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论坛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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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对话加强沟
通，消除误会，重建信任，以促进中日关系的长远发
展。

历史上，中日的交往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千百年来，
中日双方互通有无，彼此学习，建立了悠久的友谊传
统。然而，近代以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侵华战争在两国
人民中间造成了严重的猜忌、误解与分歧。上世纪70年
代以来，中日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并逐步发展，但历史
因素与现实的利益冲突使两国关系在发展中频频受阻。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上
升，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日关系已不仅仅关
乎两国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中日双方都表现出强烈的加强对话与合
作的诉求，而京论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2005年，京论坛在中日关系的冰点诞生；5年之间，从学
生精英到社会大众，京论坛站在她独特而敏锐的视角，
向外界传达着她对中日双方“共知、共识、共创、共
荣”的期待。

2010年9月7日，中日之间爆发钓鱼岛冲突。随着事件的
升级，两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愈加强烈，双方的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然
而，可贵的是，京论坛2010仍能够如期举行。在北京会
议和东京会议中，代表们就国际社会、教育、社会公平
三个议题展开了讨论。经济增长背后，社会财富究竟流
向了哪里；全球化加速，中日青年距离所谓的“国际视
野”还有多远；国家实力增长，中日双方所应承担的国
际责任又有哪些⋯⋯京论坛鼓励参与者以学生的视野为
起点，在时事背景下对中日关系加以理性的分析，深度
交换意见。京论坛，作为一个学生论坛，正在促进两国
青年交流沟通的层面上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京论坛目标

加强中日两国未来领袖之间的沟通，在充分深入的研讨
交流中建立双方的互信关系和良好友谊，为中日关系良
好走向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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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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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京论坛 | About J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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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之路

2005年
因小泉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国内反日潮流涌
起，中日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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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近几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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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背景下逐渐发
展成熟，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凸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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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非常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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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金融危机爆发，中日两国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在此大
背景之下，中日两国之间的亟需更多的沟通、了解、合
作和支持。秉持“链接未来领袖”的基本定位，延续“
客观、开放、深入、坦诚”的论坛格调，2009年京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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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讨论议题由原来的“宏
观框架下选取具体问题讨论”模式下尝试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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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2009议题回顾

民族认同
历经三年关于历史及其他相关领域话题的讨论，京论坛
发现两国民众历史价值观的差异与民族意识紧密相关。
民族认同组的代表们由此在深入了解研究两国人民对自
身及对方的思考角度之后，以现实之中两国民众间的误
解为讨论出发点，经过坦诚的交流讨论反省自我、重识
对方，希望借此重新确定两国对待彼此的态度。

东亚
东亚组的代表们将中日关系置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围绕经济与社会领域内的具体问题，如“亚洲共同货币
是否可能”等，着重讨论两国在该地区发展双边关系，
推动地区进步的前景和展望，从而立足于更广阔的视角
分析中日关系，共同面向未来。

媒体
近年来，中日问题由政治矛盾逐渐演变为两国国民之间
的信任危机。在媒体议题的分组讨论中，代表们通过前
期研究，深入了解两国各自媒体运作模式的异同、媒体
从业者的差别、媒体外交、媒体与政府关系等问题，还
共同关注探讨了两国民众对媒体信息的取舍和认知方式
方面的显著差异。

京论坛历史回顾 | About Jing Forum 京论坛2010 | Jing Forum 2010

论坛主题

过去的五年，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前行，从政冷经热、冰
河时期，到峰回路转、暖春破冰，又经历摩擦冲突、重
陷僵局，而京论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走过四年历
程。五年里，不变的是京论坛“联结未来领袖”的使
命、“共创未来”的愿景。京论坛2010延续“客观、开
放、深入、坦诚”的论坛格调，在中日双方加强互相认
识、理解方面有新的突破，同时立足东亚、放眼全球。

议题变革

同京论坛2009的议题变革一样，本届京论坛跳出具体时
间或领域的讨论，对深层次的普遍性问题进行探讨。另
一方面，论坛将视野从中日冲突中解放出来，关注中日
间共同面临的问题、共同承担的责任。搁置争议、放眼
全局，在参与国际社会、发展青年教育、社会公平发展
等更多的领域开展理解、沟通以及合作，而不仅仅纠缠
于矛盾和冲突，不失为一种大智慧。

议题设计

国际社会
无论中日间正经历怎样的冲突，无论这种矛盾冲突在未
来还会持续多久，中日两国都将面对一个更加休戚与共
的东亚关系，和一个更加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日两
国是世界重要经济体，同时，其在政治、文化、科技等
领域拥有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力。两国的对外政策也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更大的能力是否意味着更大

的责任？中日两国需要为东亚和平与国际社会和谐发展
做出哪些贡献？在承担国际责任中又会遇到哪些未知挑
战？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仅需要政治家、决策者，更
需要充满希望的青年人，国际社会的未来是他们的。

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决定着个人、家庭和社会的
未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国际交流日益密切、国
际合作广泛深入的当下，是否注重国际视野的培养，已
经成为衡量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只有在互相了解彼此
的独特风俗文化、理解两国之间的异同的基础上，方可
求同存异，进而加强合作。因此，在教育中是否注重学
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对一国未来避免国际冲突、参与国
际合作的能力，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此议题以中日两国
顶尖学府——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学生为参照，分析两
国学生国际视野之短长，重点探讨现象背后的本质原
因，并尝试提出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建议。

社会公平
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但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问
题，即社会公平。经济总量的增加，却伴随着人民收入
和生活水平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
的社会问题，而这正成为威胁社会健康发展的严重隐
患、激发社会冲突矛盾的定时炸弹。此议题针对中日共
同面临的社会公平问题，研究两国极具代表性的现象：
中国的蚁族和日本的穷忙族。希望就这两个现象做出深
入的对比，并且由这些现象挖掘出两国各自的社会价
值，从而发现更多两国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切入点，寻求
两国长期合作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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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介绍

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实力的提
升不仅意味着自身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保障，更意味着的
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责任。随着中日两国近些年来在政
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拥有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
力，两国的对外政策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此议题以两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案例分析为引子，从中日
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角度分析外交政策，以此理解
双方对外政策中的受制因素和决策考虑，并思考如何推
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使其贡献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乃至国
际社会的和谐发展。该议题涉及国际关系知识的背景，
但讨论过程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

