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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身负联结中日未来领袖、重建双方信任的

历史使命，在两国精英阶层交流沟通的层面上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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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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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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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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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化，并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历史认同的分歧和现实利益的冲突使两国关系发展之路充满坎坷。如今，经济

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同时，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大国，在区域协作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中日双方的

对话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京论坛就由此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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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看法，从而展开深度交流。京论坛身负联结中日未来领袖、重建双方信任的历史使命，在两国精英阶层交流沟

通的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京论坛目标

沟通——

加强中日两国未来领袖之间的

沟通，在充分深入的研讨交流中建

立起双方的互信关系和良好友谊，

为中日关系的良好走向打下坚实基

础。

了解——

促进两国青年了解彼此的真实

情况，通过平等的对话正视彼此之

间的利益诉求，以客观开放的姿态

与思维审视中日间的民族争议与冲

突。

反馈——

以青年人的努力影响两国社会，

通过向社会反馈我们的讨论成果及

建设性意见，带动两国国民的相互

理解与尊重，从而构建中日两国共

同发展的和平框架，进而促进东亚

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京论坛身负联结中日未来领袖、重建双方信任的

历史使命，在两国精英阶层交流沟通的层面上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关于京论坛



JING 
2005

因小泉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反日潮流涌起，中日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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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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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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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力也日益凸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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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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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京论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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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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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寻普遍性因素”、“反向思考”和“以社会国民为主体研究对象”三个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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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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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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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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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G 
20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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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诸多困难，京论坛 2012 在秉持其一贯理念的同时，更加强化人文关怀因素，尝试探寻对于两国人民而言更有质

量且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另外，2012 年京论坛也探讨了中日两国在全新层面可能的合作方式，试图在此重要历史节

点上重新思考中日两国今后关系的走向。京论坛 2012，不仅是一次对中日两国 40 年邦交历史的总结与梳理，更承载

了一份对两国未来发展的憧憬与展望。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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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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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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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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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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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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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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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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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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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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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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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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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合作， 期待以两国青年之热忱切实地改变我们所居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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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

  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是扼制

中日两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人口

问题的敏感性，在于宏观规划难以

周全考虑公民细致的需求。面对这

一现状，两国政府现行的解决方案

成效如何，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中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未来的发

展方向如何，这些问题，对未来发

展有深刻的指示意义。会期中，人

口具体讨论了外籍劳工、社会保障

等问题，以及世界宏观格局下国家

战略的导向问题，强调未来视野与

青年责任的结合。

 2016 议题设计

领导力议题组

  “领导力”是一个时常被强调，

却鲜有深度研究的概念。它对理解

社会现实、完善制度设计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领导力议题组试图从个

体的角度出发，思考领导力的本质，

拷问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真正的关

系，寻找领导力的社会及文化本源，

对照中日两国的社会现实。讨论从

具体的情境中出发，思考大学去行

政化、媒体管控、国际社会领导力

等问题，结构上设计为“经济领导

力”和“政治领导力”两个主要方

面。通过这一议题的讨论，激发青

年人对社会现状的反思，培育开放

的心态和理性权衡的能力，加强双

方的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同道共

谋。会现状的反思，培育开放的心

态和理性权衡的能力，加强双方的

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同道共谋。

社会正义议题组

  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

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定义，

哲学领域上，功利主义者、自由主

义者、共产主义者对于正义的本质

有诸多不同诠释。在现实生活中，

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下，正

义的标准通常有多元化的体现。而

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也有细致而微

妙的差别化诉求。具体到中日两国

的国情比较中，为什么在日本如此

多女性在婚后放弃职业发展回归家

庭，而在中国尤其是发达地区很多

女性会继续工作？在高校录取地区

名额分配方面，中国的多套试卷与

日本的全国统考哪一种更加公平？

这些差别背后有其历史发展的原

因，同时也是两个社会对于正义认

识的不同所致。社会正义组从不同

领域的热点话题出发，探索中日社

会对于正义的认识，在探讨中达成

共识，在彼此的文化中对这些问题

求解。

2016 议题背景 2016 议题变革

2016 年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面临

“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日本面临着经济发展、

安保与外交方面的战略性调整，中日关系处于探

索构建新平衡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中日关系的

战略张力、博弈烈度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中日

互利合作空间广阔，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对双方

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增

进信任与合作，推进长期合作目标，需要青年人

的参与和反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京论坛进

入了第十一个年头。京论坛 2016 秉承历届京论

坛“联结未来领袖”的使命，延续着“客观、开

放、深入、坦诚”的论坛格调与“共创未来”的

愿景，致力于将中日青年交流推向新的高度。

京论坛 2016 延续了“跳出具体时间与领域的讨论，

对深层次的普遍性问题进行探讨”的模式，着重关

注社会问题，探讨国计民生的大事件。经过中日双

方的反复磋商，结合中日社会的差异和大环境的变

化，拟定了人口与发展、领导力和社会正义三个议

题。议题框架的设计覆盖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

核心问题，并强调中日两国的共性。在具体的讨论

过程中，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出发，在不断的质疑

与思考交流中增进讨论的深度，最终回归到青年人

的责任上，找到双方的契合点，化解矛盾，同道共谋。



 2016 议题设计

PEKING  TOKYO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

议题展示

截至 2016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 4 年下降，
仅 2015 年就减少了 487 万人（即咸阳市人口）。日本人
口已连续 5 年下降，并且将从现在的 1 亿 2700 万，于
2110 年下降到 4300 万人。关注时事者必能察觉，中日
两国，处于劳动力下降、社会老龄化时代。

中日两国的城乡人口差异巨大，两国将如何缓解地区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和日本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家
庭文化却颇有不同。两国的家庭文化是否有利于解决国家
的人口问题？两国近代以来所实行的人口政策是否具有合
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两国将如何处理棘手的人口流动
问题？这些都是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所尤其关
注的问题。

在会期开始之前，人口与发展组中日两方的组长就达
成了以下五点共识。第一，我们想探讨中日之间是否存在
着价值观上的差异，如果有的话，价值观上的差异究竟是
如何形成的呢？第二，我们的目的，不是辩论两国应该采
取什么人口政策，也不是为了论证什么人口政策最“好”。
第三，组员们应该尽可能代表自己的个人观点，进行个人
与个人之间的思想交流，而不是代表国家的立场，毕竟五
名学生是不能够代表日本或中国的。第四，我们着重于讨
论直接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而不是坐而论道，局
限于理论层面。第五，我们微观层面的目标是探讨“我们
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宏观层面的目标是讨论“我们想
要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

  
     本组在北京会期的目标，是探讨微观层面上的问题，
主题有三：一是中日人口概况，二是中日城乡差异，三是
中日家庭文化。

      在两国人口概况方面，我们首先从基础出发：人口问
题从何而来？经讨论，我们发现，人口状况是客观存在的
事实，而“问题”是一种主观判断，取决于判断者的利益。 
“人口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是“问题”，因为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短缺等现象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对个人
来说未必是“问题”，因为研究显示，劳动力下降往往会
带来个人工资的提高、人口密集度的降低等。

     批判了“人口问题是否究竟是不是问题”之后，本组
开始讨论两国的具体境况：中国的青年一代是否承受得起
“4-2-1”家庭结构的经济压力？日本青年将如何处理日
益繁重、并且缺乏可持续性的国家养老金制度？  
     在中日城乡人口差异方面，中日两方对彼此介绍了自
己国家的实情，并且着重探讨了两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日本有大量乡村人士涌入大城市，造成许多乡村的逐
步消失。据调查，日本多数青年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停止
重振乡村的政策，让乡村消失；日本将如何是好？
     在中日家庭文化方面，本组探讨了劳动年龄人士、以
及退休人士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
任，探索了各组员对“孝道”作为道德义务的看法。“照
顾父母”的方法分成了“亲手照顾”以及“花钱照顾”。
认为“子女有义务亲手照顾父母”者为零。认为“子女有
义务花钱照顾父母”者，有中方组员 3 位、日方组员 3 位。
不认为“子女有义务花钱照顾父母”者，有中方组员 2 位、
日方组员 2 位。本组又针对“政府是否应该提高退休年龄”
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发现全体日方成员赞同，而有 4 位中
方成员反对。本组在东京会期的目标，是探讨宏观层面上
的问题。主题有二：第一，中日两国近代以来所实行的人
口政策是否合理、合法与有效？第二，中日两国将如何处
理人口流动问题？

