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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身负联结中日未来领袖、重建双方信任的

历史使命，在两国精英阶层交流沟通的层面上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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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 ( JING Forum）是中日两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东京大学）之间第一个由学生自主创立的学生交流项目，

旨在让中日两国的青年精英和未来领袖通过面对面的对话加强沟通、消除误会、重建信任、促进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

中华文明与大和文明的联系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 两干多年来，中日双方不断交流、学习， 有着悠久的友谊传统。

然而，近代中日甲午战争、侵华战争却给两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分歧。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日关系

开始走向正常化，并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历史认同的分歧和现实利益的冲突使两国关系发展之路充

满坎坷。如今，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日

益紧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大国，在区域协作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中日双方的对话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京论坛就由此应运而生。

作为一个学生论坛，京论坛的参与者用学生的视角对时事背景下的中日关系进行理性分析， 对时事热门

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展开深度交流。京论坛身负联结中日未来领袖、重建双方信任的历史使命，在两

国精英阶层交流沟通的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京论坛目标

沟通——

加强中日两国未来领袖之间的

沟通，在充分深入的研讨交流中建

立起双方的互信关系和良好友谊，

为中日关系的良好走向打下坚实基

础。

了解——

促进两国青年了解彼此的真实

情况，通过平等的对话正视彼此之

间的利益诉求，以客观开放的姿态

与思维审视中日间的民族争议与冲

突。

反馈——

以青年人的努力影响两国社会，

通过向社会反馈我们的讨论成果及

建设性意见，带动两国国民的相互

理解与尊重，从而构建中日两国共

同发展的和平框架，进而促进东亚

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京论坛身负联结中日未来领袖、重建双方信任的

历史使命，在两国精英阶层交流沟通的层面上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关于京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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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2005

因小泉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反日潮流涌起，中日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2006
首届京论坛突破了重重艰难，在中日关系的冰河期成功举办，将来自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们聚集在一起，

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共寻出路。首届京论坛在中日两国的精英阶层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了两国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期待。

中日关系踏上了回春之旅，中日两国的政治冲突日益淡化，第二届京论坛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发展成熟，在社会中的影

响力也日益凸显。

2008
  

      年初爆出的“毒饺子”事件使中日关系再次陷入危机，这表明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联系与信任仍非常脆弱。从这点出发，

第三届京论坛开设企业文化、军事、历史、食品安全四个议题分组， 试图从多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构和探究。

2007

京 论 坛 之 路

2009
        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两国之间亟待更多的沟通、了解和合作。京论坛 2009 选取民族认同、东亚和媒体三方面为议题。

另外，在总结往年经验成果的基础上，讨论议题尝试转变原来的“宏观框架下选取具体问题讨论”模式，具有“跳出具体框架，

探寻普遍性因素”、“反向思考”和“以社会国民为主体研究对象”三个新特点。

2010
        中日之间爆发钓鱼岛冲突，两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事件的升级愈加强烈。京论坛 2010 在此冲突后仍如期举行，

并在沿袭“客观、开放、深入、坦诚”论坛格调的同时，不断深化上届京论坛开创的新模式，继续对深层次普遍性问题进

行探讨，关注中日在国际社会、教育、社会公平三个议题下面临的共同问题。通过探讨两国的国际责任、青年的国际视野

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社会问题，力求增进相互间的认知，并在对中日关系的理性思考基础上促进两国的合作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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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2011
   

2012
    

        201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但因钓鱼岛争端问题，中日关系骤降至冰点，京论坛的举办也

遭遇重重阻力。面对诸多困难，京论坛 2012 在秉持其一贯理念的同时，更加强化人文关怀因素，尝试探

寻对于两国人民而言更有质量且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另外，2012 年京论坛也探讨了中日两国在全新层

面可能的合作方式，试图在此重要历史节点上重新思考中日两国今后关系的走向。京论坛 2012，不仅是

一次对中日两国 40 年邦交历史的总结与梳理，更承载了一份对两国未来发展的憧憬与展望。

2013   

           2013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35 周年，但因钓鱼岛争端持续升温，中日关系再一次遭遇了冰河期；调查显示，

中日国民相互好感也降至九年来最低值。在官方、民间关系僵持的双重阻力下，京论坛 2013 坚持“客观、开放、深入、

坦诚”的论坛格调，拟定劳动、社会保障、教育三个议题，创新性地设置跨议题讨论，着重社会问题，探讨民生事件，

试图构建客观互谅的沟通桥梁，以期在提升民众相互理解度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化解矛盾，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严冬。

2014
         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负面印象再次回升至高位。面对重重阻力，京论坛 2014 不忘“联结未来领袖”的使

命和“共创未来”的愿望，反观自身，回归大学生群体，最终就媒体、青年、社会责任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

研究与讨论。同时，京论坛 2014 放眼未来，不止于矛盾与争端，在促进两国青年对彼此认识深入的同时，积极探求

青年人在此过程中的使命与责任，以期实现中日各阶层多领域的互信互谅，达到化解矛盾，同道共谋的目的。

2015    

        2015 年京论坛迎来自己的十周年。2015 也是二战结束 70 周年，中日关系走向新一个冰点。北京大学、东京大学

的京论坛成员热切希望可以经由京论坛，以学生之力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延续“客观、开放、深入、坦诚”的论坛

格调与“共创未来”的愿景，议题选择上，跳出具体时间与领域的讨论，对深层次的普遍性问题进行探讨，结合中日

社会的差异和大环境的变化，2015 组委会拟定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社会流动性、和平三个议题，致力于推动中日和解、

中日合作， 期待以两国青年之热忱切实地改变我们所居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2016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日本面临着经济发展、 安保与外交方面的战略性调整，中日关系处于探索构建

新平衡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战略张力、博弈烈度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中日互利合作空间广阔，周边环

境的和平稳定对双方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增进信任与合作，推进长期合作目标，需要青年人

的参与和反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京论坛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京论坛 2016 秉承历届京论坛“联结未来领袖”

的使命，延续着“客观、开放、深入、坦诚”的论坛格调与“共创未来”的 愿景，致力于将中日青年交流推向新的高度。

         京论坛 2011 秉承“连接未来领袖”的使命， 延续着“客观、开放、深入、坦诚”的论坛格调， 在“共创未来”

的愿景下走到了第六个春秋。在“Explore in common problems，build up each other”的主题下，2011 年京论坛关注两

国共同面对的性别平等，网络社会和国家形象等问题。双方在不断更新相互印象的过程中，找到沟通合作的契合点，

进而沟通应对相同挑战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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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与社会议题组

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精英

们以及他们的媒体和预测纷纷

失灵。这似乎昭示着世界范围

内的一次民粹主义的回潮。但

这究竟是民主的自然结果，或

是昭示着社会的退步和停滞？

精英是社会的引领者，还是民

主的阻碍者？他们在社会中的

位置应当是什么？从历史的经

纬和精英的产生出发，在交流

中探索两国社会中精英的责任、

寻求理想的社会结构，力图从

现在开始，逐步弥合精英和大

众之间的鸿沟。

 2017 议题设计

全球主义议题组

一般而言，全球主义是指一系

列支持全球化的观念和思潮。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从 16 世纪持

续至今，并在后冷战时代的呈

现出十分不同的面貌：一方面，

世界重新成为一个整体，全球

化在几十年的中断后重新开始；

另一方面，新的挑战纷至沓来，

反全球化的声音甚嚣尘上。这

些异议的声音让我们不得不开

始重新思考：什么是全球化与

全球主义？它的前景如何？中

日两国在全球化中的处境有何

异同？两国青年应当采取何种

态度？

性别平等议题组

当前社会对性别平等的价值越

来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然而

中国和日本受到古代东亚文化，

特别是儒家思想对女性服从男

性的家庭、社会结构的影响，

两国的性别平等都处在需要改

善的境况。什么是性别平等？

如何处理性别区别与性别平等

的关系？面对两国不同的政治、

经济、文化方面的现实状况和

历史传统，中日两国青年在沟

通与理解之后又会提出怎样不

一样的观点和解决方案？

2017 议题背景 2017 议题变革

2017 年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

迎来十九大召开的关键一年，日本则面临着

经济发展、安保与外交方面的战略性调整，

中日关系处于探索构建新平衡的过程之中。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战略张力、博弈烈度有

增无减；另一方面，中日互利合作空间广阔，

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对双方都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增进信任与

合作，推进长期合作目标，需要青年人的参

与和反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京论坛进

入了第十二个年头。京论坛 2017 秉承历届

京论坛“联结未来领袖”的使命，延续着“客

观、开放、深入、坦诚”的论坛格调与“共

京论坛 2017 延续了“跳出具体时间与领域的

讨论，对深层次的普遍性问题进行探讨”的

模式，着重关注社会问题，探讨国计民生的

大事件。经过中日双方的反复磋商，结合中

日社会的差异和大环境的变化，拟定了精英

与社会、全球主义和性别平等三个议题。议

题框架的设计覆盖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

核心问题，并强调中日两国的共性。在具体

的讨论过程中，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出发，

在不断的质疑与思考交流中增进讨论的深度，

最终回归到青年人的责任上，找到双方的契

合点，化解矛盾，同道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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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TOKYO
精 英 与 社 会 组

议题展示

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胜选，近年来，世界似乎

掀起了一波反对精英主义的浪潮。纵观世界各国社

会，似乎都在经历某种撕裂：精英们眼中所谓的“大

众”对所谓“精英”有着越来越强的不信任感，甚

至是反感。我们也感受到，中国日本社会也受到了

这一浪潮的影响。为了弥合社会的鸿沟，大众和精

英应当怎么做？而我们，作为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的学生，究竟是不是所谓“精英”？我们又如何在

