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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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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西汉时期，中华文明与大和文明就产
生了联系。两千多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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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战争却给中日人民留下一部无
法忘记的血泪史，在两国人民之间造成了严重
误解与分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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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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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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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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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关于京论坛
JING Foru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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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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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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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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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0 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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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冲突之后仍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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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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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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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 2012 议题回顾

1.2
京论坛历史回顾
JING Forum 2013

| 第一部分 关于京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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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与发展】

在传统认知中，社会经济与大众幸福感之
间的正相关关系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
在中日这两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国民的幸
福感却低于预期水平。基于此现象，该议题组
选取 “ 社会资本 ” 和 “ 社会管理 ” 这两个指标
在两国间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期分析这些因素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对两国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对幸福感的合理评
价标准，从而探索有利于提升两国人民幸福感
的社会发展模式。此外，该议题组还考察了过
度竞争这一社会问题，渴望找到中日两国不同
的问题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移民】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高速推进，国际移
民问题已成为了本世纪最令人关注的全球性问
题之一。移民问题当前，作为世界最大人口输
出国之一的中国，以及同样是全球重要人口输
出国兼输入国的日本，都面临着重重考验与诸
多潜在风险。此外，大规模的国内移民现象也
是两国所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该议题组
在了解中日两国以及世界移民问题现状的基础
上，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选取典型案
例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中日双方的态度，议
题组尝试把握两国对待移民问题的不同立场和
思维方式，由现象到本质，深入剖析两国移民
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资源与国际政治】

自然资源自古便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
础。当今社会，以化石能源、水资源、稀土等
为代表的自然资源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的安全
保障和经济命脉，具有战略自然资源和国际政
治资源的双重属性，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与
稳定。该议题组基于相关案例，试图从国际政
治的视角探讨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问
题，以期更好地认识自然资源对国际社会产生
影响的途径，分析现实中潜在的不合理因素，
进而探求一种在良性竞争背景下互利共赢的自
然资源合作开发利用模式。

议题背景
在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劳动不仅是

人们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价值的重要途
径。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问题愈发复杂，它
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反映，深刻影响着经
济形势和政治动向，也与民生息息相关，决定
家庭的幸福与和睦。

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却不是人力资源强
国。在人口红利行将消失的压力下，提高劳动
力素质、改善劳动市场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同
时，日本引以为傲的职场理论和终身雇用制近
些年也饱受争议，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改变，
劳动环境持续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当社会问题
与劳动问题交织在一起，劳动议题更显重要、

敏感。讨论劳动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
会、科学地规划前程具有指导性意义。

议题目标
劳动议题从中日两国的劳动环境出发，综

合考察经济、政治发展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
互作用，以 “ 为什么工作 ” 和 “ 怎样工作 ” 这
两个问题贯穿议题讨论。双方针对这两个问题
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讨论中进行思维的
碰撞。议题讨论有利于双方代表深化对两国劳
动环境的认识，并促使参与者走出校园、放眼
社会，培养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致力于社会
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为国家发展提供建设性意
见。

议题框架
劳动议题组的讨论主要以时间顺序为逻

辑，分为求职和就职两个阶段，分别构成北京
会期和东京会期的主要内容。

●北京会期：求职阶段

求职部分分为 University & Work 和 Job-
hunting & Work 两部分。我们的讨论从在校生

论坛主题
肩负着 “ 联结未来领袖 ” 的使命，携带着 “ 共

创未来 ” 的愿景，京论坛走过了第八个年头。
延续着 “ 客观、开放、深入、坦诚 ” 的论坛格调，
京论坛 2013 致力于增强中日两国青年之间的
互信，积极寻求沟通合作的契合点。同时，在
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京论坛 2013 从社会大局
着眼，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确立了 “ 立
足当下，放眼未来 ” 的论坛主题。

议题变革
京论坛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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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了劳动、社
会保障和教育三个议题。三个议题从三个不同
的角度关注社会，涉及中日两国在校学生、劳
动者、弱势群体等多个行为主体，在年龄跨度
上做到了全面的覆盖，真正实现了对社会民生
的关注。同时，三个议题的框架设计覆盖政治、
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继续坚持 “ 小视角大
视野 ” 的思路，将社会问题落实在具体环节，
并相应地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使讨论内容层
层深入，在学术进步上卓有成就。

除此之外，京论坛 2013 设计了劳动议题
组和社会保障议题组之间的跨议题讨论，首次
在会期中将两个组别共同关心的问题集合在一
起，从不同视角关注同一问题，在议题广度和
深度上有了新的拓展。

1.3
京论坛 2013
JING Forum 2013

| 第一部分 关于京论坛 |

2.1
劳动议题组
成果展示
JING Forum 2013

| 第二部分 议题组成果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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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劳动者的转变开始，首先考虑职业和专业的
关系，定义了 “ 技能不匹配 (Skill Mismatch)”
的概念，并结合中日两国不同的雇佣制度分
析 了 其 背 后 的 原 因。 进 入 到 Job-hunting & 
Work， 我 们 从 “ 通 才 (generalists) 和 专 才
(specialists)” 的话题展开，就两者的技能特点
和职场表现进行了分析，并对比了中日双方的
个人偏好。在北京会期的最后，我们讨论了女
性的劳动参与和晋升问题，深入分析了女性劳
动参与率低、职场晋升困难的原因，并积极寻
求解决问题的思路。

●东京会期：就职阶段

延 续 北 京 会 期 的 思 路， 东 京 会 期 包 括
Corporation & Work 和 Life & Work 两 个 分
议题，并在最后将女性问题进行汇总，形成
Female Labor Issues 专题。讨论从中日两国
企业文化的差异展开，在 “ 家庭生活 — 公司
生活 ” 的问题下首先讨论 “ 日本居酒屋文化 ”
的产生原因和合理性。其次，基于丰富的统计
数据和研究报告，我们对过度工作和过劳死
(Karoshi) 进行探讨，从劳动者、企业和政府
三个层面对这一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以上话
题和创业问题一起构成了 Corporation & Work

的内容。第二个分议题 Life & Work 将劳动者
的主观幸福感置于首位，从 Money & Work 和
Retirement & Work 两个部分展开。前者侧重
于金钱与劳动以及职业生涯规划的关系，后者
则在工资、职场友谊、闲暇等多种因素的基础
上，着眼探讨了理想退休年龄的设定及原因。

在女性劳动问题上，我们设计了 “ 女性的
工作和生活 ” 专题，并结合日冷公司和三井住
友银行的参访进行了 “ 育儿休假 ” 的案例研究，
将议题讨论置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看到了新
时代女性的职场诉求和新制度对日本社会传统
的挑战。

分议题成果展示
一、大学与劳动

大学教育与劳动问题是劳动议题组的开篇
话题。在这一分议题下，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大
学生教育、就业匹配失调的现象。

【问题的提出】

双方代表在初次讨论中发现两国在大学教
育上的不同。日方代表均明确地表示出本科毕
业之后直接参加工作的意愿，同时这也是日本

大学生的普遍观点。但是对于中方代表而言，
身边选择毕业以后继续深造的同学占据多数。
此外，日方代表表示，自己将来将要从事的工
作与目前的专业并无直接关系，但中方认为专
业与工作不对口，是对教育的一种浪费，因为
这需要公司提供额外的资源，或者由个人承担
额外的成本，才能形成有效的从业能力。与此
相对应的，日方认为，没有必要花费过多的时
间在学业当中，过度教育更是对资源的浪费。
对此，双方将其归纳为 “ 技能不匹配 ” 现象，
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技能不匹配】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技能不匹配应是由下
图所表示的一种现象。

上图中，纵轴代表接受教育年数，横轴代
表学习专业的领域。图中任一非零向量都代表
着不同程度的教育、就业匹配失调现象，并可
以被分解为竖直和水平的两个分向量的和。前
者表示过度教育（或教育不足，视分向量的方
向而定），即在教育年限层面的不匹配，而后
者表示所学专业与就业内容的不匹配。这两部
分的不匹配，合并构成了总体意义上的技能不
匹配。

例如图中绿色箭头所标示的技能不匹配，
由垂直和水平方向的红色虚线箭头所标示的分
向量组成。其中垂直向量代表 3 年的过度教育；
而水平向量代表由计算机科学领域到管理学的
专业转换。这两部分的不匹配共同构成了总体
上的技能不匹配现象。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中国的技能不匹配更
集中表现为趋近竖直方向的失调，而日本则更

集中体现在水平层面上。同一现象在两个国家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成因探究】

在此基础上，中日双方对于两国不同的表
现形式的成因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中国的
雇佣制度大部分是非永久制的，员工可以凭借
一技之长获得聘用，也会因为业务不精而被解
雇。所以，业务水平是中国企业最为看重的聘
用条件，相应的成为了对于学生来说是需要着
重培养的部分。而在日本，终身雇佣制仍然是
主要的雇佣制度。员工进入公司之后，可能会
轮岗于公司各个部门，并接受丰富的在职培训。
因此，公司需要考虑的是员工能否很好地融入
团队，其个人潜力和性格特点就成为了比已有
技能更为重要的评判标准。

二、求职与劳动

京论坛的参与者与听众多为面临求职压力
的学生，求职与劳动成为在北京会期尤为重要
的一个话题。不同的人才需求将影响劳动力的
供给，而未来的人才需求趋势也对大学生至关
重要。

【问题的提出】

在这一部分，我们的着眼点为 “ 专才 ” 与 “ 通
才 ” 的比较。具体来讲，在两者中，哪一种类
型的人才在未来会更重要？双方代表对自己的
期望又是什么？在交流中，成员首先就专才与
通才给出了尽可能精准、客观的定义。接着，
在定义的基础上，双方综合考察了多种因素，
对于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于
专才和通才的偏好进行了分析。

【专才与通才的定义】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 “ 行业 ” 与 “ 技能水平 ”
是定义专才与通才的关键。具体地说，专才是
在一个特定行业具有杰出技能水平的人才，而
通才是在两个以上的行业具有优秀技能水平的
人才。此处 “ 杰出 ” 是指在该行业达到顶尖水
平，而 “ 优秀 ” 是指达到被行业平均水平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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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按照现在几乎每日都要参加这种社
交活动的频率，又考虑到在这种活动中还需要
和上司、同事谨慎相处，成员们认为员工实际
上并不能得到放松，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
“ 加班 ”，会让劳动者增添工作之外的精神压力。

结合两方的评价视角，成员们提出了这种
企业社交文化的改善建议。一方面，成员们充
分意识到 “ 居酒屋文化 ” 的必要性，即它有助
于增强劳动者对企业的归属感，也有助于促进
同事之间的友谊，尤其对一些不善社交的员工
来说，由企业提供这样的社交平台显得十分重
要；另一方面，成员们也指出，这样一种社交
文化不应成为强制性的企业活动。给予劳动者
更大的选择自由，尊重劳动者的私人时间，也
是企业的应尽之义务。

【“过劳死 ”问题】

“ 过劳死 ” 是近年在中日两国引起广泛关
注的社会问题。中国和日本目前是全球 “ 过劳
死 ” 最为严重的两个国家。谁应该为 “ 过劳死 ”
负责，如何避免过劳死，是劳动组着重考察的
两方面问题。

议题组首先通过大量数据了解到这一问题
的严峻性。以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数据为例，
劳动者精神压力过大的状况正在逐渐蔓延，这
说明 “ 过劳死 ” 已经超出了法律解决个案的问
题，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进一步，我们考察了 “ 过劳死 ” 的成因。
我们认为，企业、劳动者与政府对此均有一定
责任。企业内的激烈竞争、普遍的 “ 加班文化 ”
与疲劳工作、效率低下形成了恶性循环，造成
了长期超时工作的状况；政府相关约束法规不
够完善，执行不够彻底，无法形成对企业行为
的约束；同时，劳动者个人同样对 “ 过劳死 ”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迫于生活压力而 “ 自愿 ”
的加班生活，对自身健康状况疏于管理，“ 拼
一把 ” 的非理性心态，都是中日两国造成 “ 过
劳死 ” 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们从自身劳动者个体角度出发，
提出了许多避免 “ 过劳死 ” 的建议。如在入职
前，应该结合自身状况，在充分了解企业真实
状况后，寻找适合自己工作强度的职业，并多
结识工作圈外的朋友，以更好地缓解长时间处
于工作环境与事务中的压力；在入职后，则要
提高团队意识与工作效率，注重身体锻炼和心
态调整，等等。同时，我们也在实地考察中欣
喜地看到，许多企业都在尽力改善这一问题，
如强制按时下班，增加员工假日福利等。相信
这一问题将会在两国得到逐步改善，使劳动者
的生命健康得到更为全面的关注与保障。