     在人口政策方面，本组先深究了“人口控制”的起源
和历史，以及历代学者对“人口政策”所进行过的重大研
究。本组再从理论转入具体，对中日两国、以及其他国家
在近代以来所实施过的人口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和归纳。之
后，本组再着重讨论中日人口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有
效性，主要讨论了中国计划生育自 70 年代末所实施的一
胎政策以及自 2015 年实行的二胎政策，还有日本从战后
的鼓励人民少生到当今的鼓励人民多生这一变化。

     在人口流动方面，中国的情况主要是境内人口流动，
而日本的情况主要是外籍劳工的大量引进。根据两国国情
不同，我们分别讨论了中国以户口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制度
的可持续性，以及日本引进外籍劳工可能给日本社会带来
的冲击。

议题背景

议题目标

议题框架



中 日 两
国 近 代 以 来
的 人 口 政 策
是 否 具 备 合
理 性、 合 法
性、 道 德 性
和有效性？”

“



一是鼓励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就业；二是在鼓励老龄

人口就业的同时，进一步完善退休金制度；三是接纳移民。

东亚社会虽有诸多共同点，但实则内部分异显著。着眼于

中日，两国对以上三种政策态度不尽相同：中国鼓励女性

就业，但未明确支持老龄人口退休后继续工作；日本则对

女性劳动力持消极态度，而对老龄劳动力颇为支持。

     家庭文化与生育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孩子是一个家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在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物质资料贫瘠之时，

孩子被视为物质生产的重要人力资源，在赋税、徭役、兵

役等方面皆具有重要意义。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

育问题，与儒家关系主义、政治功利主义和小农经济密不

可分。

   

     然而，当今时代未必如此：越来越多“育龄”男女并

未将生子纳入人生计划。换言之，将孩子视为家庭必要部

分的家庭文化已然式微。值得关注的是，该趋势在全世界

范围内都有所体现：2007 年美国的生育率达到了历史最

低值，比 1909 年下降了 10%；在日本和德国，40 岁的女

性有三分之一没有生育过。中国二胎政策的放开也可以看

出，中国低生育率的紧迫性亦已昭然。

    

     考虑到全球化浪潮下各国各领域文化思潮的相互融合

与影响，在探源低生育率问题时，我们有必要综合性地思

考家庭文化乃至外延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之影响。

    

     总体而言，我们可从两方面考虑影响低生育率的社会

文化因素。一方面是整体育龄人群：独生子女、无神论者、

自由主义者等更倾向选择不生育；另一方面是女性，研究

表明，拥有高学历、高智商、高职位、高收入、生活在大

城市、从小被鼓励独立并追求自我实现的女性更倾向于不

生育、少生育或晚生育。中国独生子女家庭预计将于 2050

年突破 3 亿；中国民众信仰率为全球最低（7%），仅次于

日本（13%）；目前，中国 52.1% 的本科生及 51.6% 的研

究生为女性，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随着性别

平等观念的深入发展，女性在就业市场的比例与男性基本

持平，女性高管比例上升明显；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在

2015 年达到 56.1%，这生活在大城市、从小被鼓励独立并

追求自我实现的女性更倾向于不生育、少生育或晚生育。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预计将于 2050 年突破 3 亿；中国民众

信仰率为全球最低（7%），仅次于日本（13%）；目前，

中国 52.1% 的本科生及 51.6% 的研究生为女性，女性的平

均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深入发展，

女性在就业市场的比例与男性基本持平，女性高管比例上

升明显；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在 2015 年达到 56.1%，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将居住在城市乃至特大城市；此

外，受独生子女政策等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家长不再将成

就期望只寄托于男性后代，更多女孩从小接受独立自主、

自我实现等观念的熏陶。这些因素都解释了中国生育率的

降低。

     中日人口政策 
       
        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人口政策是否具备合理性、合法
性、道德性和有效性？本组探讨了中日自战后以来为寻求
发展所实行的人口政策，并且参照了印度和罗马尼亚的人
口政策。  

首先，人口政策可分为“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
两种性质，又能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区分。第一
种即“强制性、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1970 年以后的印
度和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的中国都实行这种性质的人口
政策。据调查，印度在 2013-2014 年就给 400 万人进行了
绝育手术，其中男性少于 10 万人。中国政府公布，计划
生育工作使全国少生 4 亿多人，而这个数据受到了外国学
者们的坚决否定。

第二种即“强制性、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让全组
成员震惊。罗马尼亚首领齐奥塞斯库 (Ceausescu) 主张“人
口即国力”，因此于 1966 年禁止了人工流产，随后又禁止
了国内的一切避孕措施，如避孕套、绝育手术等等。齐奥
塞斯库的人口政策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大量的儿童被
遗弃，而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飙高。本组也对“印度、
中国和罗马尼亚的计划生育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进
行了讨论。

第三种即“非强制性、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世界
绝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期间实行。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占
领之下，日本政府强烈鼓励人民限制生育。据日方组员们
的说法，这是因为美国政府想要限制日本的武力恢复，杜
绝日本再次成为强大军事力量的可能性。据日方组员的研
究，战后的日本政策总体上绝对是“非强制性的”，然而，
日方组员找到资料显示，从 1945 年到 1995 年，日本政府
有可能暗中对 800 人进行了绝育手术。此外，战后日本限
制生育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人工流产的方式。有资料表明当
时的许多日本人选择进行非法或秘密的人工流产手术，以
避免社会的谴责。当中方询问，当时的日本人为何不使用
避孕套进行避孕，日方回答，避孕套在当时未被广泛接受。

第四种即“非强制性、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即当
今日本所采取的措施。面临长时间以来持续下降的生育率，
日本政府鼓励各家庭多生。然而日方组员表示，日本政府
并没有提供有效的经济补贴。经投票，赞同当今日本“非
强制性、鼓励生育”政策者有 5 人，全为中方成员。5 位
日方成员全部反对自己国家正在实行的政策，认为日本政
府无权干预私人选择。

日本及东亚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及老年劳
动力

介绍：角濑地山（Kaku Sechiyama），东京大学文理
研究生院全球社会项目教授。研究领域为性别问题、东亚
问题及社会学，主要研究问题为东亚地区性别问题比较研
究，研究成果包括《韩国的生育率、老龄化社会及收入分
配差距问题》等。

研讨目的：聚焦低生育率这一东亚面临的共同问题。
从社会学和文化角度出发，加深对低生育率原因的理解，
寻求对低生育率引发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的解决方法，探讨
中日两国对不同政策的态度异同。

内容梗概：生育率下降是东亚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针对由低生育率引发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角濑地山教授提
出了三种建议：

分议题讨论结果



户口与户籍

中国户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公民
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中国户籍制度的
特点是，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
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户籍管理利于维护公共安全，以人身辨认、核实查证、
时空管控、促进邻里关系、组织居民自治自卫等多种方式
有力支撑各项公共事业、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
工作。然而，户口制度也在保险、医疗、买房、子女上学
等方面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不便。
        户籍制度在建国初期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城乡交
流的日益广泛，该制度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
2005 年底，中国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截止至 2009 年
3 月，已有河北、辽宁等 13 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取消了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
日本外籍劳工：
       日本自民党参议员木村良夫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日
本经 济保持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劳动力规模。日本政
府出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达到极
限”。而放开引进外籍劳工政策，扩大外籍劳工规模，才
是日本经济保持增长的“正解”。
      日本厚生劳动省 2016 年 1 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2015 年 10 月底，日本的外籍劳动者人数达 90.8 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5.3%。其中比例最高的是中国大陆人，
占整体比例的 35.5%。
       安倍首相明确表示，日本不会考虑向不熟练工人开放
持有居住权，这反映了日本由来已久的一种担心，即大量
外国人的到来会导致日本社会动荡，削弱其国家认同感。
针对熟练外国工人，日本政府采取了更友好的方式，而这
些人也是全球人才争夺战中的目标。目前，通常一个人要
在日本连续居住 10 年才能获得合法永久居留权。