讨论成果

援助困境：援助政策的结果与目标有何差异，哪些方式
方法可以弥合差异？

目标：国家层面的援助，有国际道义的驱动，也有
国家利益、国际声望的考量；个体层面的援助，来

自于同情心、人道主义与自身价值的实现。

方式：人道主义援助、官方援助发展援助、投资、
贷款等方面。

结果：国际援助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
临着权衡国家与人民关系的问题：如果通过援助政
府间接援助当地人民，虽然加强了政府实力、巩固
执政地位，却可能加强独裁，不利于人权保障。在
议题讨论中，日方成员质疑中国援助独裁政权的合
理性，而中方认为不能因为政府的失范而不顾该国
人民。并由此提到了通过民间组织的对接，而非政
府间行为进行援助的思路。

制裁得失：权衡国际制裁的利弊得失，是否有更好的替
代方案？

对制裁“问题国家”是否有效合理这一问题，成员
产生如下不同观点：有一方观点认为，制裁是一种
及时、有力的传达信息、做出反应的途径，并且在
某些条件下是唯一的选择；而另一方持不同意见，
制裁并不能改善情况，由于孤立有可能加强政府专

制和腐败，而贸易、教育和文化交流往往更加有
效。

双方在国际制裁在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达成共识，
但在什么情况下制裁，制裁的尺度和效果方面有分
歧，并就制裁的替代方案等问题尚待讨论。

反思历史：中国的不干涉原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哪些
问题？

双方就国际制裁在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达成共识，
但在制裁的时机、尺度和效果等方面仍有分歧，同
时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讨论，如制裁的替代方
案。

同时，中日两国成员还存在观点分歧：日方认为，
在正在发生变化的内外环境下，中国政府应当提升
自身参与度；中方认为，中国应当保持现有政策，
并通过其它方式影响或说服当地政府。

矛盾中心：人权发展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间如何协调
关系？

人权的保障事关公民政治权利，而社会稳定是经济
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促进人权的发展，但维护人
权与维护社会稳定往往成为一对矛盾，为维护稳定
有时会以牺牲人权为代价。而在讨论中双方发现对
于人权的不同理解也是产生争端和误会的重要原
因。

案例分析：朝鲜半岛问题是个不解之难题吗？

在东京的讨论中，议题组成员结合朝鲜问题，展开
了进一步的探讨。代表们首先针对南北统一、核和
导弹、脱北者、国内政治压迫和绑架问题进行优先
排序，体现代表个人对于解决半岛问题的思路。有
代表认为解决核问题是首要且紧迫的；另外也有代

表认为半岛问题的根源在于分裂和对抗的状态，应
该首先着手统一的设计；但部分代表表示统一必须
在两方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
参考东西德的教训，统一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代
价。在对朝鲜问题的深刻反思中，国际社会组继续
讨论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中的影响要素、介入程度的
批判性观点、中方是否切实履行不干涉原则、制裁
之外是否有其它途径、如何提升对“问题国家”的
影响力等等话题。

展望未来：崛起的中国应当对未来世界承担怎样的国际
责任？

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中国的崛起
不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她的发展与世界息息相关。
中国在自身得以发展的同时，是否需要关注世界的
利益，是否应当为世界的发展尽一份力量？具体在
亚洲，如缅甸和朝鲜问题，中国是否应当承担更多
的，与日本同等量度的国际社会的责任？

中方成员认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并坚守不干
涉原则，中国有其特殊的承担国际责任的合理方
式。

日方成员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力，
中国应当按照超级大国的国际规范来要求自己。

而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为什么不能遵从西方模
式？中国应当走出怎样的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愿景：崛起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上世纪初，美国的生产总量已经仅次英国位居世界第
二，而今日之中国，在经济层面上与百年前的美国非常
相似。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而外交政策层面，其
长期奉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又与美国的孤立主

成果展示

国际社会 | International Society

04 | 京论坛二零一零年报告册 京论坛二零一零年报告册 | 05



义政策前后呼应。

但中国还和美国有极大的不同，她刚刚走出一百多年来
的灾难，通过经济腾飞走向复兴，而其人权事业发展任
重道远，中国对于国际社会承担如何的责任？中国与日
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居，如何加强互信互利，顺应世
界大势、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人类的前途向更好的方向
发展？这些问题虽然庞大，但必须解答；解答的过程虽
然漫长，但必须从现在开始。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正需
要我们，新一代青年人，甚至我们之后几代人的共同探
索。

议题分组活动

北京：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英文缩写CFPA）成立于1989年3
月，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是对
海内外捐赠基金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该
组织自2004年开始尝试进行国际援助，2007年进入
非洲，2008后逐步开展援助苏丹项目，迄今为止，
已在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本届京论坛国际社会分组邀请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徐凡女士就其援助苏丹项目进行了讲座。讲座详细
介绍了中国目前援助苏丹的资金来源、具体方式及
取得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代表们进一步讨论：苏

丹人对于中国的援助持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如何处
理在援助过程中与苏丹人在传统习俗和宗教文化等
方面的分歧；在西方国家普遍制裁苏丹的大背景
下，中国援助苏丹的行为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国家
利益与外交价值观。

东京：“脱北者”问题讲座

“脱北者”是指朝鲜国内由于无法忍受朝鲜政治体
制和生活环境而通过非法渠道逃离朝鲜的人，亦
称“朝鲜难民”。这些“脱北者”大多逃往中国、
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社会
问题。

本届京论坛国际社会分组邀请了“脱北者”问题专
家Ms. Cho Yunyoun进行了讲座。讲座中大量的第一
手材料使得中日双方代表对朝鲜国内民众的现实生
活状况以及“脱北者”在中日韩等异国所遭受的不
公正待遇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从而对本国的对朝
政策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代表们进
一步思考：在对待“脱北者”等此类国际难民的问
题上，中日两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践行了所推
崇的人权与人道主义精神；当现实的国家利益与普
适的外交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国家应该如何抉择；
对于朝鲜这样的问题国家，中日两国应怎样进行参
与才能真正有利于朝鲜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东
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成果展示

教育 | Education

议题介绍

“共创未来”是京论坛创办以来的重要宗旨。教育改变
未来——无论是在个人、家庭还是在社会层面，教育的
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在中日两国国民的一般认知中，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
学生是两国现行教育体制下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作为两
国社会中的未来的“精英”阶层，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
的学生以亲身经历和自身理想为基础，相互分析两国学
生的优缺点，并探讨其为何未能拥有国际视野的根源。
这不仅是对两国教育之现实的理性反思，更能为教育的
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具象的参考。

讨论成果

国际视野的重要性

对于国际视野的定义，历来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经过
一番讨论，中日双方的代表认为，国际视野指个人除了
参与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之外，尊重、了解其他
国家的现状与发展情况，有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生活的
意愿并付诸行动。在推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教育之
前，我们应该明白在这二十一世纪里，拥有国际视野的
重要性。从个人层面来看，拥有国际视野有利于个人达
成长久的职业发展，树立高远的目标追求，体验多彩的
生活方式；从社会层面来看，拥有国际视野有利于我们
以客观全面的视角对社会发展进行分析、比较与评估，
实现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互利共享；从世界角度来
看，拥有国际视野有利于国与国间的协作，共同解决国
际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

