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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京论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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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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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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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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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历史回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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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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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冲突后仍如期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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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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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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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劳动】

       劳动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方式，是个人价值实现

的重要途径。劳动问题关乎家、国的安定与和谐，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日趋复杂化。中国作为人口大

国，面对人口红利行将消失，变人口优势为人才优

势、改善劳动市场环境的紧迫性日益突出；日本现

有的职场理论和终身雇用制近年来也饱受质疑。对

两国来说，劳动问题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影响着

经济形势与政治动向，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劳动议题组从中日两国劳动环境出发，

综合考察经济、政治与劳动力市场间的相互作用，

分为求职、就职两个阶段，围绕职业与专业、与技

能，工作与公司、与生活展开讨论，在宏观视角外

聚焦过劳死、女性劳动问题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

将学术探讨与实地考察结合，回答“为什么工作”

和“怎样工作”，培养社会责任感，探究劳动问题

的成因并提出相应解决思路。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亿万百姓切身利益所系，是一个成

熟的社会不可避免要思考的问题。中日两国分别于

二战后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并取得突出成就。

但随着国家发展，诸如老龄化、经济发展减速等社

会问题凸显，两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冲击和考验，

尤其对中国来说，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变革、

转型期，对社会保障的问题、完善无疑应予极大重

视。

       社会保障议题组以统一的社会保障标准为前提

展开思考，将包括保护生存权在内的六点标准作为

初步讨论成果带入案例分析中，经过对中国、新加

坡的社保体系等多个案例的讨论和两次实地考察，

议题组对六点标准的重要性开展投票，从全体和内

部变化角度重新审视讨论前的投票结果，在加深对

中日社保体系认识的同时，双方代表得以理解差异

背后彼此思维模式的不同。

京论坛2013议题回顾

【教育】

       教育是树人之基、立国之本，它伴随人类社会

而产生、发展，非教育无以塑人、兴国、安邦。在

当今社会，教育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现代化建设

的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都有着关键的作用。无

论是对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中国，还是寻求经济

复苏的日本，教育都至关重要。

       教育议题组透过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从教育与

人、教育与社会两个方面探讨教育的本质和意义。

通过对两国不同教育阶段、爱国主义和历史教育的

比较、讨论，获得了对两国现行教育体制相对完整

的认识、对认识事物方式的革新，同时，经由具体

案例和实地考察，形成对中日教育方式、价值观异

同及其原因的认识。相比得出一个统一结论，更加

可贵的是，代表们收获了思维和认知方式的转变，

为中日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在思想上提

供了解决路径。

【跨议题讨论】

          跨议题讨论是本届京论坛的创新之举，由劳

动议题组与社会保障议题组就两个议题的交叉领域

展开。两个议题组从交叉领域中抽出退休金水平与

退休年龄、女性的工作与生活两个极富代表性的具

体社会问题，并对上述问题在中日两国的现状进行

对比，着眼社会背景、公众意见、社会意义等方面

，尝试从不同角度、更深更广地切实关注、理解社

会问题，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普世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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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20141.3

       经历了2012、2013年中日关系的冰河期，京

论坛步入第九个春秋。面对重重困难，京论坛始终

不忘“联结未来领袖”的使命和“共创未来”的愿

景。京论坛2014延续“客观、开放、坦诚、深入”

的论坛格调，积极探求化解中日双方矛盾、加深彼

此认识和理解的沟通路径，关注民生、立足东亚、

放眼全球。

议题背景

       京论坛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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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影响中日关系的普遍、长远的因素，思考中日关

系未来的走向。经过中日双方磋商最终确定了媒体

、青年、社会责任三个议题，致力于推进双方国家

形象的重塑和相互认同，运用反向思考的方法，以

社会国民主体为研究对象，并汲取京论坛2013跨议

题讨论的经验，继续加强相关议题组间的交流，多

视角解读中日共同面对的问题。同时，京论坛2014

放眼未来，不止步于已有矛盾和争端，在促进青年

对两国的认识深入之时，探讨扩展其深度、广度的

方法，寻找青年人在此过程中的地位和责任，以期

实现中日两国从精英至大众各阶层多领域的互信、

互谅，寻找沟通契合点，化解矛盾，同道共谋。

议题变革

媒体

       中日两国的政治冲突近年来愈演愈烈，两国人

民间的信任危机也逐渐恶化。媒体作为从官方到民

间多群体、多角度、全方位的喉舌，是两国民众彼

议题设计

此了解的主要途径，如何用好此媒介是实现中日互

相理解、同心合作的关键之一。讨论中，代表们在

了解两国媒体运作模式的基础上，探究媒体与政府

、与外交的关系，关注媒体与大众之间的双向影响

，思考媒体在两国关系中已有、现有、应有的地位

与形象。

青年

        青年是社会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走向紧系于

每一个青年人身上。在中日关系曲折前行的当下，

青年应如何自视自处、如何去思考、如何以己之力

做出改变，社会对青年又有何期待、如何扶持，诸

如此类的问题在讨论中得到充分的思考与阐释。通

过关注青年群体，有利于我们准确自我定位，更有

利于打破对中日关系发展的思维定式，探求中日关

系未来的创造性发展路径。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指企业相对社会总体而言，有责任

采取行动保护、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经济是国家

发展的命脉，也是中日关系的维系和发展中的重要

纽带，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参与者，企业在当下中

日交往中的意义已超越经济层面。企业在中日关系

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所为之社会活动如何影响社会

、应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等问题在讨论中均有所涉及

，议题组在确定社会责任的定义、标准的基础上，

结合两国具体社情及亲身考察实践，对社会责任与

社会、与国家关系深入剖析，加深对中日两国价值

观的理解，寻找改善中日关系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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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议题组成果展示2.1

        大众媒体作为传播新闻与舆论的主要渠道，受

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古代的小报到现在的互联网

传媒，媒体一直没有停止过传播新闻的脚步。尤其

是近些年来，新媒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迅速崛起，

信息量爆炸的新时代传媒的性质和特点被重新定义

。不仅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媒体忙于变革适应新的时

代，一些几年前出现的所谓新媒体形式在最新的网

络媒体面前都黯然失色，亟待寻找新的出路。

        媒体又不仅仅是媒体本身，它是社会的产物，

在它扎根社会土壤影响社会、文化、政治进程的时

候，也在被这些因素塑造着。随着新媒体的兴起，

人们对大众媒体寄予了更多监督政府、推进改革的

期待，而大众对于娱乐的需求也使媒体过度娱乐化

的现象日益突出。在这个大众都变身传媒的时代，

如何定义媒体边界，如何定义新的媒体道德等等问

题也就随之而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说讨论媒体不仅富有理

论价值，也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

       根据我们对媒体议题的认识和重要程度，我们

希望从四个方面对媒体议题进行探讨。

       1. 媒体与个人

           1) 个人对媒体的使用偏好

           2) 媒体信任

       2. 媒体与社会

           1) 媒体责任与义务

           2) 大众媒体与新兴自媒体

       3. 媒体与中日关系

           1) 媒体在中日两国关系上的义务和责任

           2) 媒体报导中日两国事务的现状

       4. 我们能够通过媒体为中日关系做什么

议题背景

       通过从个人与媒体的关系切入，通过讨论个人

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引出媒体与社会之间的相

互影响。这些讨论的结果将被用于后面两个部分的

讨论，即中日两国媒体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和

应该尽的义务。通过对这部分的讨论，我们希望知

道自己作为一个大学生，能够利用媒体对中日关系

的改善做出怎样的努力。

       在北京会期，我们主要聚焦在媒体与社会的一

些基本问题上，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为东京

会期关于中日关系与媒体方面的讨论提供清晰的理

论支持。

       首先我们从代表的使用习惯出发，相互交流了

彼此使用媒体的习惯和对媒体的信任程度。然后我

们把针对代表个人的问题扩展到了彼此国家民众的

程度，利用双方代表在生活中的朴素直观的感受以

议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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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及在会期前准备搜集的数据作为支持，描述出中日

双方民众获取信息的偏好以及对自己国家媒体的信

任程度。接下来，从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出发，自然

而然地就引发到了下一个问题，媒体应该做什么。

         从双方代表对媒体责任和道德规范的期待出发

，我们分析了三个案例，第一个是媒体在自然灾害

下是否应该如实报导；二是媒体是否应该全面揭发

所有的腐败消息；三是媒体应该如何处理过度娱乐

化的问题。接下来，以之前的三个案例为基础，我

们进一步分析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面对相同情况

下的差异，观察新媒体是否在之前三个案例的情况

下更好的处理各方关系达到最优。同时根据北大东

大两校的调查问卷以及相关的数据库分析了两国民

众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态度，以及各自对新媒

体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期待。

       在东京会期，我们运用了之前在北京会期讨论

的相关数据与理论，分析媒体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的

角色    以及应该做出的贡献。

       在东京会期开始，我们讨论了代表们在日常生

活中接收到的对于对方国家和中日关系的印象。接

着，和北京会期类似，我们将讨论范围扩展到了整

个社会的层面，即中日两国民众对于彼此的印象和

看法。在这里，为了减少其他因素的干扰，我们还

特别区分出了从媒体这一渠道得到的相关消息。不

仅考察了民众对彼此的印象，我们还通过对历年媒

体撰文的分析考察了两国媒体对中日关系的一贯态

度和立场。为了保证我们的客观和中立，我们特地

选取了两国媒体对相同的三个事件的报导，考察面

对同样的事件两国媒体的报导是否存在立场差异。

随后，我们根据访谈和问卷以及相关研究数据，讨

论了双方共同期待的能够改善中日关系的媒体应有

的责任。

       最后，根据我们对于媒体的讨论以及自己对媒

体改善中日关系的期待，我们讨论了作为中日两国

大学生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不止于此，我们还在

人人和脸书上开始新的实践，让讨论不止于讨论，

让我们的成果切实的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

2    分议题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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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会期——媒体的基本特征

       北京会期中我们着重讨论了关于媒体大家比较

关心的几个问题，包括媒体信任、媒体选择、媒体

道德、媒体监管等诸多方面，诣在为东京会期的讨

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媒体信任

       源自受众的信任是以传播消息与舆论为基础的

媒体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由于中日两国媒体形态

与媒体发展状况不同，两国学子对于媒体的信任程

度有所差别。

       在日本方面，大学生普遍认为日本主流媒体报

导的消息是值得信任的，无论是完全市场化的朝日

新闻，还是有官方背景的NHK电视台，都能完整客

观地报导事实。不仅对日本本土媒体有着比较信任

的态度，同时对于海外权威媒体他们整体也持高度

信任的态度。但是，对于在推特、脸书、LINE上流

传的新闻，他们则会产生怀疑，认为“从一些非官

方账号或个人账号流出的新闻会小心加以查证”。

对新闻比较怀疑的同时，日本同学对于一些所谓的

科普文章、对其他国家或者现象的描述性文章，则

通常比较信任，只有当这些文章显著与他们之前的

认知不符时才会从其他渠道查证。

       相对于日本同学，中国学生对媒体的信任态度

则显现出比较复杂、比较多元化的特点。我们将在

分议题讨论成果

中国活跃的传统媒体分为三部分：党政喉舌媒体，

泛自由与商业化媒体，国外媒体三个部分，就中方

代表以及北京地区高校学生做了调查。调查发现：

普遍来说，被调查者更加信任偏中立的温和商业媒

体，如财新等；而党政媒体；中央电视台与人民日

报等的受众信任度小幅超过了以偏右翼著称的南方

系媒体。即使这样，每个媒体的受信任程度在不同

的人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所以很难说如果进

一步扩大样本数量，会不会发生其它变化，因为这

三者之间的差距的确不大。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反

映出了中国当今话语权争夺的白热化情境，以及人

们价值观差异较大，普遍比较迷茫的情形。但是，

对于互联网媒体，中方代表则普遍表达了自己对于

互联网媒体报导失实、专业性缺失、标题党频现、

媒体过度娱乐低俗化的担忧。代表提出，目前无论

是在独立的手机APP上还是在以社交平台为载体的

公众账号中，为了博眼球而发布的夸张甚至虚假消

息比比皆是；缺少独立调查和真实性审核而跟风转

发文章的现象俯拾皆是，娱乐和凸显社会矛盾的新

闻替代传统严肃政治新闻和财经新闻登上推荐榜榜

首。一些新闻门户网站上甚至充斥着有色情含义的

“社会新闻”。据此，中方代表表示很难信任一些

所谓媒体发布的消息，特别是健康养生、科普的文

章、社会新闻等。而对于国外的大型媒体，代表们

一方面觉得在报导国际事务和专业的财经、军事、

政治新闻时国外媒体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国内媒体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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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及的专业性，所以会偏向于信任国外媒体。但