中日人口基本现状

当前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具有双重性：庞大的人口基数；近年
的生育率走低趋势。
       日本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则是由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
化和劳动力不足。
       双方代表认为，要回答“人口问题是否成为问题”，
应该确立的标准是：现实状况是否达到 “现象”的程度，
该现象是否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弊大于利。若是，则构成一
个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的问题。老龄化和劳动力缩减已经
是可被验证的现象，因此，我们着重讨论了其利弊：
劳动力减少的利处
1、提高产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创新
2、通过提供弹性工作时间，吸引更多人口进入劳动力市
场
3、降低失业率，提高工资
老龄人口增多的利处
1、改变经济结构，创造“银发经济”（指专门为老年人
消费服务的产业，包括养老院等）
劳动力减少的弊处
1、减少生产、消费、投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2、减少税收收入，提高社会抚养率
3、劳动力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工资上涨给企业带来压力

现有政策

       由于面临基数与增长率双重问题，中国采取了计划生
育政策控制人口总量，并在近年通过逐步放宽以提高生育
率，而日方代表在讨论前并不了解这种转变所包含的鼓励
生育的作用。中国此前的 “一胎政策”对农村、少数民族
等情形作出了例外规定，日方代表在讨论前并不了解例外
的存在。
     日本从 2006 年起将雇用年龄由 60 岁阶段性延长，到
2013 年 4 月 1 日开始延长到 65 岁，并与提高公司员工可
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相配套。
      中国 2013 年确定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目
前还处于研究讨论阶段。根据社科院建议，从 2018 年开始，
女性退休年龄每 3 年延迟 1 岁，男性退休年龄每 6 年延迟
1 岁，至 2045 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 65 岁。
      在日本，养老金体制是新闻持续报道的话题，日方同学
对此有更多关注，而中方同学较少认识到其紧迫性，因此
了解较少。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国民养老保险和限定工薪阶层的
厚生养老年金构成，保费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负担，
以现收现付制为主，在跨代抚养的基础上运行。当现有劳
动力年老时，新的一代年轻人几乎无力承担逐步膨胀的养
老负担，这使人们越来越对国民养老保险制度产生怀疑。   
所以，为解决国民养老金空洞化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如
改变养老保险的管理及运营方式，实现其保值增值；延长
养老金的支付年限；推行老年看护保险制度。
       中日的养老金体制均在进行从现收现付制向现收现付
与个人积累基金的混合体制转变。此外，中国正在推行城
乡居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职工实行相同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 “并轨” 改革。

人口与发展之地区分布

       在分析人口的分布时，生育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生
育率即一位女性在一生当中生育的婴儿的数量。从世界银
行的数据来看，东亚地区一直属于生育率较低的地区，这
其中和养育成本高、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转变有着重要的
关系。中国的生育率在建国后经历了几次波折，到 90 年
代之后趋于稳定。从生育率地图观察，中国生育率高的地
区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地区，生育率低的地区主
要是大城市地区和东三省。其中，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最
大城市往往是该地区生育率的最低点。生育率的分布有着
明显的城乡差距：北京，上海，深圳都有着极低的生育率，
东莞作为移民城市，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农村以及较偏
远的地区生育率往往较高。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生育
率高主要来自于政策的保护，即计划生育允许少数民族拥
有三胎及以上。城市和乡村生育率差距的主要源于观念和
现实两层因素。从观念上看，农村的“家本位”思想依然
比较浓重，认为多子多孙是家族荣耀和福气的代表，没有
后代续香火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正因此，重男轻女的思
想依然严重，超生主要发生在有女孩的家庭。和农村相反
的是，大城市的这种观念逐渐减弱，而随着社会发展，有
些家庭甚至开始偏向女孩，因为女孩的养育成本更低，且
更可能照顾老人。从现实因素看，大城市的居民，尤其是
上世纪以国有制为企业职工主体时，职工的各项福利都和
单位以及户籍挂钩，一旦超生，后果远比农村严重。因此
在现实的威慑下，大城市的居民往往更严格遵守计划生育。
除此之外，大城市的细养精养观念使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
远高出农村，普通家庭很难负担多个孩子。



然而，生育率的分布和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广东，浙江某些地区生育率极高，而东三省生育率则远低
于其他地区。这些个例中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因素：在浙江和广东的某些地区，家族观念十分严重，一地
区的家族联系十分紧密，家族实力甚至强于政府权力，在这些地区的生育率自然高于其他地方。而在东三省，由于
移民的传统和国有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居民的生育观念不同于其他内陆地区，计划生育执行彻底，生育率低。
综上所述，中国的人口地区分布和城市化有紧密联系，但同时也和中国的特殊历史和经济背景有关。

实地参访

主题  四季青敬老院以及中国老龄化
产业的实情

介绍  四季青敬老院位于北京海淀区。
2013 成为中国第二所获得“五保供
养星级”的敬老院。同年，国家主席
习近平、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与北
京市长王安顺出访了此院，习主席给
予了高度评价。

目的  学习中国大型养老院的运行情
况，以及中国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的
具体措施。

内容梗概  此院总面积44635平方米，
建筑面积 27142 平方米。我们荣幸地
请来中国老龄化产业协会的副会长张
恺悌老师与我们一同参观。刘中丽院
长为我们讲解敬老院的基本情况：此
院成立于 1958 年，现有床位 756 张。
敬老院所遵循的原则是“亲情养老、
科学养老、文化养老、环境养老”。

代表们了解了中国大型养老院的运行情况，以及中国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的
具体措施。

无精神障碍的长者可自由进出敬老
院，前提是要通知其亲属和敬老院工
作人员。把年长者们分为八级护理，
从能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院内的医
从能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院内的医
务室设施极其完备，刘院长表示，不
定期有各大医院专家义诊。每位长者
身上有呼叫器，一旦激活，会把标准
的呼叫时间、地点等信息传送到敬老
院的中央电脑系统。敬老院有文化、
体育项目 21 项，包括书法、跳舞、
绘画、音乐、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
环境优美，故名“四季青”。

代表们正在对院长进行采访



座谈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简介

介绍  张恺悌，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主任。

目的  总结四季青敬老院参访中的观察和体会，了解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现状和
趋势，在对中日两国老龄产业的对比中寻找经验得失。

内容梗概 “四季青”是中国敬老院中的特例。张副会长选择这个四季青敬老院
这一案例，是希望引导中日学生投入场景、避免典型化印象——从来往人员可以
看出，住在“四季青”的老人均有一定社会地位；四季青的成功有赖于政府提供
的土地；四季青护工人员较为稳定，而中国其他养老院普遍存在人手不足、流动
性大的问题。

张副会长认为，中日之间养老产业的发展至少差距 20 年，日本的最大优势
在于政府与民众均对老龄化问题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不同的国情限制了经验学
习。

介绍 郑晓瑛，现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
所、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人口科
学合作中心所长（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环
境与健康，医药卫生工程管理与社会
发展公共政策。2016 年 11 月，当选
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目的 作为北京会期议题组的第一个活
动，帮助中日学生在开始讨论之前能
够严谨、准确地认识“人口”问题及
讨论框架中的重要子题“独生子女”
政策，避免尝试性错误，并为之后的
讨论提供了参考资料和方向。

内容梗概 首先，郑晓瑛教授为中日学
生学术性解释了“独生子女”政策，
并纠正了中日学生的先验性误解，即
“独生子女”并非针对任何人都必须
只生一胎，而是有选择和有条件的要
求；郑晓瑛教授利用图表，形象地介
绍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方法
在此后的讨论和终期报告报告中得到
了充分的运用；此外，郑教授为中日
学生分析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利与
弊以及在“二胎政策”放宽后中国的
人口走势；最后，郑教授也提出了自
己对于人口问题的看法，认为“健康”
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座谈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利弊和
未来情况的分析



