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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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干多年来，中日双方不断交流、学习，

有着悠久的友谊传统。然而，近代中日甲午战争、

侵华战争却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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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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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之路
2005 年

因小泉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反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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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之间爆发钓鱼岛冲突，两国民众的民族

主义情绪随着事件的升级愈加强烈。京论坛 2010

在此冲突后仍如期举行，并在沿袭“客观、开放、

深入、坦诚”论坛格调的同时，不断深化上届京

论坛开创的新模式，继续对深层次普遍性问题进

行探讨，关注中日在国际社会、教育、社会公平

三个议题下面临的共同问题。通过探讨两国的国

际责任、青年的国际视野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背后

的社会问题，力求增进相互间的认知，并在对中

日关系的理性思考基础上促进两国的合作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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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2013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35 周

1.2  京论坛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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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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3 坚持“客观、开放、深入、

坦诚”的论坛格调，拟定劳动、社会保障、教育

三个议题，创新性地设置跨议题讨论，着重社会

问题，探讨民生事件，试图构建客观互谅的沟通

桥梁，以期在提升民众相互理解度的基础上寻求

合作、化解矛盾，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严冬。

2014 年 

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负面印象再次回

升至高位。面对重重阻力，京论坛 2014 不忘“联

结未来领袖”的使命和“共创未来”的愿望，反

观自身，回归大学生群体，最终就媒体、青年、

社会责任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与讨

论。同时，京论坛 2014 放眼未来，不止于矛盾

与争端，在促进两国青年对彼此认识深入的同时，

积极探求青年人在此过程中的使命与责任，以期

实现中日各阶层多领域的互信互谅，达到化解矛

盾，同道共谋的目的。

京论坛 2014 议题回顾
【媒体】

媒体是传播新闻和舆论的主要渠道，在这个

信息量爆炸的时代，它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同

时不可避免的也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由于中日两

国的国情不同以及媒体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两国

媒体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且，在中日两国印象

的形成和中日关系的改善上，媒体也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因此，关注媒体，将有助于探索更

好的改善两国关系的方法。

媒体议题组先从媒体的基本特征出发，探讨

了在“媒体信任”“媒体道德”和“媒体监督”

三个方面中日媒体的区别，并将其运用于分析媒

体在中日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作出的贡献。

经过具体案例分析和对凤凰传媒、共同社的实地

考察，双方代表对媒体发展的新方向和媒体应承

担的责任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将成果付诸实践。

【青年】

青年决定了社会的未来，将是社会的中坚力

量。中日两国青年对对方都存在着一些成见，对

对方国家青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不甚了解。对

对方国家青年的了解将有利于消除成见，有利于

中日未来关系的友好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青年议题组运用了双方代表对问题进行观点

和理由阐述的形式，通过对“职业选择”“群体印象”

和“社会参与”三个话题的讨论，从“个人——

群体——社会”由小到大深入地比较和了解两国

青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总结出了两国青年各

自的普遍性优点，并互相取长补短。这不仅有利

于青年自身的发展和定位，也将有利于探求中日

关系发展新途径。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的履行关系着社会福利的增长，关

系着亿万百姓的切身利益，中日两国从二战至今，

经济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也因此加剧了社会

不平等现象。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需要个人、

机构和政府都自觉地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然而

当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社会责任还存在划

分界限模糊等问题，急需人们的关注。

社会责任议题组透过个人、 NGO 和企业三

个视角，着重地讨论了这三个部分所应该承担的

社会责任，分别构建了具体的评判标准。并且通

过对美丽中国和日冷公司的实地考察和案例分析，

比较了中日两国机构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异同

点，从中获得了企业将如何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的启发。经过讨论代表们对于建设有效的监督或

鼓励机制来保障社会责任的履行有了更多的想法。

【跨议题讨论】

本届京论坛的全体成员对 2014 年日本安倍

政府修改宪法解禁自卫权进行了讨论。日方代表

主要从政府的目的、理论和国内支持现状来分析

了安倍政府这一做法，中方代表则提出了该做法

将带来的危害和安倍政府应维护稳定的建议。如

此坦诚地面对共同问题，以客观开放的姿态和思

维审视中日之间的争议和冲突将有利于重建双方

之间的信任，有利于中日关系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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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背景
京论坛 2015 举办之时恰逢二战结束 70 周

年，中日关系走向新一个冰点；京论坛 2015 举

办之时亦是京论坛十周年，北京大学、东京大学

的京论坛成员热切希望可以经由京论坛，以学生

之力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京论坛 2015 秉承历

届京论坛“联结未来领袖”的使命，延续着“客

观、开放、深入、坦诚”的论坛格调与“共创未来”

的愿景，致力于将中日青年交流推向新的高度。

议题变革
京论坛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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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国际，思考中日青年如何致力于改善中日关

系与国际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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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 2015 

组委会拟定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社会流动性、

和平三个议题，致力于推动中日和解、中日合作，

愿以两国青年之热忱切实地改变我们所居的自然

环境与社会环境。三个议题的设计涵盖了历史、

政治、社会、科技等领域，广度与深度兼具。在

沿袭往届京论坛放眼未来、关注民生、“小视角

大视野”的特点之余，京论坛 2015 抓住了历史

契机，在中日关系最紧张之时致力推动中日青年

有关敏感话题的讨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交流与相互理解。

议题设计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爆发大范围城市空气污染， 环境问题受

到公众广泛关注。日本作为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

国家，仍然面对着能源困境，其核电站重启计划

饱受舆论压力。与此同时，全球有关二氧化碳减

排争执不休，多年来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

作。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解，是青年必须要面对的

问题。讨论通过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的剖析过

程中，接近问题核心，促进中日、国际合作，从

而实现人类共同而更好的未来。

【社会流动性】

当下社会仍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现象，如城

镇人口享受着比乡村人口更好地社会福利待遇、

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进入知名大学读书等。社

会流动因其没有疆界、随时进行等特征给社会平

等带来了机会，但同时社会中的阶级分化在一定

程度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中

日两国青年希望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摆脱思维定

式，将目光触及整个社会，从教育、社会福利、

职业发展等角度出发，审视平等与社会流动性的

关系。

【和平】

2015 年正值二战胜利 70 周年，对于中日和

世界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自二战结束以来，

中日双方的关系波动频繁，有矛盾冲突但同时也

努力达成共识、进行合作。同时，世界虽然总体

保持相对和平稳定的态势，但是仍存在动荡与不

和平因素在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作为世界主

要国家的中国与日本，有责任与义务在解决地区

冲突、缓解局部动荡、推进世界和平中发挥重要

作用。因此，改善中日关系不仅是促进中日战略

合作的需要，更是维护和推进当今世界和平、解

决地区冲突问题的要求。中日青年希望借此契机，

以史为鉴、立足现在、展望未来，致力于促进中

日理解与合作。

1.3  京论坛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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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题背景
2015 京论坛举办之时，恰逢中国城市灰霾盛

行，而日本重启核电站的决议也正处于舆论关注

的焦点。世界都在迷茫于“人类如何与自然达成

和解”等问题。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关系？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污染也呈现区域化、

全球化的趋势，各国将如何携手共同应对？实现

可持续性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它们从何而来？这

些都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议题组所关注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在北京和东京的讨论、参访、

座谈等多个环节，我们可以实现有效合作，探讨

新的发展模式，对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另一个国家

有一些更好的了解和冷静的审视，并思考人类如

何共同携手致力于地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议题目标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议题组的核心目标

是“认识到两国对于可持续性相同或者不同的理

解，并为未来共同应对环境挑战打下基础”。我

们希望在讨论过程中能够更多地了解对方国家的

真实情况，看到两国学生在同一问题上不同的观

念或者不同的处理方式，并在这种差异存在的情

况下探索出一种有效合作的机制。

三、议题框架
在北京会期，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了解两国国

情和两国对于可持续性的观念。首先，中方、日

方代表分别就当下热点环境事件做了回顾。在有

了感性的人类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之间冲突的认

识的前提下，中日双方代表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

给出了“可持续性”的定义，并横向比较了两个

时间的异同，客观地审视两个国家发展阶段不同

这一现状。接下来，中日双方分别就其认为的导

致社会形成这一对于“可持续性”的理解的不同

要素——代际传承以及媒体影响，交流分析会议

前期准备的问卷调查结果和资料调研结果。

在形成了对于“可持续性”和两国国情的基

本认识的前提下，在东京会期我们将讨论达到一

个新的深度，关注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问题以

及国际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困难。不同于北京

会期了解国情与达成共识的分享式交流，由于东

京会期的讨论主题见仁见智，东京会期采取了更

多元化、更多冲突的讨论形式，代表们各抒己见，

各自从自己的生活经历、所见所闻出发，我们试

图将目光投及更多不易发现的角落，来直面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困境。接下来，代表们通

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案例，分析在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方面全球合作的难题，并试图建立一个

鼓励各个国家广泛参与合作的激励机制。最后，

在回顾之前讨论细节以及参访活动的基础上，代

表们分别总结了两个国家内部个人、团体、企业、

非政府组织、政府在处理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

四、议题结论
经过两个会期的讨论，代表们对于中日两国

都有了更客观的认识。总的来说，北京大学与东

京大学的学生对于达成可持续发展都持乐观、主

动的态度。代表们认为，如果能有更好的机制将

尽可能多的国家涵盖进全球应对环境挑战的国际

协议中，并且各国参与者能够一致协调合作，那

么我们就能达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在讨论

之前，日方代表认为，由于中国对于信息的管制，

以及中国仍旧处于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中方代

        环境与可持续议题组
2.1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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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对于国际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会持更保守的观

念。然而讨论结束后，日方代表发现中方代表对

于中国优化社会结构、采取积极措施完善国际形

象，实现可持续发展持乐观态度。中方代表发现

日方代表的环保行为更多地出于社会压力而非主

动行为，日本对于环境的关注点也与中国的截然

不同。这些观点仅代表京论坛的十名代表在两周

的讨论中得出的认识，不具有绝对的群体代表性；

但是无论如何，京论坛带给代表们的批判性思维

方式，以及交流的技巧，会让代表们受用终生。

五、分议题讨论成果

>>“可持续性”的定义
在北京会期，京论坛成员试图给出自己对于

“可持续性”的定义。经过对于“可持续性”要

素的筛选与串连，我们最终形成了如下理解：

资源的使用模式既会保护自然，又不会伤害

人类的健康；与此同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会危害后代人的利益。

>> 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之前，我们按照能源使用

情况，将能源使用的发展程度（同时也侧面反映

经济与科技的发达程度）进行粗略划分，并将中

日两国按照我们给出的划分方式定位。我们认为，

中国之所以处在“0.5”的阶段，是因为其资源运

用的效率可待提高；日本之所以处于“1.5”的阶

段，是因为日本依赖的能源主要还不是清洁能源，

特别是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日本对于化石能源

的使用有明显反弹。请参考以下图表：

>>pM 2.5 与核电站事故的异同
关于中日两国环境与人类发生冲突的典型案

例，我们选取了 PM2.5 与福岛核泄露两个事件进

行展示和分析，换用一个小角度切入两个国家的

环境冲突和社会冲突。我们讨论的成果可以被以

下图表概括：

两者之间的社会后果及影响范围对比

两者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是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 环保观的认知及其差异
针对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中日双方在不同

层面上也存在有一定的认知差异。接下来的两个

主题将进行详细的阐述。

主题一：中国代际环保观差异

在北京会期之前，北大成员合作进行了一项

问卷调查，并收到了 200 多份有效的样本。经过

对问卷的分析，我们证实了在小组讨论时提出的

一个假设——中国公民中存在较为明显的代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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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观念差异。我们集中分析了样本数量较为丰富

的 60-90 年代的问卷，并且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结论一：环保教育的代际差异

 根据整体统计，有 72.2% 的受调查者表示未

在学校内正式接受过有关环境保护的教育。        

当我们对不同的出生年代进行分层计算时，

我们发现，80、90 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接受环保教

育的比率要大大高于 60、70 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在问卷中的环保知识问答中，90 年代出生的中国

人的正确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因此，我们认为，由于 60、70 年代出生的人在学

