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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2017 年第二批中国高中生访日团Ｂ团 

访问日程 2017 年 10月 17日（周二）～10月 25日（周三） 

 

１ 概要 

  由中国教育部派遣的 2017 年第二批中国高中生访日团 B 分团一行共 149 名成员，于 10 月 17 日

至 10 月 25 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9 天的访问。（副团长：曹国平 江苏省教育厅 机关服务中心 主任） 

该事业作为「JENESYS2.0」项目的一环实施进行。代表团访问了冈山县、兵库县、大阪府、滋贺

县、福井县、福冈县及茨城县，亲身感受了“酷日本”文化，体验了日本多领域的魅力及优势。同时

通过与当地高中生进行交流，加深了与日本同龄人之间的友好及相互理解。 

 

２ 日程  

10月 17日（周二） 

第 1･2分团：抵达成田机场 

第 3･4分团：抵达羽田机场，参观皇居二重桥 

第 5分团  ：抵达羽田机场 

 

10月 18日（周三） 

说明会 

听取关于企业和创新的讲座、参观浅草寺・仲见世大道，欢迎会 

 

10月 19日（周四） 

第 1･2分团：前往冈山县，参观仓敷美观地区 

 第 3分团  ：考察洋马博物馆，参观黑墙广场 

 第 4分团  ：考察福屋工厂“Hakuhaku” 

 第 5分团  ：考察月星运动鞋工厂 

 

10月 20日（周五） 

第 1分团：访问冈山县立濑户高中并进行交流 

第 2分团：访问金光学园初中‧高中并进行交流 

第 3分团：访问滋贺县立国际信息高中并进行交流 

 第 4分团：访问福冈县立明善高中并进行交流 

 第 5分团：访问福冈县立有明新世高中/福冈县立八女农业高中并进行交流 

 

10月 21日（周六） 

 第 1･2分团：体验民宿（冈山县濑户内市） 

 第 3分团  ：体验民宿（滋贺县东近江市） 

 第 4分团  ：参观太宰府天满宫、九州国立博物馆，体验民宿(福冈县浮羽市） 

 第 5分团  ：参观二见浦、一番盐工作室、太宰府天满宫，体验日本文化（烤梅枝饼），体验民宿

（福冈县福冈市） 

 

10 月 22日（周日） 

 第 1･2分团：考察川崎世界、神户海洋博物馆 

第 3分团  ：体验坐禅（大门山永平寺） 

第 4分团  ：前往茨城县 

第 5分团  ：前往茨城县 

 

10月 23日（周一） 

 第 1分团：访问大阪府立樱冢高中并进行交流，讨论会 

第 2分团：考察杯面博物馆大阪池田，访问大阪府立三岛高中并进行交流，讨论会 

第 3分团：访问福井县立足羽高中并进行交流，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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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分团：访问茨城县立水户商业高中并进行交流，讨论会 

 第 5分团：参观商业设施（筑波市），参观牛久大佛，讨论会 

 

10月 24日（周二） 

第 1･2･3分团  ：前往东京都 

第 4分团      ：参观偕乐园，前往东京都 

第 5分团      ：考察明治工厂守谷，前往东京都，参观东京塔 

 欢送报告会 

第 1･2･3･4分团：参观商业设施（横滨·秋叶原） 

 

10月 25日（周三） 

第 1･2分团：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第 3･4分团：参观原宿·明治神宫、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第 5分团  ：参观原宿·明治神宫、由成田机场启程回国  

 

３ 照片 

＜共通＞ 

  

10 月 18 日 关于企业和创新的讲座 （东京都） 10 月 18 日 关于企业和创新的讲座 （东京都） 

  

10 月 18 日 参观浅草寺・仲见世大道（东京都） 
10 月 18 日 欢迎会 中国教育部基礎教育司 副司長 

馬嘉賓团长致词（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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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欢迎会 与东京都立田柄高中吹奏乐队学

生交流（东京都） 
10月 18日 欢迎会 中国高中生表演（东京都） 

 

 

10月 24日 欢送报告会 团员汇报访日成果 

（东京都） 
 

＜第１･２分团＞ 

  

10月 19日 参观仓敷美观地区(冈山县) 10月 22日 考察川崎世界（兵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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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分团＞ 

  

10月 20日 访问冈山县立濑户高中并进行交流 

（冈山县） 

10月 23日 访问大阪府立桜冢高中并进行交流 

（大阪府） 

＜第２分团＞ 

  

10月 20日 访问金光学园初中‧高中并进行交流 

（冈山县） 
10月 23日 考察杯面博物馆大阪池田（大阪府） 

 

 

10月 23日 访问大阪府立三岛高中并进行交流 

（大阪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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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分团＞ 