总结
在东京和北京会期的讨论中，我

们主要检验了我们对不同的人口政策
的态度。除了对政策本身的关注，我
们认为讨论的最大价值来源于我们对
影响我们判断的价值的深入理解。我
们认为影响判断有两个方面，一是我
们对“权利”的理解，二是我们所处
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权利”的理解上，
日本代表和中国代表有一些不同，中
国代表认为，生存权和选择权比个人
自由更加重要，因此在全民人口面临
生存压力时，可以妥协自己的生育权；
而日本代表则对自由干涉的容忍度比
较低。我们讨论认为，这样的观念差
距主要源于中日两国所处的不同发展
阶段，因此对本国政府和政策的职能
预期也不同。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
社会文化决定了人们对人口政策的接
受程度，进而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日本对老龄人口劳动就业的认可导致
提高退休年龄在日本引起的反对远小
于中国。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北京
和东京的讨论当中，双方代表最大的
收获在于倾听、理解双方不同的价值
取向，消除了固有成见和误解，能从
他人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



PEKING  TOKYO
社会正义议题组

议题展示

当我们聊到“社会正义”时，我们会觉得它是个非
常大的话题，然而事实上它深深扎根在我们生活的处处
角落中。无论是代代相传的社会习俗，还是当下每个个
体的思维方式，我们都能看到正义观念的影子。“个人
利益与集体利益孰高孰低”，“人生来是否应该平等”，
“转移支付是否公平”，从抽象到具体的一系列问题，
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答案。

虽然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渊源十分亲近，但是由于
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现代化进程，保留的文化传统不同了，
对于现代性的认识也不同了。但即使这样，是否依然存
在一个普世的正义价值观？我们希望通过讨论去发现这
个答案，如果正义观一致则非常好，如果不一致这样的
交流也能让我们更好理解对方思想的根基，是建立互利
互信关系的基础。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选择此题目

我们想考察的首要问题是，在文化与社会差异之下
是否存在着一个普世的正义价值观？议题组从自由、平
等、效用三个评判角度出发讨论两国社会现象，以及当
下最敏感的时事问题，沟通彼此的看法，从中了解到对
方的思考方式，从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过程中也帮助
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

我们将对社会正义分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1. 社会
正义是什么？评判社会正义的标准是什么？不同文化中
是否存在统一的标准？ 2. 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在维
护社会正义时其角色是什么，可以做什么？

评价社会正义，我们认为可以从平等 Equality，自
由 Freedom，效用 Utility 三个纬度出发去思考，我们认
为正义就是在试图满足这三个标准中进行权衡。在对于
正义有了一致的认识之后，我们继续探讨政府应当以何
种程度，何种方式去干预，将抽象的话题落实到实质的
政策。在北京会期我们选择了资源再分配、女性平权为
主要话题，从平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为了维护平等，
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人保全努力成果的自由，和对社
会总体效用的影响。度出发，在言论自由与地方中央权

>> 北京会期 : 经济与政治的平权问题

A、财富再分配

Equality（平等）作为社会正义组北京会期的讨论
核心，主要是围绕 Output=Effort x Multiplier 这一公式
展开，并提出了以下两大核心问题与相应的假设。

1. 再分配是公平的吗？

我们提出的假设认为，再分配是公平的。再分配（也
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
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
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
程。

【案例研究 1】在研究再分配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累
进税的案例分析，涉及了中日两国的累进税制度，以更
好的了解再分配在现实社会的运作模式。累进税率是随
税基的增加而按其级距提高的税率，累进税率的确定是
把征税对象的数额划分等级再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征
税对象数额越大的等级，税率越高。采用累进税率时，
表现为税额增长速度大于征税对象数量的增长速度。它
有利于调节纳税人的收入和财富。通常多用于所得税和
财产税。累进税率对于调节纳税人收入，有特殊的作用
和效果，所以现代税收制度中，各种所得税一般都采用
累进税率。

【思想实验 1】假设没有任何乘数（智商、颜值、家庭
背景等），将同等努力程度下收入更高者的财富再分配
给收入更低者（低于贫困线者）是否公平？

社会正义组全员赞同（10/10）此情景下的再分配公
平，原因是由于先天优势（禀赋）而非后天努力程度导
致的收入差距不公平。

2. 努力值得被嘉奖吗？

【思想实验 2】假设没有任何乘数（智商、颜值、家庭
背景等），努力程度下与收入成正比，将收入更高者的
财富再分配给收入更低者（低于贫困线者）是否公平？

议题背景

议题目标

议题框架

分议题讨论结果



社会正义组半数赞同（5/10），原因是对于基本人权的重视、结果公平的倾
向以及人类应该互相帮助的共识。另一半组员反对（5/10），原因则在于效率与
公平之前需要有所权衡，即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放任懒惰和社会寄
生虫。此外，勤奋致富的阶层没有义务帮助懒惰致贫的阶层，努力值得被嘉奖。

【案例研究 2】日方向中方介绍了 NEET 概念，指一类不升学、不就业、不进
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的社会族群，其名称取自为英文中“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即“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的缩写。
“NEET”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之后渐渐的使用在其他国家。在英国，尼特族
指的是 16 ～ 18 岁年轻族群；在日本，则指的是 15 ～ 34 岁年轻族群。经讨论，
我们对于 NEET 或者更为广泛的“社会寄生虫”的看法是，除了努力之外，还
有其他因素值得嘉奖。

B、性别平权问题

     在社会正义议题当中，性别平等问题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为人们所关注
的话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如何重新审视“性别”这个古老而又
不断翻新的话题，以及如何处理好在性别问题这一大背景下衍生的经济、政治、
文化等问题。

在 2011 年的京论坛当中，性别平等被单独列为一个分议题进行讨论。时隔
五年，我们除了回顾之外，还希望能够利用我们在社会正义这一个议题中搭建的
框架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研究引入了性别平等这一话题。我们假定事前某大公司管
理层人员组成中不存在女性。由于离退休等原因管理层现存在一位空缺，而公司
的 CEO 正在考虑在两名其他指标合格的员工甲、乙中提拔一人进入管理层。假定：

甲为男性，入职公司 20 年，工作能力出色，每天加班工作至下午 7 点才离
开公司。

乙为女性，与甲几乎同时入职公
司，工作能力也很卓越。但是由于需
要照顾孩子的原因，每天工作至下午
5 点就会离开（假定下午 5 点是公司
规定的正常下班时间）。

甲乙的工作效率相近，所以通常
甲会倾向于较乙更早完成工作。

问题：如果你是该公司的 CEO，
在两人其他条件相同，且管理层该职
位两人均能胜任的情况下，你会提拔
哪一位进入公司管理层？

我们之所以构建一个这样的案例
框架，是想将性别平权 (Affirmative 
Action) 与对努力的奖励进行一个综合
对照分析。我们在议题组内发起了投
票。最终结果的差异并没有体现在中
方和日方之间，而更多的是个人之间
的差异。

其中六位代表认为甲应当受到提
拔。他们的主要立场在于，人们有能
力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付出努力的程
度，而不应当作为禀赋 (“Multiplier”)
而成为平权的对象。而另外四位代表
认为乙应当受到提拔，他们主要的观
点在于，努力并不应当成为奖励的唯
一考虑要素。是否有选择努力的自由
也是由个人的内在禀赋决定的。比如
说乙作为女性，可能因为社会规范的
压力需要回家照顾孩子，而不能在办
公室继续加班工作。这一点并不是能
够通过她自己的意愿能够改变的。反
倒是我们应当就社会的不公平对女性
造成的限制对女性加以补偿，也即在
社会分配过程当中，平权准则可以优
先于多劳多得的规则。

【分析与结论】在分析了各自的观点
之后，我们认为个体之间的立场差异
主要在于思考的角度不同。在会期内
讨论得出的社会正义框架下，认为男
性应当得到提拔的代表们认为人的努
力程度完全取决于主观意愿，而反对
方则认为人的努力程度还会受到客观
条件的影响。此外，还有代表提出了
如下图所示的模型，认为社会的分配
应当由个体所产生的外部性来决定。
举个例子，假如女性不能加班的原因
是需要回家照顾孩子，帮助下一代的
健康成长。这对于整个社会可能比加
两个小时班存在更加大的效用，并且
这一努力并未被通过除工资之外的其
他途径来补偿。因此，社会正外部性
更高的女性理应在同等条件下较为优
先获得权利。



>> 东京会期：个人与集体关系

A、言论自由

日本在 2013 年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被日本
民众认为是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收紧。同时，日方代表
认为中国媒体有自我审查的倾向。对于此议题的讨论，
以中日案例为切入点。