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浪潮中自处？

我们的目标主要有二：一是认识当今世界的这

一浪潮，尤其是对中日两国社会的影响。我们想要

在“反精英主义”的语境中反思“精英主义”这一

语词背后的涵义。在中日社会中，谁是所谓的“精

英”？他们遭到批评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所谓“精英”

应该在社会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二是更好地理解我

们自己。我们，作为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

究竟是不是所谓“精英”？我们究竟处于社会的什

么位置？在我们走入社会后，应当在社会上起怎样

的作用

我们的讨论主要分为两部分。在北京会期，我

们主要讨论，谁是所谓的“精英”；在东京会期，

我们主要讨论这些所谓“精英”为何遭到批评。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主要讨论了究竟谁是所谓

的“精英”。我们怎样在中日不同社会中寻找一个“精

英”定义的最大公约数？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主要讨论了这些“精英”

为何遭到批评。反对精英、反对精英主义的人反对

的是什么？我们接下来从政治精英、学者、媒体三

个角度，利用案例分析的手段，探讨这些传统认为

的“精英”群体在中日社会中的基本作用、存在的

问题和理想的角色。从而，我们可以为两国弥合精

英与社会的鸿沟提供一些建议，同时从现存的问题

出发，我们也能探索出我们未来在社会中应当承担

的责任、扮演的角色。

A. 谁是所谓的“精英”？

为了讨论中日两国社会中反精英主义的浪潮，

我们必须首先知道，这些被反对的“精英”，究竟

是谁？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北京会期之

初，我们试图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北

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学生）是否认为自己是精英？

是否被认为是精英？东大一方普遍认为，他们的确

属于社会的精英，也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而北大

一方则分歧较大，最终倾向于认为我们当前并不是

社会的精英，很多人也并不认为我们是精英。

这种定位的不同其实是中日两国社会差异的一

种反应。双方从网络等途经搜集校方资料、学术论

文等对比后发现，这种认识的差异可能与北大东大

学生的家庭背景有关，而这背后是两国阶层分化程

度和教育体系的不同。

从经济背景上来看（我们以家庭收入为主要的

衡量标准），我们发现，北大和东大学生的家庭收

议题背景

议题目标

议题框架

分议题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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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人

才是我们所定义

的「精英」？又

应该如何做才能

弥合精英和大众

之间的无形鸿

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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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双方都认为属于精英的几个职业中，运动

员和艺术家是被该领域内的竞赛选择出来的；商人

和企业家是被市场竞争选择出来的；官僚和学者是

被教育选择出来的；政治家、政治人物则是被选举

选择出来的。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世界范围内反对

精英化的浪潮中，被反对的人也普遍具有此类特点。

而且依照这一原则，我们可以较明确地定义中日社

会中的“精英”。从而我们采用这一定义。

那么中日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反对精英与精英主

义的浪潮，是不是仅仅是因为这些“精英”，是选

择出来的呢？显然不是，我们认为，“选择”仅仅

是一种相对中立的过程，而真正使得“精英”遭人

讨厌的，或许另有原因。

我们结合对社会现象的讨论发现，反对精英的人

反对的其实是这样一些要素：他们反对少数人引领

指导社会；反对这些人从社会中牟利；反对他们不

能很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上述第一种人反对的，

是“少数人”这一特征。但就目前而言，在社会中

彻底取消这些人并不现实，至少在数十年内，这种

情况依然会持续。因此我们讨论后认为，我们应当

把重点放在试图回应和解决后两种情况上。而我们

可以讨论，甚至可以做的，便是试图讨论出一条能

够改善所谓“精英”和所谓“非精英”关系的路。

 B. 为什么所谓“精英”遭到批评？

在理解了反对精英的根源之后，我们进一步从精

英在社会可能占有的不正当利益作为切入点，思考

在中日社会中精英产生与晋升的不同背景，以及掌

握的社会资本的差异，并以此来尝试重新理解北京

大学与东京大学学生对“谁是精英？”以及“我们

是否是精英？”的不同看法。经过讨论，我们分别

在不同职业“精英”群体如何被选择的基础上，分

析了中国和日本社会中精英产生的社会机制。

我们认为，影响个人在不同社会选择过程中竞争

力或晋升能力的因素主要还包括家庭背景和经济背

入普遍都比社会平均水平高。

     

从教育背景上看，我们以出身城市与出身母校

为主要衡量标准。东京大学的学生有超过 60% 都来

自包括东京、大阪等在内的七大城市，而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来自北京及其他省会城市

的学生不足 40%；东京大学的学生有近半数（46%）

来自全国顶尖的 30 所高中，而录取人数最高的 30

所高中进入北京大学的人数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

右。

综合来看，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学生的家庭条

件与教育条件都要相对社会平均水平优渥一些，但

这种不平衡在东京大学和日本社会要表现得更加明

显。在第一个问题上就有如此大的分歧，使我们更

加小心谨慎，试图寻找中日社会的公约数，不漏过

每一个细节。

通过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了解与定位自身

竟然有如此大的困难和差异，而这种差异则来自于

中日社会的不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用一个对中日

两国都适用的定义，来定义我们要讨论的“精英”呢？

我们在小组中使用了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

法。我们每个小组成员都回答了“你认为的精英有

哪些标准”和“你认为哪些职业属于精英”这样两

个问题。在半结构化访谈的过程中，我们针对四名

小组成员进行提问与访谈，试图寻找一些无法体现

在问卷中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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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这两项社会资本；毫无疑问，这些个人背景能够

让人在选择中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增加成为

“精英”的机会。在日本社会中，家庭背景和经济

背景较为直接地影响到商界、学术 / 官僚系统以及

政治界内的选择；经济背景将提升个人在市场竞争、

教育系统和政治选举中的潜力，而家庭继承因素则

主要使政治家的后代更易于进入政界，对商界和学

界内晋升的促进则比较有限。相对而言，在日本更

高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能够保证更高的社会地位，对

于行政官员选拔而言尤其典型。

而对于中国社会，社会资本的作用则要复杂许

多，不同领域内的精英身份、握有的资本也更容易

相互交织。教育和学术场域有更强的流动性，个人

的经济背景很难直接让人在这些领域获得成功，同

时我们也常常认为在官僚系统中教育背景仅仅是进

入体制的敲门砖，并不意味着走向平稳的仕途。中

国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僚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野，而

与此同时，不同于家族继承的“关系”却渗透在交

往中，决定着官员晋升的顺利与否。

通过对比中国和日本社会精英产生的不同路径，

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何北大与东大学生对精英的理解

有如此明显的分歧：在日本，以教育制度和资产、

继承背景支撑的选择机制使得一部分人能够由此顺

利步向低风险高声望的职业，例如行政官员；而在

中国，无论是教育还是经济资本都很难保证一份稳

定同时待遇优渥的工作，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也不

甚分明，因此我们在评价谁是精英之时更多地考虑

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因素。

为了改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无论对于中国

还是日本社会而言，都应当增强社会公正和流动性。

B1. 政治精英

在东京会期中，我们试图通过讨论来寻求化解当

下精英与大众之间张力的出路。由于在反精英主义

浪潮中，政治精英往往是受到攻击与质疑的主要对

象，我们首先关注在中日两国的公共事件中精英作

何反应，又为何失去大众的信任。对于中国，我们

选择了转基因食品作为案例入手；对于日本我们则

选择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作为政治精英失信的例

子。

经过讨论我们发现，在中日两个案例中政治精英

失信的背后均有着精英团体的失责或制度的不完善，

例如垄断信息而限制公众知情权，不能和公众形成

共情，忽视地方一级参与决策的重要性，以及权责

部门组织松散而导致无法积极应对事件。由此由此

我们认为，目前改善政治精英和大众关系必须通过

政治家身份角色的改变，促成更为民主的沟通和大

众参与。

B2. 学者

我们将 GMO 和福岛核电站这两个社会热点事件

作为关注点。通过分析学者在社会热点问题讨论中

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试分析民众对于学者普遍的不

信任问题。在转基因食品案例中，知识精英将大众

放在较为低等的位置上，并且滥用自己的权威。在

福岛核电站核污染事件中，相关利益团体和学术派

别对学者施加影响，这导致了大众对于学者的不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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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造成大众对学者不信任的两个原因。经过