中方：

中国学生之所以缺乏国际视野，最基本的原因有二：

（一）目光短浅

社会、家庭因素：由于一胎制政策，中国学生大部
分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在中华民族传统“孝”观念
的影响下，普遍需要自己打拼努力赚钱养育父母。
但日本社会的养老金体系则不需要年长父母过于依
赖孩子。该差异导致中国学生自幼便背负更高的家
庭期望与社会压力，来自两方面的责任使其很难把
视野从个人事业、父母养老中跳脱出来，投身国
际。

人口因素：中国人口众多，竞争激烈。这一国情决
定了现阶段选拔人才的机制仍以考试为主，人才衡
量的标准仍以分数高低为主；而教育质量和教育体
系的不完善导致中国学生只有获得较高的GPA才能
在竞争激烈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这使中国学生过多
关注于最终的GPA成绩而不是习得知识的过程，缺
少参加课外活动和国际交流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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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因素：这也是导致中方大学生目光短浅的原因
之一。中国高校普遍未能为学生提供有助于职业发
展的系列服务，如就业指导等；而短期的社会服务
也不能令学生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寻求职业方向；
来自同一专业的学生居住在同一幢宿舍楼，而国际
学生则被安排居住在较远的宿舍楼，不利于中国学
生与国际学生进一步交流，发展良好关系，互相学
习，开阔视野。

（二）从众心态

历史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当今时代
更提倡和谐社会建设，这一点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
已渗透到了中国学生的意识中。因此中国学生适应
环境能力很强，倾向于在大环境中“求同”，避免
可能的冲突，当个人意见与主流意见相左时往往选
择牺牲个人观点。

社会因素：中国是一个较为务实的国家。如今，中
国高校纷纷掀起了“出国潮”，大部分高校学生认
为出国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成功，赚
得更多的钱，却很少思考出国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能否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在社会大环境的左右
下，这种短视、物质至上的心态已成为不假思索
的“共识”。

共识：讨论过程中，我们发现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
类似，具有很强的求同趋势，标新立异、急于表现
自己的日本人寥寥无几。同时日本学生也有从众心
态，比如他们不知道为何要考入东京大学，只是观
察到身边每个人都在这么做，为了与大环境融合，
便把自己的升学目标也定为东京大学。

日方：

在全球化的驱动下，全球内部竞争不断加剧，日本民众

却似乎在逆潮而动，无论是对国内外事务的关注度，还
是对个人人生追求的设定，普遍处于较低的水平。一场
剖析该现象产生根源的头脑风暴也就此展开。

（一）与社会渐行渐远

历史、社会因素：现今，日本早已迈入发达国家行
列，物质追求不再是民心所向，精神诉求愈发受到
人们的重视。然而生活的知足也渐渐疏远了民众与
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们对社
会的关注度。而1974年由日本政府发起的“新左派
运动”于这一现象的出现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教育因素：在不提倡时政教学、不鼓励学生发表看
法的教学理念之下，日本大学生获取时政信息的渠
道极少，缺少政治课程教学以及交流时政看法的平
台和组织。他们不仅无法在课堂上同教授探讨时
政，独自居住在校外的他们在课下也甚少有机会同
他人交流看法。此外，与中国大学生热衷实习和社
会工作不同，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日本大学生不
多。很多人未曾接触过底层民众的生活，也没能与
他们一起共事。虽然兼职为日本大学生开辟了一条
对外接触的途径，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仍较有限。

对“与社会渐行渐远”现象的进一步思考——对外
接触的“三部曲”

∙∙ 初级阶段——漠然置之：被动接受信息不加以
思考 

∙∙ 中级阶段——主动关心：被动接受信息之余主
动搜集信息 

∙∙ 高级阶段——独立思考：在被动接受的和主动
搜集的信息基础上自主评判信息的价值

如今，很多人处在该三部曲的第一阶段，但国际视
野教育追求第三阶段。

（二）低要求的人生目标

教育因素：对比中国学生的积极上进，热衷求学国
外，日本学生更倾向于国内大学，而东京大学似
乎就是他们心中的“终点站”。日本大学生远离排
名制，没有“奖学金”激励系统，视高等教育为娱
乐，较少有机会接触成功人士，同本校其他院系的
学生和留学生交流也甚少，有些甚至期冀学校来决
定他们未来的人生。

愿景

在为期十四天的讨论中，无论是探讨国际视野形成过程
中遇到的障碍，还是深入剖析这些障碍产生的原因，目
的只有一个——寻找出路。虽然目前的我们能力有限，
思索不出完善良好的对策，但至少双方就国际视野形成
前需要攻克的难题了然于心，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
们也坚信，有了教育的力量，双方国际视野的形成指日
可待。同时我们得出了共识，即未来中日双方应该加强
对话与合作，在平等交流，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促进本国
和世界的共同发展。

议题分组活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民间外交
工作的全国性人民团体,它以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
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在二十一世
纪的国际舞台上，它代表中国人民同各国对华友好的团
体和各界人士进行联系，努力贯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多层次、全方
位的民间友好外交工作。其各项活动受到中国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支持和赞助。

2010年9月17日，来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李琨先

生与本届京论坛教育组的成员以座谈的方式进行了沟通
和交流。通过本次讲座，代表们更进一步地体会到，国
际视野，不能只关注中日双方关系这一层面，更应综合
考虑两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联系，求同存异，促进
交流。中日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生交流活动，放眼国
际，在国际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促进国与国的
交流，真正做一名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人”。

2010年9月28日，京论坛代表们参观了日冷公司在东京
的总部，日冷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冷冻食品和其他加工
食品的公司。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目前正在极力开拓中
国市场，为此在日本招募了许多中国员工，并试图将他
们培养成为日冷公司未来的领导人。代表们还同曾在中
国工作的管理层人员进行了交流，对日冷公司在中国开
展的业务、开展业务中遇到的障碍，以及他们招聘员工
的条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双方在此行程中都表现出了
极高的积极性。