>> 中国：自我审查

中方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国家稳定及经济发展。自
我审查是确保社会和谐的阶段性方法，正随社会发展逐
步改变。日方认为，应以信息透明为优先。在任何情况下，
人民都有知情权和发表立场的自由。认为“自我审查有
助国家稳定”观点有进一步讨论空间。

>> 日本：隐瞒辐射相关数据

日方认为，不完全公开福岛核事故的信息能避免公
众恐慌和混乱。中方认为，只有特定人士知情对疏散没
帮助。

我们从两个案例得出，言论自由要建基于潜在风险
和问责性的充分权衡上，政府要视现实情况决定自我审
查的界限以维持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讨
论了政府干预的基准，即“在何时”和“为何事”政府
应该促使自我审查。

在上图 4 个象限中，中日代表对右上象限出现意见
不同，背后主因是对“社会稳定”看法的差异。中方代
表认为前苏联和阿拉伯之春的教训足够深刻；日方代表
认为信息流通不会极端地影响社会稳定性。

B、牺牲系统——集体与个人的权衡

现实中的很多事例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时常做出权衡取舍，有时为当下发展汲取了后辈的
资源，有时为了整体效用的提高牺牲部分群体的利益。
这些“牺牲”，是否是难以避免呢？利弊权衡之间的决定，
如何更加符合社会正义的期待？这些问题激发了我们探
寻的兴趣。

牺牲系统（System of sacrifice）是由东京大学教授
高桥哲哉提出的现象，它是指一种潜在的社会机制，它
的运作过程系统性地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并将提高全社
会的利益表述行动目标和正当性来源。

由于抽象概念难以细致开展讨论，我们把这一问题
的讨论放置在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福岛第一原子能
发电厂事故。1967 年，当核电站开始建立时，公众对项
目所许诺的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期待，他们期望这一核
心技术的利用，能够为贫穷的地区带来更多活力。随着
时间推移，核电站的安全性受到却来越多的质疑，特别
是在切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

2011 年，当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故发生，社会上涌
起一阵反对核电的愤怒呼声。当地部分居民认为整个项
目就是“一场骗局”，极大的牺牲了当地民众的利益，
掀起了是否应该在福岛建立核电站的激烈讨论。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认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建立
核电站的决定过程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于是我们
试图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况，结合各方的利益得失，进行
权衡比较。这样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建立核电站这个决定，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对
于地区和整个国家来说， 核电站建设带来的经济利益产
生的效用大于当地居民潜在的健康和安全威胁减损的效
用，那么，建设核电站的决议是合理的。但是这一论断
忽视了一些实际情况：当地居民潜在的健康和安全威胁
的代价难以定量衡量，也无法单纯用经济增益来补偿。
此外，在最初做出是否建设核电站这一决策的过程中，
当地居民并不了解潜在的危害和它们的严重性。对决策
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是少数既得利益者。决策过程的公众
有效参与程度不高。如果提高公众参与度，那么最终得
到的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

与全国相比，福岛处于少数地位；与政策决策者相比，
福岛居民的自我决定权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在这
种情况下，福岛居民的利益就很有可能沦为制度牺牲品。
但是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他们的意见应当被尊重，
他们的政治参与应当被保证。

Joseph M.Bessette 提出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原则，是一个提高少数群体话语权的可能
方式。在这一体系中，协商审议被看做决策过程中的核
心部分。它强调信息公开，力量均衡，保证平等参与，
细致权衡论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经过讨论，我们
认为这一理论框架可以为实际问题的解决带来重要的参
照价值。

议题的讨论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1.正义的标准难以在抽象语境中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结论，
必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决策过程中面临权衡取舍时，弱势群体的声音应当得
到格外关注；

3. 如果现实生活中“牺牲系统”，即制度性牺牲确实存在，
并且一定程度上的权衡取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依照公
平正义的原则，政府有责任保护弱势群体，防止其利益
受到过度侵蚀。

五、议题结论

在两周的讨论之下，我们发现对于一些话题有一致
的看法，例如对于财富再分配我们都认为在满足了基本
人权所保障的生活水平之后就不应再补助，然而对于例
如牺牲系统这样的话题，两方代表的立场就有较明显的
差异了。

虽然我们组的背景很多元化，不单纯是中方与日方
（中方有澳门台湾背景者，以及加拿大籍代表；日方有
中国籍，以及儿时在美国长大的代表），但是依然发现
了一个规律，中方更倾向于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更重要
的社会效用）出发思考问题，而日方代表往往会在满足
了一定个人自由的基础上选择偏好平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于“普世正义价值观”不具
有特别乐观的看法，无论是中日双方还是代表个人之间
都不能够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



但是我们在讨论中发现，我们是能够在一致的话语
体系之下去讨论正义的，对于如此复杂而抽象的话题我
们是有交流与讨论的余地的。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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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6 年京论坛北京会期，我们参观了美丽中国位于
北京朝阳的办公室。我们在宣传片中学习了解了中国目
前的教育资源不平等问题，以及美丽中国所从事的工作。
在交流环节中，中日双方代表就两国国情教育体制的差
异，以及教育对青年人未来发展重要性进行探讨，向美
丽中国的老师提出许多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与社会正义相
关的问题。

>> 东京会期： SMBC 三井住友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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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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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社会正义组于东京会期参观了位于东京都大
手町的三井住友银行总部，得到了来自三井住友人力资
源部的三位代表的热情接待。首先，代表们介绍了三井
住友整体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他们在三井住友工作的
具体情况和感受。随后，代表们重点介绍了近年来三井
住友为女性员工职业发展提供的相关帮助政策。最后，
京论坛议题组成员向代表们提出了关于日本女性职业情
况的具体问题，代表们也以三井住友银行为例分享了他
们对于日本职场文化和女性地位的思考。



PEKING  TOKYO
领导力议题组

议题展示

社会生活是每个个体生活的重要组成，而领导力在
社会运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论是挥舞改革大
旗，简政放权抑或是打击腐败的行政长官，还是运筹帷幄，
发展实业，推动商业进步的企业领袖，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与我们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领导力的研究
屡见不鲜，不论是公共政策的理论，还是管理学的方法，
无不尝试用理性的方式解释领导力甚至探索领导力的理
想型，然而少有对于领导力的认知的探讨。我们如何看待，
如何理解，为何认同现行社会的领导力？这是一个社会
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反应价值观念的问题。
如今中日的领导人都在国内赢得了认可，也都在另一国
家被广泛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选择领导力作为
议题，愿在讨论中使每个人对另一个社会中的观念、秩
序有更深的理解，并借此对当今涉及中日的问题有更好
的判断。

本议题的核心目标是希望所有的参与代表能够对另
一国家的政治、商业领导力有一个深入的、社会文化角
度的理解，因而才能在讨论相关议题、参与跨国合作的
时候避免误解，实现共赢。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们首
先需要了解两国人民对各自领导的认知差别，并比较这
背后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从宏观层面上
来理解两国领导力不同的社会基础，对政治体制进行探
讨。

>> 北京会期

在北京会期，我们首先做的是商业领导力形象对比
及原因分析。组内多名代表都有在企业工作或实习的经
历，因而我们选择商业作为领导力对比的切入点。首先
双方将在前期学习和现场讨论的基础上给出了各自国家
商业领导力的关键特点，我们基于这些关键特点，我们
基于这些关键点中反差最大、最不被另一方理解的点进
行了解释与质疑。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解释这些差
异的理论。最后我们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企业与政
府的关系来将话题引入政治领域。

北京会期的后半段，我们进行了政治领导力形象对
比及原因分析。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了政治领导力的
关键特点，并选出其中的三个最能代表两国对政治领导
力理解差异的关键词进行重点分析。在分析中，我们以
一些政治宣传、政坛人物为案例，挖掘隐藏在表面的这
些关键词背后我们不同思想基础。在这些分析同时，我
们也充分意识到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运行模式不
仅在很多情况下使讨论难以顺利进行，也很大程度上影
响我们对领导力的理解。

