

 

◆ 这是我第二次来日本。第一次是和家人一起来日本旅行。当时日本的干净整洁、国民的善良友

好、处事的严谨细致就给我留下了美好并且深刻的印象。这次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能够再次

访问日本，让我非常荣幸，更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也学习到了很多：首先是日本人的严谨

细致。这一点从给我们每个人的日程表、行程安排和各类文件说明中就能看出，我想今后工作中再

做行程安排等我会向你们学习。其次让我感受到的是日本人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无论是三菱重

工造船史料馆的历史展现，特别是把事故报训呈现出来，还是协和机电工业到处都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到处都是企业“诚实”的标志，还有云仙岳灾害纪念馆面对自然灾害的态度，长崎产业劳动部

面对未来产业的担忧和对策等，无不体现了日本人的责任感，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

责，对自然负责，甚至保护环境是对人类负责。最后让我感受深刻的是日本人的文化和礼节。到处

遇见的都是笑脸和问候，让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行让我收获很多。我想中日文化虽然有差

异，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很重视对方的感受并且都是遵循传统文化，善良有爱的民族。我

想今后我会做更多有益于中日双方友好交流的尝试。希望中日未来能够世代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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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匆匆，愉快的 5 天访日之行即将结束，心中有着些许遗憾，还想到日本更多的城市去看一

看，也想更多更深入地去了解日本科技、经济等各个领域发展的状况。当然这许多的意犹未尽缘与

这次中国青年的友好交流，依赖于日中友好会馆等日方的相关机构和单位为我们精心安排地每一次

参观考察，每一顿美食，每一天行程，每一位工作人员周到细致地服务，感恩感谢为我们提供这次

宝贵机会的中方、日方所有人员，5天日本行得让我铭记。 

  一路上所闻所见既是那么亲切，又是令人震撼的。亲切的是我们长着同样的面孔，震撼的是日

本的国民性，一个国家的文化是需要一代代传承的，一个社会的规则和礼仪也是需要每一个人遵守

的。同团几天，感受到了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垃圾是否收集分类了？有没有排队了？餐盘里

的食物吃完了吗？看到他人微笑了吗？有没有向为我们服务的人说一声谢谢并鞠躬･･････环境真的

可以改变人，原来这一切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从今天做起。我想回国后这是要践行的第

一件事情，面对一个更美好的自己，周围也会出现更多美好而友善、文明的人们。 

  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在日本体现的淋漓尽致。日本崇尚道，这也是中日文化相通之处，大道

至简，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从细节开始，清楚细致，无处不在的指示，说明，干净整洁的街道，环

境资源的保护，循环发展的理念･･････都体现了政府管理的高效和务实管用，这是此次访问印象犹

为深刻的一点。 

 

◆ 本次访问中日方安排我们与长崎县政府产业劳动部交流，参观协和机电。在访问长崎县政府产

业劳动部时我并未明显感到长崎县在产业政策制定方面与中国的具体差异，但关于政策产业过程以

及实施、监督、评价等方法方式，在县厅的介绍和交流中并未涉及，所有关于机构设立、人事安排

等又缺乏广泛可比性，所以日本政府的施政没有引起我很多惊叹。协和机电是一家有实力也有日本

特色的企业，参观协和机电的过程让我感触良多。中国改革开放后，与日本交往甚密，学习了大量

的发展经验。从那时起，中国的企业就在向日本学习，时至今日部分优秀中国企业也已达到或接近

了日本企业的管理水平，但要做到像日本企业一样将企业文化和员工培养一从贯之，建设传承百年

又活力无限的世界知名企业，中国的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日本的城市管理是此次日本之行让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日本城市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干净和有

序，高楼不多，通路不宽，但不见破败、杂乱，没有喧闹和堵车这两样中国城镇普通存在的问题，

各类公共设施都充满人性化设计，体现着服务意识。最让人感叹的是，日本的城市管理是全民参与

的，市民有作为城市主人翁的自觉，能主动遵守市政管理规定，城市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仿佛