【创业与多元职业规划】

面对两国 “ 就业难 ” 的严峻现状，双方成
员都意识到进入企业或其它组织机构并不是唯
一的渠道，以创业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型劳动方
式或许会为当下的劳动力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因此，我们结合成员们自身的职业规划，讨论
了创业及其它劳动方式的意义与价值。

成员们首先考察了创业对劳动力市场与个
人带来的利弊。对于市场，创业将带来领域突
破与革新的可能，亦可能激活某一领域的生产
力，拉动就业率，却也面临着破产与资源浪费
的风险。而对于个人，创业是实现自我价值最
直接的途径，但也将相应地负有更大的责任，
需要更多的资金与更全面的能力。在讨论中，
成员们分享了自身的职业规划，可以看到，北
京大学与东京大学的学生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
实现与生活、工作的平衡，在职业选择上呈现
出了多元而富有活力的图景。

四、生活与劳动

生活与工作是每一个劳动者都要面对的重
要话题，它看似简单，实则要花费人一生的时
间去探索与平衡。中日双方代表在生活与工作
这个问题上从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生活
和工作的界限、薪酬的重要性与退休年龄。

司录用的水准。

【未来市场偏好预测】

在定义的基础之上，双方对未来市场对两
种不同类型人才的偏好进行了预测。首先，我
们认为行业细分与网络发展都将进一步实现。
前者使得对单一技能的要求提高，对多技能的
需求减少，这将导致针对专才的需求将进一步
增大。后者将会减小传递信息的成本，而通才
的原有优势 —— 在不同行业、领域间传递信
息 —— 将会被削弱，这将导致对通才的需求
减少。

因此，双方代表达成共识，在未来对于专
才的需求将增加而对于通才的需求将会减少。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高水平通才的需求
不会发生明显的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因为
这种在多领域具有高技能水平的人最有可能成
为新行业的创始人。

【个人偏好】

从个体的角度，双方交流了对自己成为何
种人才的期望。选择 “ 专才 ” 的代表倾向于将
精力时间都奉献给一个特定的行业。中方代表
李轶男认为同时涉猎多个领域往往是有难度
的，而日方代表 Marina 则认为成为专才可以
减少客观因素对于求职的限制，从而更好地实
现工作 — 生活的平衡。选择 “ 通才 ” 的代表倾
向于喜欢尝试新事物、创造新的领域。日方成
员 Miho 认为只局限于一个单一领域会使得未
来发展受到限制。中方成员赵欣琦认为通才结
合自己对多领域的认识，往往能做出比专才更
有远见的决定。

三、企业与劳动

企业是劳动市场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也
是劳动者最为典型的职业环境之一。在讨论中，
成员们发现企业最能体现中日两国的职场文化
差异，而这种差异是社会、企业与劳动者个人
三方相互作用综合形成的结果。我们注意到，
随着老龄化社会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与经济危机
造成的劳动力市场萎缩，一些职场问题前所未
有地凸显出来，基于这一事实背景，劳动组结
合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的对比，着重探讨了 “ 过
劳死 ” 问题与以日本 “ 居酒屋文化 ” 为代表的
职场人际关系问题，并结合劳动组成员自身的
职业规划与实地考察，讨论了更加合理的劳动
状态与包括入职企业在内的更为多元的劳动形
式。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

我们认为，中日入职与评价机制的差异深
刻影响了两国的企业文化与职业习惯。日本的
终身雇佣制及其配套的按工龄计薪酬制度使劳
动者对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更加谨慎，也使劳动
者对某一特定企业的责任感大大增强。相应的，
日本企业也会给予员工更加完善的培训机制，
并使其对企业的核心文化产生充分认同。而在
中国，劳动者的流动性更强，劳动者可以更为
灵活自由地多次选择企业。与此相适应，中国
的多数企业采取绩效考评制度，薪酬与此相挂
钩，劳动者也因此更多地选择与自己教育背景
相关的职业，以期获得更好的物质报酬与精神
满足。

【职场人际关系案例：日本 “居酒屋文化 ”】

如上所述，日本的终身雇佣使得职场人际
关系问题在日本传统企业中显得尤为突出，并
由此引出一种 “ 居酒屋文化 ”，即在日常下班
后同事相互邀请，或由公司主办酒会等社交活
动。中日成员对这一现象有着较为不同的评价
视角。日方成员认为，一方面 “ 酒文化 ” 是日
本社会普遍的传统，另一方面考虑到维护职场
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一种活动是必要的。而
中方成员则更为关注劳动者自身的选择自由，
认为这种活动只应被视为多种私人时间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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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甚至对工作的投入度都不高，对公司的在职
培训也是一种损失。

从雇佣者角度看：在社会性别的影响下，
女性更多倾向于从事家庭工作，在劳动参与上
的积极性比较低，这是造成日本女性就业率过
低的主要原因。综上所述，主观上缺少抱负和
斗志，客观上工作时长短等原因，都可能造成
女性在工作上不具优势。

【职业晋升】

统计表明，在公司中随着职位的升高，女
性的比例逐渐减小。这一现象被《华尔街日报》
称为 “ 玻璃天花板 ”(Glass Ceiling) 现象，指
虽然公司高层的职位对某个群体来说并非遥不
可及，却无法真正接近。“ 玻璃天花板 ” 的术
语诞生 20 年以来，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
变。

在对中国都市女性职业晋升情况的调查
中，在经理层男性占比高于女性 15.8%，在总
经理层上这一差距扩大到 66.8%。即使是在公
司高层，不同职位上的女性比例也有很大不同。
如图所示，企业高级女性人才主要集中在财务、
人力资源、行政、公共关系、销售等方面，而
在首席技术官、生产总监等位置上却很少见到
女性的身影。

我们从企业职业晋升的环节上讨论这种现
象的成因。初入公司时，女性的劳动力供给比
男性少（特别是在技术领域）。对于具有晋升
潜力的女性来讲，由于生理上的特点，女性在
工作时长和酒桌生意上不占有优势，很可能难
以把握晋升机会。在升职的关键环节，当面临
工作年限、职业抱负和投入程度等问题时，男
性通常更胜一筹。特别是在技术、生产等特定
领域，当男性高管长时间占据这一职位时，会
提高女性的进入门槛，使得女性的晋升更为困
难。

【解决思路】

中日双方讨论认为，解决女性劳动问题的
目标在于 “ 使有抱负、有能力的女性拥有与男
性相同的机会 ”。政府应该首先鼓励女性参与
到工作当中，这不仅可以使公司的劳动环境多

样化，还能在整体上提高就业率。在此基础上，
我们结合了安倍经济学 (Abenomics) 的案例，
认为要鼓励公司给女性提供更多的晋升机会，
创造在职位上男女平等的理念，这不仅可以打
造良好的公司形象，还能给年轻一代提供树立
榜样。

双方都认为，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重要意
义。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讲，这可以给女性
提供更多的选择并促进家庭和睦，给下一代以
积极的影响；从公司和社会的角度来讲，更高
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可以扩展公司完成工作的途
径，提高其多重工作能力，并提升公司的整体
形象。

●东京会期：女性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东京会期延续北京会期的思路，继续沿着
时间线索，探讨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
的权衡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主要以育儿
休假为案例，探讨日本社会的变化。

在传统日本社会中，女性往往会在结婚或
生子后离职，全身心照顾家庭。但在日冷公司
和三井住友银行的公司参访中，我们发现无论
是劳动者本人还是公司，都在逐渐地改变这一
传统。在日冷公司的参访中，一位女性职员的
话让我们印象深刻。“I don’t want to be called 
as the mother of somebody or the wife of 
somebody. I just want to be myself.” 这一句独
白让我们看到了日本社会的变化。在三井住友
银行，公司推行了一系列制度，包括产前培训、
育儿休假经验分享、工作家长座谈会等多种形
式，尽可能保证孕妇的健康、平安，也提倡女

【生活、工作的界限】

我们认为，工作就是我们需要承担一些责
任，需要遵守特定组织的规则条例的行为，并
且它是我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生活的
概念与工作相对应，指休闲娱乐的时光，相对
而言不需要遵守（雇佣方的）条例等。生活、
工作两者都是难以严格定义的，然而通过对于
二者界限的描述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议题的理
解。

【薪酬的重要性】

从日本劳动部的统计数据看，60% 的工
作者认为薪酬是工作中最重要的，20% 的人
认为 “ 过有意义的生活 ” 是工作中最重要的，
10% 认为工作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而 10%
的人认为工作是为了应用自己的技能。我们注
意到大部分的人都将薪酬视为工作的首要意
义，而这与劳动组中日双方代表的观点不太一
致。

下图是中日双方劳动组成员对薪酬与工作
的看法。纵轴代表薪酬的重要程度，横轴代表
年龄。我们发现男性对薪酬重视源自家庭支出
的需求，而女性则往往源于个人消费。除此之
外，我们注意到我们对于薪酬的重视度远低于
日本劳动部的统计数据所展现情况。这是因为，
一方面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质量和水平持有乐观
态度，另一方面，双方代表都因更重视社会奉
献而倾向于选择 “ 有意义 ” 而非 “ 赚得多 ” 的
职业。

【退休年龄】

双方代表首先就提早退休的正面、负面影
响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时间、身心健康、私

人友谊的建立与巩固将是提早退休的正面影响
因素。同时，人们将失去一些金钱、社会地位
以及工作本身带来的乐趣，这些往往带来负面
的影响。

我们也注意到，中日双方的文化差异对这
个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日本多是终身雇佣
制，劳动者对于企业的忠诚和依恋比中国更为
明显。同时在中国，祖辈照顾孙辈是非常普遍
的现象，这影响了人们对于退休和工作的权衡
取舍。

五、女性劳动问题

女性的劳动问题在两个会期中都有涉及。
在北京会期，我们主要从性别差异角度入手，
考察了女性的劳动参与和晋升问题。在东京会
期，我们关注女性的工作和家庭，以育儿休假
为案例，研究了中日两国女性劳动者的不同生
活选择和日本社会的变化。

●北京会期：女性劳动参与和职业晋升

【劳动参与】

双方代表在前期研究过程中发现，在中日
两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比男性低，这一点
在日本尤为明显，如下图所示；在日本，女性
在结婚生子后通常选择辞去工作，大大降低了
女性劳动的连贯性。我们从雇佣方和被雇佣方
两个角度分析了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原因。

从被雇佣者的角度来看：首先，一种普遍
的偏见是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我们
认为这是源于古代社会对男性体力劳作的需
求。第二，女性可能面临育儿休假后离职或转
职的情况，这使得女性就业率呈现独特的 M 型，
造成女性的工作年限小于男性，对公司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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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重返职场。公司甚至还鼓励男性员工接受育
儿休假，以照顾女性和新生儿。在这种制度下，
三井住友银行的女性员工比例已经和男性很接
近，公司接受育儿休假的员工也在增加。

这些现象都说明，日本社会传统的工作模
式在发生改变，向着增进人民福利、促进社会
进步的方向发展。

议题结论
经过两个会期的讨论，我们最终回到 “ 为

何工作 ” 与 “ 如何工作 ” 这两个基本的问题，
从中日学子的角度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对于工
作的原因与动力，除去最基本的获得物质生存
条件之外，在现代劳动市场中，人们同样看重
劳动过程中建立的人际关系以及成为某一组织
成员所带来的归属感等情感层面的需求，此外，
劳动过程本身所带来的自身技能、能力的提高
以及作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价值实现同样成
为 “ 为何工作 ” 这一问题的重要答案。