历，因而我们选择商业作为领导力对比的切入点。首先
双方将在前期学习和现场讨论的基础上给出了各自国家
商业领导力的关 >> 东京会期

在东京会期，我们首先基于北京会期对另一国家领
导力形象的认知以及对其原因的理解，双方都他国的政
治体制提出了数条“固有成见”。在对这些固有成见有
简单的判断之后，我们对其中一些重点问题厘清概念，
交流看法。结合双方代表对本国政治体制进行的简要的
展示，我们对两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东京会期的尾声，我们回顾整个讨论，发掘造成我
们对领导力理解不同的种种社会、文化与制度原因，并
在此基础上思考这些不同的理解让我们对对方产生了什
么样的关键的困惑。我们将双方困惑的核心归纳为“中
国一党专政制度的风险”以及“日本民众能否选出合格
领袖”，并围绕这两个问题将两国将我们的讨论结果进
行了再组织。

>> 北京会期：领导力形象

>> 商业领导力形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领导力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本届领
导力议题组在讨论中引入了一种以关键词为基础，以问
答为主要形式的讨论方式。在实际的讨论过程中，中日
双方首先独立根据对本国商业领导力的印象，对典型的
商业领袖人物用五个形容词进行概括，接着分别阐释背
后的含义并相互提问从而消弭双方认知上的差异。

关于中国的商业领袖形象，中方代表经过内部讨论，
认为中国的商业领袖被普遍认为是保守谨慎的、决定果
断的、雄心勃勃的、心思细腻的且具有处理人际关系的
能力。

关于日本的商业领袖形象，日方代表经过内部讨论，
认为日本的商业领袖被普遍认为是保守谨慎的、坚忍不
拔的、行事有序的、勇于承担责任且对员工极其关切的。

对比两国代表对于尤其是在较为传统的行业的商业
领袖的固有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巨大的差异，这种
差异的存在成为了我们构建讨论的重要线索。比如，为
什么在中国人际交往的能力被高度重视，而在日本，展
现出对员工的关切被认为是商业领导者必备的素质？我
们通过案例讨论深入地探索背后可能的原因。

我们认为对于商业领袖的形象的认知的差异深深根
治于我们的商业文化。例如，日本的文化环境极度重视
人格的清白，公众对于道德品质上的错误几乎零容忍，
且一旦犯错公众就会丧失对该个体的信任。因此，商业
领导者需要保持公众形象的可信任度，需要展现出勇于

议题背景

议题目标

议题框架

分议题讨论结果



面由于人们对领导人决策失误的担忧，加之历史教
训的时时提醒，日本社会整体充斥着对政治领导人的怀
疑情绪。而中国民众往往倾向于信任政治领袖，这种信
任感来源于中国人对稳定社会环境的偏好，以及改革开
放等成功的历史经验。

      中日双方就“个人崇拜”这一话题展开了进一步的
讨论。日方代表对中国近来出现的以政治领导人为主
题的文艺作品表示出了疑惑与担忧，认为个人崇拜是
“Undeniable Leadership”发展到极端的结果。基于二
战历史、国内教育和媒体宣传三个原因，日本国民对个
人崇拜持有较高的警惕性。然而中方代表在此事件上表
现出了更高的容忍度，并认为，中国民众对文革复辟的
警惕性很高，对以个人崇拜为特征的朝鲜更是持有一定
的负面态度，对中国个人崇拜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通过这部分的讨论，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政治领
导人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在中日两国是不同的。在中
国，领导人和民众之间更像一种“带领者 - 跟随者”的
关系，民众倾向于信任领导人，并将其视为国家这艘舰
船的“船长”。然而在日本，民众往往以怀疑和批判的
眼光看待政治领导人，一旦两个主体之间发生冲突，人
们会觉得有义务通过民主投票将其替换。

Clean

我们首先在定义上达成了一致，即“外在形象中无
贪腐事件和桃色事件”的政治家，可被定义为具备“clean”
性质。随后，我们通过案例研究进一步了解了中日两国
民众对政治领导人的观感差异。

在中国的案例中，我们选择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
清作为研究对象。胡在其任期内曾在制假的小贩手中购
买假的北京大学学位证，能够瞒天过海的部分原因是人
们被他合格的政绩蒙蔽了双眼，直到其因为贪污腐败被
立案，此事才被公众所知。在日本的案例中，我们选择
了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他由于私用政治资金，并在
行程期间搭乘头等舱入住豪华酒店，而在舆论压力下辞
职。

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如果舛添要一处在中国
的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舆论压力同样会很大，但或许
不至于像日本那么严苛；而倘若胡长清是一名日本政治
家，他的学历造假问题或许不会等到因为贪腐东窗事发
才被公众所知。

我们还达成了另一个有趣的共识。在中国，有一句
俗语叫“无风不起浪”，而日本类似的说法则是“无火
不生烟”。关键的差异在于，在中国，政治领导人首先
是一名官员，因而人们对政策结果的重视程度往往高于
其人。然而在日本，人们倾向于首先把政治领导人当作
一个普通人，在此基础上再对其政策进行评价。在日本
社会的观念里，也许并非所有政治领袖都能制定好的政
策，但是，做一个“clean”的人确是每一个人都能身体
力行做到的。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日两国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度、
容忍度与距离感不同。当这两种态度近乎极端，高容忍
度与高信任度可能导致贪污腐败，资源浪费，民众失去
对政治的信任，而低容忍度和低信任度则可能导致效率
低下，政治不稳定，以及因这种不稳定而产生的来自国
际社会的不信任。而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
感差异更导致了中日两国民众对政治领导人观感和标准
设定的不同。

承担责任，尤其是在下属做出错误行为时首先站出来承
担责任的表率形象。此外，由于日本采用终身雇佣制，
人们一旦被公司雇佣，极有可能终身供职于这一公司，
公司对于人们来说更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作为企业的领
导者，展现出事无巨细的关心，让员工感受到家庭般的
温暖，被认为是优秀的日本企业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也是人们非常乐于在企业家身上看到的特质。

反观中国的环境，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剧
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模式从计划经济环境中急剧
转变。人们既因为历史中的不安定记忆而感到些微的不
安全感，又看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切实的生活水平的提
高。这样的商业环境造就了中国人对于商业领导者处理
潜在风险与发现机会的能力的极度重视，即对于处理政
府关系与公司内外人际关系的能力的高度重视。

基于上述的讨论，我们引入了 PM 理论来节日中
日商业文化的差异。中国在短期内惊了了经济的高速发
展而日本的经济已经在较为稳定的状态下维持了较长的
时间。因此，中国的商业环境更为结果导向，即强调公
司的业绩表现（Performance）而日本的商业文化更重
视企业是否达到了『和』的要求，即是否保持了稳定性
（Maintenance）。在这个业绩表现与稳定性的天平上，
中日双方的重心各不相同，因而导致了商业文化的差异，
进而导致了商业领袖在行为表现上的差异。

>> 政治领导力形象

北京会期的政治部分，我们针对两国政治领导人的
特点展开了探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中国，对“政治领导人”与“公
务员”这两个群体，往往不需要作特别的区分，然而在
日本，政治家只负责制定政策，公务员则负责后续的具
体执行。“政治家”群体是我们讨论的主体和对象。

中 日 双 方 进 行 了 组 内 头 脑 风 暴， 并 以 5 个 关 键
词的形式呈现了本国领导人的典型形象。中方选择
了 Prudent，Realistic，Serious，Sophisticated，
Undeniable， 而 日 方 选 择 了 Prudent，Realistic，
Patriotic，Clean，Elite。双方的差异集中在了三个词上，
即 Undeniable，Clean 和 Elite。

Undeniable

对日方对 Undeniable 一词的困惑，中方指出，其深
层含义是领导人能“运用能力兑现其承诺或政策”。在
中国，领导人的施政方针往往较容易通过政治体系的层
层传导，直至某项具体政策。然而在日本，政治领袖被
认为具有更高的妥协性，其所倡导的政策能否被执行存
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Elite

我们首先就“Elite”的定义达成了共识。中日双
方一致认为，下列条件中符合任意其一的都可被归为
“Elite”：出身于政治家庭的“二代”以及受过良好教
育的政治领袖。