龄期间中国还未系统地将环保教育纳入教育体制，

他们环保教育相对缺乏，环境知识的掌握也不及

80、90 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结论二：环保责任的划分与承担

在“环境污染是否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代价”

这一问题中，受调查者的回答非常多元，体现出

国人在此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

在“发达国家是否应该为现在的环境问题负

责”这一问题中，超过 53% 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

的答案；而超过 55% 的受访者认为产业转移加剧

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

超过 88%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在应对环境

问题时积极地向发达国家学习。至于发展中国家如

何获得环境保护的资金、技术支持，超过 74.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发达国家有责任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环境保护方面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50.2% 的受访者将日本

列为他们心目中实行环境保护的典范。

在北京会期，北大代表与东大代表分享了会

前我们的环保观念调查问卷的结果。日本代表对

中国的代际环保观念差异这一特殊现象非常感兴

趣，并表示这种现象并没有在日本发生。为了解

决这个疑惑，我们进行了中国代际环保观念差异

背后的原因。经过总结，我们认为中国的不同时

代塑造了每一代人特有的环保观念。为了帮助日

本代表进一步了解背后的时代背景，北大代表梳

理了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期间中国社会重要的时间节点，并且举出了特殊

的案例：例如发生在 50 年代末期的较为冒进的工

业化政策的背后，是受到了“人定胜天”的主张

战胜自然的思想的深刻影响。

主题二：媒体如何塑造日本人的环保观

日本人在环保观念上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

但在日常生活中，媒体对个人的环保观念起到了

很强的塑造作用。在此处，“媒体”指的是大众媒体，

也就是报纸、电视新闻、广播、网络新闻等等。

日方代表归纳得出，日本媒体在环境问题上发挥

的重要作用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媒体对政府有很强的监督批评能力

●媒体影响公民对环境保护问题的看法

●媒体能为不同的意见提供发声的平台

●媒体能扩大一个环保事件的影响力并产生深远

的社会影响

日方代表运用了福岛核泄漏事件来进一步阐

释他们的观点，他们提出：正是因为媒体的作用，

福岛核泄漏事件在日本国内激起了许多关于环境

保护问题的讨论，促使日本人更多思考这一问题；

同时，媒体的报道对日本政府的行为产生了有效

的监督和批评作用；另外，媒体在社会舆论中发

挥了较强的议程设置的作用，福岛事件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对于核能的讨论压倒了对于气候变化

的讨论，尽管它们都同属于环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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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
接着，我们讨论了在中国和日本实现可持续

发展分别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

双方所呈现的思维模式非常不同：中方代表不约

而同地给出了一致的答案，很快在内部达成共识；

而日方代表的答案则各不相同，难以得出一致认

可的结论。中日两方代表首先分别为本国的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选出了对其产生影响的三个因素，

再对六个因素进行比较，选出对本国实现可持续

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但在比较时，中方代表认为，

由于中国国内地理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地区性差异，

很难选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普适性的影

响因素，因而无法进行比较；而日方代表在比较

时则没有太大困难。

为了更深地理解中日两方代表在思维上的差

异，我们将比较的基准由国家进一步细化到城市，

主体也由宏观的中日两方的概念细化到每一位代

表。在这个部分中每位代表需要列出针对自己家

乡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四个因素并说明理由。

日方代表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列出的因素各不

相同；中方代表也来自四个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

地市，列出的因素虽各有侧重，但无一例外地出

现了“消除贫困”。“贫困”在随后讨论中也被

中方代表一致列为国家层面最重要的因素。无论

地域差异如何，中方代表都倾向于将自己置于中

国这一整体中，更抽象地思考；相对的，日方代

表的思维方式则因人而异，更侧重具体细节。

有趣的是，在比较中我们发现，朋辈压力是

促使人们保护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置身于

一个人们都努力保护环境的社会中，个体会感受

到同样这么去做的压力。比如，在日本，我们会

因其他人都严格执行垃圾分类而不敢乱扔，但在

缺乏垃圾分类机制的中国我们就很少这样做。类

似的现象在古代中国也曾出现，即“村八分”——

如果个体违反了社群规则，则会被驱逐出这个社

群。

>> 国内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国内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与国内的主体密

不可分。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分析不同主体保护

环境的动因，以探究利用他们共同的诉求与差异

进行合作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引入

了经济目的、环保目的、自我意识、外部推动四

个因素，以前后两者分别为横、纵轴两端组成坐

标系。随后双方代表分别将两国的政府、公司、

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公民及社团放入此坐

标系中。中日两方为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

社团和政府选择的位置类似，日方将政府放置的

位置更靠近环保意识。对于公司，日方认为日本

公司根据不同类型会出现在二到四象限，而中方

仅将公司放在第三象限，这是由中日两国公司的

发展程度和科学技术的应用水平不同决定的。对

于公民，在中国，由于每代人接受的教育和早期

人生经历不同，其定位存在代际差异；而日本代

际表现相对稳定，由于长期的环境保护教育，环

保目的和自我意识较中国更强。总体而言，日本

的各个主体环保目的和自我意识较强，通过各个

国内主体的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如

中国），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大自然保护

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在中国的成

功运行即为成功的案例。它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

织，借助企业的资金和专家学者的技术支持，为

地方的政府和工厂提供并执行生态保护方案，同

时接受他们的监督，成功地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结合，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不同主体的社会定位的比较，可以发

现，不同主体的表现尽管因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

但基本特性是相似的，如公司因其营利性质而在

一定程度上偏向经济目的。我们可以利用不同主

体各自的特性，结合它在特定国家环境中的特点，

围绕环境保护加以整合，实现多主体之间的合作，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 国际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中日双方都意识到，国际合作是

解决环境和可持续问题的关键步骤。我们认为目

前正处于后京都议定书的关键时期，世界各国有

义务共同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因此，我们

重点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进程以及未来可

行的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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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概况

气候变化指在较长时期内气候状态出现统计

学上的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天气的剧烈变化或

者异常。虽然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气候变化现象一

直存在，但目前全球发生的气候变化为科学界公

认的非自然现象，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天气变化，

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全球变暖。

我们首先对人类导致的全球变暖的原因进行

了探讨。我们主要考察了中国、日本、美国、俄

罗斯等十五个主要经济体 1850-2012 年二氧化碳

累积排放量以及 2012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虽然中

国是目前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占据 2012 年全

球 27.52% 的排放量，但是就累积排放量而言，

老牌发达国家在长期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量更加

可观，美国的累积量甚至达到了全球的 26.8%。

世界各国应该根据有关每年新增排放与历史排放

等更加全面的数据指标，划分责任共同合作，而

京都议定书的合作框架已经不再适用。

历史关键合作

1992 年，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

化问题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此

框架下各国通过谈判又达成了其他补充条款，其中

影响力最为广泛的就是 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

对于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Annex 1 Countries)，京

都议定书规定了其 2012 年之前的量化减排目标，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从 2012 年

开始再承担减排责任。虽然议定书有提出国际排放

贸 易 机 制 (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

联 合 履 行 机 制 (Joint Implementation) 以 及 清

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等灵活合作机制，但是其对于 Annex 1 国家的激

励仍然有所欠缺，导致议定书在全球范围内的效

力降低 (Lack of Ratification)。我们认为，这从

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国际合作机制的失灵。

未来合作模式设想

在后京都时代，国际合作仍有许多提升的空

间。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对于责任承担有着不同

的认知，交流与沟通变得尤为重要。比如，发展

中国家 2012 年之前并未承担减排责任，而在当下

中国、印度等国的排放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也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经济指标在此

已不能成为关键的判断依据。“发达”和“发展中”

的概念分界本身也很模糊，许多东大代表一度认

为中国是发达国家，而北大代表则认为“中国是

发展中国家”既是一种常识，也应该是国际共识。

在出现认知偏差时，我们认为需要通过定量

和定性指标结合的方式确定任务划分，重建合作

框架。通过讨论，中日两方代表达成了共识，国

际合作应该建立在以下两条原则之上：

● 所 有 有 责 任 (responsible) 并 且 有 能 力

(capable) 的国家都应该参与减排；

●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和美国）对于合作的贡献

值应该被赋予更高的期待。

因此，新的衡量体系应该具有判定一国预期

贡献值 (expected contribution) 的功能。我们

选取总 GDP、人均 GDP、GNP、CO2 累积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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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当下排放量这五项作为定量指标，国家科技

水平、以往环境保护表现作为定性指标，国际的

衡量体系应该至少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更好的定

义不同国家的预期贡献。并且，不同的因素也应

该被赋予不同的权重，这就牵涉到这些因素对气

候变化的历史影响，需要更加详尽的回归分析才

能得出。虽然没有时间实现进一步分析，但双方

代表还是根据自身认知对以上因素进行了重要性

排序。我们意外地发现，中方代表的排序结果普

遍相似，即 CO2 累积排放量应该被赋予更高的权

重，而日方代表的结果则比较多样化。这是非常

有趣的现象，原因也是深层和多样的，它与我们

的家庭背景、教育环境以及信息来源都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针对这样的文化差异，我们也希望今

后能进一步探讨。

六、座谈会及实地考察

北京会期 :

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题】中国大型企业的环境理念与环保参与

【 介 绍 】 汉 能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Hanergy 

Holding Group Limited，简称汉能集团）成立

于 1994 年 ( 甲戌年 )。集团以水电等传统清洁能

源为基础，已建、在建水电项目权益总装机容量

（total equity installed capacity） 超 过 600

万千瓦；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主导，在广东、四

川等地投资建设产能约超过 3GW 的太阳能光伏研

发生产基地，是当今国内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

最高的民营清洁能源发电企业。

【目的】了解中国大型企业在环境方面的创新度、

参与度和国际地位，了解中国企业在践行其环境

理念时遇到的障碍。

【内容梗概】中日双方代表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校友及汉能全球光伏应用集团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公司总监的陪同下参观了汉能集团位于北京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清洁能源展示中心和办公大

楼，并与总监进行了座谈，了解了汉能集团的科

技创新、企业文化，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契

机和政策扶持。

北京会期 :

北京普洛泰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主题】中国小型创业型环境企业的环境理念与

环保参与

【介绍】北京普洛泰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是专门

从事区域性节能环保咨询设计、项目管理，产品

开发、生产销售，综合研究与国际交流的高新技

术公司企业。普洛泰克以“与自然共生”为理念，

凭借先进的国际经营理念及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

自 2009 年创建以来在节能、污水处理，区域内环

境治理和智能交通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其公司合伙人之一恰为第一届京论坛 alunmi 佐野

史明先生，此次参访也是十年后京论坛的重聚。

【目的】了解中国环境创业型企业发展理念、发

展契机及遇到的问题。

【内容梗概】第二届京论坛 advisor 安硕女士向

中日双方代表介绍了公司发展的契机、人员组成、

发展理念和业务范围，并介绍了设计绿色建筑和

绿色工业园区的流程和咨询实例。安女士还分享

了公司的社会责任承担及其下属 NGO 运营情况和

项目开展。最后安女士表示公司欢迎有能力、有

思想的青年加盟。

北京会期 : 北大林歌
【主题】中国大学生社团的环境实践

【介绍】北大林歌是北京大学的一个环保类学生

社团，致力于多种形式的校内环保及回收活动，

如废品变树计划、创意环保宣传和低碳科技。北

大林歌致力于号召同学们“为自己的碳排放买单”，

让各位同学意识到环保的责任，提倡同学们亲身

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林歌回收的废品将通过环

保的厂家制成环保纸张，并且按照一定的比率返

还给同学们。在北京房山定期举办植树之余，林

歌还进行了低碳科研活动，对北大学生的碳足迹

进行了估算，提出了“林歌碳单位”概念。目前，

林歌已形成一支志愿者团队，将环保的理念扩充

到了全校各个角落。

【目的】了解中国大学生社团在环保实践与环境

宣教方面做出的努力和突破，了解大学生环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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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与其他角色（NGO，政府，企业）的联系。