  

10月 19日 考察洋马博物馆（滋贺县） 
10月 20日 访问滋贺县立国际信息高中并进行交流

（滋贺县） 

  

10月 22日 体验坐禅（大门山永平寺）（福井县） 
10月 23日 访问福井县立足羽高中并进行交流 

          （福井县） 

＜第４分团＞ 

  

10月 19日 考察福屋工厂“Hakuhaku” (福冈县) 
10月 20日 访问福冈县立明善高中并进行交流 

(福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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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1日 参观太宰府天満宮(福冈县) 10月 21日 参观九州国立博物馆(福冈县) 

 

 

10月 23日 访问茨城县立水戸商业高中并进行交流

（茨城县） 
10月 24日 参观偕乐园和常磐神社（茨城县） 

＜第 5分团＞  

  

10月 19日 考察月星运动鞋工厂（福冈县） 
10月 20日 访问福冈县立有明新世高中并进行交流

（福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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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0日 访问福冈县立八女农业高中并进行交流 

            （福冈县）  

10月 21日 参观二见浦、一番盐工作室 

（福冈县） 

  

10月 21日 体验烤梅枝饼（福冈县） 10月 24日 考察明治工厂守谷（茨城县） 

 

４ 团员感想（摘选） 

 

○  此次在日本有很多愉快的回忆。 

我们聆听了仓泽老师关于创新的讲座，获益良多，明白了创新要与历史文化相结合。 

我们参观了仓敷美观地区，感受到了日本传统意识气息。 

这次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民宿活动，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情和友好，体验了日本人民的日

常生活。 

我回国想传达的是：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所以我们更应该培养

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祖国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印象最深的是民宿。日本民宿家庭十分热情，带我们体验了当地民风民俗。最让人感动的是民宿

家庭的老爷爷给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并且一再叮嘱我们如果下次再来日本一定要联系他。通过这次

民宿我加深了对日本的印象，受益匪浅。 

我回国以后要传达的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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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方面我亲眼见识了日本的干净整洁，特别对环保垃圾分类有深切的感触。同时也对空间的

立体应用也很感兴趣，并且希望可以把这些理念带回中国。 

    从创新方面我们聆听了知名学者仓泽老师关于创新的讲座，收获颇多。也为我们将这些创新技术

能力带回中国建设国家奠定了基础。 

从学校交流方面我们认识了友好的日本同学，他们的独立能力很强，所以一个人骑一个多小时的

自行车上下学。这种独立能力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从家庭交流方面，我们有幸体验了民宿，日本普通人民对我们的友好照顾让我们十分感动，我们

也切身体会到了日本人民的生活，体验了淳朴的民风民俗。 

 

○  在冈山县立濑户高中的艺术课上，我们与日本同学一起学习了合唱歌曲。在学习过程中，日本同

学担心我们难以理解乐谱，细心的用彩笔帮我们进行了标注。并努力克服语言障碍指导我们学习歌曲。

在分组和学习的时候日本同学能做到自主学习并主动带我们融入集体走进课堂。我将向周围传达：本

次赴日访问活动，我们欣赏了日本的市容感受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参与了日本的课堂教学体会了日本人

民的生活。 

1)日本的街道整洁干净建筑物独具特色。 

2)日本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制造创新、程序创新、销售创新、组织创新四个方面，能够做到长久发

展的企业往往拥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3)日本能通过一些人性化的设计提高空间利用效率。 

4)日本的教育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课程设计独特，文化课程与艺术体育课程兼备，社团活动丰富，

强调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5)我们接触到的日本人民对我们都很友善，在日期间的民宿家庭访问与学校访问中，他们也亲切

接待我们，努力给我们最佳的体验。 

 

○  印象最深刻的事 

    1）民宿家庭与我们相处的二天一夜，我们之间虽语言不通，但仍积极地通过翻译软件进行交流。

民宿妈妈曾在中学期间访问中国，这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这也许是她二十多年后接待我们中

国访问生的原因之一。民宿妹妹一开始很害羞，而后在爸爸的带领下用软件问我们一些简单的问題。

民宿爷爷作为家中长者，在我们面前全然没有架子，全程为我们驾车，冒着一天大雨亲自为我们解释

文化遗迹背后的故事。民宿奶奶虽然话不多，但她一直帮我们准备用餐，洗浴等事，忙个不停，我们

十分感谢。 

    2)在学校交流中，我们发现日本青少年与我们有着相似的爱好与烦恼，聊天十分有趣。他们的乐

器，舞蹈等表演，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课堂之外的风采，魅力，令人印象深刻。 

传达信息 

    1)日本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科技先进的发达国家 

    2)日本民风淳朴，国民热情好客 

    3)日本国民素质很好，礼节周到 

 