而在 “ 如何工作 ” 这一问题上，成员们从
劳动市场中劳动组织与个体的关系、组织中个
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管理与自我实现等多个
侧面展开了深入讨论。组织与个体关系方面，
我们考察了中日企业文化的差异，讨论了企业
文化乃至社会文化对个体劳动者劳动方式的影
响；在此，成员们一致认为组织与个体关联紧

密度与自由度之间的平衡是获得理想工作环境
的重要指标；而在个体之间的关系上，我们认
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与良性适度竞争将使企
业与个体均获得最大程度上的价值实现，同时
也可避免 “ 过劳死 ” 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自
我管理与自我实现的问题上，我们重点关注了
女性群体自身发展的种种问题与现象，讨论了
教育与劳动组织衔接过程中的人才培养问题以
及自主创业的可能性。总体而言，我们希望未
来的劳动市场是自由、活跃、多元的，作为劳
动者能够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同时也通过自己
的劳动促进整个劳动市场乃至全社会的长足发
展。

劳动议题组的成员们相信，“ 劳动 ” 这一
话题始终是以人为本的。我们对劳动过程中不
同的行为主体都投以热切的关注，同时也在中
日两国的对比中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以及当
代社会价值对劳动市场与劳动者的潜在影响。
代表们在多维度、多层次的讨论中呈现出多元
化的价值观念与未来预期，亦共同培养出强烈
的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感。我们希望京论坛的
讨论与推广能够让中日青年学子重新认识 “ 劳
动 ”，重新认识作为 “ 劳动者 ” 的自我。

座谈会与实地考察
●北京会期：创业沙龙

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创业？

主讲人：

iJoin 社会创新咨询北京总经理  林衍竣

胖脸儿私房餐饮创始人  李旭康

介绍：

iJoin 社会创新咨询让年轻人和专业顾问组
成团队，为需要在特定管理领域做出改善的公
益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胖脸儿私房餐饮的使命是 “ 用美食创造快
乐、分享时光 ”，建立美食社区，分享独特的
美食生活，并根据客户要求为其专门定制菜谱。

目的：

通过两位嘉宾的创业经验分享，对创业问
题产生更深的思考，为未来发展提供新视角。

| 第二部分 议题组成果展示 || 第二部分 议题组成果展示 |
内容梗概：

在座谈会中，两位嘉宾分享了他们的创业
历程，和与会同学们就 “ 为什么创业 ” 和 “ 创
业前要考虑什么 ” 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使代表们深入了解到创业能够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两位嘉宾的经历让中日双方代表了解到，
投身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是创业动力之源。创
业绝非易事，但创业带给我们的成就感和满足
感也是从事其他工作无法比拟的。创业沙龙加
深了代表们对创业的理解。

●东京会期：企业参访

参访一 :日冷株式会社参访与座谈会

主题：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介绍：

日冷株式会社是日本最大的冷藏公司，它
从全世界采购优质的水产品和畜产品，生产食
用方便、营养价值高又味道鲜美的加工食品，
利用通过保鲜技术将产地与餐桌连接起来的低
温物流网络来进行食品流通。

目的：

了解职场中的个人是如何实现工作与生活
的平衡的。

内容梗概：

座谈会上，日冷公司的员工与我们分享了
他们对于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的看法，包括
加班问题、养育子女问题等。虽然工作辛苦，

但在企业的支持与帮助下，员工们依然能够很
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这次参访
中，劳动组的代表们获得了关于议题的第一手
资料和可靠的例证，并将这些信息融入到了之
后的讨论中，使得议题得以丰富。

参访二：三井住友银行参访与座谈会

主题：日本的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

介绍：

三井住友银行总部位于东京都，由住友集
团的中核银行、住友银行与三井集团的樱花银
行合并而成。总资产达 100 万亿日元的三井
住友银行系日本三井财团和住友财团的核心企
业，是日本第二大商业银行、世界十大商业银
行之一。

目的：

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理解企业层面的社
会责任。

内容梗概：

三井住友银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通
过多种方式最大程度地提高员工的福利，包括
延长产假、给予员工培训机会等。通过面对面
的交流，中日双方代表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后，其员工也会高度忠于企业，进而形成了
良性循环。从每一个三井住友银行的员工身上，
代表们看到了他们兢兢业业的精神和对工作生
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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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会保障议题组
成果展示
JING Forum 2013

议题背景
社会保障关系着亿万百姓的切身利益。中

国自古有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 ” 之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起的恤救制
度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引渡。中日两国分别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本国现代社会保障
制度并取得突出成就。然而，中日两国都面临
正在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和逐渐减速的经济发展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冲击和考验；中国正处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革和转型期，城市化、
人口红利或将枯竭、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巨大鸿沟、公平性失衡、公众精神危机等对
于社会保障发展和完善带来的挑战都需要我们
认真审视。

议题目标
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发展以及各自的特点、问题，加深对于中日两
国社会的了解、理清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共同
探讨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解决之道，深化理解
社会保障思想，促进两国社会发展层面的交流
与合作。 

议题框架
在讨论开始时中日双方代表先分别介绍了

各自国家的社会保障现状和对政策的理解，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发觉到彼此的差异性，也认识
到统一标准的重要性。从统一的标准展开思考
很可能是本议题中有效交流和解决问题的重要
前提。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紧接着的讨论中，
我们开展了标准讨论，也就是在尝试回答 “ 什
么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 ”“ 社会保障制度应当
实现怎样的目的？ ” 等问题 —— 具体而言，
首先我们通过 Brainstorming 和简单事例考察
等方式提出可能的社会保障标准，之后我们逐
一清晰化它们的定义、寻找重合项并且合并各
项标准。最终我们得到了六项在组内广为承认
和清晰可行的标准，其具体内容将在后文解释。

在得到标准之后，我们力求将这些标准运
用到具体的案例中，该过程横跨北京和东京会
期，最终我们就超过十个案例在组内进行了讨
论。在案例讨论的前后，我们分别让全组成员
针对六项标准的重要性排序投票，以反映组员
对于各标准权衡的不同看法，并且统计和讨论
了相应结果，该设计的初衷将在后文阐述。

以上过程结束时，论坛的大半已经过去。
我们根据之前的记录，整理与回顾讨论的发现，
同时反思自身的转变与思索历程。最终，我们
尝试基于讨论所得的角度分析并理解现存的社
会保障实际现象和存在的问题。至此讨论也走
向尾声。

分议题成果展示
一、社会保障的标准

在讨论中，我们划定了问题的考虑范围：
我们以决策者自居，从政策制定者的社会视角
考虑问题；同时，我们更多将讨论和矛盾的
集中点放置到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目标和标准
上，避免过多现实细节的加入。经过讨论，本
组得到的六点社会保障标准分别为（排位不分
先后）：

保护生存权力。意为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
生存和维生权力，体现如最低生活保障。

保护进阶权力。意为保护基本生存权力以
上的部分文化类权力，如受教育、社会尊重等，
对于 “ 进阶权力 ” 的具体范围组内存在争议。
体现如九年义务教育。

再分配。指进一步平衡社会的财富和资源
分配，往往体现为富有阶层向贫困阶层转移财
富，如阶梯税率和转移支付等。

成本分散。由社会整体来分担部分社会中
弱势人群的照看成本，如养老金的全社会收集
等。

风险分散。由社会整体或某个群体来分担
整个群体共同承担的风险，如疾病保险、火灾
保险等。

社会激励。指考虑社保制度可能导致的社
会行为或倾向，可视为一种社保制度设计时需
考虑的副作用，如发达国家提供更高的婴儿生
育补贴以提升婴儿出生率应对老龄化问题。

二、投票调查

在进行翔实的案例研究之前和之后，我们
分别进行了一次针对六项标准重要性的排序调
查。这两次调查的结论成为本组研究中的重要

部分，两次调查的设计实现了如下目的：

社保标准都是好的，并无对错之分，它们
的矛盾全部发生在彼此的权衡取舍之间。因而，
我们通过调查为每位成员提供了思索这一权衡
的机会。

衡量哪些标准对社保制度更重要对制度本
身和本议题意义重大，这一问题没有绝对的正
确答案，通过收集组内调查结果便于我们了解
各位成员的价值倾向，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彼此
深入了解对方的难得机会。

通过对比前后两次调查结果，我们得以了
解在接触现实案例研究前后每位组员发生的变
动，这些变动可以反映出组员个人或某些成员
组合关注的倾向性和价值判断的特征。这一结
果最为直观地体现了整个京论坛讨论对每位成
员认知的改变过程，也成为最值得比对研究的
一组结果。

通过调查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许多
有深度和有趣的结论，这些结果上的差异反映
出更深的双方思想差距，同时也展现了不同标
准在组内引起的异议大小程度，这些信息对于
完整地描述讨论过程极为重要。

三、案例分析

案例一：中国养老保险

【背景】

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养老保险占有
绝大的比重。根据中国养老金网公布的数据，
全国人均养老金月度支出占全社会人均社保月
缴费的 86.4%，即仅养老金一项支出就占用了
几乎全部社会保障资源，而在某些特殊省份，
养老金支出甚至超过了所有社保收入。由于养
老保险金支付水平高，中国目前出现了劳动力
提早退休的现象，中国平均的提早退休比例已
经达到 30-33%。

【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应当：（1）降低养老金支
付水平以鼓励社会成员推迟退休，或（2）提
高养老金支付水平以鼓励社会成员提前退休

相关原则：鼓励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

| 第二部分 议题组成果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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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降低养老金支付以鼓励社会成员推迟退休
的优劣分析

优点：为政府节省支出；避免人力资本的
浪费；满足社会成员的文化价值实现感（如人
们会通过为社会贡献能量得到自我价值实现
感）

缺点：妨碍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影响
人们对于退休后生活品质的预期；影响家庭幸
福（如中老年人不能提前退休照顾孙辈）

中日双方的关注点

当讨论 “ 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 ” 时，对于
这一定义的理解方式至关重要。对 “ 社会普遍 ”
的理解可以从社会个体角度出发，即社会对于
其成员行为的期待（如照顾自己的子女、相互
信任等），也可以从政府角度出发，即政府对
于社会成员行为的希望（如努力工作、按时按
量缴纳税收、遵守社会秩序等）。

在讨论之中我们发现，中日双方对于两方
的认知角度存在一定的预期或刻板印象：日方
代表会更加注重个人，会更多的从个人、社会
出发看问题，会更注重情感因素；中方代表会
更重经济因素，看待问题会更多地从政府角度
出发。然而在讨论中，我们发现中日双方的思
考方式并非与我们在事前设想的完全一致。如
我们所料，日方代表更加关注情感因素，从社
会角度看待问题，他们提出了文化价值实现这
一论点；然而中方代表与我们的预料不同，他
们注重经济效应的分析，但是依然关注感性因
素，他们不仅从政府角度分析问题，也关注决
策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中方代表在讨论中指
出了养老保险制度会对家庭幸福感产生影响。

【结论】

在讨论退休时间与养老金支付水平的权衡
取舍问题时我们发现，情感是在二者之外十分
重要的第三因素。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养老金
支付水平不是唯一影响个人退休决策的唯一因
素，事实上有许多决策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
如在日本劳动者会希望得到文化价值感而推迟
退休，在中国劳动者会因为照看家中的婴幼儿
提前退休。因此在考虑到情感因素后我们认为，
退休时间与养老金水平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并非如此尖锐。

然而，在讨论当中中日双方代表展现出的
价值观差异更值得我们深思。日方代表关注个
人和社会感知，从社会角度看待问题，而中方
代表并非如设想仅仅关注政府和经济，他们同
时也对个人情感给予关注，这种思维方式的碰
撞与差异让我们在讨论中增进了对于对方和自
己思维模式的理解和认识，让我们受益匪浅。

案例二：新加坡社会保障体系

【背景】

新加坡采用个人社会保障账户制度，即在
社会个体处于青壮年时期由政府进行强制储蓄
安排，在该个体步入老龄阶段后使用这笔储蓄。
每个社会个体拥有一个单独的个人账户，账户
中的储蓄只供储蓄者本人使用；当社会个体收
入不足以支付强制储蓄时，由政府进行针对性
补贴。