2010年9月30日，京论坛代表们同轻井泽国际学校首席
执行官Lin Kobayashi女士进行了交谈，双方就日本教育
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何培养国际视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2008年初回日本的Lin Kobayashi女士就向多方筹
资建立轻井泽国际学校，在她看来，教育能使穷人更为
积极地参与民主政治，争取他们的权利，同时她也认为
只有领导者关心社会，社会正义才有可能实现。为此，
由她创立的轻井泽国际学校旨在培养一批关爱他人、心
系全球、了解亚洲历史文化、拥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
这一教学理念同2010年京论坛教育组的议题国际视野不
谋而合。Lin Kobayashi女士对学校的规划也正是基于这
一理念之上，设想招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建
立全日制住宿学校。虽然，轻井泽国际学校的建设仍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Lin Kobayashi女士的这场仰仗教育的
力量实现社会正义的试验也才刚刚开始，但它们都传达
出了一个强烈的讯号——有了教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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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介绍

中国、日本作为东亚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亚洲乃至
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十年
来，中日两国都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创造了经济腾飞的神
话，但与此同时，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公平问题
如“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均”等日益凸显，并
逐渐引起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本年度京论坛社会公平
组立足这些中日两国共有的有关“社会公平”的现实问
题，选取中国的“蚁族”和日本的“穷忙族（Working 
Poor）”这两个备受关注的特殊群体为具体的切入点，
从群体定义到现象描述，从成因分析到影响总结，从态
度阐述到未来展望，于中日代表观点异同的背后，挖掘
出中日两国青年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思维方式的差异和中
日两国社会价值观的相似性与各自的独特性，为建立真
正坦诚平等、客观冷静的交流模式奠定基础。

讨论成果

现象定义

“蚁族”指在中国年薪在25000-30000元人民币之间的

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来自欠发达地区，目前在中国
一线城市打拼，生活状况欠佳；“穷忙族（Working 
Poor）”则指日本社会中年薪在200万日元（约合15万人
民币）以下的阶层，他们具有出身平常、社会福利较少
等特点，总人数约占在职人员总数的15%。

“蚁族”现象和“穷忙族（Working Poor）”现象从某
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了解研究“贫富差异”问题的窗
口。在社会公平组的讨论平台上，两国代表通过平等的
对话正视彼此的利益诉求，以客观开放、冷静坦诚的前
提下审视中日不同社会价值观影响下的“公平”问题。

现象成因分析

“蚁族”现象和“穷忙族（Working Poor）”现象的成
因有相似之处，同时也都具有本国国情所决定的独特因
素。

共同

经济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竞争，“优胜劣
汰”的法则在当今时代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使得教育

和人力资源内在的竞争力在生存问题上发挥了更大的作
用；

在“经济危机”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中日两国用人
单位普遍缩减雇员需求规模或降低劳资成本，很大程度
上加大了年轻就业群体的生存压力。

差异
中方：
 ∙ 居高不下的房价、城乡发展的不均衡、物价上

涨导致的生活成本提高，都是中国社会的现有
状况，也是“蚁族”现象形成的重要推力；

 ∙ 中国大众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决定人们把“进
城”作为一个人能力水平、社会地位的标志，
该观念促使大量年轻人涌入一线城市，加剧了
同一群体的生存压力。

日方：
 ∙ 1989年经济危机对当前状况仍有很大影响；
 ∙ 一些日本年轻人与家庭的联系不够紧密，出现

不同程度的群体归属感缺失、方向感迷失的情
况；

 ∙ 社会机动性较大，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拥有
不同的机会。

现象影响
社会角度
 ∙ “蚁族”和“穷忙族（Working Poor）”团体

的扩大，加剧社会矛盾，成为社会安全的潜在
威胁；

 ∙ 对于不公平待遇，年轻人可能表现出来的逆来
顺受的态度不利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优化和社会
的进步完善；

 ∙ 长时间的生存压力会削减上述两个群体从业者
的社会归属感，直接影响两个群体所创造的社
会价值；

 ∙ 长远来看，生存压力和意识形态导致教育竞争
逐渐白热化，陷入恶性循环。

个体角度
 ∙ 年轻一代的个体对未来丧失希望，处于消极状

态，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
 ∙ 社会舆论对于个体能力水平的评判并不能完全

做到客观，长时间处在“蚁族”群体或者“穷
忙族”群体中，这种生存状态可能成为导致家
庭、交友、工作等社交圈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 上述两个群体对于现状的理解一旦趋于极端，
必然会影响群体中的个体对于社会、政治及个
人未来的认知，逐渐加剧社会意识形态的不良
趋向。

建议与展望

在讨论的最后，代表们就怎样降低“蚁族”和“穷忙族
(Working Poor)”群体的生存压力，缓解社会潜在矛盾给
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中日两国社会都应正视并重视
两个群体影射出的社会公平欠缺问题，意识到该问题可
能导致的社会失衡，及早做出应对措施。具体而言：

个体角度
 ∙ 年轻就业群体应对自身能力水平有恰当的定

位，以现实为基准设定自己的理想；
 ∙ 年轻群体在成长过程中应及早树立危机意识，

对现实有清晰的概念，并有意识地提高完善自
己。

社会角度
 ∙ 政府应大力缩减地区教育水平差异，最大程度

地为国民提供均等的教育资源；
 ∙ 政府应有意识地尝试改革，打破现有教育模式

的局限性，丰富教育内核，区别于家庭教育，
立足社会大环境的现实本身，培养国民正确清

成果展示

社会公平 | Wealth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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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现实意识、政治意识和社会归属感，引导
国民提高完善应对危机的能力；

 ∙ 建立更多的与NGO /NPO性质相近的社会组
织，发动社会本身的力量帮助“蚁族”和“穷
忙族（Working Poor）”；

 ∙ 在合理范围内限制社会机动性，削减人际关
系、成长背景等因素对于就业机会的影响，确
立真正以能力为核心的评价雇用机制。

愿景

经历了短暂却又充实的讨论过程，京论坛社会公平组不
仅收获了深刻丰富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们透过对议
题全方位的解析，看到了“公平意识”的发散和推广，
由狭义的现象发散到广义的因果，由京论坛推广到社会
的各个层面。这是在现实社会作用下中日两国青年学子
对于当代社会的思考和探索，也是青年力量反作用于社
会的一个浓缩体现。我们相信，随着民众对于“公平”
的意识由关注到追逐再到坚守，随着青年学子对于社会
现状和趋势的思考日渐成熟、社会归属意识日益增强，
中日两国必将找到社会平衡的新支点，在政治、经济等
方面完成新的飞跃。

议题分组活动

北京：小月河——唐家岭“蚁族”聚居地实地考察

“唐家岭蚁族聚居地”毗邻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中
关村软件园，这里大致有6万多个租户，其中大学
生占据一半以上，所以这个村子成了全国闻名的“
蚁族”聚居地。