是在国内事务方面，代表们又觉得由于政治立场不

同、利益诉求不同、对中国的了解不同，国外媒体

很容易误解误读中国的新闻事件，所以需要从不同

的方面来同时看待国外媒体专业性这一问题。

       从对于本国及国外媒体的不同态度上可看出，

中日两国的媒体业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是

在媒体自律性、专业程度、受监管情况上都十分不

同。

二、媒体道德

       在我们的讨论中，媒体道德被定义为媒体自我

规范与自我审查的规范和标准，这个标准在实务中

反映了媒体对稿件采编的整体把握能力，同时更反

映了一家媒体如何平衡报导真实性与社会利益，如

何平衡物质利益与道德追求等难题，是关乎媒体风

格与气质的重要特性。

       对于媒体道德的讨论，我们并没有仅仅在形而

上层面讨论干瘪的理论，而是利用了两个案例，模

拟了在真实情况下的两难处境，让代表思考在处理

媒体实务时需要做的考量与牺牲。

【案例一】

       在案例一中，我们模拟了一场自然灾害。当时

自然灾害处于可控的状态，但是仍已经有部分民众

有恐慌情绪。此时若一家日本权威媒体掌握独家消

息称未来24小时内该自然灾害有60%的可能性会大

幅增强，该媒体是否应该立即报导?

       在这个案例中，主要考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

媒体披露事实是尊重民众知情权，履行媒体义务的

体现；而另一方面，在政府已经在采取对应措施的

时候立即报导此问题，很容易引起大规模恐慌，大

规模且迅速的出逃很容易导致社会动乱乃至人道主

义危机。

       在这个案例的情况下，中日两国的代表十分一

致，都选择了在确认真实的情况下需要迅速披露该

新闻。日本代表认为披露新闻是媒体在责任，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在这种人命关天的情形下尤

为如此。中方代表则认为媒体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变

得更好的工具之一，而生命高于一切，特别是在这

种很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情况下媒体更应该及时

报导。

【案例二】

       案例二中，我们模拟的是一家媒体独家获得了

该国某高官巨额受贿的消息，其它媒体并不知情。

但是，如果直接报导很有可能导致国家政局产生动

荡。此时是否应该立刻报导此事。

       在这个案例中，所有的日本代表选择了报导，

而五名中国代表中的四位选择了不报导。日本代表

认为，媒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监督政府行为，

当政府官员有失范行为时应该立刻报导。同时对方

还认为，如果媒体选择不报导而维持社会的暂时稳

定，会滋生更多腐败最终导致更加不稳定的局面。

而中方选择不报导的代表认为，考虑到中国国情，

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应该由媒体向政府纪检监察

机关举报，通过正规途径解决腐败问题。在目前中

国社会矛盾尖锐，各类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人们的

神经原本就十分紧绷，如果此时再立刻爆出高官腐

败的丑闻显然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动乱，不利于中国

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推行。媒体的职责不仅仅是简单

的维护正义，而是让社会变得更好的工具。在现阶

段，将一切问题都突然披露出来显然将令中国陷入

动荡，而这不符合中国民众及媒体的利益，也不符

合媒体的应尽义务。

【案例三】

       在案例三中，我们假设了一家俄罗斯媒体发现

了俄罗斯军方击落MH17的确凿证据，在不考虑俄

政府可能的媒体言论控制或后续制裁，这家俄罗斯

媒体是否应该公布这一证据。MH17民航客机在乌

克兰反政府军控制区上空坠落，已引起国际媒体对

于俄罗斯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所处角色的关注，甚至

向俄政府施压，若俄罗斯媒体公布这一证据势将使

俄罗斯政府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俄罗斯政府面临

的即将不仅是简单的施压，而是实在的制裁，乃至

联合国安理会出兵参与乌克兰局势的危险。一边是

MH17民航客机上无辜丧生的数百名乘客，一边是

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如何选择将是一个难题。

       在这个案例情境下，日方代表有3人选择不报

导，2人认为应该报导；中方代表4人选择不报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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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选择报导。中日双方选择不报导该证据的代表表

示，媒体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对于内部问题，媒体

可以选择简单直白的方式，这更有利于国家发展，

但是在国际事务上应该与本国政府、国家利益统一

阵线。如果报导了MH17为俄政府击落这一事实，

对俄罗斯极为不利，所以不应该报导。而选择报导

的代表认为，MH17被击坠事件是人道主义灾难，

媒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媒体，它代表的更是人类的

利益与期望，是一种价值观的坚守。如果在面对如

此重大的伤亡时不报导，就相当于对专业精神和媒

体精神的妥协，这样的媒体是不完整的不健康的。

       从这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总的来说，中

日两国代表大多数都认为媒体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工

具。之所以在不同情况下中日两国代表会有截然不

同的反应，是因为两国的国情和国家利益在很大程

度上是不同的。报导贪腐犯罪时，因为日本社会清

廉程度较高，媒体主动监督政府的情况十分普遍，

给社会带来的冲击较小。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

种消息的出现无异于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火上浇

油。双方代表选择报导或者不报导，都在一定程度

上反应的是国家利益的诉求。这点在案例三的投票

结果中得到了体现，7位代表支持隐瞒俄政府击落

MH17的证据。

       所以可以说，媒体道德的基础是国家利益，但

是看待国家利益不应该从一时一地出发，而应该有

大局观，全局观；媒体人应该有穿透未来，用舆论

引导未来的气魄和能力。引领社会讨论，从而进一

步指引社会发展方向。如果短视地看待国家利益，

或者将国家利益异化为某一集体的利益，则会导致

媒体道德扭曲变形。

三、媒体监管

       如果说媒体道德，体现的是媒体如何规范媒体

自己，影响社会；那么社会，或者更具体地说，政

府如何从外部规范媒体则是更加敏感的议题。

       中方代表认为，政府对于媒体的监管是在某种

程度上是有必要的。中方代表举例说，比如一些媒

体经常会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吸引眼球，甚至不顾新

闻真实性；有的媒体则大打擦边球利用所谓“社会

9

新闻”报导风俗内容，这些媒体行业的不良发展趋

势都亟需政府规范。但是日本代表则提出了相反的

想法，他们认为媒体行业的不良趋势归根究底是由

于有社会需要，政府应该引导媒体信息分类，或者

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引导公众审美，而不是通过

粗暴的干涉控制来审查媒体内容。他们同时认为，

让政府参与进媒体审查过程中很可能让政府有机会

控制媒体，而对于媒体来说，独立性十分重要。所

以他们觉得相比过度娱乐化的媒体，他们更希望媒

体能够不受控制。

       不过对比了中日两国媒体的发展情况，在两国

的媒体网页门户，日本雅虎、中国网易上发现日本

的门户网站首页几乎全部是较为严肃的政治经济新

闻，较少有娱乐新闻乃至体育类新闻。不过中国网

易的首页上，除头条为严肃类新闻之外，页面边栏

与下部有很多娱乐类新闻，还有许多之前提到的所

谓“社会新闻”。而对比两国新闻类APP的推送消

息，日本媒体大多推送的是经济类消息，而不会出

现中国媒体经常推送的“娱乐头条”之类内容。

       日本代表表示，日本媒体相对比较注重自身品

牌形象，结合日本较为保守传统的文化，所以日本

新闻网页很少会出现让人不适的内容。中国媒体由

于近年来竞争激烈加之规范不当，形成恶性竞争，

同时由于中国流行的“屌丝”“宅男”文化，以及

一些中老年群体对于家长里短的兴趣，导致媒体竞

相报导这些内容以吸引受众。

       可以说，由于受众的需求不同，导致了媒体发

展情况的不同。正是由于媒体发展情况的不同，导

致了双方对于媒体监管的需求不同。而需要指出的

是，中方代表支持的仅限于控制谣言、不实信息的

舆论监控，而不是广泛的大规模的舆论控制。

Political Aspect 
Facts�

China�

Moderate governmental  

control 

CCTV (state-owned) 

Other nationalized  TV 

stations 

�

Japan 

•! A little gover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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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ajor commercial TV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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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会期——媒体与中日关系

       京论坛作为中日两国精英大学生交流的平台，

其初衷即为改善两国关系，推进青年间的相互交流

与理解。所以，从媒体议题展开，关注媒体对于中

日两国关系的影响也是题中之义。日本会期由三个

部分展开，第一个部分是媒体对个人对中日两国看

法的影响以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第二个部分旨在

找出媒体在中日两国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试图找到

媒体在政治中的作用；第三个部分则着重讨论我们

在中日关系改善这个议题上能做些什么。

一、媒体在个人对中日两国印象的形成中

       起到的作用

       在中日关系中，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印象是十分

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十分想知道，媒体在民众对

中日两国印象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首先我们调出了之前覆盖了几百人的调查数据

，调查问卷的内容不仅涉及到媒体使用习惯还涉及

到对日本的第一印象等话题。通过设定条件进行分

析，我们发现经常阅读国外媒体文章，以及专业杂

志的人群相比阅读党政喉舌媒体更多的人群对日本

的印象更正面，对日本的第一印象也较为集中于科

技等现代实力上。不过这只是相对结论，在绝对人

数上，两方对日本持正面印象的人数并没有相差很

多，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日本方面，人们对中国

的整体印象也较为负面。这种负面印象主要来自主

流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导，使日本人形成了中国人

没有教养，中国产品质量不过关，中国政府独裁且

是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胁这一整体印象。

       不过有趣的是，相比日本人的对华印象，中国

人的对日印象虽然整体负面，但是也更为复杂。在

提到日本的科技、文化、国民素质等方面，受访者

大多有着客观的认识并且承认中国和日本在科技文

化软实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学习。

而且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日本民间文化相当有趣

并且很吸引人。但是提到日本政府或者政客，受访

者的反应则十分负面，认为日本政府无意改善中日

关系，一直在创造双边争端。日本人对于中国人和

中国政府的印象则比较一致，都比较负面。

       我们认为，即使双方的评价都比较负面，但是

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矛盾看法是十分有趣的。根据

对受访者的进一步跟访，以及对两国媒体对彼此的

报导分析，我们认为在中国媒体上，对日本的报导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与政治、经济相关的严肃类新

闻，由于中日两国一直有着复杂且持久的政治经济

争端，所以国人对日负面印象部分来自于此。但同

时，在一些社交媒体和商业化杂志上，国人又经常

看到有关日本文化、美食甚至科技的文章，同时随

着中日两国民间交流日益增多，接触普通日本人的

机会增多，所以也会对日本与政治无关的事物形成

正面的认识。但是在日本媒体上，很少有关于中国

旅游或者优秀文化的文章。这种两国媒体报导方向

的差异，可以说是造成彼此认识差异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以看出，媒体的报导方向、报导内容在中日

两国关系上，尤其是民间关系这一层面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

二、媒体在两国官方关系上起到的作用

       相比在民间关系上拥有的巨大直接影响，媒体

在两国官方关系上的影响力似乎变得更加微妙且复

杂。我们选取了当代中日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几个事件，试图在这几个时间点前后，选取