【问题】

在这一安排下，全社会社保储蓄的代际、
人群间的转移支付功能不复存在，这样的体系

是否为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

【分析】

所有中方代表和两位日方代表认为这一体
系是社会保障体系，因为政府的强制储蓄安排
与针对性补贴体现了社会保障体系 “ 保护个人
生存基本权利 ” 的原则；三位日方代表认为这
一体系不是社会保障体系，因为这一安排不能
排除人口平均寿命延长带来的风险，并且没有
体现转移支付安排，不能体现社会保障体系 “ 风
险分担 ” 和 “ 财富再分配 ” 的原则。

【结论】

在判断社会保障体系时，对于六原则中某
些原则的注重与否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判断结
论。因此，在评价社会保障体系时，应当尽可
能将六原则统一起来，片面来看很可能会导致
不公允的评价。

案例三：中国农村合作医疗

【背景】

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趋势下，新农
合医疗改革成为热议话题。目前中国相当数量
的农村实行大病集体承担制度，即政府补贴率
随着医疗成本的上升而上升，而日本的社会保
障补贴率始终保持在 70%-90% 之间（根据工
作性质而调整），如图所示。

两种不同制度对个人就医承担费用产生的
影响十分不同。如下图所示，在中国农村医疗
保险制度下，由于补贴率斜率的上升，补贴
受益呈弧线上升，而个人的实际支出随着医疗
成本的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得大病或
有巨额开销的人可能收益更多，而处于横轴中
部 —— 花销中等的大多数人 —— 要支付更多。
在日本的制度下，由于补贴率的斜率不变，因
此个人补贴收益平稳上升，个人实际花销也随
着实际成本的上升而增长。

| 第二部分 议题组成果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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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哪种制度是更合理的医疗社保制度？

【分析】

根据北大和东大双方代表的投票、讨论、
再 调 查， 我 们 发 现 调 查 结 果 出 现 有 趣 的 分
化 —— 所有的北大成员和两名东大成员认为
中国农村医疗制度更合理，而三名东大成员认
为日本制度更能促进社会公平。支持中国模式
的代表认为，此模式体现了对社会公平的维护。
当多数人为处于困境的少数人分担压力时，成
本分散的原则得以最大化；其次，风险分散亦
是此模式的优势之一，且当严重疾病的患者获
得社会救治时，保护生存权的功能无疑使此模
式更具有积极社会影响。此外，代表们认为中
国政府在医疗合作社保制度中传达了一种社会
信号，即政府在有限的预算中尽力照顾有需要
的弱势群体，由此而产生的公众安全感有益于
社会稳定。而支持日本模式的代表们的分析则
注重操作层面：首先，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保
体制中，日本模式可以敦促人们在病情初期尽

早就医，这样可以降低整体医疗成本；其次，
把多数资源投入给多数人的模式能促进成本效
率，因为无限沉没成本案例（如癌症、糖尿病
患者是否应该获得社保救助）也是考虑因素之
一；另外，位于横轴中段的人数显然比两端的
数量多，意味着在日本模式中，更多的社会成
员将会成为受益者。

【结论】

根据不同的国情而制定的社会保障模式没
有优劣之分，因此代表们从中探索的是社保机
制背后强调的原则和双方思维模式的差异。东
大成员更多强调个人权益，且认为政府在社保
制度中应有限涉入；而北大成员则认为集体主
义和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应该在制定社保
制度时起重要作用。

四、两次投票结果比较

两次投票分别于北京会期和东京会期进
行，前后相差时间为 3 个星期，其中两个部分
的讨论都分别以 6 个原则展开，以不同的案例

来加深对于原则的理解，投票范围仅为组内投
票，包括工作人员双方共计 10 人。因此，第
一次投票是在全体成员都还未进行观点呼唤和
沟通交流时开展的，而第二次投票则是在之后。

投票结果如下：

从全体成员的角度出发

下左图为第一次投票，右图为第二次投票。
图中从左至右的圆圈依次代表再分配、成本分
散、风险分散、社会激励、保护生存权力、保
护进阶权力。纵坐标表示重要性，即表示当一
项原则被认为较重要时，其位置越高；圆圈的
大小表示该项原则重要性的差异程度，即表示
一项原则若重要性差别越大，其面积就越大。

从中可以显然得到结论：保护生存权利仍
为最重要的原则；成本分担一项原则的重要性
普遍得到更多人的认识；保护文化权利的重要
性变化不大，但是人们对于它是否重要的认识
差异性很大。

【中日双方内部变化比较】

从内部变化来看，北大学生代表在重要性
排序上，再分配、保护进阶权力排序降低，成
本分散、社会激励排序升高，其他原则几乎没
有变化；对东大学生代表而言，成本分散升高，
社会激励、保护进阶权力降低，其他原则几乎
没有变化。

整体而言，东大学生代表排序的变化程度
明显小于北大学生代表的。对比双方投票情况，
对社会激励原则的认识分歧变大，投票前北大
代表认为其重要性一般，东大代表视其为不可
忽视的原则之一，经过讨论过后，这个情况发
生了相反变化。上述变化与两国的集体主义思
考方式和个人主义思考方式紧密相关。中方代
表倾向于从集体角度出发，比较强调政策规定
的 “ 信号 ” 效应，因而在讨论过后，将对社会
保障的认识赋予更强的引导作用；而日方代表
则更多地从个人主义出发，他们奉行自由主义，
因而在讨论过后降低了它的排序。

| 第二部分 议题组成果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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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村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区板桥
镇， 是 一 个 以 服 刑 人 员 子 女 为 帮 助 对 象 的
NGO 组织。目前，北京太阳村一共抚养了
一百多名子女，其中最小的一岁多，最大的
18 岁，大部分在当地上中小学。在接受社会
各界人士的爱心帮助的同时，太阳村还建立了
一个自己的农场，主要依靠农场的收入自力更
生。

内容梗概：

京论坛社会保障组成员们前往太阳村，实
地参观了太阳村的建设情况。工作人员用简单
的英语为代表们做了热情的介绍。在这里，代
表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宿舍、食堂、花房、作坊
等，也参观了以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为主
打的新式农场。中午，京论坛成员与太阳村的
孩子们一起用餐，并与当地收养的孩子进行了
简单的互动。在和太阳村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中，
京论坛的代表们了解了太阳村的建设由来、历
史和现状，切实感受到了这个 NGO 所面临的
挑战，并且试着给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最后，代表们送上了一些准备的小礼物，并一
起观看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记录视频。

●东京会期：参加新宿中央公园施粥活动

介绍：

新宿中央公园是目前东京最大的流浪人
员聚居地之一。当地 NGO 每周日组织固定的
放饭活动。工作人员安排流浪者有序地领取
NGO 准备的食物。放饭结束后，工作成员们
分为若干小组，沿不同路线探望新宿中央公园
附近的流浪者，跟踪调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
活情况，为他们提供必需的药物和相应的帮助。

内容梗概：

当地时间晚 7 时左右，京论坛社会保障组
成员到达新宿中央公园。成员们戴上一次性手
套，与东京本地的爱心人士一起，为前来领饭
的流浪者准备饭菜。随后，在工作人员的组织
下，京论坛成员们参与了发放食物的过程，整
个过程井然有序。食物发放结束后，成员们分
为两组，与 NGO 工作人员一起，步行近两个
小时，实地探望了在公园或马路边露宿的流浪
者，询问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向他们发放了必
需的药物，并且投放了提供相应帮助的宣传单
页。最后，成员们与其他各组工作人员一起在
新宿地铁站会合，分别报到了自己路线的考察
状况。

【从原则变化程度出发】

就原则本身而言，保护生存权力这一原则
的排序几乎没有改变，排序仍为第一；在成本
分散这一原则上，变化程度显著。这受到两国
国情的影响，即现阶段仍有不少人还不能有基
本的物质保障，因此个人成本的缩减可以较大
程度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议题结论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北京大学和东京大

学 “ 京论坛 ” 社会保障组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
术研讨。讨论从宏观背景到具体案例，内容详
实、启人思考。

社会保障立足于当政者。在会期中，我们
讨论了社会保障存在的重要意义及衡量和评价
整个体系的 6 个原则，在 6 个原则的基础上进
行了 2 次实地考察（北京太阳村和东京 Soup 

Kitchen）和若干案例讨论，着重研究的案例
包括中国养老制度、新加坡社保基金、中国农
村医疗保险和生养孩子福利 “ 搭便车 ” 的情况。
在充分的交换观点和热烈讨论前后，分别进行
了 2 次对 6 个原则的重要性排序，以深掘差异
背后的原因。

社会保障体系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对它的解读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义务，更好地
发挥它的作用能够推动社会发展。此次京论
坛讨论不仅强化了两国学生对于社保体系的认
识，也使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了中日双方社会
保障问题的现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双方
学生理解了彼此思考和思维模式的不同。

座谈会及实地考察
●北京会期：参观北京太阳村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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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议题背景
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伴

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
而发展，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在当代社会，教
育对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知识和财富的积
累、国家的繁荣与进步都有着关键的作用。教
育问题与个人的未来、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个人而言，教育完善
人格，传递知识，将一个自然人培养成为有行
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人。对于整
个社会、民族而言，教育是文化的纽带，为国
家经济、科技发展输入源源不断的能量。在此
背景下，教育问题对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的重
要性逐渐凸显。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最主要的
国家，其教育形式与内容存在差异，社会文化
与价值观存在差异，因此两国只有相互了解，
求同存异，才能共谋发展与合作。

议题目标
本议题将透过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探讨教育

的本质和意义，逻辑上从教育之于个人发展、
社会发展的意义逐步上升到国家和全球视角下

的教育问题，并通过具体案例阐释教育的功能
性，比较中日两国教育模式的现状并分析异同，
以 “ 为何而学，学什么，怎么学 ” 的分析思路
来尝试探讨教育对中日两国国民性、价值观的
影响，尝试回答 “ 什么是理想的教育 ” 这一命
题，最终在思维碰撞和交流中得到关于中日教
育问题更客观、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议题框架
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教育议题：教育

与人、教育与社会。在教育与人部分，我们向
内挖掘教育的内涵和实际操作，从个人层面分
析教育的作用和意义。在教育与社会部分，我
们向外延伸，探讨社会中的教育问题，从社会
层面观察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机制。每个分议
题将会以核心问题（key question）为线索展开。

●北京会期：教育与人

【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是每个孩子最早接受的学校教
育，具有强制、普遍与免费的基本特征。中日
两国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由政府配备统一
的教育资源，包括基础小学教育和初级中学教
育，义务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起着基础性的铺垫
作用。因此我们将在此分议题探讨义务教育的
本质与义务教育的目的，对比中日两国义务教
育课程内容的设置，并且探讨学校教育作为义
务教育的实现方式是否是唯一的，最终回答核
心问题：为什么义务教育是必要的？我们想通
过义务教育教会孩子什么？

【高中教育】

2.3
教育议题组
成果展示
JING Forum 2013

高中教育是由义务教育过渡到高等教育的
重要阶段，如果说义务教育的内容是同质性的，
那么高中教育就开始分化为异质性的。在中国
和日本，都有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普通高中
和重点高中的显著差别。高中作为升入大学的
准备阶段，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课业压力和竞
争，暴露出很多现实问题，我们将重点探讨高
中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问题、课外
辅导班问题、升学考试（中国的 “ 高考 ”）和
择校问题以及出国留学问题，并回答核心问题：
高中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考取更好的大
学还是培养全面素质？怎样的升学选拔制度才
是公平而合理的？

【大学教育】

大学是高等教育的实现场所，大学教育是
培养学术型人才、塑造综合素质的有效手段。
围绕着此分议题的核心问题 “ 大学在当代社会
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
什么？ ”，我们将从北京大学、东京大学两所
中日最高学府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究两国大学
教育的异同，并共同分析博雅教育对于当代大
学教育的意义。