本届京论坛社会公平组成员深入小月河、唐家岭调
研，观察这两处蚁族们的生活状态、生存状态。与
居住在当地的大学生们深入交流，对他们的生存环
境有了十分细致和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社会
公平组成员对唐家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了更进
一步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蚁族和日
本的自由职业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中日两国如何去
改善现有的蚁族和自由职业者生存状况恶劣的问题
值得社会广泛思考。

北京：工友之家考察活动

工友之家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
的一个村庄，常住人口1400多人，外来务工人员却
超过了一万人。由于地处北京首都机场航道下方，
每隔两分钟，就有一架大型客机在上空轰鸣而过，
高楼建设也因此被限制，较低的房租让大批外来务
工人员聚集在这个叫皮村的地方。2005年“落户”
到皮村的“工友之家”，已经为这里的居民提供了
5年的免费文化服务。这个成立于2002年的非营利性

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全称为“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
心”，他们一直致力于满足外来务工群体的文化需
求，为此已经建立了打工博物馆、打工艺术团、工
友影院、打工子弟学校等。

本届京论坛社会公平组成员来到了皮村，探访“工
友之家”。成员和住在皮村的务工人员进行了交流
访问，了解了他们在皮村的生活。参观了打工博物
馆、打工艺术团、工友影院、打工子弟学校等“工
友之家”，观看了工友艺术团的演出。成员还和组
织负责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了解了
他们对工友之家的设想和规划。在参观过工友之
家后，成员也对工友之家的发展有了许多思考和担
忧。

东京：新宿奉粥活动

本届京论坛社会公平组成员前往新宿体验经历了奉
粥活动。他们还亲自参与其中，把食物送给那些
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区别于底层的工作人
员，他们大多是以乞讨等为生，在日本社会的底
层，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很好的福利。成员们在亲
身参与奉粥活动的过程中，感悟颇深，更想到了在
中国有更多的乞讨人以及无家可归的人们——我们
有着更多的社会底层问题，但却没有那么多福利保
障。公平组成员对比了中日两国的这些问题，开始
深入的讨论，加深对中国社会底层和社会公平问题
的关注。

东京：横滨青年人调查活动

本届京论坛社会公平组成员前往横滨，参与了一个
NPO项目，该项目旨在指导青年人就业、改善他
们的生活状况。受助年轻人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
工资待遇一般，但他们将来极有可能会成为社会的
中坚力量，所以他们的现实问题十分值得关注和讨

论。社会公平组成员在横滨街头采访了许多底层工
作者，并且深入他们的聚居地实地探访。在与他们
的座谈中，社会公平组成员倾听了他们的遭遇、故
事，了解了他们的现状，也进一步了解了横滨的年
轻人、日本的年轻人，为中日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打
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本届京论坛于今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里举办了“中日
两国民族性比较”的座谈会。我们邀请来了三位特别
嘉宾，以亲身体验分享他们对中日民族性差异的看法，
让在场的学生对日本的民族特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
解。嘉宾名单中就有：

 ∙ 经济日报社主编陈言先生
 ∙ 日本访问学者冈村宏章老师
 ∙ 日语系博士生、东京大学硕士毕业生史歌学姐

陈言先生曾先后在日本留学和任教，对日本民族的独特
性格有一定的见解。他以日本富士山为媒介，阐述日本
人的唯一崇拜。富士山对日本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没
有一座山可以超越它的高和美。他们的眼里只看到了一
个富士山，富士山成为日本民族的单一象征，体现了日
本人的唯一崇拜。日本曾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她眼
前只有美国一个大国。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年来中国
的崛起循序渐进，威胁了日本的经济地位（完稿时，中
国经济发展已超越了日本，取代了日本的经济地位）。
这对日本民族的崇拜唯一主义带来一定冲击，两国的关
系更因此产生尖锐矛盾。陈言先生也表示，中日两国近
在咫尺却甚少交流来往，相比之下一些欧洲国家如英国
和法国、法国和德国之间却能自然交流。他把期望寄托
于媒体的推动和协调。

来自日本的冈村老师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他首先给我
们说明日本民族性的根源，其独立性与他们的生存环境
和天然气候密切相关。日本岛四周海水，使人民产生压
迫和危机感，对世事抱有悲观心态。反之，中国则富有
自豪感。他进一步比较中日两国人民的特征，相比之
下，我们发现中国人办事豪爽开放，而日本人则细心谨
慎，甚至有时候过于钻牛角尖。日本所追求的“完美主
义”牢固了社会风俗，也就这个原因，日本人不喜欢突
显自己。有个日本成语翻译成中文的大概意思是“凸出
来的钉子会被打回进去”，强调团结合作，这也就成为
日本人的独特象征。其实自我意识强烈的日本并不是完
全单一的民族社会。除了大家熟悉的大和民族之外，日
本还有阿依努和琉球人。这是日本的矛盾。

史歌学姐是日语系的学生，对日本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
深刻的了解。她从宗教的角度与我们探讨日本人的民族
性。原来，佛教早在中国盛唐时期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
本。可是日本人无法理解佛教，因此佛教被本土化，而
日本的国民性也使其面目全非，与现今普遍的佛教有明
显的不同。比如，佛教注重来世，而日本则注重今世，
关心物实。由此可见，日本人比较关注解决现实问题，
而中国人则关注解决长远未来的问题。史歌学姐也补充
了中日两国人民办事的不同风格。她说，中国人力求理
论，喜欢以宏观的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而日本人则比较
细腻严谨，对一个问题可要从各个角度探讨，追究实
证。师生关系在两国也有明显的不同。在中国，老师课
后可以和学生打成一片，称兄道弟。可是在日本老师和
学生的区分在课后仍非常严格。这来自日本的现实主
义。日本人认为这样的阶级区分办起事来比较顺利。中
国重情，日本重礼，处事风格迥然。

中国与日本有着悠远的历史，在地理上又是邻居关系。
虽然如此，两国民族却有明显的差异，而对这些特征的
不够认识导致两国人民无法建立起良好友谊，常常处于
紧张状态。聆听三位嘉宾的分享，在座的京论坛成员和
学生对中日两国民族的异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获益不
浅。希望两国人民通过更频密的接触和来往，可以缓解
两国的紧张关系。

集体活动 | Group Activity

北京

下图为：社会公平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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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方面，也有一系列的集体活动增进参与成员之间
的思想和感情交流，加深对中日两国关系的理解。