当时媒体对日本的其它报导并观察整体舆论情况。

我们选取了中日建交、毒饺子事件、小泉纯一郎参

拜靖国神社、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中日两国钓鱼

岛争端五个事件作为研究的变量，其中中日建交与

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为两国关系的正面事件，另外

三个为负面新闻。我们选取了新闻事件发生的前后

三天，搜寻当时的纸面媒体对彼此国家的其它报导

并整体评估当时的舆论氛围。在中国方面，找到了

五家最重要的纸媒作为搜寻对象，发现在负面事件

发生后一个月，对日本的文化、风俗、社会事件的

报导明显比正面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的报导少。尤其

是在胡锦涛主席访日前后，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媒

体上都出现了一股普及宣传日本社会知识与文化的

舆论，对日本社会的描述性报导明显增多，社会舆

论整体对日态度也趋于缓和。日本方面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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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以往很少出现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也在胡主席访

日期间较大量出现在日本的权威纸媒上。

       相比媒体在民间关系上的巨大影响，在中日官

方关系中，媒体更多的是扮演传声筒与表达者的角

色。清晰地传递政策变化，准确地描述两国关系走

向成为了媒体的主要任务。而媒体对政策走向的影

响，更多的体现在平日的报导中：准确反映民众要

求，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准确地民意反馈，是媒体影

响政策走向的一个相对间接的方式。

三、我们能够做什么

       中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波折，但是两国爱好和

平、彼此友好的民众仍是主流。由于种种原因，两

国人民对彼此缺乏较为深入的理解。我们认为，评

价一定要站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向两国民众传

递更加丰富的信息有助于人们形成更加客观的判断

。我们在京论坛的微博与微信平台上定期推出关于

日本文化、历史、政治的客观描述性文章，向中国

学生客观地讲述京论坛一行在日本的见闻，力图用

平易活泼、受大家喜欢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日本

。

媒体

民众 政府

议题结论

       媒体作为传声筒，对社会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无论是在国内传媒发展的新形势下，还是中日两国

改善关系的大环境中，媒体都应该提高自身的报导

水平，提供更加客观全面的分析。这不仅能够增强

机构媒体在激烈竞争环境下的生存能力，更能够提

高社会对多样化信息的接受能力。可以说媒体要适

应的不仅是受众的需要，更多的是整体社会环境的

要求，这样才能在新环境下适应未来的走势，更好

更快地发展。

座谈会与实地考察

北京会期：凤凰传媒

       凤凰传媒作为横跨两岸三地的知名传媒集团，

有着很高的国内外声望，凤凰传媒近年来是为数不

多的既有强大的线下媒体资源的同时新媒体也高度

发展的传媒集团。其不仅在时政新闻上有强大的采

编力量，在社会民生、体育文娱等方面的报导也做

到了雅俗共赏，提升可读性的同时还原真相。而我

们的主讲人叶一剑先生现任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

院长，他常年深耕城市文化与生活领域，无论是严

肃类新闻还是通俗新闻都有深入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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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首先我们参观了凤凰集团在北京的新大楼——

凤巢，凤巢是凤凰集团在北京地区新的采编大楼，

其刚柔并济的线条和充满现代化特征的造型令我们

印象颇深。随后在凤巢顶层，我们与叶一剑先生展

开了交流。首先叶先生先就目前中国媒体的发展情

况作了简要的分析并简述了凤凰集团的运作模式和

采编流程，随后代表们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叶先生

进行了交流。提到的问题包括如何做到传统媒体渠

道和新媒体渠道双丰收，如何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

等。叶先生也根据自己的从业经验一一做了解答。

东京会期：共同社

       共同社是代表日本的国际性通讯社，也是日本

最大的新闻通讯社。订阅其消息的报纸订阅人数超

过5000万，是日本国内新闻消息的最重要也是最可

靠的来源。近年来共同社在中国的业务逐步扩大，

已有上海、北京、香港、台北四个办公室，并在广

州派有记者。

       我们首先参访了共同社的总部大楼，共同社员

工向我们介绍了共同社的主要架构以及日常的采编

流程，然后我们与共同社亚洲部的几位记者进行了

座谈，其中不乏在中国有多年采编经验的记者。他

们主要讲述了目前共同社在亚洲的发展策略以及共

同社在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代表们在提问环节主

要询问了有关媒体在中日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能

够起到的作用。记者们表示，共同社更希望做的是

提供尽可能客观的事实，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

都尽可能去还原，力求让更多的人能够客观看待双

方国家而不是在偏见和扭曲的立场上再用扭曲的事

实构建不稳定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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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议题组成果展示2.2

北京会期

      北京会期中，我们讨论了青年的职业选择和群体

印象（包括父母关系和同辈关系）。可以看出，在

北京会期中，我们更加注重于青年个人和青年与小

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在职业选择中，我们列举了青

年人在选择职业中可能会考虑的九个因素，就这九

个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和统计，然后选择“稳

定性”这一因素进行重点讨论。这是因为，在中方

代表的选择中，稳定性是最后考虑的因素之一，而

日方代表的选择中，稳定性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我

们在稍后的讨论中着重对此进行了分析。在青年与

小群体的关系中，我们选择了青年与父母的关系和

青年与同辈的关系。日方代表提出了对中国青年的

固有印象：中国青年恪守孝道，必须照顾父母，必

要时还要放弃个人前途，随后中日双方对此展开了

辩驳和讨论。之后，中方代表提出了对日本青年的

固有印象：日本青年生活在更大的“同辈压力”之

下。双方也对此进行了辩驳和讨论。在这样的讨论

中，我们破除了对于另一方青年的一些错误认识，

更加深入、理性地了解了彼此。

议题背景

       青年人决定了社会的未来。80后、90后受到

时代的助推，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同时，我

们也在塑造这个时代。新一代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

标签，“自我意识”、“开放”、“理想缺失”、

“创业精神”等与青年人有关的词汇也成为了社会

热点。作为中日顶尖高校间的学生国际交流项目，

京论坛在本次论坛中着力从个人、群体和社会三方

面来探讨、分析中日青年人的思考与行动。

议题目标

       青年是世界的未来和活力所在，探讨青年人的

问题，从微观上来说，有助于青年人自己的发展和

定位，通过家庭观、事业、社会参与等问题的探讨

，青年人将深入思考当代背景下自己的选择和决策

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这有助于青年人社会责任

感的培养，青年作为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青年人

的社会责任感会直接推动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和完

善。青年议题组希望通过两周的讨论深入了解对方

国家青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并通过分析与比较

取长补短，同时培养相互之间对于不同文化和价值

观的尊重与理解。

议题框架

       青年组的议题框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个人—

群体—社会，由小到大。按照这样的层次，我们选

择了三个分话题，分别是：职业选择，群体印象（

包括父母关系与同辈关系）和社会参与（包括社交

网络和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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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东京会期

       东京会期中，我们讨论了青年的社会政治参与（

包括社交网络的政治言论和学生运动），以及通过

三井住友银行的参访，对于职业和同辈关系进行了

更深入的沟通和反思。社交网络和学生运动中，我

们通过中日历史和双方代表自我选择的对比，对青

年人理性政治参与有了更深的认识。借助与三井住

友银行职员的交流机会，我们也发现了日本社会逐

步开放和解除同辈压力的趋势。

分议题讨论成果

北京会期

一、职业选择与发展

【背景介绍】 

       在最初的讨论中，我们试图找到一个与我们青

年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们开始反思是什么

话题带给我们最多的困惑和思考，中日代表的一致

结论是职业选择。作为即将迈出校园、走向社会的

青年人，职业选择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会

对我们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角色产生长期的重要的影

响，而青年人对待职业选择的态度也会进一步影响

社会文化。通过讨论影响中日两国青年人职业选择

的因素，我们希望能够冷静客观地找出两国青年人

在做出重大决定时的影响因素。

【讨论方式】

       通过列举诸多影响择业的因素，并通过讨论对

各个因素排序得到的有趣的差异处。通过进一步讨

论这些差异来了解中日两国青年择业时的考量因素

以及背后深层的原因。

【讨论过程】

       我们首先让中日双方代表提出一些对自己择业

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然后综合大家的意见，列举出

了影响择业最重要的九个因素：

       1. 自我发展的前景

       2. 公司/组织文化

       3. 是否能利用个人特长

       4. 经济回报

       5. 精神奖励

       6. 社会地位

       7. 父母观点

       8. 工作稳定性

       9.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关系

       在简单的总结与分类之后，我们提出了一个问

题：哪些因素是你在考虑择业时最重视的和最不重

视的？排序结果非常有趣，大家普遍认为“自我发

展的前景”“是否能利用个人特长”“精神奖励”

是最重要的三点。对中国同学来说，“父母观点”

和“工作稳定性”是相对不重要的因素，而日本同

学仅认为“父母观点”不那么重要，但“工作稳定

性”对于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共识】

       “自我发展的前景” 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都很

重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中日代表都感受

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所有只有一个拥有良好发展

前景的工作才可以不断提升自我，从而更好地赢得

与同龄人的竞争，在社会中取得一席之地。

【分歧】

       中国学生不看重“工作稳定性”，日本学生更

加看重“工作稳定性”。而这一点与两国经济的状

况十分相关，中国代表普遍对中国的经济持乐观态

度，认为只要自身能力提高，自然会有好工作。而

由于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日本代表在考虑就业机

会时就要谨慎得多，他们较为看重如何获得一份稳

定的工作，并降低失业风险。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日两国代表对工作稳定性和

风险的看法，我们剔除了经济发展状况的因素，假

设两国都处于同样的经济状况中，以此来探讨是否

有除经济因素外的其他因素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

设计出了两套工资方案让中日代表进行选择：

       1. 固定工资制

       2. 底薪+提成制

       投票结果显示，中日两国代表在这个问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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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选择没有太明显的差异。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日方

同学倾向于选择更加稳定的工作主要是经济因素的

影响，中日两国代表在对待风险的反应上并没有表

现出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差异，这也许可以从另

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是普世的，有

的人更偏好风险，而有的人更规避风险。随着中国

经济在未来的增长放缓，中国学生也许会出现如日

本学生一样对于工作稳定性的偏好，我们总处于一

定的社会中，而这个社会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我们的择业观。

二、群体印象

1、中国青年恪守孝道，必须照顾父母，必要时还要

放弃个人前途？

       据日方代表解释，他们之所以会对中国人有这

样的印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中华文化有深远

影响的《论语》中有许多论及“孝”的警句，这些

格言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例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

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又如“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日方代表由此认为，“孝”在中国是

一种很强的约束力量，它迫使中国人必须对父母承

担起陪伴、照顾的义务。日方代表认为，他们虽然

也有着类似“孝”的概念（即“親孝行”），但并

不构成一种很强的行为约束。

       中国目前有1.58亿农民工，他们背井离乡，只

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了比较中日青年对“孝”

的态度，日方代表提出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毕业后，你是会选择在机会多多，但远离父母

的大城市工作定居，还是为尽孝道回到不甚发达的

家乡去？中方及日方代表共十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

一次投票，投票结果如下：

        出乎日方代表意料的是，所有代表全部选择了

“在大城市工作”。这无疑打破了日方代表之前的

先入之见。为什么中方代表全都没有选择“为尽孝

道返回家乡”？同样，中方代表也对日方代表全部

选择定居大城市的态度感到好奇。

       中方代表首先解释说，日方的成见不无道理。

历史上，诸如“二十四孝”等诸多文学作品均号召

人们恪守孝道，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如   

“埋儿奉母”）。然而这种对于“孝”的刻板印象

在现代需要改变，这是因为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

中国的亲子关系正在逐渐脱离传统的等级制，而是

变得更加平等、开放。儿女不必常伴左右，有权利

追求自身的发展，这一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父

母所接受。因此，中方代表认为自己并未感到必须

回乡侍奉父母的压力；相反地，他们认为自己的父

母会鼓励他们留在大城市，以寻求更好的发展——

毕竟，有了更高的收入，孝顺父母才不至于成为一

句空话。中方代表进一步解释说，“孝”的强制力

减弱并不代表当今的中国年轻人不再为父母着想；

这仅仅意味着中国年轻人在尽孝道时更多出自于对

父母的爱，而非感觉“我必须如此”。

       日方代表则解释说，较之中国青年，“孝”这

一准则对于日本青年的影响较小。一般情况下，日

本青年的父母会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是

要求他们留在父母身边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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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2、日本青年生活在更大的“同辈压力”之下？