有一种默契，有同样目标。这与中国城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显着对抗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而

这种对抗性无疑会大大提高管理成本，加大城市管理负担。 

 

第 2分团（大学生村官） （到访地：东京都、长崎县） 

◆ 此次访问历时 5 天，虽然时间不长，但收获很多。对日本风土民情，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战略

和传统文化都有深入了解。同时和云南省的大学生村官交流沟通后，对扶贫工作基层换届选举工作

等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一. 细致入微，夯实工匠精神。这一方面我认真向日本的工作人员学习。特别是文本材料的制

作，精益求精之余，更要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将对方想要了解，应注意的事项都一一列出标明。同

时，在日常工作中，对待文件的细节会更加耐心细致。不仅如此面对基层群众，作为一名大学生村

官，注意工作方式之余，会以更加精细的服务解决群众困难和需求。 

  二，热情待人，增强服务意识。在日本访问的这几天，最感动的是日方的服务，工作人员、司

机、酒店的服务员都热情得帮助过我。即便在语言不畅通的情况下，也能从对方的笑容中感受到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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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微笑是最好的服务。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一个基层服务者的身份投入到工作当中，热情、

温暖地面对每个人，加强沟通和交流，以对方的实际，需求出发，认真思考，最终完成每项服务基

层的任务。 

  三，加强协作，建立团队意识。在了解长崎县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在振兴当地农业发

展过程中，各类民间团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与同科室工作人员，

其他乡镇大学生村官的交流与协作，找到自我在团队中的定位，发挥优势为实现团队利益最大化做

出自己的贡献。 

 

◆ 此次访日之旅让我实地近距离地领略到了我们的邻邦日本的城市之美、风俗文化、现代化建设

等方面的情况。虽然时间短暂，但是日方精心策划行程和活动，并将细节安排得非常到位，各项活

动之间都提前准备好，没有出现拥挤忙乱的场面，这让我非常佩服。比如，在安排酒店入住和乘坐

飞机时，我们国内会有较复杂的核验人员身份和领取房卡、登机牌的过程，而日方为我们提前准备

好了，在快到达的时候就发给我们，这种一站式的服务正是我们最欠缺的。在长崎县听取农林水产

部关于农业方面介绍，主办方提前准备好了详细的打印好的 PPT资料，数据，图表一目了然，听说

这的政府大楼普通老百姓也是自由出入的，这让我萧然起敬，我国的政府部门还需要更好地处理与

老百姓的关系。实地考察农场时，我发现日方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达到了极致，开垦山地，填海造陆，

荒地复垦这些都体现了其精细农业的不易，工匠精神需要农业从事人员认真用心去生产，通过规模

化，集约化生产出绿色环保的产品才会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能让农产业振兴，故乡村振兴需要我们

发挥才智，努力实干和创新去推动乡村振兴。 

 

◆ 分享在日几天的所见所闻，把照片给亲朋好友分享，讲述日本的礼节文化和饮食文化，把从日本购

买的小纪念品带给并赠与怀柔区其它乡镇的大学生村官，如果可以，自制 PPT 借用大学生村官办提供的

宣讲会向大家仔细讲述本次出行过程中的精彩时刻积极向《大学生村官在怀柔》杂志提稿，向怀柔村官

办提供照片。查阅有关日本农业、林业发展的论文，进一步深入学习优秀的农林方式方法，继续热爱日

本动漫和日本美食并与亲朋多多交流相关问题。 

 

◆ １.政府形态与服务方面异同点。长崎县农业部大楼的开放办公形态与中国庭院式或半开放式政府形

态略有不同。长崎县开放式办公服务能够非常便于居民的日常咨询与服务。这一点，比半开放式的中国

政府形态更能体现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但中国的半开放式政府服务模式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符合现阶