9月27日，在东京大学校本部东京都内文京区本乡校
区，北大学生跟随东大学生参观游览了东大校园，并且
进行了cross discussion, 围绕京论坛建立以来，中日关系
五年发展，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五年前，2005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五年来，中日关
系经历过回暖，也因为“毒饺子”、教科书、靖国神社
等问题一度触礁，京论坛的成长，伴随着中日关系五年
发展的喜与忧，浮与沉。中日两方成员脱离原来的议题
分组，随机分配组成新的小组，秉着真诚、冷静的态度
交换个人意见。有的小组日方成员发表了他们对于中国
十分关心的日本教科书的看法，日方成员认为，他们所
使用的教科书相比于媒体的描述和报道是保守的和中立
的，而且日本国民思维方式和历史观的塑造受到媒体的
影响远远大于教科书。有的小组双方成员交换了对对方
国家形象的看法，日方成员认为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
荣耀的文明的古代形象和近现代落后的肮脏的形象之间
存在巨大差异，割裂的形象使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很矛
盾，而近些年来崛起的中国犹如猛兽般的形象更加激化
了这种矛盾，中国作为一股熟悉而陌生的巨大力量使他
们感受到莫名的威胁。中方成员则认为，一方面日本近
代以来飞速的发展经验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东
西，日本的先进水平和文明、和谐、鼓励创新的社会环
境也让很多中国人艳羡不已，但是中国人对日本人始终
存在着一定的情感隔阂，虽然越来越多人理解到日本军
国主义势力和右翼势力与日本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别，但

是普通中国人在对日本人形象做出评价之时，仍然难以
忘却战争回忆，将日本人与残忍、麻木、变态的战争罪
犯联系在一起。有的小组则更为直接地讨论正是京论坛
会期遇上的钓鱼岛事件，在交流中，双方发现对钓鱼岛
的历史和归属认识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在两国人民的
教育中，钓鱼岛都是毫无争议属于己方的，在日本，甚
至在本次事件事前，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钓鱼岛的归属
存在争端。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和争端的处理任重而道
远。

10月3日各议题组在东大目黑区驹场校区完成了最终成
果展示之后，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公开讨论，闭幕式嘉
宾、关注京论坛和热心中日关系发展的校内校外人士均
旁听了讨论。参与讨论的人员包括了京论坛的往届成员
和本届成员，围绕对05年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的看法，
京论坛对自己观念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于中日关系现
状和未来发展走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讨论参加者
年龄和经历不同，对这些问题给出的回答也是千差万别
的。对于比较年轻的参与者而言，对于先前的中日争端
记忆较为模糊，受到家庭灌输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就很
大，京论坛给他们带来的观念变化的冲击也更加明显。
无论是讨论者还是听众在这里都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中
日关系要真正走向持续稳定的良好态势，如果不能深刻
反思并改变国民的关于对方的定势思维，还是困难重重
的，而这也正是类似京论坛的交流活动的重大意义所
在。当然，讨论成员也发表了对于中日关系未来或乐观
或悲观的看法，在这里，没有政治的对错，中日两国的
未来真诚交换了个人价值，为的是更好地探索中日两国
未来牵手并肩的可行之道。

东京

在紧张而充实的论坛讨论之余，两国学子还通过“城市
一日游”近距离接触了对象国的文化。2010年9月，在首
先举行的北京会议期间，日方代表在中方代表周到的安
排下，尽情徜徉在北京明媚的秋景中，感受了不一样的
秋日风光，体验了中国独特的风土人情。在共同领略了
故宫的雄浑威严后，无论选择“古典一日游”，观摩琉
璃厂巧夺天工的技艺；还是选择“园林一日游”，去欣
赏北海公园的无边秋景；抑或是选择“自驾一日游”，
去品味热闹的王府井，或者是选择“文化展馆游”，欣
赏当代新锐艺术的聚集地798园区⋯⋯东大学子都感受
到了独一无二的京腔京韵和中华文化的别样风情。

2010年10月，中方代表来到了古老美丽的东京，同样受
到了日方代表的热情接待。浅草寺中那份宁静安然的氛

围不由得让人感叹大和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东京塔尖俯
身望向夜晚的东京，车水马龙的街道和灯火辉煌的夜景
使人心旌摇曳；更值得一提的是中日代表一同前往靖国
神社，在这个承载了太多沉重话题的地方携手漫步，回
溯中日交往的历史，思索中日关系的未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期一天的城市游览活动虽
然短暂，但是它却为中日青年学子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
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们相信，今后这扇文化之窗一定能
透进更美的风景。

城市游览 | One-day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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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子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组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对 于 中 日 在 国 际 社 会 面
临 的 各 种 机 遇 和 问 题 ，
京论坛国际社会组的每一
个成员都怀着真诚包容的
心态，深入思考，努力沟

通。讨论交流中难免会出现质询与争论，然而经历一番
思维的碰撞，不同背景的两国成员最终得到的是对于彼
此，同样也是对于自我的理解和重识。国际社会总是变
化万千，对于国际问题的讨论也很难得出一成不变的答
案，然而通过京论坛，我们试图以一种坦诚尊重并且相
互信任的方式去消除隔阂，去探索差异，去挖掘未知，
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和收获，发出中日两国青年的声音，
我想，这也就是京论坛之于我们最大的意义吧。祝福京
论坛，祝福我们的未来。

龚雪
京论坛2010嘉宾组组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2010，不只是一个年份的
区别标志，更直观地承载
着京论坛2010的内涵。它
不仅传承着京论坛一贯的
学术传统，同时也用它自

己的特点以彰显2010年京论坛的不同。而我个人认为，
最能彰显每一年京论坛不同因子的，是参与京论坛的可
爱的人们。从横向来看，两国学子由文化的差异逐渐变
为议题组的区分；而从纵向来看，大家又由职位的不同
渐变成兴趣爱好的组团。在2010的“文化熏陶”下，“
学术组”、“出游组”、“喝酒组”的美誉也成功出

炉，而各个组的“美谈”也成为京论坛2010的一道独特
的风景。

王梓溦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组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2010年京论坛东京会期期
间正值中日关系摩擦发生
之际，我们于讨论中也深
刻 思 考 了 中 日 两 方 的 关
系。我现在仍对final pres-
entation那天的party上嘉宾教授的话印象深刻：“本来
对于这几天的中日关系我比较担心，似乎双方政府都以
很严肃的态度看待这个事件。但是今天看到东京大学和
北京大学学子的讨论，让我顿时改变了看法，你们年轻
一代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交流，而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
未来是不担心的。”正是这样，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议
题，我们藉由议题的研究加强双方青年的沟通，改变两
国人民在彼此心中的形象。从研究社会问题出发，再对
两国社会关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影响，这就是京论坛。
这一届的京论坛结束了，但这不是尾声，明年还会有更
好的议题，更好的代表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随着我
们共同的努力，中日关系会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许慧芳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日方代表的坦诚使我得以
在两周的会议期间多次窥
视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
从小几乎完全生活在日本
社会经济萧条的年代：面