讨论，我们认为学者的理想角色是可靠的信息提供

者、知识的普及者、谦虚的对话者。学者在事件发

生时，应保有自身的学术独立性，观点不受利益集

团的影响，在第一时间为大众提供可靠的信息。同时，

学者还应扮演为科普人的角色，为大众普及基础知

识。另外，学者还应是谦逊的对话者，应该保持开

放的交流态度，避免恃才傲物。对于公众普遍关注

和怀疑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热点问题，如转基因食

品安全问题，核污染问题，学者应该给出明确的意见，

不应受到自己的国籍、学派、政治关系，而对答案

有所隐瞒，或对问题涉及的一方有所偏袒。

B3. 媒体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媒体应该第一时间报道事件

的真相，尽可能地展现所有问题相关的第一手信息，

不偏不倚，对报道负责，对公众负责。媒体现存的

问题一是将个人意见、媒体派别倾向等混杂在报道

之中，试图对公众进行引导。二是部分媒体将基于

猜测、推测，乃至臆测的信息毫无筛选地传达给公

众。第三个问题是媒体称为政客的橡皮图章，将政

客的态度和倾向传达给公众。我们认为媒体应该通

过和社论和报道两个板块区分媒体意见和事实报道，

从而保证自身的中立性，以及对公众的忠诚。同时，

媒体要代表公众，作为舆论力量对公众事务和政府

进行监督。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传统媒体受限于自

身的组织能力和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并不能准确而

全面地传递公众所需要的信息。在讨论间隙，我们

还同 Synodos（日本的一家网络媒体）进行了交流，

结论如下表： 

关于媒体如何达到更高的目标，经过讨论我们得

出如下结论 : 首先传统纸媒应该继续承担传递即时

信息的任务，互联网媒体应该借助其平台优势进行

深度报道和追踪报道，由此实现公众传媒之间结构

性障碍的消除

C. 结论
通过我们的分析与在北京、东京会期的各种实地

参访，我们可以发现，在中日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存

在着类似美国“建制派”与大众之间的割裂。但我

们也发现，我们可以为这些所谓“精英”提供一些

建议来弥合这种割裂，甚至可以将这些发现应用到

我们未来的发展中。

在北京会期中，我们为我们的讨论建立了一个共

同基础。我们固然要讨论中日社会中“精英”与社

会的问题，但究竟什么人是我们要讨论的“精英”？

我们通过问卷与访谈分析，发现“被选择”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并对比了中日社会中“选择”机制

的不同特点。我们发现，反对精英的人有着不同的

诉求，但我们最能够讨论和社会中最有希望解决的，

则是试图改善精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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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会期中，我们拜访了日本参议院议员、与新媒体

synodos 等进行了访谈。我们进一步设想了中日社会中精英与

社会关系得到弥合的理想状态。我们认为，对日本社会，应当

减少经济背景和家庭背景对人才选拔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则

应当减少经济背景和所谓“关系”对人才选拔的影响，增进法

制法治建设。对两个社会来说，都应当增进社会公平、提升社

会流动性。我们也通过对政治精英、学者、媒体在福岛第一核

电站事故、中国很热门的转基因争论等情况下反应的分析，得

出他们当前的问题和理想的角色、可以做的努力和存在的困难。

在两个会期中，我们为中日社会中所谓“精英”与社会的

割裂关系开了一些“药方”，以期面对反对精英主义者对“精

英从他们的优势条件中获利”和“精英没有完全尽到他们责任”

的两大反对和诉求。在讨论中，我们不仅仅从理论上为中日社

会更好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更通过这些讨论反思自身，成

为与社会更好结合的所谓“精英”（如果我们可以自称“精英”

的话）。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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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TOKYO
全 球 主 义 组

议题展示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交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底色。与高歌猛进、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相伴随

的，是同样强劲的反全球化浪潮：政治上，民族主

义与民粹主义与全球主义势不两立，恐怖主义和极

端政治威胁着全球化的未来；经济上，全球贫富差

距加大，贸易壁垒和贸易战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文化上，多元文化主义对全球化的普遍主义提出了

诘难。这些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全球化

与全球主义？它的前景如何？中日两国在全球化中

的处境有何异同？两国青年应当采取何种态度？

一方面，我们希望与会代表不被各自的国家、

学校等特殊身份所限，能够以更加平和的态度进行

讨论，在此基础上充分探讨全球化的现状与前景，

分析中日两国在全球化中的处境，展望两国青年在

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不同的身份势必

造成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主张坚持“求同

存异”的原则，对某些分歧不必达成共识，而只需

充分交换意见，增进相互理解。

全球化议题组的议题框架分为北京会期和东京

会期两个部分。北京会期从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议题切入，试图首先界定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

概念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并回应反全球主义

的逻辑。东京会期集中关注两校同学都更感兴趣的

政治议题，从全球化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一

角度切入，关注中日两国的异同与青年学生的责任。

政策。在北京会期我们选择了资源再分配、女性平

权为主要话题，从平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为了维

护平等，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人保全努力成果的

自由，和对社会总体效用的影响。度出发，在言论

自由与地方中央权衡两个话题中，讨论了集体与个

人在较量时我们会更偏向于成全个人的自由还是社

会的效用。落实到政策的讨论，则是权利之间是否

有高低，政府是否有权为成全某些权利，而牺牲其

他权利？

A. 全球化与全球主义

在 议 题 讨 论 的 最 初 阶 段， 代 表 们 对 全 球 化

（globalization）与全球主义（globalism）的概念

尚未形成共识，特别是对全球化的概念存在争议。

有些代表认为全球化只是一个经济过程，有些代表

则认为全球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维度，

故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之说。

为了给整个讨论奠定良好的基础，我们首先讨论确

定了所有代表一致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式的全

球化与全球主义的概念。

议题背景

议题目标

议题框架

分议题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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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讨论，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

历史进程，全球主义则是一种或一套观念，而且两

者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具体指向的领域又有所

不同。全球化是指人员、商品、资本、信息等生产

要素的跨国流动，乃至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尽管

全球化会带来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效应，

但全球化的核心意涵在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

全球主义是指一种或一套支持全球化的思潮或

观念，它与全球化进程相互加强。尽管全球化主要

是一个经济进程，全球主义却在社会生活的不同维

度有若干不同的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全球主义主

张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在经济上，全球

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国际经济

合作；在社会与文化领域，全球主义则倡导文化交

流与融合，并支持某种形式的普遍主义，即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应当共享某些基础

性的价值。

政治上的全球主义是一种支持推进全球治理的

思潮，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涵。第一，国际社会应

当携手合作，通过共同努力谋求朝核问题、节能减

排、生物多样性危机等地区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第二，推进全球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是各国互相尊重

彼此的主权与独立，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侵犯他国

主权，因此要警惕新的霸权政治；同时，发挥主权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要建立世

界政府，也不是推行国际无政府主义。

经济上的全球主义直接指向全球化的基本意

涵，即狭义的、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经济全球主

义认为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有利于人类的整

体幸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从中获益；

因此应当推动自由贸易，促进人员、商品、资本、

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世界各

国应当加强经济、贸易、金融领域的合作，避免贸

易壁垒和贸易战。

社会、文化领域的全球主义采取一种普遍主义

的视角，主张加强社会与文化领域的交流、互动甚

至是融合，并认为存在着某些应当为不同国家、民

族、文化的人们所共享的普适性的价值规范；尽管

这并不意味着要以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但其普

遍主义的态度难免导向对某种“普世价值”的倡导

和文化霸权主义，因为社会、文化领域的全球主义

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强势文化的持有者，而少数族

裔、边缘人群和亚文化群体在全球化进程及其社会

文化效应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B. 反全球主义（anti-globalism）的
逻辑

全球化自开始之日起，就面临着反全球化的挑

战。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发达国家、大国、

强势文化持有者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而发展中

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小国、弱势文化持有者在全球

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

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但反全球化的力量也日益壮大，

甚至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大量反对全球化的社

会群体。

尽管全球化主要是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进程，

但全球化必然会造成政治、文化、社会领域造成特

定的后果，这些后果和经济因素都可能成为激发反

全球化浪潮的因素。反全球主义（anti-globalism）

就是一种或一套反对全球化及其副效应的思潮或观

念。尽管反全球主义的激发因素可能是多元的，并

因此有不同方面的诉求，而且这些诉求常常相互交

织，但反全球主义的核心诉求仍然是经济上的诉求。

在政治上，反全球主义认为不同的国家在国际

合作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发达国家

和大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也更容易在国际政治秩

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就容

易成为大国分赃的场合。与此相应，小国在国际政

治博弈中处于劣势，大国甚至会打着国际合作和全

球治理的旗号侵害小国的利益和主权，这有违全球

范围内的公平正义。因此，各国应当首先关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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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对内则着力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对外则维

护各自的国家利益。

在经济上，反全球主义的关切在于，全球化进

程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使全球范围内的收

入差距不断加大，这既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收入差距，也包括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差距。全球

资本主义形成了全球产业分工的版图，发达国家掌

握核心科技和创意，拥有充足的资本，位于产业链

上游，承担的是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发展中国家

则承担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成为原料产地、劳动

力来源、商品市场和污染排放地。发达国家的产业

结构和生活方式，恰恰是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残

酷剥削为前提条件的。即使在同一国家之内，富人

和穷人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而且发达国家的低端

劳动力常常被外国移民和国际廉价劳动力取代，发

达国家的穷人同样是全球化中的受损者。在全球化

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金字塔结构中，大多数国家和

个人都难以跨越既定的阶序，全球化加剧了而不是

缩小了不平等。

在文化上，反全球主义认为全球化必然会导致

发达国家和强势国家的文化霸权，发达国家和强势

国家不断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输出，以此来确证和

强化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这显然不利

于多元文化的并存。反全球主义在社会文化议题上

往往采取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怀疑普遍主义和“普

世价值”，拒绝将某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价值（比

如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人为地普遍化，支持不同国

家、民族的文化相互尊重和共存，尤其注重保护发

展中国家、少数族裔和边缘社会群体的文化。此外，

文化上的反全球主义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的态度一

般来说也更加苛刻。

反全球主义的思潮常常具有整体性。以经济上

的反全球主义为主导，不同领域的反全球主义相互

交织，并最终被政治上的民粹主义者利用，形成反

全球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运动。反全球主义的逻辑

可以概括如下：

（1）经济的维度：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资本不断向发达国家

集中，发展中国家则承受了经济和环境的代价，这

催生了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主义。全球劳动分工还

使发达国家的底层劳动者面临失业，他们也成为全

球化的反对者。

（2）社会的维度：全球化加大了社会中的收

入差距，甚至制造出永恒的富人和永恒的穷人，穷

人不仅面临失业和经济状况的恶化，还面临着越来

越强的相对剥夺感。难民和移民涌入发达国家，也

引发发达国家底层民众的不满。全球化的这一社会

效应也是反全球主义的重要来源。

（3）文化的维度：全球化的另一个副作用是

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形成和不断持续的意识形态输

出，这在发展中国家造成文化上的混乱：风靡全球

的美国大片输出着美国的价值观，世界各地的人都

在过西方的圣诞节、万圣节，日本动漫在各国都有

大批拥趸，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却无人问

津。此外，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也常常被

忽视。

（4）反全球主义思潮的形成：这三个维度的

不满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助长了全球范围内

反全球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反对全球化的不断蔓

延，反对无节制的自由贸易，拒绝对难民和移民打

开边境，主张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思考和解决社会

问题。

（5）政治效应：人们的不满和反全球主义的

情绪被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加以利用，

形成自觉的反全球主义的极端话语和极端行动，用

以谋求权力和反对全球化进程。当今世界的许多右

翼政客，如特朗普、埃尔多安、莫迪、勒庞，都是

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主张者与反全球主义的

实践者。

C. 中日两国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与会代表还注意到，反全球主义话语的形成，

不仅是全球化及其副作用的必然产物，其中还有人

为因素的作用。换言之，这套常常表现为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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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全球主义话语，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