       同辈压力是指同辈人在互相比较中产生的心理

压力，一个同辈人团体对个人施加影响，会促使个

人改变其态度、价值观或行为使其遵守团体准则。

中方代表解释说，这一对于日本青年的成见来自于

诸多事例。例如，许多日本职员下班后经常要和同

事参加喝酒派对（drinking party）。喜欢喝酒派对

的人固然不少，但据中方代表了解也有相当比例的

日本职员并不喜欢这种伤身体还浪费时间的社交活

动。明明不喜欢，为什么还非得参加派对不可呢？

中方代表认为，这很可能是源于同事的压力：你不

参加，就会被同事们排斥，成为孤家寡人。那么，

这种同辈压力在日本青年中是否是一普遍现象？日

本青年所感到的同辈压力是否比中国青年更加强烈

呢？

       带着这些问题，中方代表以“喝酒派对”为切

入点，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假设你是一家

公司的新职员，发现同事下班之后都会参加通宵的

喝酒派对。在明知参加派对会影响你的健康和工作

状态的情况下，你是否仍会参加同事们的派对？中

方与日方代表共十人就该问题进行了一次投票，投

票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基本符合双方代表的预期：首先，

80%的日方代表都选择了“参加”；其次，所有的

中方代表都选择了“不参加”。双方代表对待喝酒

派对的态度可谓大相径庭，那么这一差异是否源于

同辈压力的不同呢？据日方代表解释，他们倾向于

选择“参加”一方面是不希望被同事孤立，另一方

面，则是想借此机会更好地了解同事。日方代表认

为，与同事成为朋友非常重要，为此他们不惜参加

东京会期

三、青年人的社会政治参与

1、学生运动  

【简介】

       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能够脱

离特定的社会而独立存在。我们的社会性决定我们

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社会中，与他人、社会组织乃至

国家机构进行互动。青年人的社会参与又从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参与的未来走向，值得探讨。

在社会参与上，北大和东大的青年学生代表形成了

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北大代表多关心政治，对于

国家的政策和法治改革颇为关注；然而东大代表大

多不太关心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青年

人的政治冷淡。当我们在东京讨论的时候，香港的

“占中”运动正愈演愈烈，于是我们决定就学生运

动这一话题展开两国青年对社会参与的讨论。

【讨论模式】

       我们通过提出一个假想性的核心问题，让中日

代表陈述自己的选择以及理由，再从这些理由中找

到有趣的对立面，进一步讨论这种差异的原因。

【讨论过程】

        在简单介绍香港学生运动的情况后，我们提出

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名学生，在这种情况

通宵派对。中方代表则表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

生活。他们倾向于认为下班后的时间应留给家人和

朋友，而不是通过参加类似的派对结交同事。这并

不意味着中方代表不希望与同事成为朋友——他们

只是不认为自己“非如此不可”，因此不会勉强自

己参加通宵派对。

       经过进一步的讨论，中日代表发现了双方思维

方式的不同：日方代表倾向于将有过一面之缘的人

视作“朋友”，至少会尽力与他们成为朋友；而中

方代表则认为他们不过是“熟人”或“点头之交”

而已，除非对对方很感兴趣，否则一般不会主动与

之进一步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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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下，你是否会选择参与学生运动？选择的结果出人

意料——所有北大代表和两位东大女生代表选择了

否，而其他三位东大男生代表选择了是。

       在陈述理由的环节中，选择参与的一方给出了

如下理由：1. 不论学生运动成功与否，发出自己的

声音是必要的；2. 其他学生都在参与，这种氛围会

引导我参与；3. 希望能够体验这种全新的经历，希

望成为历史的一部分；4. 学生并不是社会利益既得

者，也不是各种社会势力的成员，所以更有可能进

行纯粹的学生运动。

       而选择不参与的一方给出了如下理由：1. 有其

他更为和平的方式，比如收集签名；2. 学生运动可

能会造成社会混乱；3. 此次香港学生运动的诉求并

不是香港社会最大的问题；4. 学生缺乏相关的组织

经验和参与能力，运动可能会失控。

【讨论结果】

       在讨论中，我们发现中日代表在三个方面有所

不同：首先，在学生能力方面，中国代表普遍认为

学生不具备组织学运的能力，可能会失控，而日方

代表认为能力可以在过程中锻炼；其次，在个人风

险方面，日方代表倾向于匿名参与，而中方代表则

更多考虑运动本身是否合理；最后，在未来预期方

面，日方代表倾向于考虑学运在当下的影响，而中

方代表倾向于考虑学运对于社会的长久影响。

2、社交网络上的政治言论

【简介】

       在讨论完青年学生在学生运动中的参与后，中

日代表都认为学生运动过于激烈，与我们的生活离

得太远，于是我们选择了一个更为贴近我们生活的

话题：在社交网络上发表政治言论。

【讨论模式】

       我们同样采取了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再进行各

方陈述，最后总结的模式。

【讨论过程】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在社交网络上

发表关于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言论？投票的结果

是，绝大多数中方代表选择了是，而绝大多数日方

代表选择了否。

       选择是的代表给出了如下理由：1. 青年人有责

任去关注政治及社会问题，并表达自己的意见；2. 

发表言论可以帮助自己和他人更深刻地认识这些问

题。而选择否的代表也给出了他们的理由：1. 在社

交网络上贸然发声可能会被看成异类；2. 对社会问

题并不关心。

【讨论结果】

       在这一板块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

思的现象：在上一环节中选择参与学生运动的代表

在这一环节中却选择了不发表政治言论，而那些选

择不参与学生运动的代表则更为积极地在社交网络

上发表政治意见。在进一步探讨这种转变时，我们

发现，是否匿名成为影响判断的很大一个因素。许

多代表认为，学生运动非常庞大，我们完全可以匿

名参与其中，但社交网络上，你的身份暴露无遗，

所以有更大的压力不去发表任何极端的意见。这种

对政治及社会问题的关注的差异可能是由多方面因

素造成的：首先，两国的教育不同，中方代表在接

受教育时总是被鼓励就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

的看法，而日方代表从小就被父母教育不应该公开

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其次，两国社会发展不同，

中国正处于社会极速发展的时期，所以各种社会问

题也逐渐暴露，关心这些问题是在关心我们自己，

然而日本由于社会已经趋于稳定，所以青年人对社

会热点问题的热情减弱；再次，这跟两国的文化也

有关系，中国自古就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传统，“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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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议题结论

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然而日本社会

文化则强调与他人保持一致，一旦特立独行发表意

见，很可能会孤立。总之，这种差异是由于多种复

杂的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因素造成的。这一板块的讨

论帮助中日代表更好地认识到那些在生活中潜移默

化地影响自己的因素。

       经过两个会期的讨论，我们不仅发现了一些当

代青年与前代青年的区别，也发现了中日青年之间

存在的一些不同。当代青年，受国际化和信息时代

的影响更深，因此也更加模糊了国别的界限，成为

“世界人”。在“群体印象”的讨论中，我们破除

了日方对于中国青年和中方对于日本青年的成见，

发现中国青年由于独生子女增加，在职业选择时大

多会考虑父母的因素，反之日本青年也没有中国人

想象的那么从众，敢于说“不”的人也越来越多。

座谈会与实地考察

北京会期：微软亚洲研究院参访与座谈会

主题：MSRA企业文化

介绍：1998年11月5日，微软公司投巨资在北京成立

微软中国研究院, 并于2001年11月1日将其正式更名

为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微软

公司在海外开设的第二家基础科研机构，也是亚洲

地区第一家基础研究机构。

目的：了解MSRA企业文化

内容梗概：中日双方代表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人

员的陪同与详细解说下参访了微软亚洲研究院，认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随着各国国际化的进程，传统社

会价值对于青年人的束缚也越来越少。

       但中日青年之间也存在不同。受当前国家经济

形势的影响，日本青年在选择职业及政治参与时相

比中国青年更加趋向保守，更考虑稳定性和个人福

利。中国青年对于当前中国上升期的经济形势较有

自信，因此更加愿意冒险。另外由于中日历史及国

家对民众影响能力的不同，中国青年更愿意进行温

和的政治参与，而日本青年对于政治问题则没有过

多考量。

       总体来讲，中国青年在自信的外向型参与过程

中应学习日本青年的谨慎和独立思考，而日本青年

在内向型服从过程中应学习中国青年的勇气和社会

意识。当然，这些结论仅是基于青年组十位中日代

表样本得出的不完全性结论，不具有绝对的群体代

表性，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两国社会有更深认

识之后，或许能将今日这样的结论进行深化或推翻

，那才是京论坛带给我们受用不尽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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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识了其部门设置、部门职能、产品研发流程、人才

培养模式、公益事业投资等。通过参访，我们了解

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提倡开放、自由、平等的学术

风气，承诺为研究人员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和长期

的支持，鼓励研究人员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富于冒险

的精神。同时，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努力营造一种

奋发、进取与和谐的科研环境，始终强调自由、真

诚和平等，强调成员之间的相互信赖、相互尊重与

相互协作。

东京会期——三井住友银行参访与座谈会

主题：对工作稳定性及同事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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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日本青年人的职业选择标准，认识日本

企业文化

内容梗概：稳定性是影响日本青年人职业选择的重

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是传统封闭、不思进取的表

现，相反，在竞争日趋激烈的职场，日本青年人需

要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增强自身竞争力，同时，日

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为员工提供保障，二者相

互促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日本的企业文化也在变化，不同部门的文化之间更

是存在着很大差异，部门国际化程度越高，同事关

系越纯粹。以after-work drinking party为例，同事

关系不会因为是否参与此类活动受到影响。通过面

对面的交流，我们从每一位三井住友银行的员工身

上，看到了他们进取精神和对工作生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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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议题组成果展示2.3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个

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 中国和日本

从二战后的复苏到今天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社会经济的快速腾飞却掩盖不了社会深层不平等

的阴影。不平等的财富累积导致了经济不平等，进

而导致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不平等同时还与

文化相连，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国家年龄歧视、

性别歧视、宗教信仰歧视、性倾向歧视等等，都是

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议题背景

       我们首先将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划分为三大类，

即政府、机构和个人。由于政府这个主体离我们太

过遥远，且由于时间所限，因此在此次京论坛的会

期中未做讨论；对于机构而言，我们将其分为以盈

利为主要目标的企业，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

NGO，并于东京和北京会期中分别进行了讨论；对

于个人而言，我们根据其在日常生活承担的行为，

如投票、缴税、购物、工作、志愿服务等对其进行

分类，并分别讨论其在扮演各个角色时应当承担的

社会责任。

议题框架

       我们希望通过为期两周的京论坛，对社会的热

点问题，如就业、选举等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深入

探究这些问题背后我们作为一个工作者或投票者的

权利与义务。然而除了个人以外，解决社会不平等

议题目标

的现象还需国家、企业、NGO等不同社会主体多方

面的努力。在此进程中，各方应承担怎样的社会责

任？各个社会主体的责任界限应如何划分？如何设

立有效的监督或鼓励机制保障社会责任的履行？这

些将是我们着重探讨的话题。



2    分议题成果展示

一、个人的社会责任

1. 社会责任与行动

       关于行动，我们在社会责任组终期汇报的开篇

就提到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盐。”这句话来自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这个比喻平凡而发