成员感言 | Voice嘉宾名单 | Guests

中方

山田重夫 公使 日本驻华大使馆

宫内雄史 所长 东京大学北京代表处

王新生 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梁云祥 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初晓波 副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孙铁山 讲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李卫刚 副教授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高原昭雄 教授 东京大学

加加美茂雄 教授 东京大学 

徐凡 女士 中国扶贫基金会

李琨 先生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陈言 主编 经济日报社

加藤直司 先生 日本日冷食品有限公司

冈村宏章 先生 日本访问学者

Lin Kobayashi 女士 日本轻井泽国际学校

Cho Yunyoun 女士 朝鲜“脱北者”问题学者

史歌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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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的衰弱、政坛的不稳定及后工业社会的种种问
题，这些日本的年轻一代无奈地承认自己的祖国已经不
是昔日的大国。这种认知对他们的世界观甚至是价值观
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通过这次的交流，我看到了日方
代表心理这种复杂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是我在参会之前
无法理解的，进而引发了我对日本人的好奇心，而这或
许是我从会议中得到的最宝贵礼物。

何晨璐
京论坛2010嘉宾组组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依旧时常翻看那些照片，
虽然京论坛在渐行渐远。
京论坛是一份独一无二的
记忆，它让我们有机会走
进日本这个承载太多历史

感情又充满不可抗拒魅力的国家，去探寻这个民族国民
性的种种矛盾，及其极富现代节奏又充满传统气息的土
地；它给了我们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探寻历程，去关注
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制定自己的议题计划，通过讨
论、讲座、考察的方式得出成果，也许这份成果不是最
完美的，却是最有成就感的；更重要的是，它带给了我
们一群志趣相同的挚友，在心里的角落里我们珍藏彼
此，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勉励彼此，共同创造属于自
己，属于京论坛，属于中日两国共同的美好前景。

何天予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再 次 在6点 自 然 醒 时 我 才
意识到，规律和严谨是东
京给我的最严肃的礼物。
不管多晚睡觉，东京时间

7点半就是起床时间。在开会讨论至深夜3点的时候是如
此，在喝酒到午夜的时候依旧如此。而喝酒在日本人生
活里的重要程度从我们平时喝酒的频率足以见出，但是
日本的酒度数都不高。啤酒比起中国的要苦很多，清
酒和美酒口感上更好，berry-berry梅酒因为味如饮料更
是让人欲罢不能。我和Wendy等人探讨过，日本人所谓
的矛盾是否体现在平时言行的过分压抑，而酒后的举止
却着实惊人，于是自然而然喝酒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离
行前夜大家也去喝了酒。回想此情此景，女生红扑扑的
脸，男生亮晶晶的眼，觉得这样天然而纯粹的欢乐在我
们这个年纪已经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了。

张力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一 生 一 次 的 际 遇 — —
2010·京论坛随感

距京论坛结束不觉泯然半
月有余，自己从日本回国
也已近十天，回想起在东京疯狂的最后一晚之后，大家
的facebook和校内上纷纷批量更新状态表示昏昏沉沉，
大梦未醒的盛况，复看时至今日，惊觉我还依然时常沉
浸于一种莫名难言的怀念气氛之中。想来记忆的形态也
许并非重重翻叠的一张张日历，却更像是散落于心间各
处的零碎物件与线索，不然，又何以如此轻易拾掇⋯⋯

此次京论坛正逢中日因钓鱼岛撞船事件交恶之际，值得
玩味的是，北京会期时，滞日船长未被释放，国人反日
情绪一度到达最高点；而在东京会期开始前一天，船长
释放归国，换做日本人不满空前高涨。就在我们发表终
期报告的同一天，涉谷还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反华游
行。然而，这些对京论坛内部和睦友好的氛围却丝毫未
有影响，反而促成了特别议题的出炉，大家坦诚相对，
畅谈心声，交换在这些敏感问题上，一直以来缺乏了解
途径的对方的思考方式和逻辑，并由此得到了意外的收
获。诚然，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政府和大利益集团之间的

桌面游戏，其根基终究还在民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而以真诚和善良相对的人际关系法则，并不因我们
的国籍而不同。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关注着“大历史”
，在那里，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所走过的痕迹。而每个
人的心中也都有着自己别种别样的私人记忆，将它们汇
集，拼合起来，相信同样会发现其对整个社会惊人的塑
造力。参与到京论坛之中的我们，便就是如此成为了这
样的记忆和私人历史中的一员吧！

在日本文化中，其实并不尊崇永续而珍惜当下，在意瞬
间的美，是所谓“此时即永恒”、“一期一会”。我
想，京论坛的存在也犹如此意蕴，对每一期而言都一旦
经过，再难以重现。在这一生一次的际遇里，我曾与最
好的人和事相遇，悦然无悔。

Lee	So	hyung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

Through my experience 
in the Jing Forum, I could 
consider about my country 
newly. There is an anti-Ko-
rean sentiment spreading in 
China and Chinese position toward unification of North and 
South Korea. For making a detailed plan of unification, what 
strategies we should take and also the importance of exten-
sive exchange in civil society level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Moreover, I could put away biased views. Chinese and Japa-
nese students’ liberal and various valu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on future of East Asia. 

林俊助
京论坛2010 国际社会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二类

Sure enough, the member of 
Jing-Forum who spent whole 
two weeks with in summer 
has become precious friends. 
We can safely say that Jing-
Forum is not just a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but 
something more than i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e not 
in a tense now. Actually many sensible problems still exist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but at least at the students level, we 
have gradually understood each other. And I believe in order 
to reach our final goal, we need com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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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始创于二零零五岁末，现已走过五载春秋，历经
中日关系寒暖更迭，逐步成为中日两国青年之间最学
术、最高端、最成熟的交流平台之一。我本人非常幸运
地参与了第四、第五届京论坛，接连收获了两年的精彩
和感悟。谨在一零-一一交替之际，略沾浊墨，以三点
切入，勾勒出我心中的京论坛，以昭同行与后来者。

高端——最初，最终。我加入京论坛即因慕其“高端”
：京论坛成立之初便以中日两国的热点事件、焦点问
题、重点矛盾为关注点；以沟通两国未来领袖为目的，
甄选两国最高学府优秀的精英代表参与会议；学校和社
会倾注诸多心血来宣传和支持等等。于此同时，我也不
禁疑问，建立“高端”规格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是一
种高调的宣传？渐渐地我发现，“高端”之体现远不止
于“高调”之势气。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邻邦之
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纠葛，代表在讨论时须站在全局角
度，以国家为出发点，以国民为考量进行陈述和辩解。
热点问题的纷争、相互国情的了解、历史文化的溯源、
社会民生的关注、国际社会的探析⋯⋯京论坛议题的进
阶发展，使独立事件在宏观时空背景下进行放缩，使民
族主义的驱动上升为博大的人文关怀。京论坛不是在构
建一种精英的姿态，而是在培养未来领袖的责任感。起
始终结，高端，是沟通的契机，是青年的视野，是领袖
的胸怀，是京论坛不变的印记。