【内容梗概】北大林歌的负责人，北京大学 14 级

法学院本科生马子朔同学向中日代表介绍了林歌

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活动项目，并向日方代表赠送

了林歌使用收集到的打印纸制成的铅笔和笔记本。

中日代表对于林歌表现出来的领导力与责任感印

象十分深刻。

东京会期 :IRESA
【主题】日本环境类大学生社团的组织形式

【介绍】IRESA 是由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早稻田大学等高等学府学子组成的环境研讨类社

团，其定期组织研讨会，对于一个特定领域展开

研究与讨论。

【目的】了解日本作为一个环境高度发达的国家，

其现存环境类社团的组织形式和关注点。

【内容梗概】IRESA 的成员与京论坛成员就日本

核电站是否该重建、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展开了共同讨论，IRESA 成员也就一些其关注的

中国环境政策和环境问题与中方代表展开了交流。

东京会期 :

KASHIWA（千叶県柏市）
【主题】日本生态城市的城市规划与理念

【介绍】県柏市是日本千叶县西北部的一个商业

城市，目前为中核市、业务核都市，人口居千叶

县第五位。県柏市积极践行生态理念，推行新能

源的使用。

【目的】亲身感受日本的生态城市以及生态理念

如何在生活中的细节中得到实践

【内容梗概】中日代表前往柏市的生态理念倡导

馆以及当地的生态农场和人工草坪参观，了解生

态城市的城市规划和社会细节。代表们了解到，

柏市的建设完全符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平衡的

理念。柏市完全将内燃机汽车以无排放的电动汽

车替代；城市建设和对生态理念的践行吸引了更

多年轻人迁居至此，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最

重要的是，其可持续能源自给自足，并且以共享

的模式实现资源的智慧高效配置，是一个环境保

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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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题背景
为什么城镇人口享受着比乡村人口更好的社

会福利待遇？为什么相比于贫困家庭，富裕家庭

的孩子更容易进入名牌大学读书？这些都是当前

社会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而谈论到社会平等，

有一个概念无法规避，就是社会流动性。作为影

响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社会流动性具有持续、

广泛等特点，并且作为社会阶层上升通道的基础，

为实现社会平等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一定程

度的社会不平等，却能够保证社会活力，刺激生

产力发展，因此把握社会平等程度与社会流动性

高低的平衡至关重要。我们将基于已有的对社会

流动的研究，从教育、社会福利、职业发展等角

度出发，探寻最适合社会健康发展的平等程度、

并研究其以何种方式促进社会平等以及作为大学

生的我们如何为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做出贡献。我

们希望能结合已有理论与实践考察，提出自身的

独特见解。

二、议题目标
1、对比中日两国教育系统，主要就大学前教

育现状进行讨论，同时涉及大学教育体系，重点

分析两国大学入学考试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 

2、对比中日两国职业系统，重点分析影响两

国学生求职的相关因素，及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3、基于以上分析，得出我们对社会流动性的

独有见解，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提高社会流动性、

促进社会公平的改进方案。

三、议题框架
我们首先将社会流动性的理想状况定义为：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外

生的条件）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根据这一定义，

我们选取了人的一生中与社会地位改变关系最密

切的两个阶段——教育与工作——来考察中日两

国目前存在的阻碍社会流动的因素，通过分析成

因，提出可能的解决措施。

在北京会期展开的是有关教育阶段的讨论。

我们将教育再细分为大学前教育（包括义务教育

与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在大学前教育阶段的

讨论中，我们找出了中日两国各自大学前教育存

在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并以中国的城乡教育资源

不平等现象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探讨。而针对

大学教育阶段，我们讨论了大学的录取标准、大

学应当扮演的角色与大学中现行的评价体系等方

面。其中，我们着重比较了中日两国不同的高校

录取方式（分地区排名录取与全国统一排名录取），

分别分析了两者的利弊。

东京会期中，我们的讨论则集中于职场规则

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讨论的对象包括了招聘阶

段与职场评价体系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招聘阶

段的讨论聚焦于两国均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

其中，产假制度在两国的不同实施程度成为了讨

论的焦点。职场评价体系的讨论则围绕日本的终

身聘用制度与中国的“关系”现象展开。

2.2  社会流动性议题组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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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议题讨论成果

1、北京会期：家庭及大学前教育

a、社会流动定义

我们将人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出生阶段、

受教育阶段、工作及以后阶段。个人在出生阶段

的社会地位由家庭直接决定，家庭与家庭之间的

社会财富与社会地位都不相同，而个人不能决定

自身会出生于何种类型的家庭，因而个人生来便

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这里的社会地位，很大程

度上与个体在社会中的受尊敬程度及所拥有的社

会财富相关联。之后进入到教育阶段，其中对中

日两国学子都极为重要的是进入大学前的大学入

学考试（中国称之为高考）。在受教育阶段之后，

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求职；而在真正

进入职场后，又不断面临升职的竞争与压力。随

后人们结婚生子，进而给下一代带来不同的社会

地位，如此循环往复。在这其中的每个阶段，个

人都能通过不同的选择与自身的努力，帮助自身

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而将其放大至整个社会的

范围，便构成整体社会的流动。我们设想中社会

流动的最佳状态，是每个人都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

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

b、大学前教育（Pre-University 
Education）

首先中日代表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教育能

促进社会流动。一方面，教育特别是大学前教育能

给学生提供一个跳出原来生活圈的机会，所以这

一阶段的教育也可以视作追求未来光明的一笔投

资。为衡量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效果，我们采用

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即学历与收入相关性分析——

两国研究显示，学历越高往往收入越高。

但事实上，教育总体看来并没有完全发挥其

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一现象的原

因是存在五大障碍：公立和私立学校差距过大、

城乡差距过大、家庭背景差距过大、户口问题和

重点 - 普通校之间的差距。

我们重点分析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本的城

乡差距并不明显，相对之下，中国的城乡差距更

加明显。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日本几乎所有的

顶尖学校都集中在以东京为首的大都市里，我们

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学校的城乡差距问题

类似。目前在两国，城乡学校之间的差距形成原

因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城乡学生学习积极性差

异；课外辅导资源分布不均；教师的流动性不足；

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的缺失；乡村学校师资方面

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不足。

基于以上讨论分析，我们站在政府和 NGO 的

角度尝试提出了我们的解决方案。从政府角度分

析，我们应通过升职政策调整、提供更高的工资、

完善生活保障服务等方式促进城乡教师间的流动，

尤其是促进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同时为乡村学

校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成立更多寄宿制学校，

统一管理学生，提升教育质量。从 NGO 角度，则

需要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同时需要提高当地学校

的教学质量，主要通过训练当地老师或输送新的

高质量老师过去；同时我们也建议尝试提供更多

网上资源，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我们参访了美丽中国

（Teach For China），从而从整体结构上完善了

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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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调查显示，城乡差距在大学入学考试体现的

尤为明显。

我们比较了两国的大学入学考试系统。在中

国，实行一年一次的全国统一考试，由各省设有

不同的成绩标准，学子依据当地的成绩（或排名）

决定进入哪所大学，而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统一

排名；在日本，学生除了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统

考，并得到全国排名外，还要参加各个学校相应

的第二轮入学考试，并最终依此决定是否能够进

入此大学。我们定义日本的考试方式为“绝对”，

因为其形式为全国统一考试、排名；定义中国的

考试方式为“相对”，原因在于各省考试有所区别，

同时大学给各省的名额也有区别。之后我们对两

个系统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比两种制度的优劣势。

经研究发现，中国的考试制度具有一定区分度，

但囿于试题原因，容易造成来自偏远地区的同学

难以考入名牌大学的问题；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

制度相对客观，但会造成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

平等分配。我们最终尝试将两种制度的优势结合，

提出我们的建议改进方法。

 d、求职体系：

为给东京会期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同时也就

两国求职体系进行了分析，讨论主要针对中国的

关系问题及户口制度展开。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

深受户口制度影响，因此我们也主要针对户口制

度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例如，非城

市本地户口的流动外来人士一方面不能享受所在

城市的社会保障系统，另一方面从事的工作一般

也连带相对层次较低。我们希望通过健全透明的

求职系统、对非本地雇员的补贴以及开放的落户

系统解决这个问题。

2、东京会期：求职体系及评价体系

a、求职过程中的男女不平等

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存在着公司在求职

者能力、适合程度都一样的情况下，会偏好男性

的情况。大多数公司都存在固有成见，他们认为

男性更加吃苦耐劳，且会更少受家庭因素的影响。

归 结 其 原 因， 我 们 认 为， 不 仅 在 公 司， 在

整个社会中首先都存在着某种社会意识（Social 

Norm），认为女性应该成为家庭主妇，照顾家庭、

丈夫和孩子，从而形成固有偏见。第二个原因是

客观存在的生理差别。女性在夫妻关系中承担着

怀孕生子的责任，而日本女性很可能会因为怀孕

而辞职回家。一方面可能出于女性自身的意愿，

另一方面是迫于公司压力，即女性生子过后即便

重回公司也往往不能回到原本岗位，转而需要担

任相对低层级的职务。这会使女性更多在怀孕后

被迫选择辞职回家，成为家庭主妇。这种情况在

中国则相对较少，因为首先男女在中国的社会地

位上更加平等，其次公司制度方面对待女性的条

文更加完善、人性化，女性更可能回到原岗位上，

使得中国女性得以放心休产假。

b、关系

“关系”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而常见的概念。

我们对关系的定义提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

你自己的交际能力，比如取悦上司、与同事交往

的能力；另一个维度则是从家庭继承下来的人脉

网络，是一种受到家庭资源影响的关系。我们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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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重点是后者。举例来说，若上司希望在两个

候选中人选择一个提拔，一个家产丰厚，提拔可

能会带来额外的生意合作；另一个则没有任何背

景，即便能力更高，从公司效益角度考虑，往往

会选择前者，这就是“关系”在公司评价体系中

运作的原理。

实际上，这不仅只在中国发生，在全球各地

都成为了普遍现象，只不过中国的情况更加特殊、

更加明显。

c、跳槽问题

人们选择跳槽，往往是因为更高的工资或者

更高的工作地位。双方代表都认为跳槽能够使人

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但极少数日本人会选择

跳槽，而在中国和美国，这一比例则大大提高。

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最有趣的发现被称为“名

誉成本”。在多数国家，一两次跳槽经历被视为

正常的现象，但在日本，跳槽一次则意味着对自

己公司的不忠诚，对下一份工作会造成极大的影

响。此外，因为日本公司提供完善的 OJT 职工培

训系统，跳槽会使得公司遭受巨大培训损失。而

且，跳槽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能力不足的表现。

这几大因素都促使日本人不选择跳槽。因而不论

对于雇主还是雇员来说，终身雇佣制都是权衡之

下较好的选择。

五、议题结论
经过两周的讨论，我们的重要感受是，当就

相关场景或问题做出价值判断时，总是会受到自

身社会背景不同带来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不同

的影响。

我们讨论了阻碍社会流动性的一些因素，并

且思考了教育体系和工作体系背后存在的深层次

问题。最初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从客观的角度出发，

挖掘到更深层的社会问题。然而，当一些问题涉

及到我们的认知和接受度时，我们发现我们的思

维模式深受我们所处环境的影响。

例如，讨论的过程中，日方代表发现中方代

表承认社会中“关系”这个现象的存在且对其抱

有无能为力的态度，同时还认为其一定程度上帮

助解决了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另一方面，中方代

表也发现，尽管日本社会存在着由于年资制度和

终身雇佣制度造成的社会不流动现象，但是日方

代表反而觉得这些制度维护着一定的民众利益。

中日双方代表都看到了对方社会中存在的制度弊

端与社会问题，却难以保持清晰认识本国制度弊

端并加以批判改进的态度，每个国家背后的社会

固有观念都导致了“当局者迷”的现象。

而两个会期最大的收获便是代表们学会用讨

论中所发现总结出来的方法论去重新认识被之前

认知固化的社会形象，尤其是当需要对某一特定

社会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分析的时候。正如日方代

表讨论结尾时，向中方代表表示由于他们的家庭

背景，在终身雇佣制度问题上的看法以及观念或

许存在偏见，但得益于这次讨论，他们得以有机

会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认识这个问题。

虽然仅仅凭借双方代表的力量很难对社会流

动性的提升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我们相信这些

结论会帮助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去尽量客观地看

待身边的问题，并且有一天我们能够将自身认知

深化并从实际上做出改变。

六、座谈会及实地考察

北京会期：美丽中国
美丽中国自 2008 年起深耕公益，每年招募优

秀青年人才，输送到教育资源匮乏地区从事两年

一线教育教学工作，帮助当地实现在教育上的突

破性发展，同时培养项目教师成为有能力且长期

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未来人才。美丽中国

致力于投入和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逐步解决教育

相关的各个“关节”问题，实现“让所有中国孩

子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的愿景。

我们参观了美丽中国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办公

室，首先我们通过宣传片了解了中国目前的教育

不平等问题和美丽中国所进行的工作，随后美丽

中国的代表向我们具体介绍了该项目的运营情况。

在自由交流的环节中双方代表紧扣议题，提出了

许多关于教育与社会流动性关系的问题，比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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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目前义务教育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教育对于