明确了 Elite 的定义后，我们对“哲人政治”和
“Majority Vote”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方式展开了讨
论。所谓“哲人政治”，指的是有能力的人应当作为全
社会的领导，而“Majority Vote”则是指应当通过少数
服从多数的民主投票制度选出领导者。

中方代表普遍表达了对“二代从政”较负面的评价，
认为在特殊的国情与选举模式下，“二代”相较普通人
更容易获得机会，而这种利用家庭背景获得政治优势的
行为是不正当的。而在采用直接选举模式的日本，人们
往往不会对“二代从政”这种行为持有负面的评价。对
于“是否应该由最聪明的人领导社会的前进”这一问题，
中日双方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中方代表认为选出“聪
明的领导者”是必须且可达的，而日方代表则持否定态
度，认为我们不仅不能保证选出来的是“聪明的领导者”，
而且也无法保证他们一定不会犯错。究其原因，中方代
表认为，缺乏教育的人往往是短视且政治冷感的，然而
日方代表则对“聪明的领导者”本身存有更多的怀疑。

>> 东京会期：制度与领导文化

>> 中国：一党专政？

经过东 a 京会期的讨论后，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
日方提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究竟中国的一党专政是否
危险？日方因此提出对中国一党专政下的担忧，其中包
括缺乏多元意见和贫富悬殊。因此，我们着重对这两个
方向做了深入探讨。

日方指出日本民众对“一党专政”这个词普遍有较
为负面的印象。由于日本的多党制度，日本民众认为在
同一个政党中，党员的意见会非常接近，不够多元化。
因此，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一旦党内出现非常极端的
领导，并以不公平甚至乎残酷地方式对待人民的时候，
人民很可能难以做出反抗。在最坏的情况下，更可能出
现领导在不管人民的意见下与他国发生战争。尽管在中
方看来，这难免有些杞人忧天，但是日方解释说他们的
担忧源自一段不能磨灭的历史。在二次世界大战前，由
于权力的集中，国家和人民在战火中受到严重的伤害。
日本民众基于对这段历史的熟悉，较为害怕领袖掌控过
多的权力。所以多党制得以在日本实行，不同党派之间
的聚焦点和意见有一定的差异，日本民众就能透过选票
让不同政党互相制衡。基于这些原因，日方认为中国在
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党内意见相对单一，可能导致严重
的后果。

中方就此也作出了解释，由于两方对党的理解不尽
相同，导致日方对中国的一党专政产生误解。中方指出
中国共产党内意见具多元性，而这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
策的决策过程中就有体现。在 70 年代，党内存在两股意
见不同的势力，一方认为要继续计划经济，另一方认为
应该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多次讨论后，
后者的意见得到采纳，而改革开放使让中国的经济取得
了良好发展。因此，中方指出，在政策实施前，在党内
是经过多番的讨论的，相比日本并不缺乏多元的政治意
见。讨论后，双方皆认为，尽管两国间存在制度差异，
但多元意见对于国家的发展十分有利。

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日方担心中国难以满足各阶
层人民的利益，怀疑在一党专政下，部分人民的利益，
尤其是草根阶层的利益会被忽视。日方指出，日本政客
由于需要选民的支持，会努力满足特定群体的利益，人
民也可以透过选举去发声。但是，日方认为中国缺乏高
效的选举制度，难以像日本一样全面解决贫穷问题。

中方就此指出，中国民众大多认为稳定是发展的基
础，一旦忽视贫富差距，很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而
地方政府对于解决贫困问题相当重视。此外，中国的政
治领导一开始是从基层工作，后来一步一步晋升至较高
的职位的，因此领导会在基层工作中累计丰富的经验，
可以凭其工作能力取得民众的信任。综上，人们对于国
家领导人的能力高度信任，相信领导人会通过不同的政
策实现社会的稳定，减少贫富差距。

>> 日本：民主制度？

中方对于日本政治有根本性的疑问是：在日本的政
治制度下，人们能否选出真正好的领导者？

这个疑问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日本民
众选出了安倍晋三这样一位令人有所担忧的首相，这种
情况为什么会在一个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发生？另一方面，
经由中方调查发现，日本从 2006 年到 2012 年这 7 年内
一共竟换了 7 次首相，于此同时根据日本总务省数据显
示，2014 年众议院议员选举中日本民众投票率（Voter 
Turnout）只有 52.66%，创历史新低。这些现象都让中
方对日本选民能否选出好的领导者产生质疑。

从上到下有着政府首脑、政党、选民和全体民众这
四个层面，每个层面之间政治意见的传达都存在潜在的
问题：

频繁的首相更换——中方认为，日本政府频繁更换首相
的现象反映了日本政坛的动荡不安，这很大程度上也可
能预示着日本政治制度正在失去它的有效性和公信力，
因为如果选举和更换领导能够奏效，就不会有如此频繁
的更换发生。

能预示着日本政治制度正在失去它的有效性和公信力，
因为如果选举和更换领导能够奏效，就不会有如此频繁
的更换发生。

经过和日方的讨论，我们认识到，日本人通常具有
“负向检查 (negative check mindset)”的思维模式——
当民众对于现任首相产生强烈不满时，更换相比不换总
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即使新上任的首相不一定令人满意，
他们还可以继续换，但是不换他们定会继续不满。即对
于日本民众来说，更换首相“聊胜于无”；这种思维模
式在日本较为常见。

首相和执政党的区别也值得注意。日本政府在 7 年
内换了 7 次首相，执政党的更迭却只有两次。日本民众
对于首相的不满往往在于其个人形象和行为，不一定针
对于其政党的理念；而执政党更换首相的做法在某种程
度上也会反映出他们有重视民众的意见，并尝试改变的
态度。在执政党地位稳定的情况下，整个日本政坛仍然
相对稳定。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派——在民主选举中总
是多数派胜出，少数派的诉求就可能被政府忽视。日本
两方面的特殊政治环境让这个问题并不显著。 



从政党层面来看，经过讨论，我们认识到日本的政
党的情况并不像美国那样，政党之间有巨大的分歧和原
则上的分裂；他们互相之间往往只是政策的侧重点不相
同，但在整体价值主张（“General Values”）上没有
很大差别。对比而言，在美国的两党所主张的政策往往
有着根本理念上的分歧，比如共和党是持保守主义，反
对同姓婚姻和堕胎、反对全民保健制度；但是民主党则
主要持自由主义，支持同姓婚姻合法化，并支持堕胎合
法化，大力推进医疗保健制度。但日本政党之间没有像
这样大的对立感。

此外日本的政党经常会在确定某一政策之前相互协
商甚至妥协以吸引更多的支持者，进而维护它的多数派
地位。在这样的过程中少数派的意见就不会被完全忽视。

从选民层面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众大体上
来说比较中立，持极端立场的人较少；同时在日本政党
数量众多，人们很少会完全找不到政党能代表自己的意
愿。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的惨痛教训和深刻影
响使得日本民众对“极端立场”和“极端政策”非常敏感，
他们往往尽力阻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此外日方强调，日本选民关注的更多是候选人的理
念（“values”），即上文中的“整体价值主张”，而
不是政策本身。比如安倍首相的一些外交政策确实遭到
了强烈反对，甚至所谓“安倍经济”的具体政策在很多
人看来也有待商榷；但他所展现出的对经济发展的重视
态度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为价值主张而投票”这样的
行为也决定了与少数派理念相近的政治家会在国会中有
一席之地——如果有更多的人持有与他们相同的观念，
“少数”也会在未来成为“多数”。所以问题的关键不
在于“少数派是否被充分代表”，而在于现有的选举制
度能否有效地反应社会层面的变化，能否真正地反映民
意。过低的投票率——中方认为，投票率低的现象会使
得整个选举制度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当只有一半的日本
民众参与投票，其结果将难以反映民意。

中日双方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日方认为，很多
日本民众不去投票主要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多数派，而
且平时事务繁忙、投票程序较为繁琐；所以他们选择去
做一些当时对他们来说相对更重要的事情，并认为自己
的缺席不会改变投票结果。但是中方认为，日本的低投
票率与频繁更换首相的现象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恶性
循环：当人们不断更更换领导者但仍然不满意时，难免
会疑问投票到底能否有任何促进作用，进而容易产生对
于政治政治制度的失望，长久下来可能造成了普遍性的
政治冷感。对此日方也表示部分赞同，但仍认为这并不
是主要原因。