●东京会期：教育与社会

【教育过度普及化】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社会
问题，其中近年来大学的快速扩张和膨胀也值
得深思。我们将以日本大学过度普及化为案例
来分析大学普及化是否是必要的，并探讨在大
学普及化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在中日两国的和平发展中始
终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是颇为敏感的话题。我
们希望与日方代表共同探讨中日两国对爱国主
义的不同定义，继而引出核心问题：爱国主义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政府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
否具有正当性？爱国主义教育应当如何实现？
我们还将重点讨论中日历史教育，通过对比历
史教科书和走访当地高中旁听历史课来获得更

全面深刻的结论。由此，我们也将更加了解中
日两国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的现状以及中日学生
对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同态度和看法。

分议题讨论结果
●北京会期：教育与人

教育首先在个人层面体现出其本身的功能
性，我们在北京会期将讨论具体的教育实现形
式，按照时间和等级顺序分为：义务教育、高
中教育以及大学教育。

一、义务教育

在北京会期，我们着重讨论了义务教育的
目的与内容。北大代表与东大代表的不同观点
反映出两国对于义务教育有不同的理解。在分
析异同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观点的差
异不仅仅存在于两国代表之间，也存在于双方
代表内部。两国学生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环
境以及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受教育经历让我们形
成了对问题不同的认识，这也为我们的讨论增
添了更多的趣味和思考。

【义务教育的目的】

义务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中国与日本
都将九年制义务教育纳入国策，但是对于义务
教育具体内容的安排却不尽相同，这缘于我们
对义务教育的目的的不同理解。在回答这个问
题时，日方代表比较统一的观点是，义务教育
的目标应当是让人获得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基
本能力。因此，其内容应该是最简单、最基础
的，仅需要涵盖每个人生存必须的知识和技能。
而中方代表则普遍认为，义务教育有为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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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做好准备的必要，也就意味着义务教育还
应当一定程度地包括一些并非生活必需却能增
加个人竞争力从而提供更多未来机会与可能性
的内容。

 

区别点一：考试

日本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都是通过性考
试，内容十分简单，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拿满
分，其目的是在于检验学生是否理解了课堂上
的知识点。相比较而言，在中国，义务教育阶
段的考试就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性，家长老师
都非常重视孩子的课业成绩。日方代表认为这
种过于竞争性的学习状态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生可能造成不良的影响，让学生承受太大的
压力；而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他们可以自由
选择参加课外辅导班。相应地，中方代表认为，
日本过于基础的教学内容可能埋没一些更有天
赋或者更好学的学生研究性深入学习的机会，
且从中国人口多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实国情来
看，竞争不可避免；至于课外辅导班，又会引
发另一种形式的竞争。

区别点二：公平性

对义务教育目的的不同认识引发了中日双
方代表对于公平性的思考。义务教育的普遍
性、同质性的特点和每个学生的不同特质（学
习能力不同、对于知识的渴求度不同、将来需
要用到的知识也不同）产生了矛盾。如果说义
务教育是希望给大家划上同一条起跑线的话，
那划在哪里才是公平的？如果在较低的水平，
那么跑得更快的人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来满足
自己的求知欲；如果在较高的水平，那么跑得
更慢的人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才能保持在队列
之中，且对他们来说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机会
成本损失。中方与日方代表对此产生了激烈的
争论，最终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在讨论的
过程中双方都对彼此的价值观有了更深入的认
识，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火花。

【义务教育的内容】

义务教育目的的差异反映在义务教育内容
的差异上，在讨论中，我们选取了以下两点作

着重分析。

讨论一：英语课和家政课

在比对中日双方义务教育内容的过程中，
最大的争论在于英语课和家政课是否应当被纳
入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在中国，英语教育普
遍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而在日本，这个时间点
则是初一年级。相对地，日本的小学教育中包
含家政学（Home-economics）这门课程，旨
在教会孩子们做饭、做家务、做针线活等基本
生活技能，而这在中国是不常见的。通过这两
门课程的差别，我们也找到了日方代表所说的
“ 义务教育旨在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知识和技能 ”
这一论断的佐证。就英语课而言，日方代表认
为没有必要在小学增加英语课程，在初中开始
学习英语就足够满足日后需求。对此，中方代
表十分赞成在小学教育中加入家政学，但并不
认为家政学应该取代英语教育。中方代表认为，
首先，英语作为一门语言，从低年级开始学习
将会更易接受、更有效果；其次，从社会现实
来看，英语语言能力是现代社会个人竞争力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中国走国际化道路、提
高国际影响力的必备条件。这反映出两国不同
的国情与发展阶段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英语
教育的定位。

讨论二：思想道德教育

中日在道德教育的形式上也有着十分显著
的差别。在日本，道德教育更强调个体性，通
常老师会给出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但不会给
出统一的答案或者正确的选择，而是引导学生
进行自主的价值判断。在中国，道德教育常常
通过思想品德课、社会课等进行，偏向于引导
学生形成 “ 普世的 ”、“ 科学的 ” 价值观。简言之，
日本的道德教育强调的是个人判断，而中国的
道德教育强调的是集体价值。针对讨论的核心
问题 ——“ 你认为政府引导学生的价值观是合
理的吗？ ”，中方代表认为是合理的，而日方
代表认为是不合理的。这是因为日本人普遍认
为政府不应当将价值判断带入教育，他们认为
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应该是在平时的生活中自发
学习的，而不是通过国家进行的公共教育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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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总结来说，在道德教育方面，中国人更倾
向于接受政府引导的公共教育，而日本更倾向
于多元化的、强调个体价值的教育形式。

 

二、高中教育

在高中教育部分，我们主要通过实地参访
加深了对两国高中教育现状的了解。我们选取
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和日本幕张中学作为
参访学校，亲身体验了两所学校的特色和氛围，
并与该校学生或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在素质
教育的实施上，中国的高中，特别是优秀高中
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学生们会花时间
参与学校活动和社团组织。而对于日本学生来
说，社团活动更是必不可少，几乎每个学生都
会在放学后花两到三个小时参加社团活动，如
棒球、足球训练、管弦乐队等。而在出国问题上，
中日学生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差异：越来越多的
中国学生想要出国读大学，且在优秀高中的优
秀学生群体中，出国求学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第
一选择；而在日本，几乎没有学生愿意出国升
学。对于此现象，受访的中国高中生普遍反映，
选择出国的原因是出于对更好的教育资源和高
等学府的向往，以及希望体验国外生活环境，
或者是希望将来出国发展。但也不排除出国的
风潮受到了朋辈压力、从众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而日本学生则普遍认为没有必要出国，一方面
是因为日本的学制与大多数国家不同（四月开
学），跟国外大学时间上难以衔接；另一方面
是，日本相对保守向内，学生大都选择在日本
国内发展，没有拓展国际视野的意愿。 

三、大学教育

在大学教育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对大学
教育作用的认识。中日两方对于大学教育的基
本作用都持相同意见：提供学术研究场所、完
善人格和建立价值观、提供社交群体、支撑本
国发展等。但仍然在两点产生了分歧：求职和
娱乐。就大学教育对于求职的作用，中方代表
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以使得学生
在求职和工作上更有竞争力，日方代表则认为
大学没有这个责任。通过对两国的就业市场的
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公司注重毕业生的学业成
绩以及专业是否对口，而日本公司则不太看重
学业成绩，更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与社会实践
经历，如在大学期间所参加的各种社团活动以
及在社团活动中担任的职务。这种差别也直接
导致中国大学生在学业上下的功夫比较多，更
注重学业成绩，而日本学生则花更多的精力参
与不同的课外活动。另外，日本学生生动地将
大学生活比作人生中的一个 “ 游乐园 ”（leisure 
land）；由于日本人工作后将会面临巨大的工
作压力，遵循忙碌的工作作息，所以很多日本
大学生认为大学四年的时光是自己人生中最
幸福、最快乐的时光，是人生的一个长假（a 
summer break of life）。

 

●东京会期：教育与社会

在东京会期，我们将从社会层面看待教育
及与教育有关的宏观社会问题，我们选取了大
学过度普及化问题和爱国主义教育问题作为主
要的讨论内容。

一、教育过度普及化

范例研究：日本的大学过度普及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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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概览】

大学过度普及化已然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
重要问题。我们把它定义为：大学毕业生的数
量远超于社会与企业的需求。日本的大学非
常多，其中一部分最优秀的大学提供的教育资
源有限，但有更大一部分大学是教学质量较差
的私立大学，我们将其称为过度普及化的大学
（over-popularized university）。从二战以后，
日本的私立大学数量攀升很快。它们没有良好
的教育资源，但必须吸收足够的生源才能维持
大学的经营，所以这些大学往往配备很好的硬
件设施，如崭新的教学楼、高端的基础设施以
及好吃的饭菜等等来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

【案例分析】

由于此类大学往往没有任何学术或研究性
成果，报考此类大学的学生一般也学业成绩不
好，无心向学，只为享受大学提供的设施，
拿一张毕业文凭。所以我们就此提出：“ 是否
应当允许过度普及而教学质量不佳的大学存
在？ ” 对此，中方代表出于效率因素的考虑，
一致认为此类大学不应该存在，应当限制这部
分大学的数量。因为这些私立大学占用了社会
资源，造成了资源浪费，若能配置这部分资源
用以提高其他大学的教育设施和教育资源，社
会总效益会更高，达到更有效率的状态。但是，
日方代表则普遍认为可以允许此类大学存在，
从而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维护教育
公平性。

另外，我们还讨论了 “ 你是否会愿意把自
己的孩子送往这些过度普及的大学？ ” 对此问
题，中日双方共 10 名成员中，有 4 名回答 “ 会 ”
（全部为日方成员）；6 名回答 “ 不会 ”（主
要是中方成员）。从这个分歧我们发现，中方

代表更注重学生在大学里获得学业上、知识上
的提升，而日方代表认为让孩子进这些大学享
受大学快乐生活是最重要的，而学到知识是次
要的。此外，中国家长一般比日本家长对孩子
期望更高。经讨论，我们认为这是由几个原因
导致的：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望子成龙的心态、
成就导向型心理和爱面子问题等。在爱面子问
题上，中国家长经常把自己的孩子跟邻家或其
他孩子作比较，仿佛孩子的表现被转化为自己
的尊严、面子的依据，无形中就给孩子施加了
更大的学业压力；而在日本这种情况则很少见，
他们更在乎孩子是否快乐。

【延伸结论】

通过此分议题的讨论，我们还总结出中日
两国在教育根本出发点上的不同：前者更注重
现实成果与效率（成果导向型）；后者更注重
机会均等与快乐（机会导向型）。

二、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东京会期的另一主要分议
题，也是两国之间非常敏感的话题之一。从一
开始讨论什么是爱国主义教育，是否该有爱国
主义教育，到后面的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中日代表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

【什么是爱国？】

谈论爱国主义教育，我们首现需要定义什
么是爱国。

对于中方的学生而言，爱国就意味着情感
意义上对于所处的国家和民族的尊重和爱。日
方代表则认为日本人很少公开表示自己很爱
国，而更倾向于说爱自己的社区和集体。这里
的社区和集体主要指的是所属的社交网络，既
包括家人和朋友，也包括参与的社团、俱乐部
等。

简言之，对于中方代表而言，“ 爱国 ” 是
一个很自然的概念，而对于日方代表则不是这
样的。通过讨论，我们认为这种区别可能缘于
以下两种原因。其一，日方代表认为很难将情
感寄托于类似 “ 国家 ” 这样比较抽象的概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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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与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状况有关。其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得日本人对极端的爱
国情绪比较敏感，他们担心外界会将自己对国
家的爱与二战时期的极端民族主义联系起来。

【爱国主义教育的合理性】

在探讨完何为 “ 爱国 ” 之后，我们进一步
讨论了国家、政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合理性，
即应不应该由官方机构开展爱国教育？

针对这个问题，中方代表认为由政府和国
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
性。他们指出，从个人角度，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有助于培养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同时，
由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身份有密切关联，爱
国主义教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从
社会的层次上来说，爱国主义教育能将人们团
结在一个共同价值观周围，使得大家都为社会
的繁荣和发展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这和中国
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
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是有
助益的。

日方代表则认为爱国主义教育是不合理和
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教育不应当灌输任何单
向的、绝对的价值观，而应该让个体自己独立
地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所有价值
观中，与政治价值有明显关联的爱国主义尤其
应当从教育中被剔除，因为这是对民主思维的
干预。