社会地位的影响等，美丽中国的代表一一进行了

解答。

东京会期：Learning For All
Learning For All 是日本一个专注于教育的

非盈利公益组织，曾经从属于 Teach for Japan

现在独立运营。LFA 招募在校大学生作为项目老师，

向没有经济能力上课后补习班的高中生提供辅导

课程，以帮助他们考上更好的大学。LFA 有着严

格的教师培养体系和反馈机制，以保证较高的教

学质量。

我们前往了位于日本东京的 LFA 办公室，首

先由 LFA 的创始人为我们简单介绍了 LFA 的历史、

背景和运营模式，随后代表被分为两组分别与两

位项目教师进行问答和讨论。代表们提出了许多

关于 LFA 资金状况、发展计划的问题，同时中方

代表也借此机会对日本独特的课后补习班问题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LFA 的成员与中方代表深入交流，

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教育制度、教育公益组织发

展的问题。

东京会期：三井住友银行
三井住友银行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1 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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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参观了位于东京都大手町的三井住友银

行总部，首先由三井住友银行人力资源部的代表

介绍了三井住友银行的历史概况以及日本银行业

的市场情况，然后由业务部的两位资深员工介绍

了他们在三井住友的工作情况和感受。接下来代

表们分别与两位员工进行深入沟通，着重了解了

日本终身雇佣制对于职业发展的影响，两位员工

则以三井住友银行为例分享了他们对于日本职场

文化和职场社会地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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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题背景
201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这一年对于中日两国和世界都有重大意义。自中

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由于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和在现实问题上的争议，

双方关系曲折前进。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低谷

期。中国的崛起，如“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的建立，被日本视作潜在威胁，而日

本官方不顾历史事实多次修改教科书、首相屡次

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激起了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

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改善。

    然而，作为东亚地区的两大主要力量和世

界格局中重要部分，中日关系不仅深刻影响着两

国未来的发展，更牵动着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

的局势。

因此，改善中日关系既是是促进两国战略合

作的需要，又是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的要求。

二、议题目标

和平前提是消除不信任，而事实上中日之间

的巨大分歧正是阻碍双方互信的主要因素之一。

会期中，我们主要从现实角度和历史角度探讨了

中日的关键分歧、背后原因以及政府和青年的角

色，同时交流了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表达

我们个人的观点并且解答了彼此的困惑。

三、议题框架

在北京会期，我们主要研究的是现实问题层

面中日双方存在的的分歧。我们首先给出“和平”

的定义——没有战争或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中美、日美关系以

及美国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其次，我们探

讨了中日双方对于彼此认知上的质疑。最后，我

们用“成本收益法”得出中日双方在现实情况下

不可能发生战争的结论。

第二个讨论点源于日方及国际社会对于中国

国内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极端势力以及人权问

题的质疑。    

东京会期的历史问题分为四个模块。

1. 历史教育问题。

2. 进一步探讨中日双方对彼此的偏见。 

3. 对于国民精神的误读与重新理解。

4. 如何更好地传递和平信念。 

2.3  和平议题组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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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议题讨论成果

1、北京会期：现实争议问题
a. 双边关系

考虑到战后以来，日本一直与美国保持同盟

关系，在外交领域也一直追随美国的决定，而由

于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对中

国最大外部威胁。因此在讨论中日关系时，我们

认为不可忽略美国在其中的影响，因此着重对中

美、日美及中日三对关系展开讨论。

中美关系

中方代表一致认为中国视美国为竞争对手，

理由如下：首先，两国在人口、地域等规模上更

为相近，构成了竞争基础；其次，两国存在一定

的利益冲突。尤其在国家安全层面，美国“亚太

再平衡”战略逐步推进使正面摩擦加剧；第三，

两国意识形态对立。 

为不受西方国家制约，中国试图更多地参与

国际社会建设，构建一个更为合理的国际秩序体

系。中国一直走和平崛起道路，希望在国际社会

中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日美关系

中方代表认为日本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中处

于从属的地位，在国际事务决策中常常追随美国

的外交决定。上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进口多出口

少，而日本出口多进口少，导致经济失衡。为了

改变这一局面，美、日及其他国家签订了“广场

协议”，各国央行在市场上抛售美元。然而，“广

场协议”却并未达到日本预期的效果，日元相对

美元大幅升值，国内泡沫急剧扩大，最终，房地

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导致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

有观点认为这是随后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的

导火索。美国同时利用日本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实

施封锁中国的岛链战略。

但日方代表认为两者在同盟关系中处于对等

地位，且目前美国的国际战略重心更多地放在国

际恐怖主义上和中东问题上。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受历史与现实双重因素影响。近代

中国衰落、日本崛起的历史与当下中国崛起、日

本发展减缓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让这一问题显得更

为复杂。日方代表主要担忧是如今中国的大国意

识和民族主义，以及对周边国家存在的鄙视态度，

是源自中国自古存在的“中华思想”，并认为这

种思想正是包括钓鱼岛（日方称尖阁列岛）事件

等在内的局部冲突的导火索。但在中方代表看来，

所谓“中华思想”更多是对中国尤其盛唐时代的

灿烂历史的骄傲，并以此为激励建设国家。而“夷

狄文化”的观念则是一种落后的观念，早已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自行瓦解。

中方代表主要担忧右翼势力对日本政治的影

响。右翼势力通过引导精英层和媒体，对公众进

行诱导，进而影响决策，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

行新安保法案，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但日

方代表认为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客中占极少部分，

而新安保法案是日本谋求国家正常化的必经之途，

并非军国主义复活。

最后，双方代表一致认为中日没有发动战争

的可能。从外部体制来看，一系列制约机制限制

领导人做出战争决策。从内部动因来看，发动战

争的成本远大于战争可能带来的收益。中日存在

着战略互惠关系，中日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东亚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b. 国内问题

在北京会期，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日本一方对

中国国内问题的不信任。

中日在中国国内问题上的态度对立主要由三

大因素导致：“信息源偏颇”、“民众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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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不同”、以及“国内政治重心差异”。

信息源偏颇

日方代表最关心的中国国内问题之一就是中

国是否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少数民族问题

又是他们最关注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以少数民

族问题为例，探讨了双方在信息源上的差异。

当我们提到中国的民族政策时，中方代表的

第一反应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随后才是基于此

制度对民族恐怖分子的控制。但日方代表不了解

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汉族对待少数民族

的手段涉嫌压迫与暴力。同时，当我们提到“少

数民族”时，日方代表更倾向于认为他们都是经

受磨难的无辜人民，而中方代表明确划分少数民

族中普通善意民众和极端主义恐怖分子这两类人

群。

中方代表观点的形成原因似乎更加明显。由

于更强的网络审查制度，中国民众所接触到的消

息具有一定的偏向性，因而更容易形成某一种思

维定势。然而我们同样发现，尽管在日本并不存

在这样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日媒更倾向于从某

些特定角度来报道特定事件，因而很难出现不同

声音，最容易被民众接收到的信息仍然只是处于

偏见立场的新闻。在少数民族这一例子中，就表

现为对于中国政府的错误批评。

由于双方都面对着偏颇的信息源，造成了两

国认知差异，从而导致不信任的滋长。

民众对政府的期待

两国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民众心目中对政

府的定位和权责期待并不相同。日方代表认为中

国政府的部分行为过于集权，有碍人权的实现。

而同样的行为在中方代表眼里却十分正常。

我们援引了日本人质遭到 ISIS 杀害的事件进

一步说明这一差异。在这一事件中，受害人的父

亲公开对给政府带来的麻烦表示抱歉，而在中方

代表看来，解救人质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在这种

诉求的差别中，我们发现日本民众似乎更加独立；

中国民众则习惯于把部分事情交由政府来决定和

处理。

深入探究后，我们总结出以下原因：

日本已经拥有相对成熟的政治体系，保证了

日常事务的正常流转，并不需要政府的不断出现；

其次，日本国民所受的教育并不突出强调政府的

功劳，因而民众更愿意从个人层面努力，而非政

府帮助。

而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历史导致民众习惯

于依赖政府；目前社会上非政府组织的不完善使

得部分民众只能依靠政府；受限于当前的国民素

质，精英阶层的决策显得相对更可靠。

国内政治重心

对于中国而言，稳定是不可动摇的重心。中

国极其庞大的人口与多样的民族构成、民众相对

较低的文化素质和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情况，稳定

是发展前提。而对于日本来说，政府与民众在政

治事务中更注重民主与自由，稳定似乎并不是他

们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虽然关注重心不同，背后的逻辑却是相似的。

我们对政治所持的观念来源于各自周围的环境。

而后随着成长与学习，我们逐渐从日常生活中了

解到无数可以用于佐证这些观念的事实。再到能

够独立理性判断的时候，我们为自己从小所持的

观念建立起严谨的思维框架与逻辑基础，用于证

实，而非证伪。

2、东京会期 历史遗留问题
a. 历史教育

我们首先定义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右

翼”。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日本右翼已经成为鼓吹

军国主义复活的极端政治势力的代名词。然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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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惊讶地发现日方定义的“右翼”仅仅是一种偏

向保守的政治派别，且他们认为极端右翼势力仅

占极小部分。因此我们认为在讨论历史教育时应

当打破“右翼”这一概念的拘束，更客观理性地

去看待。

然而通过借阅一本最广泛使用的日本高中历

史教科书，我们发现它覆盖了更多历史事实和细

节，编写更有逻辑。不过，我们依然关注到了其

存在的两大问题。

首先，教材仍然对部分事实和细节作了模糊

处理。例如，关于“七七事变”，该教科书的描

述是“政府做了不扩大战争的决定，然而后来阁

议决定出兵”。关于南京大屠杀，该教科书的用

词是“南京事件”，并且仅仅简单描述，没有任

何屠杀场面的图片。而最让我们中方代表诧异的

是，在所有关于第二次日中战争（日方提法，即

中国抗日战争）的描述中，没有类似“侵略”的

字眼出现，然而国人一般认为程度较轻的中日甲

午战争和“二十一条”，却明确地被定义为“侵略”。

经过中日双方的讨论，我们认为尽管大部分日本

人都承认包括侵华战争在内的二战对于日方而言

是对外侵略，但教科书并未如此定义，可能的原

因是编者认为，在一战后的《非战公约》中禁止

了之后的殖民扩张侵略，因此一战之前的殖民扩

张被认为是“合法的侵略”，而二战只能是“非

法的战争”。

第二，日本的反战教育更侧重于宣传日本人

民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而非日本对世界人民造

成的伤害。例如，在损失方面，该教科书使用了

大量数据和图片来说明日本受到美国袭击后的伤

亡惨状；而在战争的责任方面，教科书仅仅用了“日

本不宣而战”的字眼来进行描述。我们肯定日本

反战教育的表面，大部分当代日本人反对战争，

痛恨战争。然而我们依然质疑其深层动因和反省

的效果。毕竟，连需要做到最“客观”的教科书

都存在着这种问题，毋论靖国神社的游就馆会如

何扭曲这些史实。

另一方面，日方也对中方教科书的客观性问

题提出了质疑，包括过度侧重爱国主义，在抗日

战争的段落突然用诗化的语言来夸张地描述战争

的惨烈性，使用过多的血腥图片等等。对此，我

们承认中国教科书同样存在着不够客观的问题，

但也发现了不管是哪国的教科书都在一定程度上

为政治服务，在史料选择、描述口吻上存在着或

显性或隐性的主观色彩。

最终双方认为客观的教科书或是直接列明了

各种不同的历史观点，或是提供了充分而无偏差

的历史事实以使读者能够做出自己客观的历史判

断。除不断完善教科书以外，双方还应改善教学

和考核模式、重视补充材料等。

b. 现实认知

就中方而言，由于自上而下信息审查的存在，

对日本的认识自然是存在一定偏差的。而对日方

来说，表面上不同立场的媒体都能自由发表言论，

反而使日本人民形成了一种绝对客观的印象，从

而怠于寻找真相。我们重点总结了以下两大案例。

1．安倍谈话

经过中国媒体报道，我们对“安倍谈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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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仅仅是日方否认了日本应当承担的道歉、谢