○  很高兴能代表中国高中生出访日本，在日期间，收获颇丰。 

    首先，日本对于环境保护重视且实践到位。日本道路上尽管垃圾桶很少，但是道路仍干净整洁，

垃圾分类与回收也相当细致。一方面体现了国家政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日本文明程度普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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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其次，日本对于教育方面也是有独到的见解。日本的基础文化教育完善，而对于学生的技能与才

艺也相当重视，日本学校开设了大量的社团并留出固定时间，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培养一份技能，而国

民素质的相对高，一部分归因于日本对孩子从小的文明教育，拥有利人利己的思想。 

    最后，日本人民创新意识强烈，企业也在更新换代中得以提高与发展。在川崎世界以及拉面博物

馆的参观中，认识到了在竞争的大趋势下，创新才是企业得以生存的道路，而创新也需要日常生活的

观察与发现，例如，垃圾的分类细致从一方面也影响了日本人民的创新意识。 

    回国后，我将向周围的亲友传达访日期间的收获，鼓励更多的青少年机动应变，将理论付诸实践，

培养更多技能，领略日本文化，有机会到日本亲身感受。 

    同时，我将向同学传达日本的魅力，促进中日高中生间的友谊，增进理解，加强沟通。 

 

○  1)日本仪式感强。每一次活动都会有欢迎会和欢送会，形式上也高度重视。这与江苏省提倡的“八

礼四仪”也有相通之处。 

  2)日本学校重视社団活动。通过社团活动，能有效提高学生交际能力，团结合作能力，提高学生

的艺术修养，从而提高学生素质，为日本的创新力量投入新的动力。 

    3)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因国土面积的影响，日本需对资源进行合理规划，避免资源浪费。在我看

来，城市的设施密集却又有序，对资源进行了最大化利用。 

    4)对食品卫生方面的高要求。超市所有生鲜食品均采用包装，一来避免了浪费，二来保证了食品

质量。筷子基本上是一次性的，也相对卫生。 

    回国后，我会通过撰写微博等社交方式以及口述方式，将日本的新鲜事物传递给亲友。中日两国

应进一步加深国际交流，在贸易上互惠互利，多多交流文化技术。 

    愿中日两国世代友好。 

 

○ 访问日本后，我对日本产生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其中，我对日本的文化保护和继承印象最深。在

市区内和公司用地内有时会有寺庙。这些寺庙保存完好，甚至还进行了翻修或新规划，使其焕然一新

而没有因为经济发展中的用地需求而拆掉。日本的传统继承深入每家每户，许多家庭都采用传统的装

修，比如榻榻米，写日本文字的灯笼，纸窗，推拉式木门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传统被保存至今，

如跳日本舞、跪坐、茶道、花道、剑道等。这些有日本特色的传统文化让外国人也能迅速体验到日本

的风情。 

回国后，我将向周围的人传达我访问日本的感受。干净的城市，日本的传统文化，日本人的环保

意识，良好的开车习惯，认真严谨的办事态度等，以及向大家展示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 

    除此之外，我还将向周围展示中日两国的合作程度，提倡中日友好，让大家对日本产生兴趣。 

最后祝福中日两国之间的友谊天长地久。 

 

○ 此次访日活动， 日本在创新方面让我最有感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例如洋马博物馆，洋马公司

原本是转类改造发动机业务，而后进行转型生产农业用具并坚持环境友好，为表明心态，教育人民，

成立了洋马博物馆，一个环保创新型博物馆。它用太阳能电板置于外檐，美观又承受了馆内基础用电，

楼顶绿化又很好缓解热岛效应，发动机废热又形成一个泡脚池。这样的创新、融合非常值得学习，我

要向周围倡导创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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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仓泽治雄讲师的讲座 

    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若一切归循旧制，便是被整个潮流的浪潮拍打到沙滩上，在岸边，

望着那些掌握时代脉搏的人，往前奔涌向遥远的地方。 

    所以，创新，是我们新时代高中生必须具备的重要品质，确实，学习是必须的，而学习不单单仅

是两个汉字，而是其意无穷的。可以在书本中从前人的思想中了解人文，而实地去感受不同地方的文

化和自然景观也不失为另一种不同方式的心灵交流。创新，应从实践出发。 

    特斯拉，Space X 等特大会社的创始人 Steve Jobs，Mark Elliot，Elon Musk，这些改变世界的

成功人士都使整个世界为之震动。也是这些人，他们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运行轨迹，将便利带往所