境下，被有意识地引导、型塑、建构起来的。中日

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又都是全球化中的重要国

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良好的中日关系在全球

化时代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时，由于无法忽视

的现实原因和历史纠葛，敏感的中日关系常常游走

在亲疏远近之间，交替上演着“冰与火之歌”，而

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常以对方为特定的指向。因

此，我们从爱国主义（愛國心）这一角度切入，以

中国和日本为例，具体考察了两国民族主义的形成

机制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代表都认为，民族主义

（nationalism）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一组

相关但不同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两者进行区分辨

析。双方代表首先讨论了爱国主义在中日两国的不

同表现。提到“爱国”一词，北大的代表很自然地

想到：

“爱国精神在公共话语中的形象是正面的、积

极的。”

“我们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

“当我说‘我爱中国’的时候，我爱的是这个

历史、文化、人民的混合体……但有时我会批评我

的国家，因为我想让它变得更好。”

  

 而东大的代表表示：

“对我而言，爱国主义具有右翼色彩，因此我

对它持有消极的印象。”

“‘愛國心’可以指代任何东西，比如爱国情感、

爱国主义，甚至还可以指民族主义。”

“当我说‘我爱日本’的时候，我爱的是这个

民族共同体，而不是当前的日本政府。”

可见，北大的代表对爱国主义具有更加正面和

积极的理解，而东大的代表则对爱国主义更加冷感，

甚至有人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右翼思潮并敬而远

之。但是两校的代表都认为自己至少怀有某种朴素

的、自然的爱国情感，而且这种爱国情感是正面的、

积极的。

是什么因素使人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呢？东大的

代表认为，日本的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为

日本在动漫、游戏、文创等领域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和谦逊、礼貌、节制、整洁的文化特性而感到骄傲；

除此之外，日本的经济高度发达，也增强了人们对

本国的认同。而对于中国的爱国情感与爱国主义，

北大的代表将解释诉诸历史和经济因素：中国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是爱国情感的重要来源；近代

史的屈辱叙事则加强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近几

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

双方代表还注意到，日本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同

质的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发展不平衡的、

异质的社会，因此中国比日本更加需要通过民族主

义实现国家整合。

双方还讨论了爱国情感与爱国主义的区别。爱

国情感是个体自然生发的、对于所生活于其中的自

然山川与社会共同体的朴素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它

从前民族国家时代就已经存在；爱国主义则是伴随

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是通

过一套复杂的社会机制人为建构起来的对于民族国

家的强烈认同。爱国情感是一种自发的情感，而爱

国主义是一套自觉的复杂意识形态。

接下来，双方代表讨论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的不同。爱国主义并不排外，它只是对本国的热爱

与认同；民族主义则是对外的甚至排外的，它通过

排斥甚至贬低其他国家的方式来确证自身。爱国主

义不预设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优劣之分，民族主义

则认为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优劣的阶序，而本民族

是其中最优的一个。爱国主义并不反对全球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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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则往往反对全球化并主张在民族国家框架内

思考和解决问题。尽管两者存在诸多区别，但爱国

主义仍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极端的、狭隘

的爱国主义容易被建构成为民族主义。

在说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之后，另一

个重要的议题是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中国

的反日情绪和日本的反华情绪。东大的代表认为中

国民间的反日情绪过于极端，甚至可能导致潜在的

危险；北大的代表则指出，大量的中国民众对日军

曾经的侵华罪行持有难以消除的负面情感，并认为

当前的日本右翼势力仍可能重蹈历史覆辙。

双方重点讨论了中国的反日情绪与日本的反华

情绪出现的原因。东大的代表认为，日本民间之所

以出现反华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反日情绪

的刺激；除此之外，部分中国游客在日本的失礼行

为、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增

长和两国的领土争端也都助长了日本民间的反华情

绪。北大的代表指出，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与日本

政府和日本右翼势力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与

德国政府在战后的公开反思道歉相比，日本政府和

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的态度

很难令中国人民满意；历史教育、宣传策略、媒体

报道和钓鱼岛事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民间的反日情

绪。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的

原因，双方代表还比较中日两国历史教育的不同。

在中学历史课堂上，中日两国的学生接触的是迥然

不同的近代史叙事。日本历史教科书将日本叙述为

加害者，但考虑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尤其是

日本是迄今唯一受到原子弹攻击的国家，日本中学

历史教科书对战争的态度比较消极；但日本的历史

教育认为历史仅仅是历史，不应对历史与当下不加

区分。中国历史教科书同样将日本叙述为侵略者，

而中国是战争的受害者，对战争不但持有负面态度，

更将日本的两次侵华视为国耻，而抗日战争的胜利

具有洗雪国耻的意义；中国的历史教育强调历史与

现实的联系，并且提醒学生“勿忘国耻”。尽管日

本的历史教育对战争的确有所反思，但相对割裂历

史与现实的历史叙事减轻了人们的道德负担；中国

的历史教育更强调“以史为鉴”，这在爱国主义和

民族主义的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D. 结论

经过两个会期的充分讨论，双方代表在保留分

歧的同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性的结论。

第一，全球化主要是一个经济进程，它会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副作用，而且

正面临着反全球主义的严峻挑战，但全球化已经是

一个给定的事实，完全中止全球化或者完全回到全

球化之前的状态既不现实，也无助于解决全球化带

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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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回顾

第二，我们应当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找到回应反全球化浪潮——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探索全球化的合理边界，在全球的普遍性与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之间实现

恰当的平衡，而这至少应当包含以下的三个要点：

（1）设法缩小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

（2）加强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

（3）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的正当性，拒绝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大国文化霸权。

第三，中日两国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良好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共

同利益。尽管在两国民间存在着一系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但中日两国的青年学生应当站在更加客观

友好的立场上，坦承交流，充分互信，求同存异，培养友谊，成为良好的中日关系的使者。这是京论

坛的意义之所在，也是京论坛能够做出而且正在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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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TOKYO
性 别 平 等 组

议题展示

当前社会对性别平等的价值达到了越来越广泛

的共识，然而中国和日本受到古代东亚文化，特别

是儒家思想对女性服从男性的家庭、社会结构的影

响，两国的性别平等都处在需要改善的境况。虽然

两国在国家制度层面已经对性别平等的保障进行了

尝试，但是相关数据仍然显示中日两国的女性在很

多领域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引发中日双方的关

注和思考。

本议题的核心目标是希望所有的参与代表能够

对另一国家的政治、商业领导力有一个深入的、社

会文化角度的理解，因而才能在讨论相关议题、参

与跨国合作的时候避免误解，实现共赢。为了完成

这个目标，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两国人民对各自领导

的认知差别，并比较这背后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

上，我们希望从宏观层面上来理解两国领导力不同

的社会基础，对政治体制进行探讨。

我们希望不受现代激进女性主义的困扰，以更

加客观冷静的视角考察性别平等的目标是什么。通

过对与女性息息相关的社会领域的探讨，深入了解

中日双方女性的地位和处境，比较中日女性状况可

以分享的共同点和平等进程的差异，由此分析阻碍

性别平等实现的因素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性 别 组 的 议 题 框 架 主 要 由 三 部 分 组 成： 对

Gender 概念定义层面的探讨，从教育、职业、家

庭三个与女性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三个领域进行讨

论，最后得出结论和尝试进行解决。

A. 中日不同国情下的“性别平等”
对于 gender 的认知包含生理层面和社会性

别两个方面，其中社会性别又包括自我认知和社

会观念。中日双方代表针对性别平等中 equity 和

equality 的含义在北京会期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中

日双方代表曾产生较大的分歧，并在针对分歧的不

断沟通中了解了双方认知的差异所在。

东大一方以摘苹果的模型来解释这两个概念。

苹果园中的苹果人人都可以摘去，gender equality

意味着我们给男性和女性相同的进入果园的机会，

而 equity 类似于我们给由于身高劣势需要梯子才

能摘取的人以梯子，保证他们摘到一个苹果的最低

议题背景

议题框架

议题目标 分议题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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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Equity 也意味着我们给他们提供相同的待遇