罪的责任，但事实上“安倍谈话”中也表达出了

对战争罪行的反省，其提出的日本后代不应当继

续承担谢罪责任的观点，在逻辑上能够理解。同时，

日方对中国人民的要求存在着误解。许多日本人

对中国人在建交时接受了日本的道歉之后，时隔

几十年又来强迫日本继续谢罪的行为表示非常不

满。但事实上大部分中国人是希望日本能以实际

行为表现出悔改。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屡次以首

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着实激怒并伤害了中国人民。

2. 靖国神社

中国人往往认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无

视其他国家人民感情的表现。而在与日方代表讨

论后，我们发现神社在日本人民心中更多是宗教

含义，神道教“英灵一体”的思想使得甲级战犯

分祀成为不可能。而靖国神社作为祭祀为国牺牲

的军人的场所，首相参拜以满足军人家属的希望，

完成对本国人民的一项工作，本无可厚非。然而，

我们一致认为，作为一个首相，如果希望维持与

邻国的友好关系，应当更多地考虑此举可能带来

的国际影响。

c. 对国民精神的误读与重新理解

据对中方不同年龄群体的大样本调查，我们

发现对于日本的负面印象中高频出现的词汇包括

“残暴”、“极端”及“武士道”。中国民众将

武士道归纳为日本普遍的国民精神，并将其与二

战阶段的军国主义与战争中的残暴行径相联系。

经过讨论，我们获得了对武士道和国民性与战争

相互关系的重新理解。

中方认为武士内在的好战性，以及日本人对

忠诚的认可和高阶层对低阶层的无形压力，导致

了战争发动时民众的盲目响应和狂热认同。经过

讨论，我们确认了武士道是要求武士阶层遵从道

德规章，其内涵并不仅限于以上两种。武士道精

神中的忠诚与牺牲精神在二战结束之后经过民主

化改造和天皇制改革已濒于消失。

从目前社会现实来看日方的解释的确具有说

服力，广泛的反战示威游行与对国会强行推动安

保法案的抗议反映了武士“愚忠”思想的逐渐消

失。然而从学理和日本当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来看，

我们仍能发现武士道隐含于国民精神之中的蛛丝

马迹。如果说武士道是内在的，是通过遗传而传

播的民族基因，那么尽管经过近代的思想改造和

现代的政治变革，武士道的影响也并未完全退出

历史舞台，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轻易将武士道的负

面因素归纳为日本民族的好战特征。

d. 如何更好地传递中国和平的信念

日方表示了对于中国崛起以及以势力扩展为

核心的“中华思想”复苏的担忧，而作为后来者

的中国应该如何向邻国传递自己“和平崛起”的

信念呢？这需要中国外交从社会主义结盟和韬光

养晦时期中吸取教训，做出适应时代发展的转变。

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

征的大国关系不仅适用于中美两国，同样也适用

于充满非理性矛盾对立的中日两国。

对于国内政治来说，中国应该逐渐抛弃意识

形态宣传式基础教育，尽管在塑造国家认同的同

时免不了“他者”的存在，但将日本作为激发极

端民族主义工具的做法明显弊大于利。另外，媒

体应在构建双边友好关系中传递更多积极的信号，

而非通过操纵筛选信息迎合已经蔓延的仇恨。

冷战格局中以结盟和保障安全为核心延续的

革命外交和 1980 年转型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默

默无闻都已经成为过去，虽然今天的中国在国际

秩序中的角色还略显青涩，但中国的综合实力与

发展状态已经不允许中国从中逃脱。中国应该更

多地学习如何使用国际话语和规则与他国进行交

流，而非固守已经过时的解释方式（如涉及领土

问题时常用的“自古以来”措辞），并利用不断

提升的国际地位在国际话语权的制定过程中扮演

更加积极有建设性的角色。中国和平崛起信念的

传递，绝非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反复的

陈述，它需要中国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上对于

惯用方式的彻底改造和国民心态的再塑造。

在讨论中，我们通过对两国教科书的比较及

对中国民众对日心态的解释也使日方相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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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对华外交方式中等待中国首先做出积极回应

改善双边关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保守派政治

家通过忽略侵略事实或以打擦边球的方式论及历

史问题的行为对东亚他国国民感情的伤害至深。

因此，日方代表表达了对日本政府能更加真诚实

际地正视历史，而非逃避甚至挑衅的希望。

 

五、议题结论
现阶段下中日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也只有坚持反对任何意义上的战争才能实现真正

的和平。同时针对中国国内问题，尽管日方代表

依旧无法完全接受中方代表的观点，但是表示能

够理解，并且有所修正其原先的认知。

中日两国之前存在难以逾越的由历史问题带

来的情感障碍。中方代表提出要将侵略事实加入

日本教科书，并以一系列史实加以佐证。日方代

表虽然也同意这一说法，但在情感上始终难以完

全接受。

其次，由于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受多方面的影

响，易形成偏见。中日关系的改善，需要我们从

对方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

最后，中日关系的改善不仅与政府有关，也

需要公民的努力。京论坛举办的初衷和意义，就

是唤起大家对中日关系的思考，与我们分享对于

相关问题的见解。随着中日民间交流活动的日益

蓬勃，我们相信中日关系会向着友好积极的方向

发展。

六、座谈会与实地考察

北京会期：日本大使馆

【主题】参访日本驻华大使馆 

【介绍】在大使馆的邀请下，我们与社会流动性

组、环境组共同前往日本大使馆参访。在使馆内，

公使山本恭司为双方代表举办了有关中日政治关

系的讲座，就日本道歉问题进行了讲解。随后中

方代表参观了使馆内部构造，并在休闲区域从工

作人员处了解了中日留学相关知识。

【目的】在专业人士的讲解中，学习中日关系的

历史知识，增进双方对中日间和平关系的认识。

【内容梗概】在公使的讲座上，日本大使馆为我们

提供了 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5 年

村山富市谈话、2005 年小泉纯一郎谈话和 2015

年安倍晋三谈话的中日双语文本。通过对三份日

本首相谈话文字的细致讲解，公使比较了不同谈

话中用语的差异，并据此与现实中对谈话的批评

进行对照。其中，公使提出了“反省”与“谢罪”

的差异，表明仅仅存在于内心的“反省”或许不

能获得受害者的原谅，只有确实传达出去、并收

到认可的“谢罪”才真正有其作用。这一概念对

和平组东京会期的讨论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在比较日本首相谈话的文本之外，公使也表明，

这三份文本中对于受害者的承认已经逐步增加，

日本一方在表达自己的诚意。鉴于 1978 年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所带来的和平与和解基础，公使表示，

中日双方可以在未来的合适时刻，合作结束因“谢

罪”问题而带来的不理解，进入新的战后发展时期。

在谈话过程中，京论坛中日代表也表达了自己的

意见，并在讲座后提出了相关问题，获得了公使

的进一步解答。

北京会期：中国国家博物馆
【主题】参访复兴之路展览馆，回顾中国近代历

史

【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是世界上单

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

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整体规模在世界博物馆中位

居前列，是全世界最受游客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目的】让中日双方代表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官

方对其记述的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为东京会期

的历史问题做铺垫。

【内容梗概】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也是和平议题组东京会期的核心议

题。中国对历史的记述往往被认为过于强调政治

目的与爱国主义教育而忽视客观性，经过实地考

察，中日双方代表都认为中国的历史教育有非常

大的进步，展览的大量实物资料非常具有客观性

和说服力，同时又不失激发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

作用。亲眼目睹了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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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华投降等照片后，日方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国

博之旅让他们了解了许多他们此前所不了解的信

息，很有在东京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

东京会期：靖国神社
【主题】和平议题组成员于 10 月 3 日参观了位于

东京千代田区的靖国神社及游就馆。

【介绍】奉明治天皇之谕兴建，靖国神社供奉自

明治时代以来日本战死的军人和军属（包括二战

甲级战犯），是国家神道的象征。但是参拜这一

行为成为以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首相为代表的

政治家获得支持，重建日本民族主义的工具，对

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造成了严重伤害。

【目的】如果没有对神社进行实地参观了解，我

们印象中的靖国神社就会始终被官方媒体的宣传

所左右。此次参观成员们感受到了日本神道文化

的具体形式。其中对游就馆（集中日本右翼史观

的军事博物馆）的参观，仔细阅读其中的历史描

述与修饰，让我们对“右翼”一词有了直观的了解，

也为中日代表关于问题矛盾的对话沟通提供了更

为统一的基础。

【内容梗概】从外表来看，靖国神社并未与其他

日本神社有明显的区别，日方两位代表也走上前

例行在神灵面前祈祷许愿。这让我们直观地感受

到神社作为一个宗教场所的作用。然而，其旁边

的游就馆则是集右翼史观于一体的场所，“九一八”

后的军部夺权，“七七事变”爆发的实际原因被

掩盖，历史成为了日本军人“靖国捐躯”的爱国

主义教育。博物馆布置用心，利用图片、音像资

料和实物展现了军人的牺牲，但是却忽略了战争

的罪恶与对他国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来说，靖国

神社维护的右翼理念和缺乏反省的右翼史观的确

对地区和平友好造成了较大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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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京论坛迎来了它的十周年生日。京

论坛从最初由两所高校青年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发声

而开创，到现在蓬勃发展、校友遍布全球。

这十年中，无论中日关系历经怎样的起伏，两

国青年都能始终秉着真诚的态度，对双方关注的问

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为能够加深两国人民的理解与

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做着自己的贡献。十年的时间不

算长，京论坛还有更远的未来；十年的时间不算短，

回望先前走过的路，一点一滴皆熠熠闪光。

京论坛十周年的一个关键词，即“团聚”。

由第十届中方京论坛组委会发起并主办的十周

年中方校友重聚分别在北京、东京两地举行，总计近

百名历届京论坛代表参加了十周年校友聚会。他们中

有的在日本已毕业工作，还有的远在香港、美国为了

团聚而专程赶过来。大家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坦诚交

流，敞开心扉，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重聚派对上，京论坛 2015 届代表向校友详细

介绍了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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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和对议题的了解认识，结

合自身的工作、生活经历与京论坛 2015 届代表分享

了自己的观点，为议题的搭建提供了新的角度。大家

还彼此分享了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之后，第一届

京论坛代表为我们讲述了京论坛创办的初衷以及京

论坛对于这一代人的意义，让现场的各位代表十分感

动，备受鼓舞。最后，大家一起回顾了京论坛成长至

今的图片、视频留念，并展望京论坛未来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好地梳理自己，在相互

交流、学习中寻求新的启发，在相互鼓励中获取新的

动力。大家纷纷合影留念，在欢笑与不舍中结束了京

论坛校友重聚十周年的盛宴。

校友一直是京论坛引以为傲的资源。他们带着

对中日关系的热忱而来，在相互交流中努力探索对两

国关系、文化的新认识。尤其是近几年京论坛的代表

中，有不少中方的成员选择在日本工作，同样也有日

方成员在中国就职。他们在彼此的职业中延续着学生

时代的梦想，继续为改善中日关系、增进两国认知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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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十周年东京校友重聚集体合影

