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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庆祝天皇诞辰招待会

11 月 10 日—11 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

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在“共同面

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下，回顾了 APEC 至今

25 年间的发展历程。本次会议设立三大议题：“推动区

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

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

11 月 27 日，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天皇陛下 81 岁的生日（12 月 23 日）日本驻华大使官邸举办了庆祝

天皇诞辰招待会。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等来宾约 1000 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47 家日本驻华企业及 22 个自治体、团体代表等纷纷布置展台，借此良机向与会人员展示

了“日本品牌”的优势与特点。

木寺大使在致辞时首先对即将到来的天皇陛下

的生日表示祝贺。谈到时隔两年半举行的日中两国

首脑会谈，大使认为此次会谈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

了“战略性互惠”的原点，同时也向全世界发出了

要发展合作关系的强烈信息。坚信良好的日中关系

不仅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都将做

出贡献。

日中首脑会谈
11 月 10 日，在北京出席 APEC 领导人会议的日本

国总理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日中首脑

会谈。时隔两年半的这次日中首脑会谈，再次确认了战

略互惠关系原则，为改善日中关系迈出了一大步。期待

今后日中关系在各个层面得到改善，国民间交流也进一

步扩大。



日本文化介绍活动

●和服演示会

●待客之心

7 月 19 日，本馆举办

了“日本文化介绍活动”

（和服演示会）。我们请

来同时身为和服造型师和

设计师的富田伸明老师及

其团队，开展了以和服为

主题的日本文化活动。和

服的试穿环节人气火爆，

参加者们争先恐后举手要

求上台试穿，最后，数位

参加者身着美丽的和服，

把会场点缀得十分绚丽。

日本大使馆今后仍将举办

多种文化活动，期待大家

的踊跃参与。

10 月 18 日，本馆举办

了“日本文化介绍活动（待

客之心）”。本次活动题为“待

客之心”，请来在日本航空从

事舱内客服的史冠华女士担

任讲师，为大家讲授日式待

客的习惯、礼仪及做法，并进

行现场演示。今年是日本和中

国之间开通固定航线 40 周年，

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40 年前，日中邦交正常化后

的 1974 年，连接日本和中国

大陆的固定旅客航班正式开

通。今后大使馆会继续举办

各种活动，并通过本馆主页、

微信、微博进行活动通知。



10 月 9 日，在大使馆多功能厅举办了我馆与永旺 1% 俱乐部（日本大型零售企业永旺集团的各主要公司拿出 1%

的税前利润，用于环境保护、回馈社会的公益活动组织）共同举办的“中日高中生交流”活动。参加该活动的 120

名日中高中生共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该欢迎会的对象是通过永旺 1% 俱乐部的“小大使”国际交流活动于 10 月 7

日至13日访问中国的60名日本高中生，此外，曾通过该活动于今年7月访问日本的60名中国高中生们也出席了该会。

在欢迎会开始前，我馆馆员还与日中的高中生进行了答疑交流。高中生们提出了各种问题，如“该如何解决日本年轻

人不愿前往国外发展的问题？”“东京外务省的工作与大使馆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应如何加深日中友好？”等等。

8 月 9 日，在大使官邸举办了 JET 项目参加者交流会。JET

项目是将外国年轻人作为国际交流员或外语指导助手派赴到日本

各地的地方自治体工作的项目，至今为止来自中国的参加者已达

1463 人次。他们在回国后仍然作为日中友好的桥梁活跃在各个

领域。交流会当天，大使对 JET

项目参加者为促进日中交流所

作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并表

示，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促进

日中间的相互理解、构筑信赖

关系发挥作用。此外，当天参

会的 3 名今年回国的 JET 参加

者还就在日期间开展的活动作

了精彩的报告，内容包括开办

料理教室大获好评、为访问的

20 余所学校举办中文讲座、介

绍中国文化等。他们还通过工

作和参加业余兴趣活动等结识

了众多日本朋友，大家纷纷表

示前去赴任的自治体已经成为

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希望今后

大家能够继续为日中友好做出

贡献！

大家听说过 JENESYS2.0 吗？该项目是

2007 年开始的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

划（JENESYS：Japan-East Asia Network of 

Exchange for Students and Youths）的后续

项目，于 2013 年开始实施，其目的是通过在

含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和国家之间开展 3 万

人规模的青少年交流活动，使大家感受日本

的魅力，增进相互理解。2014 年已通过该项

目派遣了 15 个代表团访问日本，约 1200 名

中国朋友在日本停留一周左右时间里与日本

青少年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交流。下面介绍其

中几个活动！ 7 月 9 日至 16 日， 83 名音乐

专业的中国学生访问日本，在东京以演奏会

的形式与东京艺术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交流，

还参观了在札幌举办的“国际教育音乐节”

（Pacific Music Festival（PMF））。10 月

14 日至 19 日，中国的艺术家、演员、播音

员共 60 名前往日本，欣赏了剧团四季的音乐

剧，体验了能剧、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还

游览了京都。

日本小大使欢迎会

JET项目参加者交流会 JENESYS2.0



8 月 12 日由本馆与日语学习沙龙 JASLON 共同举办的“日

语播音·报道大会”在本馆多功能厅圆满落幕。此次比赛分上

午和下午两场，来自中国各地学习日语的大学生以及在中国学

习汉语的日本留学生共计 300 人参加了此次盛会。选手们被分

为 50 个小组，每个小组有 3 分钟的时间模仿电视台的播音员和

记者，用平时所学的日语就各种日本文化和流行资讯进行介绍，

如何将图片内容生动地传达出来正是竞赛的重点。本馆的部分

职员也作为评审参与其中。此次活动在NHK全国新闻中也有报道。

10 月 16 日由本馆与国际交流研究所共同企划的“日语

教材·日本”感想文竞赛表彰典礼在本馆多功能厅举办。国

际交流研究所的大森和夫所长（元朝日新闻编辑委员）夫妇

连续 25 年致力于日中交流，为中国学生编撰日语教材，迄

今为止共向中国 130 所以上的大学无偿捐赠 30 万余册。此

次的表彰典礼可以说是以上活动的一次集大成的总结，众多

日语教育领域的有识之士出席了此次盛会。

 日本大使馆微信
日前，本馆的官方微信正式开通。

微信号为：japanembassy，搜索关键

词为：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我们会通过

这个平台介绍本馆活动及中国国内举办

的日本相关活动的信息、日本的全方位

介绍、日本留学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扫

一扫，加关注！

本馆通过微博和微信缅怀 11 月 10

日逝世的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先生，收

到了很多粉丝悼念的评论，另外还收到

了花束和悼念信。

日本の风

阅览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东街 1 号（100600）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 9:30-17:00   周六 12:00-17:00
电话：010-6532-5847                       传真：010-6532-7987
网址：http://www.cn.emb-japan.go.jp/       邮箱：info@pk.mofa.go.jp
Web Japan：http://web-japan.org/other/index_ch.html

 日本大使馆微博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apanembassy

腾讯微博：
http://t.qq.com/japanembassy

本馆迄今为止通过新浪微博

平台，发布了各种各样与日本相关

的信息。在此基础上，今年 7 月 4

日正式开通了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的

腾讯微博。我们会通过这个平台介

绍本馆文化活动信息、大使动向、

日本最新消息、日本文化、日本旅

游、日语学习、日本生活、日本留

学、热点话题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敬请关注！

“日语播音·报道大会”举办

“日语教材·日本”感想文竞赛表彰典礼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