【聚焦两国历史教育】

1.引言

虽然日本并不存在像在中国一样由官方开
展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却是双方都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以中国
为例进行了头脑风暴。中方代表提出，在中国
存在以下可能的爱国主义教育渠道：历史教育、
媒体引导（新闻、电视剧、评论节目）、升旗
仪式、参观博物馆等学生活动等。

其中，我们重点探讨了两国的历史教育，
虽然日本没有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历史教育却
是两国共同具备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
将历史教育列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但
历史教育并不附属于爱国主义教育。换言之，
只有一部分历史教育可以被归入爱国主义教育
的范畴（如图）。

 

2.分析比较

我们首先对两国的历史课本进行了比较。
我们发现，中国的历史课本里面除了基本的历
史概念之外，还有很多表示强烈感情色彩和
立场的形容词，并会给出对历史事件的评判。
而日本的历史课本里面基本只有历史时间和数
据，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

通过讨论，我们认为这种文字叙述上的差
别可能是由于历史教育在两国中所扮演的不同
角色导致的。

中方代表指出，历史发生的时候本身就是
带有情绪的，因此将所有的价值和情绪都抽离
本身就是在歪曲历史。其次，通过历史教育来
倡导基本的价值观念，例如爱好和平、热爱祖
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教育人们我们的国家在
过去经历了怎样的繁荣与困苦，我们何以成为
今天的样子，以及前人都为我们的今天做了哪
些努力，是能够促成健康积极的爱国情绪的。
最后，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教科书，对过去发生
的事情的反思，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更好地生活。

日方代表则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让
学生能够理性和有逻辑地解读历史数据。进一
步说，就是让学生能够分析各种历史事件，合
理的解释一件事情如何导致了另一件事情。换
言之，历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思维
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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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一基本问题：
教育是否应该向学生灌输一个既定的价值观
念？

3.讨论成果：观念的改变

尽管中日代表在讨论后没有就关键性问题
达成一致，但是双方与讨论之前相比，都对对
方有了突破性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东京会期
的重要成果。

在会期开始时，中方代表认为，日本的历
史教育中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判断，这实际上使
得特定的历史事件的严重性被淡化，譬如二战
带来的危害。而事实上，我们发现和平教育在
日本的教育中占了非常重要的篇幅。虽然并没
有以历史课本教育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学校
通过带学生参访广岛的原子弹遗迹等活动达到
了教育目的。

对于日方代表而言，在会期开始时，他们
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中表
现出了较强的抗日色彩，并且这种抗日情绪的
灌输对近些年来诸如 “ 抵制日货 ” 等活动负有
一定责任。但是通过讨论，日方代表发现抗日
情绪并没有通过历史教育被刻意诱发。一方面，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除了涉及到中日之间的战
争史，对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也
进行了陈述。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
除了抗日战争外，对例如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
也有不小篇幅的描述。其中，清末朝廷的封闭
腐朽被当作对现今的警示，而火烧圆明园的案
例则被用来教育学生战争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破
坏，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价值观。

可以说，在为期一周的东京会期中，中日
双方就爱国主义教育与历史教育议题的讨论仍
然存在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但是面
对面的讨论和交流，仍然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了
解对方，而了解则是建立融洽关系的第一步。

议题结论
为期两周的讨论激烈而充实，中日双方代

表在讨论中各抒己见、分享交流所见与所想，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我们讨

论的价值本身并不在于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而在于讨论过程中，双方加深对彼此的了解的
同时也更加了解自己，在思维的碰撞中探索发
掘彼此不同的价值观。

在北京会期，通过三个阶段的教育：义务
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我们对比中日两
国具体教育制度的实施，获得了一个相对完整
的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认识，并引出了一系列
关于教育公平与效率、教育的真正目的、考试
与竞争性等话题的深入探讨。我们发现，每个
人因其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的不同都会对这些
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差异存在于个体之间，
不能用简单的中方、日方作区分。

在东京会期，我们着眼于社会层面的教育
问题，在分析了以日本为代表的教育过度普及
化问题之后，我们把重点放在中日双方都很关
心的爱国主义教育问题上。双方代表始终秉持
开放的心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敏感问
题上难免发生难以调和的分歧；但是也正是在
分歧中，中日双方逐渐有了更为宝贵的发现，
那就是我们都通过亲身的体验、资料的佐证和
深入的对话交流改变了我们对对方预设的假
定，在东京会期的终期报告中，我们呈现给大
家的我们讨论的一大主要成果就是我们认识事
物方式的革新，也即认识事物应当遵循三大原
则：其一，要努力获取更加全面的信息，而不
要过多地将原有的成见推己及人，避免犯由片
面而一般化的错误。其二，由于现实生活中几
乎不可能获取完备的信息，因此，了解远比评
价和判断重要。其三，时刻保持开放的思想并
反思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希望这种思维和认知
方式的转变能够成为一份长久的财富，也为大

家所拥有。

座谈会及实地考察
●北京会期

参访一：文同国际儿童美语学校

主题：中国学前英语教育

目的：

通过实地考察，加深代表们对学前教育机
构的认识和了解，使代表们获得了更加直观和

| 第二部分 议题组成果展示 || 第二部分 议题组成果展示 |

真切的感受。通过与该校的英语老师、孩子家
长面对面交流，使我们充分了解了学前教育的
实施途径和家长对学前教育的态度和评价，帮
助我们对学前教育形成了一个更加全面、客观
的认识。

内容梗概：

该校负责人首先带我们参观了校园，介绍
了孩子们每天的作息和上课安排，随后为我们
安排了与老师和家长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
中日双方代表就授课内容、授课形式、教学效
果等向老师提问。该校的英语老师以年轻的女
性为主，他们介绍平时的授课主要与玩游戏结
合，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并会安排定期的小测
验帮助了解孩子们的学习进度。在与家长的交
流过程中，代表们就他们所关心的 “ 为什么要
让孩子那么早学英语？是否有必要？ ” 等问题
展开了询问。家长表示，进行这样的投资是为
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同时考虑到儿
童时期是学习英语的最佳阶段。

参访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主题：中国高中的素质教育实施现状和高中生
出国留学问题

目的：

通过对人大附中整体校园和学生学习状况
的观察，以及和人大附中高二学生的座谈会，
探讨中国应试教育制度和素质教育革新的现
状，并介绍日本高中及大学的基本概况，加深
相互了解。此外，采访该校学生代表出国的意
愿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分析中日学生对出国留
学问题不同看法的成因。

内容梗概：

我们通过 “ 结对子 ” 的方式，由两名人大
附中学生和中日双方代表各一名组成小组首先
进行校园导览和自由交流，增进互相了解。随
后成员和学生代表展开座谈会，就素质教育和
留学问题进行讨论。学生代表指出，该校的课
余活动丰富，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有所创新，涵
盖了包括劳技课、舞蹈课、美术课和课外体育
锻炼等素质教育内容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并
支持学生的自组织社团和对外交流活动。在留

学问题上，80% 以上学生代表表达了出国的
意愿，并指出希望出国留学的主要原因包括向
往世界名校和国外大学的学术氛围，认同国外
教学理念或想要丰富人生经历。

●东京会期

参访日本千叶市立幕张中学校

主题：日本高中素质教育和历史教育

目的：

通过对日本私立高中的实地探访了解日本
高中生真实的学习生活状态和环境，参观校园
设施和素质教育课堂，与该校任课老师共同探
讨中日两国教育问题，加深双方对高中教育的
认识。通过旁听历史课了解日本历史课堂的教
学方式和内容，从而获得对日本历史教育更客
观的评价。

内容梗概：

我们在幕张中学交流学习的一整天过程中
不仅参观了该校的图书馆、实验室、美术室、
音乐厅等硬件设施，还有机会和两位任课老师
在学校餐厅共进午餐，感受日本高中生的真实
生活状态。下午历史课堂的主要内容是日本的
二战，老师主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逻辑梳理以
及实物道具来分析二战中日本的政治与经济因
素，较为客观。课后，我们与历史老师和另一
位英语老师进行了交谈，采访他们对于中日爱
国主义教育及历史教育的看法。他们认为，历
史教育不应带入个人的主观因素，而应当给予
学生更充分的思考空间，秉承该校注重学生自
我意识和自主思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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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论坛 2013 的北京会期，劳动议题组
和社会保障议题组安排了跨议题讨论，从两个
议题的交叉领域展开，以不同的视角分析同一
问题，在深化议题讨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问题一：退休金水平与退休年龄

中日两国社会都有严重的老龄化负担，法
定退休年龄和退休金水平的设定成为国民关心
的重要政策。这直接影响着社会有效劳动力的
数量和社会赡养负担，同时又与每个劳动成员
的福利保障、幸福感息息相关。

【现状对比】

中国法律规定，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
而言，退休年龄为男性 60 岁，女性 50 岁，
女干部 55 岁（2013 年），较上一次立法有了
明显提升。在日本，男女的法定退休年龄均为
60 岁，从 65 岁开始领取退休金，其间 5 年内
部分退休人员可以领到 “ 退職金 ” 作为补助，
或者获得返聘，获得正常工资一半的薪酬。

【分议题讨论】

政策一：低退休年龄，高退休金，吸引劳
动者较早退休。

政策二：低退休金，高退休年龄，减少劳
动者提早退休的激励。

讨论基于这两种政策展开。其产生的社会
背景是什么，背后的政策含义如何是我们所关
注的内容。

财政预算是政府政策最直接的限制条件。

对于一个财政丰厚的政府，人们更倾向于用高
退休金和短工作年限惠及民众，维护社会稳定。
在现实的情况下，政策一的出现是为了保证劳
动力市场的效率。较高的退休年龄会使工作能
力下降的中老年人滞留在劳动力市场，从而对
有活力的青年人造成一种 “ 挤出 ” 效应。这不
仅直接降低了社会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而且
对于青年人造成了巨大的求职压力。相应的，
政策二的目的则在于减少政府财政负担，增强
人们劳动生产的动力。对于一个快速转型的经
济体而言，这种政策或许可以更快地实现经济
增长和财富积累。

尽管对于个人而言，政策一的福利效应更
为明显，但从国家和伦理层面看，这未必是合
意的。在许多领域，特别是随着产业升级的推
进，大批资深专家和有经验技工是行业发展的
保障，他们的提早退休对于教育、科研甚至是
国家战略都是巨大的损失。此外，从社会保障
的伦理角度看，虽然政策一对于个人的经济福
利更大，但劳动和创造价值亦是人的权利和需
求。过早退休将本应处于工作岗位上的人边缘
化，是对劳动权利和个人价值的忽视。这对于
政策一的实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为政策二
的推行提供了现实和理论的依据。

一个国家应该如何权衡政策一的建设性和
政策二的缓冲性，这对于经济结构正在转型的
中国和人口结构日趋复杂的日本来讲都是十分
复杂而且关键的问题。

问题二：女性的工作与生活

在第二个问题上，双方选取 “ 产假 ” 这一
话题作为出发点，更好地认识了两国的社会保
障制度和女性工作与生活的权衡。

Jing Forum 2013

2.4
跨议题讨论
成果展示
JING Forum 2013

【现状对比】

我国法律规定，所有女性劳动者在劳动关
系存续期间，都享受产假待遇。一般规定，女
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在规定产假时间结
束后，女性通常会回到职场当中。另外，在中
国社会，祖父母照看自己的孙辈是一种习俗，
这也为女性重返职场创造了条件。在日本，传
统上，女性会在结婚或生子后离开职场，专心
持家。日方成员表示，日本家庭的祖父母很少
会帮助子女照看孙辈。而同时，男性很少能获
得 “ 产假 ” 机会，这客观上也迫使女性不得不
辞去工作，照顾家庭。

【分议题讨论】

在两国的对比中，我们既看到了差别，也
看到了共性。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承担了极大的
生理压力和精神压力，产假对于女性身体状态
和心理状态的恢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
对于一个家庭具有重大意义，还对于整个社会
的再生产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
男性肩负着重要的责任。特别是在婴儿出生后，
丈夫为了照顾妻子和孩子也需要很大的时间和