让他们平等竞争摘取苹果。

北大一方则认为，equality 像一把同等衡量男

女不同需求的标尺，在在苹果模型下，我们给他们

相同的进入果园的机会，同等地考虑他们的基本需

求，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公平竞争。而 Equity 则是

公平对待，根据具有不同劣势的人的特殊需要，给

不能够到树的人梯子、给残疾的人轮椅等。

最终，中日双方代表达成的对性别平等的共识

是：一方面，我们想达到 Equality，意味着当我们

平等评价两个性别时希望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

Equity 意味着，为达到这一平等的目标而采取的公

平的对待。中日双方代表讨论的性别平等就此有了

双重内涵。

对于双方认知的差异，在东京会期进行了更深

入的探讨。北大和东大的观念差别在于，东大更强

调机会平等（Equal opportunity），而北大代表更

侧重平等的标准和公平的对待（Equal evaluation 

and fair treatment）。针对这一差别，中日代表对

其原因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后发现，两国的社会现

状存在差异。日本有较大比例的中产阶级以及较小

的收入差别，而中国的社会收入差距则较大。

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观念的呢？日本有

较小的收入差距，人们关注的大多数人是中产及中

产以上的阶级，因此为一般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以导

向平等的结果。

而在中国，值得关注的大多数人是庞大的有较

低收入的群体，因此仅仅提供平等的机会是不足够

的，还需要为差距较大的不同阶层提供可以是差异

化的、但立足于实现公平的对待，来达到平等的结

果。

以下两个图表直观地表现了中日不同的社会现

状：

B. 对中日两国性别平等状况的现状
分析

B1. 职业

在讨论中，我们发现在职业选择、职业发展方

面，中日两国女性相较男性均不同程度地处于弱势

地位，但两国在职业性别不平等问题上的主要着眼

点却不尽相同。

在中国，女性择业、就业歧视现象主要发生在

农村、小城市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而在大城市中已

相对罕见。从数据上来看，中国女性在就业率、中

层以上领导比例上均处在世界较高水平。中国现阶

段职业性别不平等的主要问题集中在高层的女性领

导者的比例较低、晋升困难上，这在党政机关、国

企等“体制内”工作岗位中尤其明显。

相对而言，日本女性的职业不平等问题更为严

重。一方面女性就业率较低，大量女性选择成为家

庭主妇；另一方面，工作女性的职业地位较低，且

近六成工作女性选择兼职或临时工，日本女性领导

者的比例也处在国际低位。因此，日本当前在职业

性别不平等问题上的着眼点仍停留在提高女性就业

率上。

在讨论中，我们发现两国社会观念是导致上述

差异的主要原因。中日两国均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

影响，男权文化根深蒂固，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处于

从属地位。但中国在上世纪初期及中期先后经历辛

亥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洗礼，强力冲击了儒家思

想；“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的提出，也使妇女

地位极大地提高。而日本近代社会一直处在相对平

稳的状态，虽然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但儒家思想的

残余依旧影响深远，也使得女性地位提升缓慢。

此外，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企业普遍按照“综

合职”与“一般职”等两大不同门类招聘员工。前

者薪资待遇较好、升职前景广阔，但对员工的创造

力与投入时间都有较高要求，且员工随时有可能被

派遣至其他城市办公；后者薪资水平较低且基本无

升职可能，但工作地点固定，工作内容也相对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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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因此颇受女性员工青睐（日本“一般职”女

性员工占八成以上；而“综合职”女性员工仅占二

成）。虽然这一职业划分使得日本企业可以根据员

工的自我定位高效地分配工作，女性选择“一般职”

也多为主观意愿，但其却客观上形成了女性职业选

择的某种倾向性与社会期望，造就了日本女性在职

场的弱势地位。在中国，由于没有类似的职业划分，

女性相对而言更愿意、也更有可能选择更有挑战性

的工作，职场女性领导者的比率也远高于日本。

B2. 家庭

B2.1. 两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与地位

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角色分工与地位是反映家

庭中性别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关系到两性

在教育、职场中的表现，也极大地影响了下一代人

性别观念的形成。我们想知道，在中国和日本家庭

中，男女两性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以及家庭

地位分别是怎样的，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这种现状所带来的影响。

（1）中国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传统曾给予了我们牢

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观念，但是新

中国的成立以及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卓有成

效地动摇了这一传统观念。“妇女能顶半边天”的

口号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现实需求，让越来越多的女

性走出家庭，投入工作，中国家庭中的“外外”格

局（即夫妻双方都有工作）逐渐形成。但是，根

据 2010 年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女性在家务劳动、照顾孩子等家庭事务上所花费的

时间仍然远高于男性。更令人惊讶的是，通过对

1990、2000 和 2010 年的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对比，我们发现“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观

念有回潮的现象。通过讨论，我们认为这种性别分

工观念的回潮，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下岗

潮”让诸多原本有工作的妇女回归家庭，以及经济

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工作压力与职场上的诸多不顺

让女性更倾向于规避竞争，回归家庭。

夫妻权力关系则能够反映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

地位，主要表现在夫妻在家庭中对于家庭事务和个

人事务的决策权大小。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

位调查数据，尽管女性在家庭事务和个人事务中的

决策权有所提高，但是依然存在两性差异。例如，

女性在家庭日常开销这类小事上决策权更高，而在

买车买房、生产经营、投资贷款等方面男性的决策

权明显高于女性。

【中国·案例一】榆林产妇跳楼事件

今年 8 月 31 日，陕西榆林的一位产妇难产却

得不到家人剖腹产的许可，最终因无法忍受难产的

疼痛而跳楼自杀。我们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讨论，认

为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中国女性（尤其是农村等

欠发达地区）在家庭中的地位与话语权仍较低，而

丈夫以及男方家庭则具有更高的决策权，性别不平

等情况依然存在且在这些地区尤为严峻。

（2）日本

在日本，由于儒学传统并没有受到人为干预，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观念依然是日本的

主流。在家庭中，丈夫被称为“主人”，而妻子被

称为“家内”，双方内外分工明确。

虽然随着性别观念的缓慢革新，许多女性不满

足于成为家庭主妇，而是投入兼职工作甚至全职工

作。但是双职工家庭遇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例如，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在日本被戏称为“鍵っ子”，

意为“拿着家门钥匙的孩子”，即父母双方都在工作，

孩子因没有人照顾而不得不过早地自立。目前在日

本，双职工家庭仍然是少数派，并且处境并不够理

想。

【日本·案例一】婚后随夫姓

日本法律规定，结婚后夫妻双方必须采用同一

个姓氏，而在父权社会的影响下，“婚后随夫姓”

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定，而近年来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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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有意向修订这条法律。较多的日本女性认为婚后

随夫姓能够让她们感到新生活的开始，并能够增进

家庭凝聚力，因此不同意改变这条法律。而有较少

数人认为，随夫姓会让女性丧失自己的身份标志，

成为夫家的附属品，不利于性别平等，因此支持取

消这条法律。经过分析与讨论，我们认为姓氏应该

是本人的自由选择，无论是夫妻双方采用同一个姓

氏还是婚后仍保持原有姓氏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

既然这条法律目前没有严重影响到性别平等，那么

也没有必要立即修订。

【日本·案例二】配偶者控除

1961 年开始，日本政府为了鼓励男性专心于工

作，从而推进国家经济建设，推行了“配偶者控除”

政策。这项政策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不工作，则

工作的一方可以享受相应比例的个人所得税减免福

利。然而，因为日本老龄化的严峻现状，国家需要

更充裕的劳动力，因此希望鼓励家庭主妇走入职场。

所以，一项新的政策“夫婦控除”（即取消配偶者

控除政策，根据夫妻双方的总收入决定个人所得税

的减免比例）正在酝酿之中。

“配偶者控除”政策确实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促

进了日本经济的增长，但是它也使得更多女性选择

成为家庭主妇。在社会层面，它加固了“男主外，

女主内”的分工观念，进一步会影响女性在受教育

与工作中的自由选择权；在个人层面，则让女性无

法经济独立，依赖于丈夫，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话

语权变弱，甚至在面临离婚、家暴等情况时无法保

障自己的权益。而新政策“夫妇控除”则可以鼓励

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利于女性独立和性别平等观念

的加强，但同时它也存在一些问题，假如骤然实行

这个政策，而许多多年来作为家庭主妇并没有工作

能力，无法进入劳动市场，就必然导致一些家庭整

体收入的减少。

因此我们认为，在短期内，我们应该维持原有

政策的实行来避免伤害一些家庭的利益；长期内，

我们需要培养女性自立自强的意识，增强两性在家

庭领域的性别平等观念，鼓励更多的女性投入工作，

等到更多女性具有工作能力时，再推行新政策。

B2.2. 两性择偶观

我们结合了对于中日两国近年来两性择偶标准

的分析，发现在婚恋市场中，人们期待男性拥有更

高的学历，更体面的工作以及更强的经济实力；而

对于女性，温柔贤淑、善解人意等个性要求却被放

在首位，而对于她们的学历、工资等却没有太高的

期望。近年来在中国，古老的“相亲”也重新成为

年轻人寻找伴侣的流行方式，双方父母都希望通过

以物质条件为前提的筛选来提高相亲的效率。而在

相亲市场中，人们往往希望女性的学历、工资等都

略低于男性配偶。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日本，我们

曾多次讨论到，日本女孩不愿意上东京大学等顶级

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高的学历将限制她们的

配偶选择。在择偶时，人们对于男性“学历高、工

资高”的要求仍可以被视为希望男性在未来的家庭

中承担“挣钱养家”的责任，而对于女性“温良恭

俭让”的期望则可以抽象为希望女性具有相夫教子

的能力，总的来说，这仍然反映了在当今社会中，“男

主外，女主内”的信条在中日两国仍是主流。

C. 教育

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我们首先通过一些数据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中等教育毛入学率等）对两