人深省。盐食之有味，又可洁物、防腐，盐是那时

的奢侈品。这句话中的“你们”就是指青年人，大

学生，为什么说大学生也是奢侈品？要想培养一个

大学生，所花费的劳力、心血与金钱，十倍于教育

一般人，百倍于抚养一个未受教育的儿童。因此，

这样的事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学生是否打算成为

像盐一样的人？

       前面我们提到良好的动机，一般情况下，有了

良好的动机，未必会付诸行动。行动分为消极的行

动passive action)和积极的行动(active action)，

比如你看到别人在做坏事却并没有模仿，因此不作

为也是一种行动，但是我们将它定义为一种消极的

行动；此外，大学生必然是要贡献社会的，一般说

来，我们愿意有偿地为社会服务，做律师、医生、

教授，我们毕业后都会找到工作，选择一个职业，

投身其中，这种劳动本来就是一种奉献行为，但是

也是一种消极的行动。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更广泛、

更高尚而且无报酬的服务，仅仅只是作为个体和一

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所产生的想要帮助别人，关心

他人的社会责任感，即积极的行动。 

       只有这种积极的行动才会真正转化为结果，有

知识的人只要愿意将自己的文化用于正途，就可能

产生善的影响。大学生受过智力训练，受过各科的

教育，所以有知识；也受过德育训练，不断受到良

好典范的影响，所以有原则。因此我们应该准备用

这些知识、原则和信仰去做些什么，如同盐一样积

极地调剂、净化世界。

       以上是我们提出的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的定义

图。消极行为包含第一个圈：法律要求的行为和第

二个圈：道义要求的行为；这两种行为我们必须履

行，积极的行动则是外圈，可以无限扩大。

       但是在讨论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赡养

父母属于消极行动还是积极行动？

       对于部分人来说，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也就是消极的义务。但部分人

会将赡养父母放在最外圈，也就是消极的义务里，

履行不履行全凭个人选择。因此我们看到，在对于

具体的事上，人和人在定义消极行为和积极行为上

也有所不同，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

       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人能力，生长环境，价值观

以及社会文化传统。比如另一个问题：在大萧条时

期，你是否会支持国货而放弃购买其他国家产品？

有人认为作为一国公民，有义务支持国货防止国家

经济衰退，因为将这项行为定义在道德的范畴里，

即消极的行为，而有人认为买东西是个人选择，因

此属于最外圈的积极行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人对家庭，大学，公司，国家的认同感都会影响个

人的判断和行动力。

       回到盐的问题，有道德原则的人要想到自己对

社会的责任，不是享有的知识越多，外圈的范围就

会越大，积极地行为也越多。大学生最怕是洁身自

好，为了明哲保身，往往把美德装在一包包用尊敬

包起来的包裹里，束之高阁。但是，真正的责任应

该用于更好的目的。它不仅适宜于，而且本来就是

有意为了像盐那样用来净化人类的生活而存在的。

       不要做只取不予的海绵，要做世上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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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2. 社会责任的履行

       在衡量一个人有没有完成应尽的社会责任时，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我们运用情境定义题

来引入不同的评判标准，考察在社会责任完成程度

的衡量中需要考虑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

响社会责任的实现的。

【情境一】

       学生A希望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参加了志愿活

动，但结果这个志愿活动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帮助，

学生B希望丰富自己的简历而参加了志愿活动，这

个志愿活动的成果对于社会很有益。问学生A和学

生B哪一个尽到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这样的情境定义下，中日双方代表对此展开

了投票与讨论。最后意见主要归于两种，即动机论

和结果论。持动机论的代表们认为只有心怀善念，

动机纯正，不论结果如何，都可以称得上尽到了社

会责任，相反如果目的不纯即使结果歪打正着，也

不能说明尽到了社会责任。而持结果论的代表们则

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从社会中获取资源以

完善自己，而我们也应该回报社会，做出贡献，这

才能称得上是尽到社会责任，光有动机而无结果是

不够的。我们从这个情境定义中得到了两种评判标

准，即动机与结果。

【情境二】

        学生A、B都希望为社会做好事，于是他们都捐

了相同的钱给NGO X和NGO Y，X用A的钱真正的

为社会做了贡献，但是Y却私吞了B的钱，那么此时

学生A、B哪一个尽到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同样从这种情境定义出发，在以上动机和结果

之外，我们又得到了两种因素：即行动和可控性。

代表们认为两位学生为了履行社会责任所做出的行

动是相同的，而NGO的行为是捐款者所不可控的，

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不可控的事情承担责任，由此

我们引入了这两个评判标准。

【动机、行为和结果】

       鉴于这几种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对于社会

责任履行程度的评价，我们将它们对履行社会责任

的影响机制做了简要梳理与分析，如图所示：

（见本页右上角）

       我们认为社会责任的履行主要经过三个阶段，

即：动机、行为和结果，其中可控性是条件变量。

       首先要履行社会责任应该有一个好的出发点，

一个愿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非利己动机。出发点是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动力，当一个人真正愿意履行

社会责任时，这个动力才是可持续的，才能持久地

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使之不断为社会做出贡献；反

之如果是利己型动机，当利益消失时，则对社会无

法产生持续性的正面影响，从而无法尽到应尽的社

会责任。

       其次是行为，光有了动机是不够的，你还必须

切切实实地做些什么，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行动，

其中可控性因素作为条件变量，影响着行动的有效

性，而行动的有效性随之将会影响到结果。当这个

行动是自己发出时，具有100%可控性，行动的有效

性也就相对较高；反之，当行动由他人或群体发出

，趋于不可控时，则行动有效性也在相应降低。

       最后是结果，行动导致结果，能否最终对社会

产生正面的影响也是衡量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一个

重要因素。只有真正有效的行动才能带来积极的结

果，而积极的结果又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

就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动机、行为和结果共同作用，对如何履行社会

责任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也是衡量对社会责任的

履行程度的重要标准。

二、NGO的社会责任

       NGO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作为一

类特别的组织机构履行着社会责任，NGO的数量和

质量都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与企业相比，

NGO最重要的特点是不盈利，并将履行社会责任，

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其存在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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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评估框架】

       在NGO的部分，本组议题讨论的目标是构建一

个评估NGO履行社会责任的框架，并就其中的部分

重要维度进行深入考量和比较。通过在北京会期的

问题讨论、组织参访和组内调查，双方代表将讨论

主体限定在国内NGO，并对NGO社会责任的评估

分为了三个一级维度，包括：社区洞察，项目效果

和组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洞察指的是对服务对象能力的了解、对其

所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的勘察和判断，以及对服务

社区自主解决问题可能性的评估。项目效果的评估

比较复杂，我们在两个维度上对其进行划分：从时

间范围上分为长期和的短期，从评估视角上分为主

观和客观。具体而言，短期的客观影响即项目最直

接的贡献；长期的客观影响指的是由于项目执行带

来的可持续外部性效应；而在主观部分，则分为服

务对象短期的满意度和长期的满意度。另外，双方

代表还认为，NGO组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其社会责任履行能力的评

估，具体包括组织运营、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和项

目方法论等等。

       在具体的讨论过程中，考虑到可操作性和重要

性程度，双方代表决定专注于对项目效果的评估和

讨论，即对长期满意度、短期满意度、直接贡献、

可持续发展四个二级维度的比较。通过讨论和数据

调查，本组代表得到了四个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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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评估视角上看，客观效果的重要性大于主

观满意度；

       2. 从时间范围上看，从长期效果的重要性大于

短期效果；

       3. 在客观效果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效应的重要

性大于短期的项目直接贡献；

       4. 在主观满意度中，长期满意度比短期满意度

更加重要。

【NGO部分小结】

       通过组内讨论和实地参访，本组代表对于NGO

的评估有了更加系统和深入的认识。

       我们一致认为，NGO在发展过程中首先应当满

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但是同时要通过专业的手段解

决问题、评估项目，而不仅仅依靠满意度评估。作

为组织机构，理性比感性更有利于NGO更好地履行

社会责任。另外，无论是项目运营还是组织本身，

外部正效应和可持续发展，都是NGO必须考虑的部

分。

三、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议题框架下组织的社会责任

的一个重要分支。此处企业社会责任（英语缩写

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

任的同时，承担的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

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形成】

       概念的溯源是我们第一步的工作，主要在会期

准备通过阅读文献的方式完成。这一概念在以赢利

至上为主题的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向以关注环境

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突破口逐渐衍生，以1976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了《跨国公司行为准则》

为标志；进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企业社会责

任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包括环保、

劳工和人权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导致消费者的关注

点由单一关心产品质量，转向产品质量、环境、职

业健康和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而后，这一概念日

益明晰，在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四大

领域着力。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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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议题成果展示

【我们所关注的积极的社会责任】

       按照我们先前的定义思路，我们先理清了企业

的社会的积极社会责任，即不考虑诸如遵守法律、

按时纳税、盈利等法律规定的消极部分。这一部分

的社会责任更像企业良心的温度计，这一温度计的

指数是受什么影响？是外界的监督还是内在的机动

力？是个体的使命感还是群体的自发承担？

【“温度计”的影响因素】

       通过讨论，我们基本达成一致，即这只“温度

计”更关注的是企业的自身利润。良好稳定较为发

达的社会环境，消费者的消费选择除了考虑价格因

素外也会参考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企业在社

会责任账目上的支出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树

立品牌，消费者可能会增加对它的信赖与购买。建

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企业可以对社会责任的投资

回报率进行评估，根据自身状况，合理做出选择。

       我们也考虑了诸如领袖意见——如陈光标的炫

富式慈善；示范效应——光伏产业的接二连三的比

拼式慈善等因素。但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都与利益的

关系千丝万缕。所以我们得出结论，企业社会责任

的履行的根本性因素是经济利润驱使。

【中日大型企业、中国国有、民营企业的对比】

       通过对企业网站结构的大量分析，我们认为中

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意识相对落后，其原因

不能摆脱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社

会责任履行意识较好，如万达公司的志愿者计划、

华为的为环境生产等，基本与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

的履行情况“相当”。那么什么是“相当”，如何

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评价标准】

       这个问题的基础是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主体

和合法性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部分只是企业

的“个人”事务吗？政府、消费者、社会组织是否

有权插手进行干涉？我们认为尽管其他主体没有权

利干涉，但出于以下两条逻辑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责

任的履行状况。一、消费者的选择受社会环境的影

响，会随着社会进步逐渐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

状况，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进一步增

大企业虚假宣传的成本。二、社会的进一步具有带

动意义和效果，企业会自发的履行好自身的社会责

任。那么企业有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呢？我们将在下

一部分进行阐述。

       这样，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评价标准也

显得扑朔迷离，我们对此没有一致的意见。普遍认

为，只有在控制多数变量的情况下，这一含有较多

主观色彩的问题才可以被量化，考虑到前人的研究

的切入点是企业的营业收入而非社会效应，在此我

们不对此定下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力领域与方式】

       企业的发力领域分两类展开讨论一是在企业所

从事的领域及相关领域，二是企业在其他领域及产

业。关于企业的投入方式，一是自营——资金自己

支配、设立自己的运行部门等，二是通过捐助等进

行，三是在二者中找到平衡的发力点。这些都是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合理领域，企业会在从宣传，即

效率最大化的角度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对此无可置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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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与实地考察

北京会期：美丽中国

参访单位：美丽中国，北京办公室

参访情况：

       在美丽中国办公室，项目执行人员和一线老师

为本组代表介绍了美丽中国的运营模式。项目在中

美两国招募具有领导力、克服困难的能力级良好沟

通能力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成为项目老师，经过两个

月的系统培训，安置在中国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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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会期：日冷公司