精力付出。由此而产生的男性 “ 产假 ” 也就成
为了人们关心的话题。在中国，这样的 “ 产假 ”
被称为 “ 护理假 ”。简言之，护理假是男人为
护理生产配偶的特定假期。在这一问题上，国
家并未做出专门的规定，而一些地方法规对此
是有阐述的。而在日本，改变传统的呼声也越
来越强。许多公司鼓励男性和妻子一起进行育
儿休假，也有公司邀请这一制度的受益者进行
经验分享，以期能真正保证员工的利益、帮助
准妈妈度过关键的阶段。种种迹象表明，新的
更符合员工利益的制度正在形成，社会保障与
劳动者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将同一年度两个议题进行结合，组织跨议
题讨论，京论坛 2013 做了初次尝试。这次改
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启示我们从不同角度关
注同一问题也可以是我们认识对方、认识自己
的一种可行的办法。同时，正因为是跨议题讨
论，我们的问题涉及的主体更广，具有更强的
现实性和敏感性，切实做到了对社会民生的关
注。京论坛 2013 在深化议题讨论方面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这种改变将会在今后的讨论中被
继续发展。

| 第二部分 议题组成果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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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京论坛八岁了。在这八年的时
光里，无论中日关系经历着怎样的起伏变迁，
两国的青年都能坚持坦诚的态度，就双方共同
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加深两国民间交
流做出自己的贡献。八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京
论坛还有更为遥远的未来；八年的时间也不算
短，是时候回望我们走过的路。

伴着期待与希冀，这一年，由京论坛首届
代表发起，中方组委会主办的京论坛 2013 校
友重聚在北京举行，中日双方共有五十余名成
员参与。京论坛校友与 2013 年成员共聚一堂，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逐渐打开心扉，彼此坦诚
交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激发出了智慧的

火花。

重聚派对上，京论坛 2013 年成员向校友
详细介绍了这一年的三个议题。作为曾经的
参与者，校友们基于自己对京论坛和议题本身
的理解，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与这一
年的成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为议题的搭建提
供了新的角度。之后，大家不仅回顾了京论坛
的历史，展望京论坛的发展道路，还彼此分享
了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更好地梳理自己，在相互交流中寻求新的启
发，在相互鼓励中获取新的动力，坚信 “Once 
a JFer, always a JFer.”。

京论坛校友一直是项目引以为傲的资源。
他们带着对中日关系的热忱而来，在京论坛所
创造的平台上努力探索对两国的新认识。尤其
是在近几年的参与者中，受到京论坛项目的影
响，有不少中方成员选择在日本工作，同样也
有日方成员在中国就职。他们在自己的职业领
域延续着学生时代的梦想，进一步为了中日关
系的发展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这一直是京论坛的期冀，也是我
们的信仰。京论坛，我们在路上。

3.1
校友重聚
JING Forum 2013

提到京论坛，同学们常用 “ 高端、大气、
上档次 ” 来形容它，这是历年京论坛参与者通
过不懈努力树立起的优质形象。严谨的学术讨
论，专业的办会风格和卓越的参会成员都保证
了京论坛的高质量高水准。作为京论坛的组织
者，我深知良好的口碑绝非依靠外在的粉饰，
接地气是京论坛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京论坛
始终关注两国社会现实，从中日两国年轻精英
的视角审视、思考两国关系和社会问题。随着
国际化水平提高，北大已经有很多形形色色的
学生国际交流项目，我不敢冒昧地自夸京论
坛是其中最 “ 高端、大气、上档次 ” 的项目，
但我愿意自豪地说京论坛是一个务实的交流平
台。

聚焦两国社会现实问题是自京论坛创办以
来一直秉持的宗旨。围绕具体议题展开深入讨
论是京论坛活动的亮点，是参与者认真思考，
充分交换观点的平台。今年的三个议题分别是
劳动、教育和社会保障，都与社会现实息息相
关。每个议题都涉及一个庞大的领域，在议题
组长带领下，各组在大视野下聚焦小视角，选
取熟悉的、有讨论价值的、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展开讨论。从劳动组关注的择业就业现状，职
场性别问题，到教育组探讨的基础教育以及社
会保障组热议的社保原则，社会现实始终是是
一切讨论的立足点。然而，学生向来不缺热情
去畅谈，也不乏活跃的思维，缺乏的是接地气
的现实经验。脱离现实的讨论往往陷于无意义
的泥淖。因此，京论坛 2013 的代表们通过议
题组内的文献学习和研究，会期间的参访等途
径弥补知识和信息上的欠缺。今年，议题组分
别通过和中日两国普通高中生和学生家长的交
流，与日本职员的座谈，亲身参与社会福利机

构活动的形式，听到、看到、感受到最真实、
最鲜活的社会现实情况。这些经历不是走马观
花，而是我们分析、思考和交流的有机组成部
分。

京论坛最为宝贵的财富是每年参与到活动
中的两校优秀学生。京论坛代表拥有多元化的
背景，就京论坛 2013 北大代表团而言，成员
们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东、中、西部以及香
港等不同地区。不同的专业、生活背景为跨国
讨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以展现更全面的
中国社会图景。作为青年学生，我们绝非仅凭
一己之力就能够改变两国关系，彻底消弭隔阂。
我们谈责任、谈使命、谈未来不是企图给自己
戴上冠冕堂皇的帽子，而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实
现两国关系的美好愿景需要从彼此理解开始。
在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中日两国间存在着种种障
碍，掣肘着两国关系的向好发展，我作为活动
组织者感受尤为明显。误会不可怕，可怕的是
回避问题，甚至不知症结所在。在彼此坦诚交
流中，我们深刻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是尽所有可能向对方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并

3.2
主席寄语
JING Forum 2013

| 第三部分 总结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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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倾听对方的同时也重新审视自己。尽管京论
坛的力量绵薄，但我坚信中日两国最优秀的青
年之间的坦诚、平等、严谨的对话会是增进两
国友好关系的跬步和细流。

京论坛扎根于中日两国国情、社情，致力
于打造两国最优秀青年平等交流的平台，它接
社会的 “ 地气 ”，接青年的 “ 地气 ”—— 这是京
论坛的优点，是它得以 “ 高端、大气、上档次 ”
的底气。不过，在接触社会现实方面京论坛依
然有大有提升空间。在交流中，对于国情、社
情不清楚或模棱两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导致
讨论脱离现实，纠结于在价值层面争执事物的
“ 好 ” 与 “ 坏 ”，“ 对 ” 与 “ 错 ”。自我认识是让
对方理解自己的前提，是平等交流的基础。未
经世事，缺乏社会经验不是我们天马行空讨论
的借口，而恰恰是鞭策京论坛走近社会、关注
现实的动力。我期望京论坛后来者们切勿沉湎
在高端的光环下，固步自封，而需再接再厉，
克服困难，继续强化京论坛与社会的联系，促
进参与者展开更加务实和开放的对话。

最后，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京论坛的
各界单位和人士，感谢京论坛 2013 所有成员
的努力与付出，祝愿更多人与我一样可以收获
一份属于自己的京论坛记忆。祝福京论坛的明
天更好！

周宇  

                               京论坛 2013 中方主席    

中方成员感言

姚塽  
中方副主席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0 级

一届届的京论坛人铸就了京论坛，而京论
坛本身也铸就了我的大学生涯。从大一到大四，
京论坛陪伴了我大学四年，看着它一届届传承、
发展、壮大，心里的自豪和感动难以言表。从
涉及中日双方社会热点的议题讨论，到接触社
会、走入社会的实地考察和参访，京论坛正以
它独特的魅力春风化雨般地感染着我，让我一
点点聆听、理解、体悟。更为重要的是，在京
论坛结下的超越国籍的友谊，这种在异国他乡
彼此扶持所带来的特殊感情，将长存于我的心
中，历久弥新。

王一鸣  
劳动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1 级

翻 看 着 手 中 厚 厚 的 会 议 资 料， 京 论 坛
2013 的种种场景仍历历在目。五个月的学术
准备，两个星期的集中讨论，地道美味的日本
料理，舒适宜人的露天温泉 …… 只要付与真
心，再激烈的争论也成回忆。京论坛为参与者
搭建了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基于不同的学科
背景和生活阅历，满怀激情地进行思维的碰撞，

3.3
成员感言
JING Foru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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摈弃偏见，立足事实，从而更好地认识了我们
的邻居和自己。两个星期的时间虽不能重塑一
个人的思维，却能让我们收获一种新的思考方
式，从而收获一份崭新的视野。这样的活动需
要继续下去。祝福京论坛！ 

倪笑君  
劳动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

和大 Labor 议题组的各位亲一起度过的每
一天，都充实而快乐。难忘清水勇佑的超萌
Veavvy 腔，难忘每一天对美食的各种期待，
更难忘大家临别时的不舍与泪水。对我来说，
京论坛是一个找回自我和重新认识自我的过
程。我们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分享迥然不同
的三观。在京论坛的舞台上，理想与现实碰撞，
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京论坛 2013 已经落下帷
幕，但我相信这绝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
始 ── 满载着勇气与希望，我们的人生才刚刚
起航！

谢瑞豪 
劳动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2010 级

京论坛作为北大最优秀的学生活动项目之
一，其水准、思想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度、展示
平台的高度等均睥睨校园中的同类项目，这也
是当初这个项目吸引我的原因。但现在，“ 京
论坛 ” 之于我已经不只是一个高端的学生交流
活动，而是一群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死党：我们
会为了只属于我们的 “ 梗 ” 笑得脸痛肚子痛；
我们一起在异国他乡游走街头深夜狂奔；我们
一起带着兴奋与猎奇的心情，尝试走近其他民
族的文化；我们不顾及政治纠纷，开诚布公地
交流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我们为了自
己的立场在讨论中争得面红耳赤；我们在相互
吐槽中大笑着刷夜准备 pre；我们一起拼命将

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成果展现给关注我们的人。
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份回忆，这就是属于
我的京论坛。

孙璐璐
劳动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11 级

最初是奔着高端洋气上档次的怀石料理申
请了这个项目，疯人院女生在美食的诱惑下顶
着期中的压力花了一个星期看完了《劳动经济
学》、写完了 essay，竟而也对劳动这个议题
产生了十足的兴趣。“ 两会 ” 期间每一次讨论
都在倍速分泌的肾上腺素中度过。劳动组多元
的背景使得黑板上总是出现坐标系、数学式、
抽象的示意图和奇怪的卡通画。两个国家来自
不同背景的 new generations 在同一个问题上
坦诚热忱地交流，好像一场场头脑风暴。更令
人动容的是 JF 的小伙伴竟然都出乎意料地气
场合拍，笑点槽点满满。最后，特别感谢劳动
组让我达成二人 presentation 的成就！

李慧若
社会保障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1 级

在 2013 年夏秋紧张的日程里加入京论坛
确实是个 “ 疯狂 ” 的决定；推掉了专业课、考
试甚至交换留学报到，的确令我质疑过是否值
得。但是那两周里在会场的废寝忘食面红耳赤
豁然开朗醍醐灌顶，在燕园和代代木公园踩过
的落叶闻过的桂香，在北京顺义和东京新宿
的参访暴走，在中关村街头和日暮里车站的
道别珍重难舍难分，都点亮了我对于这一年
会议的努力与期待。JING Forum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When I opened it, I found every 
piece so worth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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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欣悦
社会保障议题组
工作人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2 级

在会期正式开始之前从没想过我将会度过
这样忙碌而充实的两周。几乎是第一次赛跑般
赶去餐厅抢占座位，也是第一次在一天之内于
二教与小西门间往返了无数次，当然更是第一
次和一群人一起夜半集体去便利店吃关东煮，
也更是第一次穿着正装品尝一套十几道菜肴轮
番登场的怀石料理。如今回想起来，不仅仅是
期中丰富的学术交流让我受益匪浅，那些讨论
之外的点滴回忆也成为了我一生的珍宝。我能
够和这样一群小伙伴们一起享受智慧火花碰撞
出的绚丽图表，享受疯狂的 KTV 时光，享受
狂奔几百米后终于得偿所愿的东京晴空树，真
是一份求之不得的幸运。当然，我也愿意把这
样一群人、一段回忆，放在记忆的深处永久珍
藏。