国教育中的性别问题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且

集中解决了两个突出的问题：文理分科中男女人数

的较大差距和日本名牌大学里男女人数的巨大差

距。其它内容还包括男女分校、中学校服与性别观

念的关系等。

讨论过程中，我们一致同意，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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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型的水平轴指不同性别

在学科上的分化，竖直轴指不同性

别在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的分化。

导致水平轴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固

有观念，而竖直轴分化的主要原因

在于社会普遍范式和社会期望。

由于中日国情的不同，这两个

问题在两国之间也有区别，而且在

讨论中出现了一些较为典型的问题。

尤其是“名牌大学女生比例过低”

这一由日本特殊的社会文化于考试

制度催生的问题，在中国其实并不

明显。而且两国对于“名牌大学”

甚至上大学本身的观念也不一样。

例如中方代表认为上大学是普遍的、

必须的，但在日本，上大学并不是

普通年轻人求职的必要条件。因此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克服了国情不同造成的理解障碍，同时从自身

经验出发分析、从对方社会中的现象对各自的国家进行了反思。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中日社会上的性别问题并不是一个

可以完全分割成家庭、职业、教育三个方面讨论的问题。这三个问

题紧密结合，互为因果。教育中体现出的性别不公是循环中的一个

环节：它的一些特点由家庭和职业的要求和期望决定，同时教育也

在强化对于性别的固有观念，助长性别的不平等。因此我们以这一

模型为基础，继续分析问题中的其他方面，并且试图寻找解决循环

的突破口。

C. 结论

从前三个板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性别平等在教育、职业、

家庭中都还面临许多挑战。

在北京会期中，我们最主要的发现在于现状与社会规范之间有

着相互加强的关系，例如女性在职业上受到歧视的现状与女性无需

在职业上取得很高成就的社会期待之间是相互加强的关系。因此，

我们意识到要打破恶性循环就必须引入新的制度。

在东京会期中，我们通过企业参访、实地调研发现，尽管支持

女性的制度已经存在，女性却在使用制度上显得十分犹疑，使得制

度没有发生该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将焦点转移到如何促使女性更

多去使用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领导的作用十分重要：在家庭中父母

对孩子的教育、企业中雇主对雇员的影响以及政治领袖。

但如何发挥领导的积极作用呢？我们认为有两种思路：第一，

是应该改变现有领袖们的想法，通过举办京论坛等类似的活动向他

们传播保护平等的思想；第二，是要培育新的领袖，让他们在未来

能够引领时代的变革。

不是某一学科或某些高等学校中男

女比例的失调，而是在这一现象背

后的原因。男生和女生从小学开始

就会被贴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标签，

例如因为人们认为男生需要赚钱养

家，他们就倾向于选择一些技术性

强、对未来职业有好处的学科，并

且在落榜的情况下家人仍然会给他

们提供再考的机会，以便他们进入

名校；而人们认为女生更适合照顾

家庭，而且逻辑思维没有男生强，

就会降低对女生的期望值，有意无

意地劝诱女生去读更加“轻松”的

文科，并且认为她们没有进入更好

的大学的必要。我们将这两个问题

结合起来，提出了水平和垂直的“性

别分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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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创办于 2005 年，即两国冲突与矛盾最为激烈的一年。

本着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促进交流以期未来两国和解的夙愿，

北京大学的官乐与东京大学的铃木雅映子二位前辈创办了京论

坛。

京论坛是中日两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东京大学之间

第一个由学生自主创立的学生交流项目，旨在让中日两国的青

年精英和未来领袖通过为期数月的学术准备，以及在北京、东

京两个会期的深度讨论，实现面对面的对话，达到加强沟通、

消除误会、重建信任、促进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的目的。

秉承着这样的使命，京论坛走过了十二年。这十二年，京

论坛的讨论话题广泛，紧跟不同时期社会热点，包括劳动、社

会责任、社会保障、媒体、和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人口问

题等等。在讨论之余，各议题组还根据议题讨论内容设置参访

活动，多年来走访了凤凰传媒、三井住友银行、汉能集团、北

京太阳村等集团与机构。

对于我而言，能够陪伴京论坛走过三年——从议题组长，

到学术副主席，再到中方主席，实在是我的荣幸。我所见证的

这三年，京论坛未曾因对于学生交流的视野所限制，亦未曾因

对于中日关系改善之渺茫而却步。京论坛带来的，是众多京论

坛人的热忱呼唤，我们努力让小范围的讨论结果推动社会的认

识变革：每年京论坛在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就当年议题讨论成

果举办展示会，并将成果制作成报告册，通过多种方式扩大社

会影响力，将讨论的成果进一步向更多人普及。还有更多的京

论坛前辈，活跃在中日交流的最前线，在政界、商界、学界秉

承着京论坛人孜孜不倦的渴求，力图重建两国之间的信任与情

感。京论坛带来的，同样也是是对于个体价值观的重塑：有许

多同学告诉我，是京论坛让他们第一次审视自己与国际关系，

京论坛为他们带来了脱胎换骨般的蜕变；

这种蜕变来之不易，这是无数次原有印象被打破、原有认

知被推翻的过程；这是艰辛而彻底的自我审视、自我质疑、彼

此了解、价值重构、相互信任、共同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往

往极为艰辛不易，是无数次讨论过程中的头脑风暴，是无数个

主席寄语

" 京论坛，聚英
才， 经 国 是，
塑未来。北大、
东大学子殷切
的期望，离不
开十二年京论
坛人的守候，
更离不开一直
以来关心和支
持京论坛的各
界单位和人士。
希望翻开这本
报告册、热心
中日和解的您，
能够一直关注
京论坛、支持
京论坛。京论
坛必将不负所
望，砥砺前行。

京论坛 2017

中方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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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检索的不眠之夜，更是无数个实地探访活动中的观察与思索。这每一份努力、每一滴汗水，

都将浇灌出互信互助、共创共荣的友谊之花。

这种实际的改变与推动，离不开历届京论坛人对于社会民生的关注以及对于历史文化的尊重。我们用务实

的交流与探讨，来切身体悟信任重构之艰难，中日友好四字之宝贵。纵使定位“精品”，我们绝不将自己限

制在“精英”的标签下；尽管要求“高标准”，我们同样也脚踏实地；无疑衷心“爱国”，我们更将这种情感

上升到对于两国人民兼容并包的人文关怀中。京论坛对于每位京论坛人来说，超越了“学生项目”，成为一

生追求的事业与情怀。

 京论坛，聚英才，经国是，塑未来。北大、东大学子殷切的期望，离不开十二年京论坛人的守候，更离不

开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京论坛的各界单位和人士。希望翻开这本报告册、热心中日和解的您，能够一直关注京

论坛、支持京论坛。京论坛必将不负所望，砥砺前行。

 祝福京论坛！

赵佳茵
2017 京论坛主席

北京大学 2014 级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华管理学院（双学位）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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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在加入 SICA 不久后，成为了京论坛的成员，此

后的三年中，我见证着京论坛的发展变化，也在京论坛之中获

得了成长锻炼。京论坛创立在中日关系发展遭受挫折的时候，

它源于每一位个体在交流合作中突破自身局限性从而承担时代

责任的勇敢尝试，它源于每一代年轻人在充分考量现实后继续

追问未来的不渝理想。对于每一位京论坛成员来说，京论坛曾

经带给你的感悟和反思，应该会远远超出你对京论坛的投入。

对于我来说，三年中，相似的情景让我更清晰的看到了自己成

长的脉络，它给我带来越来越深入的思考，给予我直面宏大命

题的勇气，敦促我更深入的了解自我、更准确的定位自我。砥

砺前行，相信京论坛会越来越好！

大家好，我是 14 级外院的邵一帆，有幸作为 VP 参加了去年的

京论坛，与所有组织者和代表们一起经历了一段宝贵的时光。从前

期筹备的反复考量细节，到正式会期时的交锋与共识并存，再到最

终展示时的全新认识，京论坛引领我们走过的，是一段自我更新的

路程。毫不夸张的说，京论坛的时光，是一次对逻辑、对价值、对

深度思考的砥砺，是一场与有识、有趣、有所关怀之人的相聚，更

是一段充实、更新乃至重新构建原有认知的旅途。除此之外，对日

本文化的深入探 (can) 寻 (guan)，与日方代表的亲密交（chi）流（fan）

培养出的友情，都是京论坛这座中日大学生沟通之桥能够带给我们

的宝贵财富，希望大家都能在京论坛 2018，收获更多！

2017
JING FORUM 

Comments Of Delegates 

张怡轩
2017 京论坛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5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京论坛 2017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4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邵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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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京论坛 
代表感言 于欣池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6 级