简介：是日本最著名的食品品牌之一，其集团企业

的业务遍及日本及全球市场，作为一家具有食品研

发、生产、销售和管理功能的集团公司，主要从事

畜禽产品，蔬菜、水产品、米面制品及各种加工食

品。我们参观的日冷食品即Nichrei Food。以下称

为日冷食品或日冷公司。

社会责任履行目的与方式：

       日冷食品的社会责任履行分为两部分，消费者

导向和产业导向，均属于自营及在自身领域履行。

前者包括稳定的供给、高质量的食品、快捷的服务

等，其涵盖内容较为传统，在此不必赘述。

       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其产业导向社会责任履行。

这一部分日冷公司率先实行轮换值的员工服务机制

防止流水线工人工作过于单调，积极引入员工心理

疏导；提高冷冻技术并带动其他落后企业进行降低

单位产品能耗；建立高标准的质量监督体制等。这

些做法都促进行业自治，进一步履行了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

       可以看出，日冷公司的社会责任实现了企业自

身利润、整个产业和消费者的三方共赢。简单地说

日冷公司以让渡大部分技术的方式促进冷冻食品产

业的发展，而行业发展丰富消费者选择，这可以督

促日冷公司不断提升技术水平，而消费者的消费与

信任又反哺日冷公司的成长。多方共赢的局面因此

而达成。

       而更为重要的是日冷公司在其中的核心作用体

现在价值观的创造与分享。这种价值观从更高的层

次把握了“贡献”的力量。它促使这一环节的每一

个体都将“贡献”超脱于简单的短期利益，从整体

把握，深信共赢的局面与力量。这种价值观开拓了

共赢的现状也会支持它良性的长期循环。

启发：

       日冷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独特考量启示着我

们，从单纯的企业利润移步，从更广阔的角度关注

社会责任，相信企业的回报社会的意识。同时启示

企业“聪明”地履行社会责任，从价值创造与传播

的高度看待社会责任，可以根植于自己的领域也可

以根植于某一产业，从产业促进的角度着力，实现

全方位全社会的前进。

区成为中学老师，进行为期两年的教学工作。在这

两年中，项目老师不仅与当地老师一样承担传统教

学任务，接受应试教育的评估，同时也可以在项目

的支持下开展创新的素质教育项目，在更长期对学

生的成长提供指导、陪伴和帮助。

       最令代表印象深刻的是美丽中国保证项可持续

性发展的措施。这种可持续性发展，一方面体现在

项目运营上，每两年更新一次项目老师，保证了一

直有新鲜血液进入当地教育系统，也考虑了项目老

师个人的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体

现在对当地学生的培养上，虽然项目要融入应试教

育系统，但是美丽中国更多考虑的是每一个学生独

特的、可持续的发展潜力，而不仅仅拘泥于传统课

堂，追求高分追求大学的趋势。此外，美丽中国之

所以能够在中国顺利开展多年，另一个很值得借鉴

的经验就是保持对项目的理性和系统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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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议题讨论2.4

       京论坛2014延续了一直以来的宗旨与原则，不

仅仅着眼于某一特定的事件、案例，而是力求能更

加全面清晰地从多个层面了解彼此，消除误解，深

化对两国国情和两国关系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本

届京论坛继续开设了跨议题讨论环节cross-section 

discussion，以期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讨论环境，

夯实与会中日青年学子平等客观、互信互知的讨论

基础，从个体角度重塑群体形象。跨议题讨论更注

重个体性与多元化，与强调专业性、普遍性和群体

性的议题讨论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从而共同促进

两国青年对彼此国家印象与认识的更新。

背景

对于“安倍政府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看法

主题

       集体自卫权，即当盟国遭受军事打击时，一国

给予军事援助的权利。2014年7月1日，日本自卫队

迎来创建60周年，日本安倍政府选择在这一天打开

自卫队海外作战的“潘多拉魔盒”，决定修改宪法

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堪称日本成立自卫队60年来

防务政策的最大改变。据日本共同社7月1日报道，

日本政府在1日傍晚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修改宪法

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即使自身未受到攻击，日本

也可以为阻止针对他国的攻击而行使武力。

分组自由讨论

       京论坛中日双方所有成员共分为三组，参与了

此次跨议题讨论。两国青年学子代表首先分享了与

该主题相关的背景资料和文件，尔后从互相尊重、

客观全面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安倍政府修改宪法

解禁集体自卫权”事件，并以开放、负责的态度表

达了各方看法。日方代表认为，从现实角度出发，

安倍政府修宪做法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奥巴马政府的

支持和信任，从而进一步争取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支

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政府在国际事务

的处理上仍然偏向美国一方；从理论角度出发，日

本作为一个经济和人口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

不可小觑的作用，因此集体自卫权是日本理应拥有

的权利。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大概有

50%的日本民众是不支持安倍政府此次修宪的。中

方代表表示，日方代表陈述的上述理由可以理解，

然而安倍政府的修宪做法大大伤害了日本与邻国的

关系。从更高的层面和更长远的发展来看，日本政

府应在美国与中韩等邻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

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稳定作出贡献。

       京论坛作为一个学生论坛，在为两国青年学子

搭建深度交流的平台的同时，也深负连接中日未来

领袖、重建双方信任的历史使命。此次跨议题讨论

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使两国青年学子坦诚对待共同

问题，以客观开放的姿态与思维审视中日间的争议

与冲突，为中日关系良好走向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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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主席寄语3.1

       依据日本言论NPO在2014年的调查，中日两国

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负面印象再次回升至高位。在关

注两国民族情感的同时，我也认识到，长期思考中

日对彼此的态度，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说明中日之

间的微妙关系。由于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中日关

系的改善长期受到影响。特别是在近两年，日本政

坛的新动向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整体印象再次出现

波动。而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能意识到两国民

间交流的重要性。

       九年前，中日关系因为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

社而陷入冰点，两国的政府交流一度停滞。在官方

途径因政治原因受阻的背景下，北大和东大的青年

学子走到一起，渴望冷静、客观、没有成见地探讨

两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寻找中日关系的出路。

在冰冻的表面下，由两校学子主导的非政府交往如

同涓涓细流，期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九年间，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与之相伴的是京

论坛的快速成长。这成长来自于我们对现实的高度

关注、对社会的积极探寻，而根源于京论坛自诞生

之日起就肩负的使命。在每年会期中，京论坛参与

者基于长期学术准备，就特定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彼此交换意见，结合与议题内容相关的实地参访

，对我们的邻国和自己建立起更为深刻的认识。

       和京论坛一起走过两年，我时而思考这样做的

意义到底有多大——有时，我们发觉自己关注的问

题过于重大，以至于我们难以做出任何的改变。而

每每此时，我又会说服自己，相较于在社交网站上

故意发布反日言论的激进爱国青年，相较于在街道

上以暴力行为抵制日货的极端民众，我们冷静、客

观且摒弃了成见。在面对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上，

我们展现了超越自身年龄段的成熟与稳重。中日关

系的未来将由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共同打造，这种成

熟稳重让我们对此感到自信。

       与之前两年相比，京论坛2014具有自己的独特

之处。2012年，京论坛三个议题着眼于两国人民更

有尊严的生活方式；2013年，三个组别对不同社会

主体工作、生活百态展开探索；2014年，我们反观

自身，回归大学生群体，更关注“我们的话语”。

青年组致力于寻找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探寻一代

人的社会认同感；社会责任组立足于制度和人性的

基准，试图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媒体组重

在落实，以新媒体为渠道，在促进中日互信方面迈

出新的一步。三个议题组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促进相

互理解，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我们的见解。最初

的使命发展到第九个年头，被赋予了更多时代的内

涵，却没有改变其最本质的追求。

       京论坛2014已经圆满落幕。在此，衷心感谢关

注和支持京论坛的单位、组织和各界人士，感谢各

位成员的积极参与。希望京论坛能够继续促进双方

成员冷静、客观、没有成见的对话，为中日关系的

改善发出属于青年人的声音。祝福京论坛，祝福中

日关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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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日本前，我对于这个国家有些许偏见，对于

与日本人交流这件事情也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抵触，

可能这来自从小所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坦率

的说，当初决定加入京论坛，也更多的是为日本美

丽的风光和清新的空气所吸引，对于是否能够通过

交流深入理解中日之间的差异以消弭彼此之间的偏

见，我并没有很高的期望。但通过为期两周全天候

的高强度讨论，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方方面面

的话题使得我对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传统观念以

及对于中国的态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印象

中日本人的顽固与刻板其实只是他们思考问题过于

严谨的结果，而我所认为的日本人的偏激可能只是

因为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比较激烈罢了。最令我惊

讶也是令我欣慰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甚至是绝大

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是真心希望

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所改善的。通过与日本同学

的交流讨论更好地了解彼此，并力所能及地改善了

双方的关系，这就是我此次京论坛最大的收获了。

刘昊

京论坛中方副主席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2011级本科生

代表感言3.2

中方成员感言

       在东京的最后一天，恰逢一年两度的台风过境

。我们一行人极其狼狈地跋涉在去往东大的崎岖小

路上，感觉下一秒就连人带伞都会一起升华了。后

来便是那场一年一度的盛大绽放，我们坐在台下，

看着三个议题组轮番登场，一瞬间竟有些坠落悬崖

般的晕眩。再后来，落地北京，收到王一鸣主席的

微信，问我和副主席刘昊——“于是京论坛就真的

结束了？”，于是京论坛就真的结束了。

       时光退回到一年前，彼时的我对京论坛一无所

徐飞力

京论坛中方副主席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1级本科生

知，而后者也只会在招新季的海报上对擦身而过的

我睥睨一哂。而一年之后，我已经站在了羽田机场

巨大的落地窗旁，轰鸣而过的飞机带着这座城市的

独有气息冲向厚密的云层，也在我的脑海间激荡起

了有关这一年的全部回忆：紧锣密鼓的筹备期，

conflicts不断也惊喜连连的思想交锋，一系列启人深

思的参访，还有浅草寺的灯火，新宿夜奔，代代木

的夏夜微风，富士山上的漫天星斗…感谢京论坛让

我成长，让我得以认识如此优秀的一个群体，也让

我看到国际交流的可能性。感谢所有给予我们帮助

与支持的个人与团体，在你们的呵护与关爱下，京

论坛才得以走过这艰辛而丰实的九年。Together 

with you, we’ve made the JING Forum, and 

JING Forum, has made the miracle.