3.1  校友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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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京论坛迎来了它的十岁生日。十年间，

京论坛从北大和东大的前辈们一次大胆的尝试变成

了一个具有高知名度和实际社会影响力的学生交流

活动。十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起伏波折，几度陷入

冰点，然而京论坛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地连续举

办了十届。这离不开每一届京论坛人的努力和坚持，

离不开自创立伊始代代传承的使命感。我们惊喜而自

豪地看到，京论坛创办之初的宗旨和夙愿正一步步成

为现实。

参与京论坛三年有余，从议题组长到中方主席，

我个人的成长始终在京论坛第见证和直接促进下。与

其说是一代代京论坛人创造了京论坛，不如说是京论

坛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我想这就是京论坛十年来

生生不息的动力——集体成长和个人成长融为一体。

这种成长源于深度讨论和实地参访过程中产生的深

入思考，源于面对价值观差异时包容、真诚的态度，

源于东大和北大学子开阔的视野和积极的交流，源

于我们作为青年人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所抱有的强烈

的使命感。难能可贵的是京论坛的组织形式和参与

者有机结合，在这样的共鸣和碰撞中，每个人最终

不仅发现了彼此的差异，更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观，

从而建立起了对自我全新的认识，改变了看待事物、

看待世界的方法。

在许多次参加和组织交流活动的过程中，我时

常思考：国际交流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作为学生，

我们到底能够对“消除误解，增进友谊”这样宏大的

理想做出多少改变？在京论坛 2015，我找到了自己

一路坚持的理由和意义。

3.2  主席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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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在京论坛 2015 开幕式

上的致辞中提到了“共同的感动”一词：“拥有了‘共

同的感动’的同龄人会抱有亲近感，彼此的心连在一

起。期望大家在京论坛中锐意进取，收获更多的感动。

这不仅仅是培养了你们之间无可替代的友情，更是中

日友好关系中的重要财产。”习主席也曾强调过中日

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少年交流对于中日友好的意义。

作为同龄人，北大与东大学生生活成长的环境截然

不同，这塑造了我们不尽相同的价值观。然而我们

又往往那么相似——都有开放的心态和宽阔的视野，

有想法，有责任心。因此，我们才能摒弃成见、毫无

保留地对话、交流。在京论坛朝夕相处的时光培养了

我们真挚的友谊，给予了我们长久的感动，而我们相

信这种感动将根植于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成为未

来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石。

2015 年，京论坛取得了两大突破。一是议题

的设置更为大胆而深刻。京论坛每年的三大议题主要

都围绕两国社会的热点话题，从 2013 年的“教育”、

“劳动”、“社会保障”，到 2014 年的“媒体”、“青年”、

“社会责任”，无不体现了我们大学生群体对现实问

题的关切和思考。京论坛 2015 延续了这种精神，并

尝试将视线放得更远，在更大的命题上探索中日价值

观的异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社会流动性”、

“和平”三个议题应运而生。2015 年恰逢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在这较为敏感的时点，京论

坛 2015 大胆地设立了“和平”议题，公开诚恳地探

讨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和未来关系的走向，直面中日

关系的主要矛盾点。通过冷静、客观的分析和讨论，

代表们寻找到了中日之间缺乏互信的深刻根源和价

值观上的核心差异，由此对两国关系形成了更为深入

和全面的认识。这一大胆的尝试取得了意外的成功，

不仅令所有的代表们深受触动、大有启发，也获得了

两校、大使馆和终期报告会观众的强烈反响。

二是京论坛 2015 组建了北京校友会，并在两

地开展了大型的校友重聚活动。木寺大使在问及京论

坛的参加人数时曾经感叹：“每年近 40 人，10 年，

那就是 400 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数字！”京

论坛缔造的凝聚力使得这 400 个校友紧密联系在一

起。在东京校友聚会上，有 06 年的代表不远万里从

香港赶来参加。不少校友已经成为了两国政界、商界、

学界的新生力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京论坛的影

响会通过广泛延伸的校友网络传递出去，实现真正的

社会影响力。

京论坛 2015 已经圆满落幕，然而京论坛的故

事还在继续。在此，衷心感谢关注和帮助京论坛的单

位、组织和各界人士，感谢北大和东大对于京论坛的

支持，也感谢京论坛所有成员的付出和努力。作为京

论坛人，我为京论坛感到骄傲，同时感到万分幸运能

够参与并组织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希望京论坛能够砥

砺前行，在下一个十年继续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做出贡

献。愿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京论坛 2015 中方主席

           袁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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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代表感言

赵友伦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本科生

大学的第四年，我参加了京论坛。在前三年中，

我不曾间断地组织着国际交流活动。从前，我认为国

际交流带来的改变与影响都只能是个人层面的，学生

活动终究不能像我们的口号中说的那样，在短短十几

天中带给两国学生对彼此文化的全新认识。

可是京论坛 2015 改变了我的想法。

东京会期中，我一直在跟进和平组的讨论。看

着中日双方代表将对彼此的刻板印象写在黑板上，比

对两国的历史教科书，并且为了反驳对方的偏见争

得面红耳赤……我惊讶于代表们讨论的深度以及他们

的 open mind。作为一个旁听者，我也在不断地经

历着自我反思，反思我们的判断究竟是真理还是被培

养出的一套观念，反思应该如何用怎样的态度去建

构历史。这些都是我在日常生活中鲜有机会去思考

的问题。东京会期的最终，我听到日方代表的陈述，

发现他们也在经历着相似的反思以及更甚于我的思

想颠覆。我想，这就是国际交流的意义：了解他人，

了解自我。

我收获的还有友谊，不仅是中方成员，还有日

方成员。日方组委的认真与负责让我叹服，很难想象

会有这样一群人愿意为学生活动倾注这样多的心血。

京论坛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可我还是时时会想起和他

们在一起相互鼓励、讨论、谈天的时光。

希望京论坛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更多人听到

我们的声音。

杨一凡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十年京论坛，两年亲身参与，终于在无数次的

切磋与讨论中真正放下了所有对日本人的成见。从

民族仇恨的预设走出，从价值观冲突的现象中走出，

这两年的经历给我上的最大一课莫过于国际交流之

间的信任重构之艰难、中日友好四个字之宝贵。京论

坛的目的从来不是呈现一场愉快的假期，它用异常艰

难和辛苦的讨论告诉所有参与者中日理解要用怎样

大的代价获得和争取。

正逢京论坛十周年，与往届代表交谈的过程中

更是明白了这十年京论坛一路走来受到多少祝福和

期盼，经历了多少起伏与波折。正是一届又一届京论

坛人的坚持，中日友谊的种子才播撒在了更多人的心

中。一个项目不仅应该有他传播影响的广度，更应该

有其时间的厚度，希望京论坛能在下一个十年获得更

为辉煌的成就！

马占婕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3 级本科生

京论坛于我意味着什么？是会期前事无巨细的

筹备，还是会期中唇枪舌战的讨论；是深入实地的企

业参访，抑或是爬长城泡温泉的欢声笑语？京论坛，

组成了我两年难忘的回忆，繁琐的筹备成为了京论

坛顺利开展的基础，激烈的讨论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企业参访让理论照进现实，文化交流拉近了中日之间

的距离。求同存异地看问题、学会倾听勇于表达、变

3.3  代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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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角度推己及人，也许多年后早已忘了讨论的题目，

但京论坛培养的这些能力将伴随我走向未来。

不知不觉，与京论坛结缘两年，讨论中那些争

论得面红耳赤的日子，竟成为了最想念的时光；而那

些“面红耳赤”的人儿，都成了最珍贵的朋友；那些

关于中日关系的偏见，也随着交流的深入一一破除。

真理越辩越明，交流越深越真。感谢京论坛，祝福京

论坛！

赵佳茵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京论坛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

识两个不同的国家、认识世界的地方。京论坛让我们

真正认识到，很多事情不是自己想当然的那个样子。

我们对于两个国家和世界的错误的判断会让我们在

讨论中一次一次地陷入逻辑误区，然而正是这艰难的

逃脱误区的过程要求我们放下成见，让我们变得更加

冷静、更有逻辑、更成熟。长时间、密集地暴露在

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思维下，又要保持自己的特质，

这种过程极大地锻炼了一个人的耐力、体力和逻辑。

同时，京论坛也是我参与过的组织最完善、最成熟的

学生活动。藉由京论坛 2015，代表们认识到了由于

发展阶段不同和国家情况不同而导致的在环境上的

不同的关注点，也认识到了拥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

一人类的共同追求。京论坛的组织形式在诸多交流

项目中一枝独秀，之后会被不断模仿。但不论如何，

我相信京论坛的精神与使命，会在一代一代的京论坛

人之间传承下去，生生不息，薪火长传。

 
陈玥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3 级法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有幸在京论坛的第十年遇到了她。两周的朝夕

相处很短，我们还来不及体验对方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两周的形影不离也很长，足够让我们的思维碰

撞出火花，足够我们分享彼此的价值观与文化背景，

足够我们一同探寻两京的魅力，足够让我们成为彼此

生命中精彩的华章。以后再回想这段经历，也许几乎

想不起当时为之骄傲的图表模型和逻辑架构，但那些

真诚的面孔，激烈的争执，有趣的妥协，专属的笑点，

定是鲜活如新。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文化，京论坛不

仅对中日双方，对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双向的平台，她

让我在亲身体会日本社会中理解日本文化，也让我重

新审视自己的国家、社会和文化，不再将一些问题当

作理所当然；收获之二是小伙伴，再没有一群人能像

JFers 一样如此纯粹、深入地进行文化交流，求异而

又尊重，求同但不趋同，真诚地为探究到了每一个分

歧及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而欢呼。期待与 JFers

重聚的那一天，祝福京论坛！

陈雪瑶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于我而言，2015 年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光便是有

京论坛相伴的两个月。别人说大四的快乐在于“浪”，，

而我则可以自豪地说——是京论坛让我的大四与众

不同。

当然，不光是能去日本浪所以难忘（我怎么会

这么肤浅呢哈哈）。最初吸引我，和直到最后感动我

的，都是京论坛的小伙伴们。一个组织的成功核心

绝对在于人。从最初建立议题组开始，我便被组长

佳茵妹妹的认真负责感动了，她环科的学习背景也

让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和专业。而从面试时便相识，

一直相伴的灏殷和 Ashton 也都是研究讨论玩耍的好

伙伴，VP 占婕妹妹和小水母陈玥则是我们组的“机

器猫”开会旅游出行必备！这样的组合我只能用完美

来形容，点亮了那段闪闪发光的岁月啊。

在出国文化行热度爆棚的当下，京论坛一如既

往的高水准没有让我失望。日本虽是中国一衣带水的

领邦，但其文化或者说是民族性与我们竟然千差万

别，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而在议题讨论中经过一次又

一次思维火花的碰撞，我发现议题本身变得并不那么

重要了，重要的是中日代表思维模式的差异，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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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交流去协商、磨合最终取得共识。这就像谈

恋爱一样，男生女生本就来自两个星球，磨合的过程

其实很有意思，当然最后我们和日方代表的关系也

是亲密无间的啦（inspired by love and marriage 

committee）。

Once a JFer, always a JFer. 愿京论坛越办越

好！

伍灏殷

2015 年京论坛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国际关系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只有 11 岁，与小学同

学参加了福冈当地高中生的音乐节，并在交流午餐会

上用自己支离破碎的小学英语配上肢体动作咿咿呀

呀地和对方交流了很多现在已经记的不甚清晰的话

题；第二次去日本，是在大一那年的春天，在日本国

际基督教大学参加辩论赛，三天针锋相对的比赛下

来，到最后竟没有时间和对方辩友促膝谈心。这一次

因为京论坛，我第三次来到了日本，且终于真正有机

会坐在桌前和日方同龄人就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想

法了。

作为环境与可持续小组的代表，我们在京论坛

之前就做了一份样本容量相对较大的调查问卷，目的

是为更加贴近现实地向日方代表呈现中国现阶段的

环境状况。我们相信，尽管中国现阶段的环境保护现

状仍旧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

青年的环保意识，正在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加强。

在中方小组的努力下，我们在京论坛中努力向日方同

龄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日方代表也表示经过和

我们的交流，他们加深了对中国现状的了解，也打破

了一些从前拥有的刻板印象和关于中国的“迷思”。

我认为这个过程正是京论坛的精华所在——它让我

们从个人的微观层面去了解自己的邻邦，检视自身拥

有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印象，并最终在思维的交锋和碰

撞中，不仅认识到“我们是如此不同”，更从心底承

认“我们是如此相似”。

黄敬凯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014 级本科生

“中方代表”于我而言，是大学生涯中的无上

荣光。

来到中国，入学北大，就有人为我插上“留学生”