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

很多做日本研究的学者常常引用这样一句

话，“中国现在不缺少亲日的，也不缺少仇

日的，唯独缺少知日的”。所谓知日，不肤

浅于表面，不停止于态度，而是真正的了解

与交流。京论坛就是一次“知日之旅”。

京论坛的经历是极其宝贵的。中国人和日

本人，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也未必会像京论坛那样畅所欲言、开诚布公。

很难想象在现实生活中，两个国家的年轻人

会直截了当地谈论对方国家的社会，交流自

己真实的价值观，甚至为两国的未来努力。

这种讨论比看多少日本动漫、甚至必读多少

日本研究著作都要有效得多。我们面对面交

流，从自己的家庭状况到对社会的看法：见

到真人，才能感受到东京大学学生普遍优越

的家庭背景带来的“精英”气息。

京论坛也是一次对自己的锻炼之旅。和中

方、日方同侪之间的交流合作，会明显使人

意识到自己在团队合作及安排讨论上的不足，

更能够明显体会到来自同学们巨大的善意。

很多人都说，京论坛是很累人的。的确，

我们每天从早讨论到晚，几乎一直睡眠不足，

但没人会觉得这两周的互相了解与交流没有

价值。我甚至觉得京论坛会期的两周以及前

前后后的沟通准备是去年最塑造我自己的一

段时期。会期之后我们也时常点赞，互通消息。

希望这种善意和理解能够真正藉由我们，在

现在和未来扩散到更多两国国民上去。感恩、

感谢京论坛。

谢雨晨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工作成
员

北京大学 2015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敲下这些字的时候，京论坛已经过去将近半年了，但

那些片段仍旧能一点一点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因京论坛

实是我大学生涯中不可多得的宝贵体验。我们在一次次的

讨论与灵魂碰撞之间中触碰认知的边界，打破重构，勾勒

出最真实的版图。

讨论得越是深入热烈，愈发觉得自己知之甚少。越是

想要深入探寻对方的思想和认知，越觉得触摸到的只是充

满迷津的表层，而背后的规律和结论就愈发引人入胜。感

谢日方代表们的坦诚，让这场探索之旅变得酣畅淋漓，趣

味横生。中日代表们在最真实的想法和经历中，抽丝剥茧，

观看他人，也试图站在他者的角度剖析自身。议题是引火

线，讨论将其点燃，最终在每个人的心里生出绚烂的花火。

如果每个人都能在京论坛中有所得，甚至是变得有所不同，

已经足矣，而最终是否能得出统一的结论也就不那么重要

了。借鉴实证研究亦或是经验研究的方法，不求结果地尝试

去探索，去表达，去倾听，去归纳，大概就能在这两个星

期的日子里有所收获。

关于京论坛的宝贵记忆还有很多，代代木的草坪，清晨

还未苏醒的原宿，雨中的神社与美术馆门口的大南瓜，还有

中秋之夜的五仁月饼。感谢日方代表带给我们的感动与惊喜，

有缘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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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欣怡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2 级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感言

JING 
FORUM

对我而言，京论坛是大学生活中一次无可替代的经历。非常幸运在会期中能够与很棒的人相处，

结识不可多得的朋友。两周间承蒙关照，不胜感谢。

更为重要的是，在京论坛的讨论让我再次反思“交流”的意涵：也许我们曾经以理解其文化的出

发点踏上他人的国土，然而当我们仅以一个过客、以他者的身份接触社会的表象，也许归根结底只是

在异国景观中不断反窥自身的境况与成见。但是当和东大的同学们坐下来谈及那些我们共同关注的、

更为尖锐的话题，意识到从未预料到的观念差异，我才真正反思平日对日本社会想象之粗浅。我们接

触的既是坦诚而亲切的同辈和日常生活，同时也是庞大的深层结构的冰山一角；我们的视角同样是周

遭现实的映像，而只有试图反观平日认同中脆弱的部分，才可能离真正的相互理解更近一步。超出“自

我感动”，在貌似笔直而确定的轨迹之外拓展认知的边界，我想这是民间交流应有的一点意义。

当然也爱那些风物；从京都静默的神社鸟居到新宿映照流光的街市，一路遇见无数令人沉醉的生

活样貌；作为一个流行文化爱好者，也得以满足私心完成了巡礼。再次感谢京论坛、日方代表和同伴们，

你们为短暂的两周赋予了激荡思想与超越国界的情谊。

乔卓然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

最初报名京论坛，是出于对“精英与社会”这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的兴趣，想着能和日本的伙伴

们思维碰撞出火花，听听处于另一套社会文化体系下的他们对精英的定义以及自我角色定位。而随着

论坛进程的推进，我欣喜地发现我所得到的远不止于此。对于拉开序幕的精英定义，中日双方便出现

明显分歧，由此揭开的两国官场晋升体系、领导层架构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文化层面的高等教育体系

以及社会层面的职业认同度等差异。可以说“精英与社会”是一层面纱，我们在显而易见的分歧下深

掘其源，深化对彼此国家与社会的理解。

当然啦如果仅是严肃的学术探讨不会如此令人回味无穷。一起熬夜、聚餐、轧遍海淀区大马路，一

起夹杂着英文、日本、中文附带手舞足蹈的交流，一起陷入瓶颈后努力挣扎着寻求突破路径，放在昨

日情境下半个月的日常今日重新回忆起来，是如此和谐与美妙。日本小伙伴强大的学术背景，一丝不

苟的严密思维都让我钦佩不已。附记，前几日在寻找日本各大城市的高等教育机构情况时毫无头绪求

助日方小伙伴，立即就收到了小熊传来的完整 pdf 文件，感动之至。过往或是心血来潮，或是误打误撞，

但今日回望，一切都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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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羽睿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6 级

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孙宇辰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3 级

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

当 我 在 会 期 结 束 之

后 细 细 回 顾 京 论 坛 2017 

globalism 议题组的种种，我

才知道，我们是经历了一次

多么奇妙的化学反应。原来

的议题组长因故离开，我算

是半道加入、临危受命，来

组织这个可能无比宏大的议

题讨论；北大的代表具有政

治学、阿拉伯语、泰语、德

语、国际关系、经济学等不

同的学科背景，而且在各自

专长的领域都是个“风云人

物”；东大的朋友们不但具

有同样丰富的学科背景，还

有更加多元的身份特征——

有从小在日本社会成长起来

的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有归

属中国国籍、持有中国护照

的中日混血青年，有加入日

本国籍的中国移民的后代，

甚至还有在日本求学多年熟

练掌握韩、日、英三国语言

的韩国人。这样一群背景多

元而观点歧异的青年学生集

聚在京论坛，碰撞出分歧与

能够加入京论坛真的是一件

非常幸运的事情，抱着期待与热

情参与了两周的会期，却收获远

超期待的美好。在这里，两个国

家、数个城市的几十名青年，经

过两周的相处与交流，建立了真

诚与平等的交流与友谊。虽然之

前有过一些跨文化的交流经历，

我却从没想到能够体会到这样的

真挚情感。

京论坛不只建立的是一个平

等开放的交流平台，更是一个

了解对方并且重新认识自己的机

会，我们的讨论建立在理解对方

的基础上，并且在差异与分歧中

共同探讨两方的差异与原因，我

们还一起去参访实践、体验文化，

这样的经历是真正宝贵的。也许

彼此还有分歧与差异，也许理解

也不代表接受，也许我们不能解

决现实中的巨大困境，但却多了

接受与包容，我相信我们彼此的

友谊是在理解与信任之中所建立

的，而我更希望，这样共同的经

历、共享的感受和真挚的友谊可

以一直延续。

理解的火花，已经是极为特别的

难得体验了——开诚布公的议题

讨论、与日本驻华大使见面会谈、

参访中国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

和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在北

京与京都的游览，还有正式活动

之外的闲谈，都使双方代表能够

深入两国社会，去体验、去触摸、

去理解。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京会期

的讨论围绕全球化中的爱国主义

与民族主义展开，这一主题与身

份密切相关，更直接指向中日两

国和中日民间难以完全消除的

嫌隙。当我们从这里出发，带着

同理心与共情心，去理解两国民

间对对方的负面情绪是如何发生

的，去发掘我们曾有的对彼此的

成见和误解是如何产生的，去探

究我们是如何被不同的历史背景

与社会环境塑造成不同的个体的

时候，我们就已经正在放下偏见，

达成相互的理解与尊重了。

于 我 而 言， 京 论 坛 2017 是

一次奇遇。这样的经历，一生仅

此一次，一次铭记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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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航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4 级

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作为一只大四汪，真得

很荣幸能够在最后一年参加

京论坛项目。从会期前对议

题的框定、挖掘，再到两次

会期中对议题的讨论与展示，

这不单单让我们理解了两国

青年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上

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让我们

感受到彼此之间各种观念的

碰撞，看到了在一些问题上

求同存异的可能。中日作为

两个超级大国，未来必定会

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交流

与碰撞，而正值青年的我们

能够为两国的友好往来贡献

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想这便

是此次活动最大的意义。此

外，也很感谢京论坛让我认

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

伴。在他们身上，我解锁了

关于“优秀”的 n 种打开方式，

也希望当我们离开北大之后，

京论坛能成为我们大学记忆

里美好的存在。

祝愿京论坛能够越办越

好，一直传承下去！

刘汐雅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京论坛大概是我大学生

活中最为难忘的一段之一。

它 让 我 走 出“ 想 象” 的 世

界——不仅是对邻国日本的

想 象， 更 是 自 以 为 对 中 国

已足够理解的想象。这个过

程无疑从前期准备到真正讨

论都是辛苦的——摒弃偏见

不易，相互理解很难，但正

因 为 这 如 此 困 难， 才 说 明

对 话 与 理 解 多 么 珍 贵。 在

globalism 议题组我们讨论到

中日两国历史记忆、文化背

景、国家战略等巨大差异为

现实中的两国关系带来众多

不确定因素，前路漫漫，然

而中日友好的追求不应该被

放弃。我们或许无法改变国

家和社会，但京论坛的十四

天就是我们在为这个追求做

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

相聚的意义。我爱京论坛！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感言

十分感谢京论坛为我们提供一个与日本同龄

人深入交流的机会。在参加京论坛之期间，我得

以近距离观察日本青年的生活习惯和言谈举止，

通过议题探讨和日常交流，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和人生哲学。而这些经历让我感到，虽然两国一