杨一凡

媒体议题组中方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3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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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这个活动本身对我来说有两层意义，第

一层是依靠媒体这个话题为依托，看到了中日两国

民众，尤其是受教育良好的一群人之间价值观世界

观的差异。从而间接地了解到中日之间误会和分歧

的一个来源。这种体会在十四天的时间里通过各种

各样的方式体现出来，无论是对双方国情的了解还

是对彼此工作习惯的不适应，这些都让我提前了解

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震撼。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旅

游，京论坛让我能从另一个角度和更深的层面去观

察这种文化的差异带来的种种不同。 另外一层意义

则是通过对媒体议题的深入探讨，让我明白了作为

青年可以对中日两国关系改善，人民友好做出更大

的努力，让民众和身边的同学更加理性地认识中日

两国关系，用另一种思路去考量中日两国关系的发

展。

       睿智机敏的中日两国代表，东京清新的空气、

京都如画的风景、刷夜时的埋头苦干、聚会时的畅

聊酣饮，这些元素共同组成了我心中的京论坛。它

用半个月的时间，让我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让我

了解到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而这些也许将是让我受

益终身的东西。

       京论坛绝对是一个多元化的项目！ 作为医学专

业的学生，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加入京论坛，没想

到却能在短短两周的讨论中充分投入，展示自己的

想法并与日本同学深入交流。除此之外，东京涩谷

的车水马龙，富士山下的温泉涌流，还有让人欲罢

不能的怀石料理…都将我对日本的种种期待化为一

场完美的旅行。漫步在十月的东京，我不禁想，所

谓国际交流，不就是和一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小

伙伴们互通有无，成为天各一方的挚友吗？ 纵然有

时可能会因小小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当过后回忆

起来，仍能让你温暖如斯。在第十届京论坛到来之

际，把最真诚的祝福送上。

杨洋

媒体议题组中方代表、工作人员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2级本科生        京论坛最美妙的地方可能是来自交流过程所体

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感触最深的一点，便是东大小

伙伴们的集体主义倾向。举个例子，北大的同学更

为注重效率，每天夜间进行内部讨论时都会抓紧时

间完成讨论，尽量不影响睡眠。东大的同学却往往

会讨论到深夜，他们很看重个人对集体的付出，能

够为集体牺牲自己的私利似乎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工

作信条，也是让自己得到团队肯定的保证。会期中

我还发现，东大学生对长次尊卑较为敏感，恪守着

集体内部的秩序。当赞助商来旁听我们的讨论时，

东大的同学会瞬间打起十二分精神，力求展现出最

优秀的一面，对赞助商也相当恭敬，这与略带“混

不吝”气质的北大同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参加京

论坛之前，我本以为民主国家的个人主义氛围会更

徐博立

媒体议题组中方代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0级本科生

       大一时就听说京论坛是SICA的品牌项目之一，

而我在大学最后一年赶上了本科期间参加京论坛的

末班车，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和幸运。两个星期

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它让我们就中日

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充分的交流，消除对彼此

的一些偏见和误解，却来不及让我们将每一个日夜

思想碰撞的火花与社会一一分享；它让我们通过一

次次激烈交锋和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却不够我

们将对方国家的文化和城市的性格一一看透。但正

是这不长不短的两星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透过它

我得以窥见日本的国民性和社会文化，并让我对这

个民族产生浓厚的兴趣。感谢京论坛，祝福京论坛

，希望它能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中日青年通过

这个平台了解彼此，为中日的友好关系添砖加瓦！

蒋雅茜

媒体议题组中方代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1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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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感谢京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和日本

的同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的难得机会。在参加京论

坛之前，我很难想象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上拥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大到政治观、人

生哲学，小到为人处事，两国人的差别十分显著。

在为期两周的讨论中，我们得以不断发现这些差别

，深入理解当前中日两国关系存在问题的根源所在

，并用我们自身的努力增进了中日青年一代的相互

了解。另外，也感谢京论坛使我结交了一群特别优

秀的小伙伴。会期中每天和优秀的学长学姐和学弟

学妹们一起讨论、生活，使我学到了很多为人的道

理。会期之后一起在京都的古寺徜徉、在东京街头

暴走、在日式居酒屋畅饮更是难以忘记的美好回忆

。京论坛2014已经结束，但是她在我心中留下的烙

印将一直温暖的存在着，也预祝今后的京论坛越办

越好！

郭宇泽

媒体议题组中方代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1级本科生

       我一直很喜欢日本的文化，而这次和我们一衣

栾思寒

社会责任议题组中方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2级本科生

       加入京论坛的时候我还是初入燕园的大一学生

，怀着好奇与忐忑慢慢走进京论坛。从会期筹备到

会期进行，从选题到搭建议题框架、从激烈讨论到

用心倾听，京论坛带给我的每分每秒都是独特而又

美好的。虽然过程中有困难阻碍，讨论常常遭遇瓶

颈，但是心中始终有着不变的信念与热爱。在讨论

中，我看到了中日双方不同思维的碰撞，更看到了

我们所共同享有的作为青年学子的那一份责任与担

当。感谢京论坛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平台去触摸

外面的世界，去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去结交志

同道合的朋友们。这些，都是我在京论坛最珍贵的

记忆。

       感谢京论坛，祝福京论坛！

马占婕

社会责任组中方代表、工作人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3级本科生

      “绅士淑女钗光鬓影，我只愿嚼着诗意在东京的

偏门小巷通宵独步”——几年前初到东京的随笔摘

录。每条小巷都是条界限啊，分割着不同人家的领

刘毅舟

社会责任议题组中方代表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2013级本科生

为浓厚，但东大同学对于集体的负责任态度改变了

我之前的想法。

         一不小心就把这段感想搞得严肃认真，实有误

导之嫌，因为京论坛本来就是一项相当欢乐的活动

。从东京回来之后，一直惦念着那些巷子深处的深

夜食堂、那间坐着洗澡的公共浴室、那条不幸名为

“我孙子”的地铁支线，当然，更惦念的是那一帮

机（tan）智（wan）炫（tan）酷（chi）的小伙伴

们。可以说，京论坛之有爱，是只有亲身参与者才

能有幸体验到的。赶快来吧，骚年们！

带水的邻邦面对面交流让我真正领会了他们文化的

内核。我们的外表如此相像，黄皮肤，黑眼睛，但

我们思维的方式却差异甚大。然而，正是这种不同

思维之间的相互碰撞才形成了无数耀眼的思想的火

花，组成了京论坛独特的魅力。至今难忘当我们就

一个问题深入探讨后得出结果的那种豁然开朗，难

忘报告前所有人一起刷PPT的挑灯夜战，当然也难

忘休息时一起聊天的欢声笑语。国籍的隔阂仿佛都

已消弭，唯有一颗颗真诚的心在靠近彼此。就算未

来我们可能忘记了这次讨论得出的具体结论，然后

只要这最珍贵的回忆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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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界线如规则一般，制定出来就是为了以不方便

换来方便，掩盖忽视易抹去跨越难！ 来到京论坛，

就是拿着放大镜观察中日青年精英间的差异与边界

。边界两边的国家倒不如派出几个各先遣兵交流一

下，就像蚂蚁碰碰触角，猫咪闻闻鼻子。我们就是

这样的蚂蚁兵，京论坛就是我们的引路人，为这一

切提供可能。你可能说我，良善到可耻，幼稚到无

知。但不可否认，这样是有效的，透过缝隙握握手

，把栅栏的间隔松动开。我相信这十四个日日夜夜

朝夕相处热切讨论的中日青年们对对方的大陆都有

了碰触角般的了解，我们都至少尝试着松动着铁篱

笆的焊点。我还是抄起块抹布，去蹭蹭边界吧！ 伸

出手指去接一抔边界那边的灿烂春阳，再涂到嘴角

细细品尝。既是思明日，相逢月色新！
       京论坛和我以往参加的学术活动都略有不同。

东大同学谦虚勤奋不失爽朗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我们中没有官员，没有老师，没有媒体，

京论坛的最大可能亮点在于——所有的信息从发送

者直接传递给了接受者。一场争论可能是两个心灵

之间的捷径，也是两个国家交流的最好渠道；许多

东西都因不发问而丧失，而是因发问而得以理解，

继而尊重。作为社会责任组议题代表，也许最后发

表的结果并非是我们脑海中最初形成的蓝图，但是

回望整个过程，说服与被说服，妥协与被妥协，底

线和责任的争论，都会在以后我们面临日本问题时

有更多的参考。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和京论坛的日

方代表再次相遇，都会因为京论坛对我们造成的影

响，需要重新认识彼此。

邵巾芮

社会责任议题组中方代表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2012级硕士生

       我不了解日本，就带着巨大的好奇来到了京论

坛。参加京论坛之前，我对日本这个国家的了解一

直很模糊，态度也一直很暧昧。我不知道我听到的

那些故事有多少是我们两国青年所共享的，我不知

道我看到的那些图片是艺术还是现实，我也不知道

我读过的“菊与刀”是否依然存在在日本人的精神

面貌当中。我担心我知道的这一切，都来自于建构

和想象。

       时隔一个月，再去想这段经历中最记忆深刻的

部分，是会期讨论给我带来的巨大震撼。尽管准备

充分，但是依然没有想到中日代表的思维方式存在

着很大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讨论的难度，但更刺激出了更多的火花和灵感。

相对于议题观点的不同，思维方式的碰撞让我更加

兴奋。这种碰撞让我感受到更多深层的文化意涵。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既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也发

展出了不少迥然不同的现实脉络。无疑，我窥探了

更多的可能性。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当走在东京的

街头时，我如置身任意一个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

马珺

社会责任议题组中方代表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0级本科生

但是当走进每一家店铺、走进公园和地铁、走进广

场，撞见一个行色匆匆的日本人，这个国度对精致

和细节的追求却都跃然纸上。

       京论坛之旅，是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我对一种

文化的好奇。而在这其中，所有的对话、行走、体

验、反思的意义都不可估量。

       青年、社会参与、职业选择、家庭观念、集体

意识……围绕这些词的那些讨论和思辨，现在想来

，每一个都还历历在目，仿若昨天。

       京论坛并非我所经历过的第一个国际交流活动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在我看来却是很特别的一个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它，我认为是“纯粹”。五整

天的封闭式讨论，让我对于另一国度的一群优秀年

俞皓南

青年议题组中方组长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2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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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是名副其实的精品项目。作为中方

工作人员和参会代表，我有幸全程参与了会议的准

备、召开以及后期总结工作，“京论坛”带给我的

不仅是能力的提升、视野的开阔，更是由内而外的

感动与成长。这是一个高效严谨的团队——大到议

题确定、资料储备、会议讨论，小到每一封工作邮

件的每一个用词，“京论坛”始终秉承着高效严谨

的理念，在主席团及议题组长的带领下，我们力求

把工作做到极致。

       这是一个温暖有爱的家庭——“京论坛”之所

以拥有这般凝聚力，并非只因我们都是会场上的“

战友”，而是我们早已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每一

位中日成员生日趴，每一次欢乐无比的聚餐，每一

次一开头就根本停不下来的玩笑。与所有JFers的情

谊，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这是一个不断传承的生命——一年的大学生活

过后，最想感谢的是在“京论坛”结识的学长学姐

。学术上、生活上，他们带给我太多正能量。我想

正是这样真诚的帮助和传承，才成就了“京论坛”

今天的成长。转眼2014京论坛会期结束已逾一月，

两周时间里收获的成长与感动，还在慢慢沉淀。虽

然大学生活还未过半，我已经能肯定，“京论坛”

李天娇

青年议题组中方代表、工作人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3级本科生

       当我站在东京地铁里，看着比迷宫还复杂的交

通线路的时候；当我坐在怀石料理的木桌前，品着

堪称艺术的精美日本料理的时候；当我对日本代表

对于既定计划近乎死板的遵守和执行感到困惑的时

候；当我感受着东京的风、阳光和空气的时候，我

知道，京论坛会是我大学生活中所经历的最为深入

的一次跨文化交流。两周的会期，北京到东京，中

日代表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各个方

面的差异将会淋漓尽致的展现。要想了解一个国家

、一种文化，那么没有什么方式比真正了解和走进

生活在这个国家这种文化中的人更为有效。京论坛

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能够亲身体会到日本社

会的许多侧面，许多细节就足以触动心灵。这不仅

是个了解日本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了解我们自己

的机会。讨论中的分歧会让我产生对于自己的国家

和文化更为深入的思考，会让我注意到一些原本被

认为理所当然的、被忽略的问题。感受日本，读懂

中国，没有哪次文化旅行像京论坛一般过瘾！

廖松渊

青年议题组中方代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1级本科生

       参加京论坛是我大学四年中极为独特的一次体

验。这种独特性是三重的：首先，探访日本，并与

当代日本人进行交流本身就充满趣味：中日关系的

历史性和复杂性，使得探访和交流成为不断提出问

题和获得解答的过程。对日本抱有的疑惑乃至怀疑

越多，越能从京论坛中获得新知。其次，和我们交

谢禹韬

青年议题组中方代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1级本科生

轻人有了深入至价值观的了解，这样的了解程度，

在以往的各种交流活动中都难以达到。

       除了这些看起来高洋上的词，“烤鸭、长城、

寿司、温泉”，在东京给日方代表Fumi准备的生日

惊喜，临别时小伙伴们给我们两位组长的留言板…

…京论坛的回忆里总是洋溢着满满的欢乐和温暖，

“We are a family”，这是我们临别时大家说的最

后一句话，也是最发自肺腑的一句话。

       谢谢这个秋天，这个国度，这个项目，这群人

，带给我的难以言喻的奇妙旅程。JING Forum is 

always a family!