段的发展。这一点，值得借鉴。 

  ２．长崎县的环保农业值得借鉴。饭盛百喜地区的胡萝卜，马铃薯种植基地规模与种植模式值得推

广借鉴。中国传统农业以家庭承包联产制为主，均是由农民自主决定，但这样不利于形成品牌效应，应

结合当地农业发展形势，研究推广规整土地，打造农产品规模品牌，让农民参与进农产品品牌打造过程

中。 

  ３．干净整洁的环境卫生。从东京机场到东京市街、公园，再到长崎市，以及长崎县的农田，均有

一个共同点：干净。街道、建筑物、汽车、门窗玻璃均擦不到一丝灰尘，这除了与日本的气候有关，更

多的是日本居民的全体配合有关，这一点，令人敬佩。一日整洁的形象容易做到，天天如此整洁，就是

日本国民的自律，日本政府的引导息息相关，这一点令人敬佩。 

  ４．日本的国民性与答谢习俗增强幸福感。这几天遇到的日本人，无论是在酒店还是在公园以及店

铺，均爱说谢谢或抱歉。这种感谢文化让日本人心存感恩，幸福指数也会相当提高。从他们的言行举止

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目前生活的满意，对帮助自己或不相关的陌生人的感谢，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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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热爱。 

◆ 到日本的这几天时光里，感触很多，收获很多。现将这几天的感悟和大家分享：第一，来到日本，

日本的人很热情，日本的接待单位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最让我震撼的是，飞

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每一位地勤人员都会鞠躬。这一点让我很佩服。第二，日本的风景很美。每天都有

不一样的期待，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长崎的风景真的很美。在日本能把基础农田做成风景线。日本的

饮食文化也很有特色，也很精致。第三，日本的城市环境，乡村环境真的很干净。在日本之旅中我们没

有发现任何有垃圾的地方，没有发现任何车不干净，包括施工过程中开出来的汽车都要清洗干净后才通

过。在日本吸烟必须到指定的地方才可以吸，不能在公共场合吸。在日本扔垃圾必须分类，按类去扔。

从这些小的细节可以反映出日本的国民综合素养很高。 

  还有很多很多感悟，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总之，日本是一个很美很神奇的地方。它有大城市的

喧闹，有农村的宁静，有发达的科技，也有传统的文化。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一次来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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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接待方感想 

◆自治体相关人员 

○ 感谢代表团到访本县。团员们积极热情，感到我们的接待工作意义非凡。提出了与日本人不同

观点的问题，让我们得以学习借鉴。 

 

○ 团员们积极提问，感到时间不够充足。如分成几个主题以少数人形式进行的话也许可以提出

更深层次的问题。 

 

○·参观者热情懂理，我们非常满意。 

·能安排到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本县进行考察，深感荣幸。 

·事先确认可否拍照等，懂得遵守社会日常礼仪。 

·如能提前了解具体的提问(如“日本如何处理家畜粪便”等)和考察方概要(中国农业概要、 各

省农业概要及负责地区农业概要)则可更加有的放矢进行说明。 

 

◆企业相关人员 

○ 感谢来访并兴趣怏然的听取公司介绍、参观工场及多数的提问。此外，团员们对公司品质管

理和其他改进措施等颇有兴趣，对公司举措的赞赏将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通过此次经历，加深了

彼此的了解，期待以后有共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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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代表团成员发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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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在报告会上汇报回国后的活动计划 

第 1分团（公务员）  

（到访地：东京都、长崎县） 

第 2分团（大学生村官）  

（到访地：东京都、长崎县） 

  

・在单位向领导汇报访日见闻，向同事介绍访日感想。 

・向家人、亲戚、朋友介绍访日感想，并赠送日本礼物。 

・通过 Wechat 等社交网络，向周围人传达并分享访日

感 

想。 

・用实际行动实践工匠精神，如垃圾分类，收集等。和 

周围人一起朝着目标努力。 

・积极参加有关日本的志愿者活动等。 

・通过各种手段研究日本文化，为能更好地理解日本而 

努力。 

・切实实践在日本学到的农业振兴方面的好方法，如通 

过直销所提高务农者收入的做法等，不实践得不出真 

知。 

・回国后结合各地农村实情，灵活运用日本的先进做 

法，努力发展和推进农村及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