的标签。其中涵义重重：外人、汉语不好、学习不认

真……

以我观之，被中国人以“外人”看待，仿佛身

份认同感被抹去三分。身为新加坡华裔，我虽无中国

国籍，却秉承中华文化；虽受外语教育，却自小学习

汉语。因此，我想证明，在中日平台上，我亦能承担“中

方代表”之责。

面试里，我与灏殷学姐、雪瑶学姐一组，二位

女神风华绝代。面试后，我惆然若失，已无抱有希望，

最终却被侥幸录取。筹备活动中，我积极认识中国同

学，学了大量网络用语、梗。其他中方成员也向我伸

出友谊之手，让我觉得自己融入了集体。

身为日语初学者、日本文化爱好者，我积极向

日方学习。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我又学习了大量的

日语和日本文化，获益不浅，喜乐无穷。

京论坛人，都是能够教我新知识的朋友。在京

论坛，我觉得我找到了“人人皆吾师，处处皆学问”

的好地方。

李晨露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说 2015 京论坛是我大学生涯里最难忘的经历和

最美好的回忆实在再恰当不过。这不仅是因为讨论内

容的意义与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接过 2015 京论坛和平组议题组长的职责后，由于

议题和年份的敏感度，我一直纠结要如何开展议题框

架和内容。和对方议题组长确定框架时查阅了大量的

文献和历史资料，这让我对于日本和中日关系的了解

更加深入。我一直担心代表们讨论时会因为害怕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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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分歧而有所保留。于是我和对方议题组长努力营

造自由讨论的氛围，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

见解。好在代表们准备充分、各抒己见。热烈的讨论

和每一位代表散发出的思维光芒都给了我难以磨灭

的印象。感谢东京会期，让初次去日本的我对于这个

国度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尽管有文化冲突和民族价

值观的巨大分歧，但是也让我看到了中日关系改善发

展的巨大可能。虽然最终我们没有达成政策性的讨论

建议，但是充分的交流着实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理

解。我想这应该就是京论坛的最大目的和意义所在

吧。

又何曾想到，一个月前还是陌生的我们在如此

短暂的时间里成了亲密的伙伴。这种感觉真是奇妙

又美好。写着感受的时候，那段日子又浮现在眼前，

甚是怀念，我想这就是京论坛的魅力所在吧！

 
杨泽毅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哲学系

2014 级本科生

京论坛于我而言，主要有两点意义难以忘怀。

意义其一，在于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认真而心无

旁骛地与一群人一起长时间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在

现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

题，同时和他人交换意见，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在国内的时候，尽管我们自诩自己有交流的能力，但

只有在真正坐下来和日方的代表进行讨论之时，才能

体会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认知上的鸿沟。京论坛

让我把以往弃之以复杂的思考重新拾起，并一点点拿

出来和他人交换、融合。两周时间里，我们几乎不用

担心任何问题，这是一次真正纯粹的交流。

意义其二，在于京论坛让我真正认识了一群在

每个维度上都能被称为优秀的人才。在中方代表中，

我清楚地认识到和平组每一个人所拥有的优秀能力，

这让我知道，无论我们如何分工，我都只需要担心我

自己的部分，而其他人的那部分一定会高质量地完

成，我完全不用多虑。在日方代表中，我认识了我相

信会成为日本未来一代精英中的精英的人，他们为

我很好地展现出另一个民族特有性格中的积极因素，

让我认真思考中国人的偷懒是不是一种顽习。

除了这两点，还有许许多多让我记忆犹新的因

素，成员之间深厚的友谊、会中会后畅快的游玩，这

些都是让人不可能忘记的存在。我很开心能在大学第

一年的末尾就获得这样的体验。It feels incredible.

 
毛思源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代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京论坛的神奇与让人留恋之处，在于来自中日

双方的坦诚与直接。在和平议题组同大家并肩作战的

两周里出现的最多的不是奋力驳倒对方，而是思考怎

样通过沟通与合作再现中日关系的良性循环。双方都

没有回避敏感的话题，如钓鱼岛等领土争端、中国发

起亚投行对日本的冲击、靖国神社与历史认知等，甚

至涉及到了结盟、国内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严肃

的探讨中我们试图消除对方的误解，重新构建相互的

信任。尽管有的问题最终只能达到“understandable 

but unacceptable”的程度，但是突破了官方意识

形态宣传和主观的历史屈辱感去客观评价双边关系

与地区和平的做法，让我有一种从国际关系学习的书

斋中走出、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成就感。作为参与

者的我有时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也可能会高估短短两

周的讨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改变，但是当最后自由

发言的时候日方代表高高地举起手说：“After JING 

Forum, I think I’ve been changed.”的时候，我

想这样便是值得的了。我会怀念代代木的树，新宿的

车流与东京塔的温暖，更会怀念大家一起喊出 Peace

的那一瞬间。

 
陈志浩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代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回首京论坛的这两周，真的好像是梦一般，美

得让人不想醒来。作为和平议题组的一员，我本以为

这会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当我开始搜集资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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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讨论之后，我才发现和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背景的同龄精英们的讨论，确实能使思维

碰撞出火花，让我对许多国际问题有了全新的看法，

也让我能以更加包容和辩证的态度来对待中日之间

的问题。

当然最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和那些可爱的京论坛

er 们相处的回忆。议题组的五人，从北京会期刚开

始时的陌生和拘谨，到东京会期结束时已经成为了亲

密无间的好朋友，这两周日日夜夜并肩作战的讨论，

痛并快乐着。从慕田峪长城到日光东照宫，从日本大

使馆到靖国神社，还有那些共住日本奥林匹克中心的

时光，让我有机会和中日双方的其他代表们深度交流

并熟识。京论坛落幕后和几位小伙伴自发的北海道之

旅，更成为了我迄今为止最开心的的旅行之一。

诚然，在大四出国申请的重要关口参加与专业

并无关系的京论坛，是一时冲动也好，是任性妄为也

罢，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义无反顾地参加京

论坛，去迎接那太多太多的惊喜和感动。 

柴英楠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代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一直比较敏感，而如今中日

关系也比较紧张，因此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和日本同

学就和平这个话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加入京论坛和平

组，对我而言是一次宝贵的沟通机会。双方随着交流

的不断深入，彼此的误会和隔阂被一点点消除。例如

日本同学认为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施暴力镇压，人

权在中国不能得到保障。但在我们系统地介绍中国政

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以及个别暴力事件的背景

情况后，他们才明白之前看到的新闻是被局部夸大，

存在一定失真的。此外，和日本同学的讨论也为我看

待问题提供了许多新视角。在探讨中日两国历史教育

时，一方面我们质疑日方课本对中日战争描写的简略

失真，另一方面东京大学的同学也指出中方课本在对

战争的刻画中加入情感描绘，以日本作为靶子转移内

部矛盾。虽然这些意见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可能存在

一定的谬误，但这确实是我之前不曾想到过的问题。

种种这样的例子在两个星期的交流中俯拾即是。京论

坛是一次独特的体验，它让我走出此前封闭狭窄的小

圈子，对这个看似合理的世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管宏宇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一直对日本文化非常好奇：同为黄种人，同沿

承一段历史，同经历了类似的发展阶段，但我们的思

维方式却差异如此之大。这次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

两周的深度交流，令我真正领会了他们文化的内核，

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他们做人的标准，也让我对

京论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京论坛的意义在于分享，

分享两国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而对两国的社会民

生有更深刻的理解；京论坛的意义在于讨论，基于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总有不同，

而正是不同思维的碰撞才形成无数思想的火花；京论

坛在于开放，在讨论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打破自己思

维的禁锢，理解并接受着全新的看法。同时，京论坛

严谨的运作模式，细致的会期准备都使其成为两国学

生间重要的沟通桥梁。

两周的时间，收益良多。

许文迪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可以说，我对日本的全部好感都是缘起于加入

了京论坛。

两周的京论坛，每时每刻都会碰撞出新的火花。

我们一起穿着高跟鞋在东京的街道上狂奔；我们用

最诚恳的态度开诚布公地交换两国青年心底最真实

的声音；我们一起顶着困意在相互帮助中准备最后的

pre。

这些都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对于日本文

化、社会了解地越来越多。我很喜欢这样不断收获新

知识，就像是不断在吸取水分的海绵一样成长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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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能让我真正感受到自己活在这世上，是可感知的。

最最幸运的莫过于和这样一群小伙伴拥有一段

无与伦比的回忆，我所知的日本都与你们有关。

记得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句话，再见到你们这

一群可爱的人，it’s now or never.

 
胡大炜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参加京论坛就是一个让人心甘情愿地“患上”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过程。哈哈这是玩笑话，但是，

那些为了一个小小的概念在代代木公园里争辩一整

个晚上以及那些为了最终展示熬夜奋战的时光，现

在看起来却真的是让人无比怀念。究其原因，我想，

无非就是因为京论坛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契机，

让人从平日的琐碎之事中挣脱出来，有机会去真正

实现心里那一块难得的社会关怀。同时，当在各种

Reunion 里看到京论坛的 Alumini 们在各自领域取

得的成就，当意识到他们对于这一身份的认同，当听

到日本大使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当看到终期展示

时台下观众认真的眼神时，我真的会感到自己正在

做的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京论坛已经走过十年，

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实感幸

运。未来，希望京论坛能够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下去，最终能将精彩的讨论化为社会进步的力量。JF 

Rocks ！

姚梦灵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作为 SICA 的成员，参加京论坛一直都是大学

to do list 上的一个心愿，所幸在大学最后一年得以

完成，实在不可以不说是幸运。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

中日双方代表都带来了十分精彩的观点，思路的碰撞

和文化的交流，每个部分都充满值得回忆的亮点。

作为社会流动性议题组的代表，我体会最深的

一点就是对日本的制度和社会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

同时对一些日本与中国不同的现象问题，我们进行

了深入的挖掘并且了解了形成原因，这种过程不仅

对个人，对中日青年群体的互相学习也是大有裨益。

除了讨论的部分，参访和游览也是京论坛十分精彩的

部分，我们对于中日的许多组织和公司进行了参访，

用现实的案例来佐证我们的观点和提议。One-day 

trip 的活动也是十分精彩，在北京我们一起登长城吃

烤鸭，在东京我们一起泡温泉逛神社，这种经历恐怕

也不是每个学生活动都能有的。总的来说，京论坛

是一个能把所有期待变为现实的地方，参加京论坛，

绝对是大学生活中最正确的决定。

吕珺璞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短短的两周可谓获益无穷——和日本同学的交

流、对议题的研究和对日本方方面面的窥见都让我深

感不虚此行。

首先议题本身深刻挖掘了我们对社会问题的思

考。作为社会流动性小组的成员，过去的时间里一直

对此有所思考，但却从未从定义、成因、危害、解决

途径等方面系统性地思考。通过和同学们的讨论与共

同研究，我着实获得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锤炼了

合作研究一个课题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流动性议题本身作为一个

讨论的载体，带出了中日两方学生对于社会方方面面

的总结、比较和思考。我们了解了日本的阶级文化、

企业文化、社会生存现状以及人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角度等非常有趣的问题。过去日本在我们眼中可能

只是动漫、汽车等商业化的符号，或是钓鱼岛主权、

靖国神社等政治性的负面刻板印象。但通过对话，我

想我们都更全面地了解了日本人的思想。青年人之间

的交流与理解对于两国未来的合作与发展无疑是重

要基础。

除此之外，交到一群好朋友、看遍日本美景、

尝遍美食自然也是京论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都让

本次旅途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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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代表感言

陳嘉夫

Chen Jiafu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三年级
To me, as a Chinese descendant in 

Japan, joining the JING Forum means a 

lot. The biggest motivation for me was to 

meet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same 

generation as me.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opportunity to think about my roots 

and identity. As a result (sorry to Chinese 

people for saying this), but the experience 

of discussing with PKU students made 

me sharply aware of the fact that I am 

definitely much more Japanese than I am 

a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the JING 

Forum also gave me new insights about 

China that made me much more curious 

about and attached to China than before. 