改变——于思，于行。京论坛于众多参与者而言，都是
一次艰辛的成长。文化的震撼，大至两都古今万千气
象，小至异地生活琐碎细节，一次次刷新代表心目中既
定的陈腐形象。讨论的炽烈，是身心投入的据理力争，
是在讨论中、生活中、乃至睡梦中反复上演的自辩与
他辩。立场的对峙，是调动知识、逻辑、情感的全方位
抗争，是相互聆听和阐释过后的深刻领悟。价值观的砥
砺，是质询、否定、否定之否定后的不竭思索，是一次
又一次对价值观的挑战和重新定位。友情的淬炼，是共
同劳累过痛苦过冷战过争吵过之后的理解和释然，是携
手合作过欢笑过分享过共渡过之后的坦然和沉淀。在思
维风暴洗礼过后，代表收获的不仅是对于彼国、彼民立
体的了解，还有是对吾国、吾民更为深刻的审视，以及

彼我之间差异之所在，之根源，之表征，之趋向。千百
名学生以京论坛为原点，以青春和汗水为赌注，以社会
的福祉为目标，以两国关系的改善为己任，继续奋斗人
生。改变，是深化此与彼的理解，是推动思与思的碰
撞，是实现人与人的影响，是京论坛自始至终的状态。

传播——两校，两都，两国。京论坛已是北京大学、东
京大学两校的王牌项目，是中日民间交流活动之中的
典范。她不仅仅编织起两校学生之间的网络，且搭建起
中日两国各界互动的纽带。每一届论坛，中日政界、学
界、商界知名人士齐聚一堂，与学生代表一同分享他们
的所见所思；两国政府机构、官方组织、大型企业、报
刊媒体等热情的参访接待，让代表立于信息最前沿，与
相关人士直面对话。这里承载关注，这里汇聚卓见，这
里走出一批批不断挑战、不断成熟的青年人，以传播为
途径，视话语为责任，将远瞻、切实、有力、严谨的观
点传达给民众，将青年的志向和学术的声音回馈给社
会。中国日本，传播，是声音的力量，是吾辈的使命，
是毕生的事业，是京论坛最洪亮的呼声。

相信，京论坛通过为中日青年提供多方位、多角度、多
层次的交互沟通平台，终将推动中日两国由争端走向发
展，由互疑、互质，走向共知、共识、共创、共荣。

相信，京论坛会在一届又一届成员、两国众士共同努力
之下，愈办愈好，愈走愈远。

最后，感谢五年以来所有人给予京论坛的所有关注，所
有支持，所有期待。

写在京论坛第五年 | President Address

段棣淳
2010年12月27日于燕园

open fresh mind, heart to heart. This year Jing-Forum has 
finished. However, it’s not an end but a start.

荒川健一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Before the session, I had a 
kind of stereo type of “stu-
dents of Beijing University” 
such as dogmatic or hard for 
frank discussion. However, 

the reality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y were very frank and 
had various opinions. We made discussion on various topics 
such as responsibility of both countries and future of Asia, 
ourselves. All of discussion is precious experience for me. 
In Japan, there is a proverb; seeing believes. While translat-
ing nuance is hard, it says that “seeing once is much better 
than listening for hundred times.” I believe that 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 is inevitable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佐佐木雄一
2010京论坛讨论指导
东京大学法学部

This was the second time I 
had participated in Jing Fo-
rum. Last year, we often had 
a very serious and heated dis-
cussion and were engaged in 

a tough negotiation even just before the final presentation as 
if we had been diplomats. This year, on the other hand, I, as 
the discussion director, looked around all the three sections 
and just enjoyed a frank exchange of views, chatting, and 
all the time with you. Both types of experience were really 
impressive and meaningful for me. And you, PKU members 
have given a lot to me. I hope I have given something to you.

伊藤宏樹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You guys know, there’s no 
more precious opportunity 
than Jing Forum, where we 
can communicate while we 
are students, which let us talk 
frankly with each other. It’s true that not everything goes 
well during the session, but it’s also awesome because such 
an experience would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grow. I will 
begin to work from next year, in which I’m sure the experi-
ence in this forum will help me a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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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 Special Thanks京论坛2010成员名单 | Participants

指导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SICA）

支持单位

日本驻华使馆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北京会议赞助方

荣华道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金杜律师事务所

京论坛中方组委会

段棣淳
京论坛2010主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李净植
京论坛2010副主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万马
京论坛2010副主席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周文仪
京论坛2010教育组组长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王南子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组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王梓溦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组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何凯莉
京论坛2010教育组成员
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

龚雪
京论坛2010教育组成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刘子瑄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成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梁嘉韵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成员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本科生

何晨璐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成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何惟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成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王清雨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成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京论坛日方组委会

山田卓史
京论坛2010主席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徐菲鴻
京论坛2010副主席
东京大学新领域创建科学研究科

森脅江介
京论坛2010副主席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佐佐木雄一
京论坛2010 讨论指导
东京大学法学部

杉田惠
京论坛2010 教育组组长
东京大学工学系研究科

濱村仁
京论坛2010 国际社会组组长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

目加田竜介
京论坛2010教育组成员
东京大学法学部

伊藤宏樹
京论坛2010教育组成员
东京大学法学部

小笠原昌子
京论坛2010教育组成员
东京大学法学部

青木梓
京论坛2010 国际社会组成员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藤川健太郎
京论坛2010 国际社会组成员
东京大学法学部

林俊助
京论坛2010 国际社会组成员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二类

高松創介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组长
东京大学学际信息学府

卷島隆雄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成员
东京大学法学部

馮年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成员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宋驍嵬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成员
东京大学工学系研究科

京论坛中方代表

程祎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李岱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北京大学心理系本科生

陈威杰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何天予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吴凡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李晨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许慧芳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尹伟文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董玉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代表
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侯杰超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代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张力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代表
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

林心惠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代表
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

京论坛日方代表

上村达秋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东京大学工学部

目加田竜介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川崎小夜子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根本紘志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文科一类

田中和哉
京论坛2010教育组代表
东京大学工学系研究生

荒川健一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LEE	So	hyung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

毛塚幹人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文科一类

神明竜平
京论坛2010国际社会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植原翔次朗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田中宏樹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文科一类

阿部天馬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

山崎奈都子
京论坛2010社会公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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