必将成为这四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感谢你带给我

们的所有。祝福“京论坛”十周岁生日快乐。未来

路上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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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京都的门外汉、大阪的上海人，来到日本

，会期之外自然不能忘记探索这个处处都是玩耍胜

地的地方。请允许我简要回顾京论坛会期的全历程

：九月刚开学时，除了要应付签到，更重要的是去

参加京论坛的讨论。作为青年议题组，我们主要讨

论青年择业观，家庭观。讨论过程中较有兴趣的部

分会在中期报告时呈现。初到日本，我们继续北京

会期的高涨热情，对悬而未决的议题一一辩证讨论

。最后的成果汇报，日方同学在展示文稿上句子的

精挑细选，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让我再次感叹其民

族性严谨的一面。指导教授的点评犀利不失幽默，

从方法论的高度升华了每个主题在中日关系的大背

景下的意义——中日因差异而存在，两国关系的努

力方向不应是消弭差异而是互换思想，倾心交流。

陈琪

青年议题组中方代表

北京大学工学院

2012级本科生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findings was the 

gap in the attitudes toward SNS between two 

sides. To be honest, I heard that Chinese 

people do not post something related to 

politics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al regula-

tion, so I was afraid that our project would end 

up in failure. However, I found that my assump-

tion was not true. Through JING Forum, I found 

that I used to have some wrong images 

toward China, which were partly created by 

limited and biased information from mass 

media. This taught me how important it is to 

have first-hand experiences because stereo-

types sometimes produce unnecessary con-

flicts between us. I believe that is the most 

efficient way for students to improve Sino-Jap-

anese relations. 

香田華奈 

媒体议题组日方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2010级本科生

日方成员感言

       Through our devoted discussion, I came to 

know the differences in the views toward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carried out by 

both countries. Some of the Chinese view was 

new to me and I keenly realized that under-

standing this kind of differences would definite-

ly change or at least make influence on our 

way of thinking towards each other. Also, 

because of deep and intense discussion, we 

茂木真弓

媒体议题组日方代表

东京大学文学部

2013级本科生

流的不是单纯的“日本人”——他们是日本学生，

是我们的同龄人。谦逊、内敛，克己…他们有着传

统的儒家美德。很容易让我们因相似而产生亲近之

情。也正因为相似，在发现他们的谦逊中的自傲、

内敛中的狂放、克己中的叛逆之时，我总会感到好

奇——“怎么会这样呢？”这种从熟悉的风景中发

现陌生之处的体验，让京论坛成了充满新奇的文化

探险。最后，和很多日本同学不同，东京大学的学

生能够并且愿意表达自己的异见。结果是，十四天

的讨论中总会擦出火花，还有点火药味——它来自

于指向对方的困惑：“这么明显的事情，他们为什

么不这样想？”当火药味散去，问题开始指向自身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想？从质疑到反思，这过程

并不轻松愉快。可是，事后看来，文化交流的意义

就在这里：不仅理解了“他们”，更明白了“我们

”究竟是谁。京论坛让我学会了理解并欣赏截然不

同的思维方式，学会了为世界的多元而不是一致性

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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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the session, I couldn’t fully 

understand the media system of China. 

Through the discussion, I gradually came to 

understand why the Chinese system is suitable 

for China. And the major reason for this 

change is the intense discussion with PKU 

students, but along with that, the stay in Beijing 

itself provided me with the grou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vivid atmosphere of a 

rapidly growing economy, my personal visit to 

the Museum of Chinese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TV programs I 

watched at the hotel – each of these 

experiences deepened my understanding of 

how PKU students shaped their view. I believe, 

therefore, that direct communication and 

experience is essential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JING 

Forum surely provides such opportunities.

磯野真之介

媒体议题组日方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2010级本科生

       Looking back at the memory of JING 

Forum, I feel a pang of nostalgia. It has been 2 

years since I joined JING Forum 2013. I have 

高原周佐

社会责任议题日方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法学部

2011级本科生

       Experience in JING Forum has been quite 

stimulating for me. We often faced a chal-

lenge to understand the ideas in discuss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 vague concept and 

we sometimes use the same words in different 

meaning. We always tried to grasp our 

thoughts and backgrounds. To be honest, we 

could not understand all of them. However, I 

realized this effort itself was very meaningful 

and interesting for me. My stereotypical view 

of ‘Chinese’ was broken. I also found out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ways of thinking. These 

findings gave me a chance to take a look at 

myself again. I hope all the delegates will 

make good use of JING Forum’s fruits in order 

to improve ourselves.

末永理紗

社会责任议题日方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2011级本科生

could share each other’s values, which might 

cause conflicts on other occasions. Finding 

these conflicting views is one of our goals, and 

thus I am sure the session was very fruitful. I am 

very sure that I will not forget the memorable 

and priceless experience I had in JING Forum.

committed myself so much that I feel as if I 

belong here. I don’t know any better place to 

ask “what do you want to achieve in the 

future?” o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political 

systems of China and Japan?” These simple 

questions can lead to an hour-long tale or 

sometimes a fierce debate.

       Thanks to JING Forum, I definitely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eople and 

society, and made life-long friendships. May 

the firm bondage between all JING Forum 

members stay firm, and may the encounters 

and inspirations gained at this community bring 

the best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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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keyword of my experience in JING 

Forum was “realize”. There were many facts 

about myself that I didn’t know and were 

pointed out by others. All of these feedbacks 

during and after discussion were very stimulat-

ing. It was interesting that I was told that I was 

very Chinese both from Japanese and Chinese 

sides. From experience of JING forum, I got 

many good feedbacks to improve myself, 

which helps me “realize” my dream.

南誠斗

社会责任议题日方代表

东京大学教育部

2010级本科生

       What’s impressive through JING Forum was 

the difficulty in discussing our VALUE, not 

subjective topics like politics. By sorting out 

concepts and claiming one another’s views, I 

felt the understanding of my values got much 

deeper. Through talking on controversial 

topic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or even among 

Japanese side or Chinese side got clear. 

Indeed it was tough and I was not used to this 

kind of discussion, but I harvested so many 

through the talk with great members.

       Before the program started, I had expect-

ed two things from JING Forum, and I think I 

achieved both of them to a good extent. One 

thing is to deepen understandings on Chinese 

students, who are our close, but distant neigh-

bors. And the other is to know more about 

一宮瑛

社会责任议题日方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2010级本科生

       I had a great experience during JING 

Forum 2014. Both the delegates from the PKU 

and UT sides were astonishing, and the 

two-week discussion with these really bright 

people was very fruitfu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ction had a discussion focused 

on individual values. Before the session, UT side 

had an image that the PKU side regarded 

money as one of their most important values. 

But that image turned out to be just a 

prejudice soon after the discussion in Beijing 

began. It was also interesting when we figured 

out the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between two 

sides. Thank you very much to all the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or supported this JING Forum. 

These two weeks was an opportunity to know 

more about myself as much as other people 

and the society.

杉山実優

社会责任议题日方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2013级本科生

       It’s the second time for me to participate in 

JING Forum. Through the history of JING Forum, 

there has been a disparity about how we set 

up the aim of this discussion between the PKU 

side and the UT side.

窪西駿介

青年议题组日方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教育学部

2010级本科生

myself, my strong points, weak points, and my 

sense of value. I am sincerely grateful towards 

everything I had in JING Forum, and all those 

who supported thi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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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UT side, students want to discuss not 

"how" but "why" to get to learn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which might change our valu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KU students tend to 

discuss how to solve the remaining social 

problem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China is 

facing more social problems than Japan. 

       Then, I was reminded of Huntington's thesi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most import-

ant distinctions among people and countrie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are not ideological, 

political, or economic. They are cultural.' This 

means Chinese and Japanese people are 

liable to be at feud (with each other ov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Even 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UT and PKU students, we 

tried to understand and care about each 

other. Through JING Forum，we overcam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lthough more than a month has passed 

after JING-forum, I remember the days in 

JING-forum as if they were yesterday. From this 

experience, I learned two big lessons in terms 

of the attitude for discussion.

       Firstly, I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not 

hesitating to state my own opinions during 

discussion. At the beginning, I could not speak 

up very often to tell my own opinions or 

episodes. However, every time I started talking, 

other members listened to me with empathy 

and responded. Thanks to this friendly atmo-

sphere, I gradually came to participate more 

谷吉一樹

青年议题组日方代表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

2010级本科生

       JING Forum 2014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encounter not just with some of the brightest 

youth in China but also with the local people 

of Beijing. 

The Beijing local people were generally very 

nice to us and I realised how I had a fixed 

mindset against them. 

       For example, we once ran into the 

morning exercise held by the staff of a 

restaurant, where they danced to a famous 

Chinese song. We were all so tempted to join them 

that finally started copying them face-to-face in 

front of the glass wall. They recognised us and 

smiled, waving back their hands dancing. 

       What I learned from the several lucky 

encounters wiped off my obscure suspicion towards 

the Chinese public. Looking back, just as we felt 

welcomed in Beijing, can Tokyo provide a safe, 

friendly atmosphere to Chinese visitors? 

井上文

青年议题组日方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2010级本科生

actively and derive more fruitful findings for me 

and the whole discussion group. 

       Secondly, I learned that forcing my own 

opinions on others would make discussion 

messy. We prepared a lot before the session on 

the UT side of Youth section. However, in the 

actual discussion during the session, we could 

not proceed smoothly because w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what the PKU side thought. After 

sharing our thoughts, we eventually had a 

successful discussion.

       These two lessons drastically changed my 

way to communicate. I would like to appreci-

ate all the staffs and members in JING Forum 

for making these finding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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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2012级医学院本科生

马占婕

京论坛2014社会责任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2013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名取 徹

京论坛2014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野村俊一郎

京论坛2014副主席

东京大学工学部本科三年级

掛林 美智

京论坛2014副主席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窪西 駿介

京论坛2014青年组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平澤史子

京论坛2014媒体组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高原周佐

京论坛2014社会责任组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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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与展望

京论坛中方代表

廖崧渊

京论坛2014青年组代表

北京大学2011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谢禹韬

京论坛2014青年组代表

北京大学2011级经济学院本科生

陈琪

京论坛2014青年组代表

北京大学2012级工学院本科生

蒋雅茜

京论坛2014媒体组代表

北京大学2011级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徐博立

京论坛2014媒体组代表

北京大学2014级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生

郭宇泽

京论坛2014媒体组代表

北京大学2011级经济学院本科生

马珺

京论坛2014社会责任组代表

北京大学2014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邵巾芮

京论坛2014社会责任组代表

北京大学2013级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研究生

刘毅舟

京论坛2014社会责任组代表

北京大学2013级元培学院本科生

京论坛日方代表

井上 文

京论坛2014青年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小野 顕

京论坛2014青年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二年级

杉江 美祥

京论坛2014青年组代表

东京大学文学部本科四年级

谷吉一樹

京论坛2014青年组代表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本科四年级

磯野 真之介

京论坛2014媒体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金 天戈

京论坛2014媒体组代表

东京大学工学部研究生一年级

香田 華奈

京论坛2014媒体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茂木 真弓

京论坛2014媒体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二年级

一宮 瑛

京论坛2014社会责任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杉山 実優

京论坛2014社会责任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二年级

末永 理紗

京论坛2014社会责任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南 誠斗

京论坛2014社会责任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本科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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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赞助商

三井住友银行

北汽集团日本beBit咨询公司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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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单位

日本驻华大使馆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嘉宾

关立彤

李琨 

堀越啓介

中日友好协会

中日友好协会政治交流部

京论坛校友 日本银行

秘书长

职员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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