I think joining JING Forum w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of my life.

磯野真之介

Shinnosuke Isono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四年级
One of the best aspects of the JING 

Forum is its connection to both society. 

Thanks to the PKU board members, we 

have had numerous opportunit ies to 

discuss with people outside of the JING 

Forum. Insights from these field trips and 

corporate visits enriched our views and 

broadened our discussions. The UT board 

also sought to influence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JING Forum; one of such attempts was 

the Symposium in Tokyo. There we had a 

session where Japanese people outside of 

the JING Forum could talk and discuss with 

PKU students so that they have clearer 

(and hopefully more positive) views about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I hope 

that JING Forum will continue to learn 

from society, and to continue to influence 

it for the better future, and to continue 

contributing 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for 

Japan and China.
  

村松旺

Ou Muramatsu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四年级
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I have 

learned at the JING Forum.

First, although UT and PKU students 

did not at first understand what their 

counterparts were thinking, they got to 

know a lot more about each other after 

nearly 100 hours of discussion across two 

weeks. This is definitely very important for 

building goo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sides.

Second, delegates from all three 

sect ions succeeded in  overcoming 

our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Active 

participation is perhaps the defining 

attribute of the JING Forum.

Th i rd ,  ou r  p resen ta t i on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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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ed many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 came to our final presentation in 

Tokyo. This strongly suggests to me that 

the discussions we have at the JING 

Forum have a great potential to make an 

impact on society.

西村万祐

Mayu Nishimura

环境与可持续组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三年级
The first thought that came up in 

my mind was that I am glad I chose to 

participate in JING Forum.

Although I have many Chinese friends 

from California, this was my first time 

getting to know Chinese (and Singaporean) 

friends who are educated in China. At first, 

when I thought about China, I had a narrow 

view that Chinese people consider China 

still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just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be burden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better care of their 

environment, as that would be costly and 

will prevent China from further developing 

economically. However, after this year's 

JING Forum and having a decent time 

discussing with the PKU students, I 

realized that what I had thought before 

is not necessarily true. PKU students do 

acknowledge China’s responsibility in 

tackl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realize my 

misunderstanding if I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JING Forum.

田邉啓悟

Keigo Tanabe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四年级
Through talks with the PKU students, 

I realized that while certain dif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us, there were also many 

similarities in the way we view the issue of 

sustainability. I also noticed that my views 

towards China are sometimes the result of 

my own misunderstanding or ignorance, 

and the way I view Japan is sometimes 

simply a reflection of my personal beliefs 

and my major. I believe in the value of 

mutual respect for our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cooperation 

opened up by our common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lthough I feel 

that two weeks have not been enough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the discussion 

I had with PKU students was nevertheless 

eye-open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俵藤あかり

Akari Hyodo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四年级
JING Forum was truly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Before I did not 

anticipate a high level of interest amongst 

Chinese people in tackl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ing heard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in UN negotiations.  In the J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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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 realized that PKU students 

consider all countries to be responsible 

in solv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in 

alleviat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 citizens of Japan and China 

look at each other through a dense fog of 

misinformation, and that, sadly, leads to 

misunderstanding. What I discovered in the 

JING Forum was that, although we have 

different values, we are, after all, human 

beings who aspire for a better future.

章雅涵 

Zhang Yahan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东京大学工学部

本科三年级
First of all, please allow me to thank 

all of the delegates and supporters of the 

JING Forum. Before the session, I had a 

biased as well as un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and I even 

felt anger towards some of measures tak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regards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attitude may 

have come from my own experiences 

because I was born in China and I lived 

there until I was ten years old. However, 

after in-depth discussion with the PKU 

delegates, I realized that one country’s 

“best answer” may not be so in another 

country. I now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China and I 

am even proud of my mother country’s 

approach toward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幅上達矢

Tatsuya Habagami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三年级
Before the discussion, I had assumed 

that UT and PKU delegates differ greatly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sustainability. 

However, I was surprised to discover that 

the thinking of both sides did not differ as 

much as I had thought.

It was interesting to learn why PKU 

students priorit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env i ronmenta l  pro tect ion;  the 

reason is that eliminating poverty through 

development is China’s top priority in 

ensuring social stability.

During the Peking session, we visited 

some companies specializing in green 

technology, and we from the UT side learnt 

that China’s industry for clean technology 

was rapidly expanding.

The PKU students had impressed me 

greatly, and the two weeks spent in Beijing 

and Tokyo have become fond memories. 

Thank you very much to the PKU students!

佐藤直樹

 Naoki Sato 

社会流动性组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农学部

本科四年级

JING Forum was the best opportunity 

I have ever had to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forum, we UT students and our friends 

from PKU could get to know about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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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in the absence of a biased media. 

I think that is what makes this activity 

special and meaningful. Our time spent in 

casual conversation, formal discussions as 

well as rooming together during the Tokyo 

session allowed m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 can confidently say 

that the JING Forum was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and meaning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照井敬生 

Takao Terui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本科四年级
In order to understand our neighbor’s 

values and to convey our own views to 

them, the best way is in meeting and 

communicating directly with them. JING 

Forum had provided me with such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hrough in-depth 

discussions in BeiJING and Tokyo, I had an 

exciting as well as intellectually-stimulating 

experience discussing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with PKU students. I treasure the 

chance to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values 

held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ents, 

as well as to discover why we have come 

to adopt dissimilar values. Through day-

to-day conversation as well as field trips, 

we were able to exchange our views over 

the issue of social mobility shared by both 

Japan and China. In summary, the JING 

Forum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馮月

Feng Yue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硕士一年级
JING Forum really provided me a 

fantastic experience to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 enjoyed myself a 

lot through two weeks of heated discussion 

and it deepened my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young genera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I am a Chinese student studying 

in Japan and, as a UT representative 

engaging in discussion with the PKU 

students, my “strange” identity allowed me 

to analyze things from two perspectives. 

I was in the Social Mobility section, and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teamwork that 

we showed. I believe that this experience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my future study 

and work, and I am delighted to witness the 

open-minded discussion and hard-working 

spirit of all delegates. Agai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JING Forum.

高橋健

 Ken Takahashi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本科二年级
Delegates from both sides were surely 

the brightest people I have ever met in my 

20 years of living, so it was a challenge for 

me to take part in the discussion of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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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2015, Social Mobility section. All of 

the members had different backgrounds, 

values, and opinions, and therefore the 

discussion was very fruitful indeed. In 

particular, it was interesting to hear abou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enrollment system, 

as well as the Chinese delegates’ stories 

about how their upbringing and how they 

got enrolled into PKU. I believe that the 

JING Forum experience had given me a 

much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林香菜子 

Kanako Hayashi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三年级
Participating in JING forum 2015 is 

one of my most precious experiences in my 

college life. I was a member of the Social 

Mobility section, in which we discussed the 

factors hindering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and Japan.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insights I got from our discussion i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bility,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people in society. 

I learned the importance of seeing the 

world for what it actually is, and not to be 

easily swayed by popular opinion.

小野顕

Akira Ono 

和平组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三年级
First and foremost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towards the PKU delegates in the 

Peace Section, all of whom worked so hard 

and had so much fun with us. My gratitude 

also goes to the board members, who 

listened to our opinions on the discussion 

format, and created this impressive 

experience in the most impressive city that 

I have ever visited. Last but not least, every 

one of the 19 JING Forum members had 

inspired me with his or her intellect, insight, 

and/or love for romance. I shall always 

remember the innumerable smiles that I 

 encountered in the JING Forum.
    

信川絵里 

Eri Nobukawa 

和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文学部

本科四年级
When we discuss individual freedom 

and national stability, I found that we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priorities and 

values. By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from another culture, I began to think more 

about my own culture as well as myself. 

The discussions during the JING Forum 

provided me with a great opportunity to 

know others as well as myself. Through 

self-reflection, I realized how strongly 

I have been bound by my immediate 

environment and how difficult it is to 

imagine situation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mine. The task of comprehending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value systems 

have been more difficult than I thought. 

Thank you so much for memorable and 

fulfilling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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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野凪沙 

Nagisa Isono

和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本科二年级
JING Forum the f i rst  t ime I  got 

to engage in discussion with Chinese 

students. Before joining, I used to think 

that I knew about China, and it turned out 

to be a false idea. Before our discussions, 

I thought that internet censorship in 

China should be loosened because it 

compromises the freedom of speech in 

addition to denying people of information 

that  is  unfavorab 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the PKU delegates 

explained the complexity of their domestic 

situation which calls for such governmental 

control .  Through the JING Forum, I 

obtained many new findings about China, 

and I believe that that my experiences here 

will allow me to think about Japan-China 

relations from a more neutral point-of-view 

in the future.

杉原真帆

Maho Sugihara

和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四年级
I  bel ieve in the value of  “direct 

experience” as it often gives me new 

realizations that I would not have gotten 

otherwise. Thanks to the JING Forum,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mainland China 

and have in-depth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studen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is experience allowed me to view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my own 

eyes, as well as to reshape my attitude 

towards them. Now I can better discern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bias that result 

from mutual distrust, and I realized that 

many of these disagreements are actually 

reconcilable. I now als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ssues for which there may be no 

logical solutions because they are related 

to national pride and identity. Having these 

points made clear means a lot to me and I 

am glad to find myself feel closer to China 

than ever before.

野本圭一郎

Keiichiro Nomoto 

和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

本科三年级
JING Forum was the best experience 

that I have ever gone through. Before 

the discussion, I had a vague sense 

of distrust towards China. Hearing the 

arguments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delegates, however, have allowed me to 

reflect deeply on 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JING Forum wa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consider my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because 

I have not made the efforts to listen to the 

opinions of citizens from other nations. I 

hope that the JING Forum will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wards strengthening Japan-

China relations, and that the view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people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heard by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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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中方组委会
袁亦扬
京论坛 2015 主席
北京大学 2012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

赵友伦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2 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马占婕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3 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杨一凡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3 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赵佳茵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 2014 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

管宏宇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 2013 级元培学院本科生

李晨露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议题组长
北京大学 2013 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陈玥
京论坛 2015 组环境与可持续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3 级法学院本科生

许文迪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4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杨泽毅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4 级哲学系本科生

京论坛日方组委会
杉山実優
京论坛 2015 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陳嘉夫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本科三年级

磯野真之介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村松旺
京论坛 2015 副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西村万祐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佐藤直樹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农学部本科四年级

小野顕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议题组长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京论坛中方代表
陈雪瑶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2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

黄敬凯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4 级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

伍灏殷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胡大炜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2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姚梦灵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2 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吕珺璞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2 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毛思源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议题组代表

3.4  赞助商及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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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2 级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陈志浩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2 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柴英楠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1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

京论坛日方代表
幅上達矢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俵藤あかり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田邉啓悟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章雅涵
京论坛 2015 环境与可持续组代表
东京大学工学部本科三年级

馮月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硕士一年级

林香菜子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高橋健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二年级

照井敬生
京论坛 2015 社会流动性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杉原真帆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信川絵里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文学部本科四年级

野本圭一郎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磯野凪沙
京论坛 2015 和平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二年级

特别鸣谢
赞助商：

指导单位：

参访单位：

  

支持单位：

嘉宾：
木寺昌人   日本驻华大使馆  大使
梁云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李岩松   北京大学  副校长
高原明生  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  教授
门洪华   中共中央党校  教授

SMBC 
三井住友银行

SMBC 
三井住友银行

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

汉能控股集团公司

北京普洛泰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Kashiwa-no-ha Smart City

日本驻华大使馆

美丽中国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