2013 年初秋傍晚的风，和吉卜力美术馆
的龙猫一起，留在我的书架上。

李露霖 
社会保障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0 级

京寓学府更涉国，你来我往丰硕果。
社会保障争论多，民生安国关自我。
葡萄温泉享驴肉，东京树景扎心窝。
拓广学识行万里，笑裂难别回忆啜。

刘翌旸
社会保障议题组代表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0 级

什么是东京？温馨小镇山梨的古庙、葡萄
和葡萄酒，传说能看见富士山结果只能看见雾

的温泉，充斥着电子产品和二次元产品的宅男
圣地秋叶原，还有人均上千人民币还居然吃不
饱的神奇料理。不不不，这还不是全部，还有
激情碰撞地刷到深夜的 PPT，还有跨越国界
和学科连日不断的讨论 —— 感谢京论坛让学
术变得如此性感，给了我最为完整、真实、深
刻的东京。

汪敬吾
社会保障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2 级研究生

作为今年京论坛当中最老的中方代表，我
对于京论坛的印象完全源于在 SICA 的朋友和
京论坛 alumni 的介绍。报名京论坛完全是想
试一试，不过今天看来真的要感激这份来之不
易的缘分。主要的前期准备时间我在香港实习，
议题组组长恰好来访香港，我们在餐馆中促膝
长谈；日方小伙伴们到访中国，我们在讨论室
中切磋着对于中日社会保障问题的看法，在讨
论室外一起吃着subway快餐，一起玩着、闹着、
笑着。在日本的一周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我至
今仍记得终期发表会上高原明生教授的话：你
们是来自北大和东大的学生，你们应当通过京
论坛成为朋友，但更重要的是为两国未来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智慧。我想我们做到了，我们不
辱两国未来领导者的使命，增进了对彼此的了
解，并且让我们的智慧之花在两个国度绽放。
谢谢京论坛，谢谢为京论坛贡献力量的所有人，
是你们让我们在一起度过的两周如此绚丽、如
此多彩。

袁亦扬
教育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2 级

半年多前，我怀着憧憬和不安成为了京论
坛的一员；时至今日，京论坛已经完全融入了
我的生活，成为了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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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见证了我从大一到大二的成长与蜕变，
从初次面对任务的不知所措，到邮件往来的手
忙脚乱，再到最后搭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议题框
架，在会期中引导讨论进程 …… 我在这个大
家庭里学习、成长，感受京论坛人给予我的点
滴帮助与感动。京论坛是一次奇妙的旅程，故
宫的厚重和银座的繁华、中式的温婉和日式的
谦逊，在中日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我不仅加深
了对邻邦的了解，更体会到了中日学生不同的
价值观，也学会了用更为开阔、客观的视角看
待问题。京论坛 2013 的旅程已经结束，但京
论坛的这份温暖和感动将常伴我们左右！

黄子权 
教育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2 级

京论坛将深深地印在我的人生阅历里。它
给予我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追求，更多地是让
我学会以包容的态度看待不同人、不同民族
的价值观。同时，我也从观察他者的过程中加
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从而进一步认清了自
己。这个旅程给予我的是一份回忆，一份光荣。
每次跟朋友分享京论坛的经历，我都会掏出相
机，自豪地翻着照片细说每个片段、每个故事，
甜蜜与兴奋充溢胸间。感谢京论坛这个平台，
让我们见证彼此的成长，让我们建立永恒的友
谊！

刘紫微
教育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

2013 年的京论坛之旅可以说是我大学四
年中最难忘的一次学生活动。在这里我遇到了
很多优秀而热诚的同学，大家一起学习，一起
讨论，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两
周时间。这两周紧凑的讨论活动也许过程很累，
也许还有不愉快的冲突与交锋，但收获的却是

无数珍贵的友谊还有满满的成就感。而今我已
经成为了京论坛的 alumni 了，但我还是要由
衷地感谢这个平台，并祝愿她在未来的几年中
越办越好，JING Forum Rocks! 

曾蓁
教育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0 级

从大一起就听说了京论坛这个项目，了解
到这是北大最靠谱给力的国际交流项目之一，
从此便一直悄悄地把参与京论坛作为大学四年
的待完成事项之一。如今能够在大学最后一年
入选代表团，亲身体验京论坛的魅力，让我感
到无比的幸运。京论坛的独特之处数不胜数，
但我最喜欢的是其既学术又生活的亲和力。不
像传统的学术性论坛，京论坛不强调专业知识、
学术背景；虽然以不同领域的具体学术性话题
作为讨论的平台，但它挖掘的不是对于某个领
域的专业知识与深入见解，而是我们作为一个
中国人或是一个日本人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
一种价值观、一种往往不受制于学术背景的东
西。我们更多的是由于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的
影响而对这些话题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京
论坛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尽情抒发自己想法的平
台，是一个尽情倾听不同声音的平台。我非常
享受与日本代表们分享、讨论甚至激辩的过程，
这让我不仅更加了解对方，也更加了解自己。
当然，京论坛也让我认识了许多优秀、真诚、
有趣的中国朋友与日本朋友，这也是搭建中日
友谊桥梁的重要部分。总之，京论坛是我大学
生活中最有价值的片段之一，我相信其余味将
留存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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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成员感言

清水勇佑  
日方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四年级

In my dictionary, as a member of JING 
Forum,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missions 
is to get rid of the mutual distrust and fos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JING Forum 
majorly rotates around discussions of values, 
through which we get to learn the most 
authentic views from the bottom of each 
other's hearts.

This year, I found that our mutual trust 
enabled us to discuss in depth. We Japanese 
normally tend to be hesitant to share our 
personal thoughts with a person w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However, JING Forum 
can successfully be the platform where 
unreserved opinions are expressed, without 
any bias or stereotypes. After the sessions,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told me "I asked PKU 
delegates 'why' for almost one hundred 
times." In all, this intimate experience is 
based on our mutual trust. 

However, two weeks' discussions and 
staying together is just a starting point. We 
should not be satisfied about finishing the 
sessions. We have to retain and consolidate 
this relationship even more.

何思宁  

劳动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

本科三年级

My name is Sining (Cathy) He, the 
section leader of Labor on UT side. The two-

week sessions of JING Forum, with heated 
discussions, exchanges of personal values 
and various communications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was a very meaningful 
experience to me. I am so proud to work 
with 9 smart, hardworking and interesting 
members from PKU and UT in Labor section.

As an overseas student in UT, I came 
to Japan immediately after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n China. In the future, I wish 
to act as a mediato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JING Forum, 
I realized that sometimes discussions, and 
even arguments could help deepen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wo cultures. 
Topics  upon which we had contradictory 
opinions on account of the different labor 
market situations in the two countries 
helped me become more and more awa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realizing“difference”in 
communications. 

In all, such an experience in JING Forum 
2013 was unforgettable and irreplaceable to 
me, and I especially want to give my great 
gratitude to members of PKU and UT in the 
Labor section. 

高桥美帆  
劳动议题组成员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

本科三年级

Hi, I'm Miho, a staff of UT side and a 
junior student,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set my goal before the session 
began, that I wanted to find out the answer 
to my question: why Japanese people and 
Chinese people are so different although we 
share a similar history, culture and so on. It 
should be made clear that we cannot say that 
w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JUST because we 
are JAPANESE or CHINESE. We som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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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the same or similar opinions upon 
some domestic issues. We, however, have 
different views, sometimes even conflicts on 
how to understand some other problems. 
For example, w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university major systems, job hunting and 
definit ion of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These differences sometimes come 
from our disparate ways of thinking. 

I t  is  very easy to deal  wi th these 
conflicts and differences by saying that we 
are different simply because we are from 
two separate societies. But I think we can 
understand each other much better by asking 
"Why do you think so?" So what we really 
have done during the session is this "asking 
why", numerous of it.

渡边纱世  
教育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

本科三年级

This year's JING Forum has been a 
precious experience in my life. The discussion 
in Education section gave me not only deep 
insights into education, the most essential 
topic, but also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out the 
core values of both UT and PKU delegations. 
Through our discussions, I realized that I had 
in the past been unintentionally generalizing 
“Chinese” with little information I had. JING 
Forum is the place where I could discuss 
face-to-face with PKU students and this 
enabled me to regard China as the country 
where our friends live instead of just the 
country adjacent to Japan. 

As the section leader I've experienced 
a tough time coordinating discuss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learned the keys to 
making JING Forum's discussions fruitful. I 
hope these findings will be passed on to next 

year's conference and make JING Forum 
better.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ll 
who supported us and weaved up such great 
memories for all members of JING Forum 
2013. 

名取徹 
教育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人文学部

本科二年级

The J ING Forum exper ience  has 
been an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for me. 
Personally, I had never really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what values I had, and what 
things I prioritized the most. However, the 
preparations and the two-week cross-
culture discussions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question what kind of person I was, and 
to discover in depth my real personality. 
Some of the answers were the same as 
what I had predicted, but others were 
beyond my expectations. I am so glad that 
I have experienced the JING Forum during 
my college years, and it has even been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my future plans.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members, staff, 
and all the people who supported us to make 
this opportunity fruit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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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中方组委会
周宇

京论坛 2013 主席
北京大学政府与管理学院 2010 级本科生

姚塽
京论坛 2013 副主席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0 级本科生

张妍

京论坛 2013 副主席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王一鸣

京论坛 2013 劳动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李慧若

京论坛 2013 社会保障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袁亦扬

京论坛 2013 教育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倪笑君

京论坛 2013 劳动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本科生

季欣悦

京论坛 2013 社会保障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2 级本科生

王子宇

京论坛 2013 教育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京论坛日方组委会
清水 勇佑

京论坛 2013 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寺井 浩介

京论坛 2013 副主席
东京大学人文科学学部研究生二年级

峰島 侑也

京论坛 2013 副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何 思宁

京论坛 2013 劳动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本科三年级

篠生 春菜

京论坛 2013 社会保障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本科四年级

渡边 纱世

京论坛 2013 教育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本科三年级

高桥 美帆

京论坛 2013 劳动议题组成员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本科三年级

高桥 知子

京论坛 2013 社会保障议题组成员
东京大学人文科学学部本科二年级

榁本 剛仁

京论坛 2013 教育议题组成员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本科四年级

京论坛中方代表
李轶男

京论坛 2013 劳动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010 级本科生

孙璐璐

京论坛 2013 劳动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谢瑞豪

京论坛 2013 劳动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2010 级本科生

李露霖

京论坛 2013 社会保障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0 级本科生

汪敬吾

京论坛 2013 社会保障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刘翌旸

3.4
成员名单及
赞助商
JING Forum 2013

特别鸣谢
赞助商

三井住友银行  

山东日立电工电气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融汇地产（山东公司）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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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嘉宾：

井上 正裕，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公使
早乙女 尚，日本国驻大华使馆新闻文化中心高级助理，
川端 良彦，三井住友银行北京办公室主任
小林 武弘，三井住友银行经济师
宫内 雄史，东京大学北京代表所所长，
吉川 竹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所长
李旭康，胖脸儿餐饮创始人
林衍竣，iJoin 北京项目业务拓展部门经理

 

北京会期参访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文同国际儿童美语学校
北京太阳村

京论坛 2013 社会保障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0 级本科生

刘紫微

京论坛 2013 教育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本科生

曾蓁

京论坛 2013 教育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0 级本科生

黄子权

京论坛 2013 教育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京论坛日方代表

玉木 喬一郎

京论坛 2013 劳动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本科四年级

米田 まりな

京论坛 2013 劳动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本科四年级

青柳 拓真

京论坛 2013 劳动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本科三年级

万 千

京论坛 2013 社会保障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人文科学学部研究生一年级

窪西 駿介

京论坛 2013 社会保障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本科三年级

高原 周佐

京论坛 2013 社会保障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人文学部本科二年级

尾形 夏子

京论坛 2013 教育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本科四年级

西井 大翔

京论坛 2013 教育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本科四年级

名取 徹
京论坛 2013 教育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人文学部本科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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