有人的身边。 

    说起创新，最重要的便是有宽阔的眼界，与准确的预知力。时间是流逝的，世界是往前运动的。

找准规律，抢占先机，从细小的地方发现机会。在顺境之时不要安于现状，而是干预开拓成为勇者。

为什么一定要委身于一隅抱着残缺之物画地成牢？为什么不一手持着盾，一手拿着剑，负芒披苇，披

荆斩棘？ 

信息：日本是一个极其发达的国家 

      民众都非常友好，敬职，懂礼仪。 

 

○  此次高中生访日团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民宿体验活动。它更像是生活中一次重要的实践体验，

在人生的画板上抹上重重的一笔。它让我们体验了最具有日本特色的普通民主生活，像关东煮等传统

美食，让人流连返，而且他们热情好客，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待我，在家中我们体验了富有日本色彩的

游戏等，经过双方文化碰撞后的比较，我认为两者间应取长补短，相当交融。 

    回国后，我将主题班会上宣扬日本的先进文化与创新能力。日本其最大的优点便是懂得将国内外

文化交融互补，到最后取长补短，我们应学习此类精神。创新能力从亚洲大学的排行榜便可看出，前

十中中国多所大学上榜，但当其进行创新能力的评测与估计时却无一所大学名列前茅。又像所参观的

洋马馆一样，尽可能做到能源循环与合理利用，防止废热等散失其不仅易破坏环境，还会增大日本每

年对资源需要所支付的财经财单，又如他们的餐桌礼仪，可能许多人认为它很“形式化”，过于繁琐。

但这些难道不是正能保障用餐时的利益到位的方法吗？又如仓泽治雄先生的讲座，为我们介绍了创新

的几个大方向与目标“制度创新—改变世界的产品，程序创新—改变世界销售方法，销售创新—开拓

新的市场，组织创新—新的组织，新的方法，新的人才安排”，但我认为归根结底我们应加快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 才能不停的追赶时代的脚步使得国家永恒昌盛。 

 

○  日本国民的素质普遍挺高，待人谦逊有礼，脸上经常挂着笑容。街道干净整洁，马路上基本 

看不见垃圾。汽车很少鸣笛，绿化率较高，环境较好。 

通过茶，花文化及博物馆，我更深刻的了解到了日本文化的兼容性。对于优秀文化的学习， 

吸收与改进方面做得十分出色。即学习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优点，又融合进了日本民族的特色。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 

参观工厂让我感受到了工人们的严谨与认真。他们一丝不苟的态度与中国的「工匠精神」是 

十分相像的。 

在日本人民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所以，我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 

下去，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成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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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最深刻的是民宿的那一天。那天我们参观了一个小镇。小镇很古老，但值得赞叹的是周边的

环境。向四周环顾，山水相连。山上一片都是很高的树，是经人细心打理的。 

河中也有许多水利工利。日本对于环境保护的注意我也是听说过的。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令人感

叹。我希望回国后大力宣传环保意识，落实在行动中。让我们国家处处都变成如此一般的世外桃源。 

 

○  印象最深的事： 

在福冈县时，一天晚上从商场出来，看见一位老人坐在街边。或是无家可归，或是其他。 

一位男警官坐在她一旁，另一位女警官弯下腰，低声对她说些什么。令我十分触动。 

传达的信息： 

1)日本同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并很好的留传下来。如茶道，花道。 

2)东西方文化相结合。例：传统和食和西餐；和服和西服。 

3)工厂制度完善，工业化自动化普及 

4)社会，交通各方面的建设十分完备 

 

○  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民宿，接待的家庭热情好客，交谈融洽。 

回国后我要向周围传达我在日本吃饭时我的感受；参观日本高中后的交流效果；游览日本景点后

的见闻思考等；阐述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思想方面的不同之处；传播两国不同的国情；将日本的特色与

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比；传达两国共谋长远发展的外交理念等。 

 

○  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在丝岛市，一位当地的老人作为志愿者给我们讲解，并且自己准备了介绍材料，

耐心细致地讲解，这位 70 岁的老人认真地用中文诵读了十七条宪法，向我们讲述了金印的故事。 

信息：感受到这位老人的认真、诚挚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汉字、汉语已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人

民的喜爱，并作为一种文化名片来传播。我们作为中日发展的民间友好大使，也会担负起文化交流、

学习的责任，为推动两国友好发展贡献力量。 

 

○  访问日本高中，与日本高中生一起做面包，与日本高中生一起共同享用午餐，交流相同爱好，欣

赏高中的运动会胜利举办的的盛况。 

    回国后，向周围同学讲解近几日的所见所闻，讨论比较中日文化的不同与相同，增进同学对日本

文化的了解，共同体验国情不同，习俗不同，食品不同的差异，寻找文化起源，汉字文化，佛教相同

的相似，求同存异，开拓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