衣带水，关系紧密，但是中日青年却被诸多复杂

的元素逐步塑造成了迥异的个体，拥有了不同的

文化背景，正逐步成为了各自文化的继承者。而

双方复杂的历史关系和彼此当前政治上的龃龉，

塑造了中日代表看对方时矛盾的心态：虽然双方

可以较为轻易的互相理解，却难以对他方坚信的

价值观完全认同。而京论坛的价值便在于将这些

成见、矛盾甚至是交锋以讨论的形式呈现出来，

进而在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逐步试图探究产生区

别的原因，最终双方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同

时，通过两周的互助与交流，双方代表构架起了

信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关系，而这种基于共

识和情感纽带的联系，则是构建紧密和长久的友

谊的基础。因此，我认为京论坛是一个绝佳的中

日青年交流的平台，通过多样的活动形式和专业

的组织工作，将“中日友好”的理念通过一代北

大人和东大人的努力落到实处。京论坛 2017 已

经结束，但是京论坛组织者和代表的形象与精

神，更启发了我的思考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

思维。因此，我感谢京论坛对我的帮助，也祝福

京论坛越办越好！

JING 
FORUM

肖意达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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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睿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6 级

哲学系本科生

阮筱姝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6 级

法学院本科生

从怀着刚进入大学就产

生的对京论坛的向往走入京

论 坛， 到 怀 着 一 直 以 来 对

gender 话 题 的 关 注 和 思 考

参与会期议题筹备，再到与

日方同学的学术讨论中感受

文化背景差异带来的思维方

式的碰撞，整个过程都是一

番崭新的体验，现在回忆起

来每分每秒都弥足珍贵。在

京论坛还结识了许多优秀又

有趣的小伙伴，向他们学到

了很多，包括交流沟通的技

巧、在讨论中的组织能力和

洞察能力，整个讨论、准备

presentation的过程虽紧张，

但绝对不乏乐趣！另外，细

雨里徜徉在京东的神社，徘

徊在宇治小镇感受慢节奏和

静谧，那每一个剪影、每一

段故事，都值得藏在心底。

感谢京论坛能够提供这样一

个优质平台，让我接触不一

样的文化，感受不一样的体

验，也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曹书航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记得我在参加京论坛面

试时被问到“为什么想要参

加京论坛”，我的回答是“在

被印度 Masala 食物折磨的日

子里，拯救了我的日本料理

使我对这个国家也产生了兴

趣”。以这种抖机灵的回答

和一颗糊里糊涂的初心开始

的旅程，一路上却一次又一

次地给了我难料的惊喜。

参加京论坛的过程更像

是体验另一种生活，也是让

我迈出舒适区的一次尝试。

团队合作、逻辑思辩、快节

奏工作，甚至于一个人在语

言不通的大阪街头拖着箱子

寻找该去的地铁站、在落着

细雨的京都下鸭神社看可爱

的组员们求姻缘……这些想

起来或宏大严肃或细琐有趣

的经历都无比值得珍视。

祝福未来，祝福京论坛！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感言

谢宇程阳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7 级

新媒体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当不少国际交流项目实

质上成为以观光为主导的休

闲团之时，有这样一群小伙

伴，踏踏实实地利用假期查

文献、搜资料、理讲稿；在

深夜十点的北大新太阳与东

京国奥中心认真地沟通、理

解、寻求共识，自是一段难

忘的经历。

性别平等是个大的议题，

曾有朋友提出质疑，“这个

问题很多领导人都没有答案，

你们的讨论有什么意义？”

其实，很多东西的意义并不

在当下。当两个国家最高学

府的青年，如此认真、审慎、

理性地思考社会议题，我们

完全有理由期待他们会在未

来，让改变发生。

何其有幸，成为他们中

的一份子。

能有机会参加京论坛真

的十分幸运。在北京与东京

的两个会期里，我们与东京

大学的同学就中日社会问题

进入了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更

好地理解到两个社会，也与

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京

论坛的价值无疑是显著的，

它在中日两国间搭建起了一

座宝贵的沟通的桥梁，同时

也为北大的同学们打开了一

扇向更广阔世界眺望的窗。

会期中，不仅仅是在教室里

同学们激烈的讨论，我们还

有幸参访了 PwC 公司并与中

国女权组织进行深入交流，

让我们能够以更加贴近社会

现实的方式来了解议题。

多年后回想起来，与京

论坛的小伙伴们度过的这段

时光一定会成为自己珍藏的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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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京论坛日方代表感言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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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京论坛日方代表感言

林真子
Mako Hayashi

VP from UT side

有元万結
Mayu Arimoto

President ofv

JING Forum2017, UT side

Running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s no easy task, but the generosity 

and efficiency of my counterparts 

in Peking University were of a level 

that I had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I was particularly touc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escort 

us from the hotel to the school every 

day, as well as accompany us well into 

the night to discuss.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t Jing Forum will last a lifetime, 

and I hope others can also experience 

this depth, this intensity of bonding and 

cultural sharing.

I joined Jing Forum as a delegate 

in 2016, and one of the board members 

2017. Those experiences taught me 

that sincere discussion brings true 

friendship. Through the sessions, we 

seriously listened to each other, spoke 

honestly and worked hard together. 

We sometimes found confrontations 

among our thoughts about the subjects 

or how to discuss. That was tough, 

but the 2016 P&D section members 

became special to me, having had such 

a dense exchange. And last year I saw 

we finished the forum with everyone’s 

smile after earnest discussions. I 

learned an important thing thanks to 

Jing Forum.

尹美来
Yun Mirae

leader of Globalism section

I was a section leader of topic 

Globalism, and had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with my teammates. We had 

heated discussions on how globalism 

affected China and Japan differentl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atriot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Lovely discussions 

we had were coming from our sincere 

interests towards each other, and this 

led to our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Japan. Not only did we build 

invaluable friendships, we were able to 

overcome common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J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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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熊利樹
Toshiki Matsukuma
leader of Elitism section

廣中彩乃
Ayano Hironaka

delegate of Gender section

I found its too difficult but fruitful 

to try to understand what the other 

people are thinking. Important things 

are hidden by the noisy voices in the 

society. It became a kind of treasure 

for me to discuss face to face with the 

participants who have spent different 

lives. I would like to keep in mind 

this experience and try hard to know, 

share and respect the other lives for 

rethinking the world we live. During 

the session, we discussed so long and 

enjoyed spending time together. I hope 

we can keep the friendship. 

As a senior student starting to 

work from the next spring, I sincerely 

appreciate the Jing Forum for giving 

me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as the last 

student activity in my college life. I 

hope the Jing Forum would last for 

the next decades and keep providing 

students great experiences.

I attended the Jing Forum as 

a leader of the elit ism division. 

Actually, I had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s and 

a one-year study abroad program and 

therefore, realized that discussion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ing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ended 

to be difficult and messy. The new 

discussion at the Jing Forum was not 

an exception. Students from Tokyo 

wanted to discuss the ideal role of 

elites and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students from both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were 

elites. Surprisingly, however,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did not identify 

themselves as elites. This differences 

in our self-identifi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ne day I want to work in China and 

clarify the backgrounds behind this 

different self-identification. 

JING 
FORUM

大島航
Ko Oshima
delegate of Gender section

Participation in Jing Forum was a 

tough, but fruitful experience for me. 

We had a quite long discussion about 

multiple gender issues in each society. 

Interestingly, the circumstances in 

China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 

had expected. The curiou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was finding out what kind 

of causes are underlying the gender 

problems in each country. It wa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consider 

what sort of social context or culture 

unique to Japan are defining my value. 

Now, I feel that the relativazation of 

values could be the key basi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Jing Foru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at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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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中方组委会

赵佳茵
京论坛 2017 主席

北京大学 2014 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科生

张怡轩

京论坛 2017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邵一帆
京论坛 2017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4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徐雨琪
京论坛 2017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5 级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

孙宇辰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3 级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

于欣池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6 级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

阮筱姝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6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潘睿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6 级哲学与宗教学系本科生

谢雨晨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李羽睿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工作成员

京论坛日方组委会

有元万結
京论坛 2017 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新城真彦
京论坛 2017 副主席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林真子
京论坛 2017 副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比護遥
京论坛 2017 副主席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尹美来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组长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岡本裕太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组长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松熊利樹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组长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成员名单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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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中方代表

梁欣怡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6 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
生

乔卓然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本科生

肖意达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张宇航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4 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刘汐雅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曹书航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胡玥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谢宇程阳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京论坛日方代表

角銅健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农学部本科四年级

土屋晴香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二年级

浦野湧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本科三年级

湯川利和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広中彩乃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农学部本科四年级

鎌倉萌江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一年级

大島航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坂西俊太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农学部本科五年级

長谷川郁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一年级

川村駿太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橘高秀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宋知姬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成员名单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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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汐雅
京论坛 2017 全球主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曹书航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胡玥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谢宇程阳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大島航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坂西俊太
京论坛 2017 性别平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农学部本科五年级

長谷川郁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一年级

川村駿太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橘高秀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宋知姬
京论坛 2017 精英与社会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SMBC 三井住友银行

北京赛德万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

赞助商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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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

参访单位
美丽中国

SMBC 三井住友银行

政见团队

四季青敬老院

支持单位

日本驻华大使馆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日中文化交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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