但中日双方都认可，如果投票的人越来越少，以至
于实际多数派在投票中成为了少数派——而实际占少数
的人在投票中成了多数派，那就是极为严重的问题。为
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日本社会目前确实应该呼吁人们
积极参与投票，并向民众强调他们的选票的重要性。

五、结论

不论在政界还是商界，中日两国的领导人展现出了
不同的形象。通达的中国商人与有责任心的日本商人、
强势的中国政治家与洁身自好的日本政治家，领导形象
的对比反映出了中日双方对领导力本身的不同认识。中
国人整体上把领导人看作能力出众，与民众有一定距离
的引领者，而日本人则更易将领导人看做与身边你我相
像的一个民众代表。不同的文化导致我们站在自己的立
场上对另一国家的制度有系统性的误解，而经过讨论我
们发现中日两国的一党专政与民主制度都能算是本国政
治土壤中较为合适的制度，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二
战等历史事件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别。
尽管讨论中双方对于本国制度总有“辩护”的嫌疑，但
这种交流促进我们换位思考，尝试理解他国的领导文化。
我们相信这也是京论坛领导力议题组的使命所在。

六、参访

>> 北京会期

【主题】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以及中国民众的政治素养

【主讲人】政见观察员，人民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马亮副
教授

【介绍】政见团队作为一个志愿性的组织，致力于将海
内外政治学及相关研究的一线成果用通俗的方式传播给
大众读者。主讲人马亮副教授作为政见的一名观察员，
在团队中关注海内外的最新学术动态并对其进行再创作。

【目的】了解中国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言论自由问题，
探索民众对管制、政策及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度和态度。

【内容梗概】马亮副教授首先介绍了政见团队的愿景以
及自己加入政见的过程，各位代表也简单地做了自我介
绍。在大家相互熟悉之后，马亮副教授着重分享了政见
公众号被封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大家感
兴趣的媒体“自我审查”问题。此后在自由的提问与对
话中，老师也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国言论管制、中国媒体
现状以及中国群众的政治素养问题。

>> 东京会期

【主题】日本参议院与日本政治文化

【引导人】东京大学参议院实习生

【介绍】日本参议院是日本政治运行的重要场所，各党
派政治家、大臣等在此工作。参议院的坐席安排，物品
陈设等都反映了日本的政治文化。

【目的】了解日本独特的民主政治运行方式，对其中各
环节各角色有切身的体会

【内容梗概】日方邀请了在参议院实习的东京大学学生
带领议题组参观了参议院各党派的办公场所、著名首相
雕像等。参观中双方代表都近距离了解了媒体参与日本
政治的方式、首相的工作流程等日本政治文化相关的问
题。



2005 年，本着促进中日两国青年交流的简单愿望，几位来自北京

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前辈克服重重压力，创立了京论坛。十年间，京论

坛见证了中日关系的寒暖起伏，得益于每一届京论坛人的不懈努力，

一步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中日交流项目，为促进中日青年沟通做出了

卓越贡献。

如创办伊始所愿，立足议题、聚焦现实、消除误解、重建信任是

京论坛始终秉持的宗旨。然而由于诸多历史问题和政治争端，中日关

系几经波折，始终没有迎来根本性的改善。与京论坛共同成长的三年

里，从组委会成员到到中方主席，我曾因为初涉中日交流而满怀热情、

欢欣鼓舞，也曾因为找寻学生交流的真正价值而质疑否定、苦闷不已，

在一次次自我反思、颠覆认知后，我终于找了这份坚持的意义。而

十一岁的京论坛，也渐渐走过青涩期，在这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更

加明确了自己的使命，也在努力探寻着新的方向。

正如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所说，在中日关系中，两国人民之间

的国民感情和认识，是在国内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国际环境、安全、

主权之外的一个独立变数。因此，两国青年精英和未来领袖之间的沟

通和理解尤为重要，而为中日青年搭建有效的交流平台，正是京论坛

始终不变的目标。巍峨的长城上，秀美的富士山脚下，迸发的不仅是

我们了解彼此的热情，更是两国青年正视彼此利益诉求、冷静审视民

族争议的决心。

京论坛的生命力，源于他自身具有的力量。在京论坛的经历，是

一次原有印象被打破、原有认知被推翻的过程，是一场对价值观的砥

砺乃至重建，这意味着完成一次艰辛而彻底的自我审视、自我质疑、

彼此了解、价值重构、相互信任、共同成长。这个过程伴随着震撼与

痛苦，在头脑风暴的洗礼之后，必会迸发出其蕴含的能量，最终回归

互信互助、共创共荣。

这种力量，恰恰是每一届京论坛人笃定坚持的源泉和初衷。对民

生的关注、对社会的探索、历史的溯源、文化的震撼，不分日夜的沟通、

求索，深刻透彻的剖析、审视，大胆直率的质疑、否定，真诚开放的聆听、

体悟。精品、高端、民族、人文是我们自始至终的追求，然而精品之

体现远不止于“精英”之姿态，京论坛早已超越了“项目”的定义，

他是我们用心完成的事业；高端之体现远不止于“高标准”之风格，

我们追求卓越，也脚踏实地；民族意识之体现远不止于“爱国”二字，

我们力求将民族情感上升为兼容并包的人文关怀；人文之体现亦绝非

“中日友好”之口号，只有在务实的交流与探讨中，才能切身体悟信

任重构之艰难，中日友好四字之宝贵。

主席寄语

“在京论
坛的经历，是
一次原有印象
被打破、原有
认知被推翻的
过程，是一场
对价值观的砥
砺乃至重建，
这意味着完成
一次艰辛而彻
底 的 自 我 审
视、自我质疑、
彼此了解、价
值重构、相互
信任、共同成
长。“

京论坛 2016

中方主席

李天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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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f Delegates 
这个秋季对于大四狗是聚集了实习、

考试和申请的战线，而在如此焦头烂额
的洪流中，京论坛像是一股清流让灰暗
的秋季多了一丝湛蓝。

强大的凝聚力是我对京论坛 2016 的
最深的感触。作为 2016 京论坛副主席之
一，我主要负责后勤工作。这是一项看
似简单实则繁杂的工作，它对于时间安
排的把握和整体工作进度的监控要求很
高，需要做到事事巨细。开始因为时间
安排不够充分导致一些事项办理延迟，
而就在我为此担心会期进程时，整个团
队对我工作的配合让会期得以顺利进行。
在此真的要感谢京论坛 2016 所有小伙伴
的理解与支持。

李晨露
2016 京论坛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3 级
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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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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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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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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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论坛 2016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4 级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

赵佳茵



2016 
京论坛 
代表感言

黄敬凯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4 级

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京论坛。我记
得当时申请京论坛时，自己正处于寻找
身份认同感的状态中。身为海外华裔，
我想要在留学中国的四年中证明：I am 
Chinese enough to represent PKU in a 
Sino-Japanese conference. 我想证明，
虽然我家族已离开中国百年，但在我的
身份当中，尚有足够的华人文化成分，
能够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参与中日交流。 
在第十届京论坛当中，我有幸和一些中
方成员成为了知己好友。他们为我的留
学生涯添加了快乐和温情，我很感激能
够建立起这些友谊。

     在第十一届京论坛当中，我有幸结识
能干、善良的组员们。我很怀念我们度
过的快乐时光，并且为我们的成果感到
骄傲。当我们的成果展示得到了东大的 
Takahara 教授的表扬时，我记得我们组
员的心情是激动、震撼和快乐的。我将
永远记得那一个瞬间。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京论坛。我记
得当时申请京论坛时，自己正处于寻找
身份认同感的状态中。身为海外华裔，
我想要在留学中国的四年中证明：I am 
Chinese enough to represent PKU in a 
Sino-Japanese conference. 我想证明，
虽然我家族已离开中国百年，但在我的
身份当中，尚有足够的华人文化成分，
能够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参与中日交流。 
在第十届京论坛当中，我有幸和一些中
方成员成为了知己好友。他们为我的留
学生涯添加了快乐和温情，我很感激能
够建立起这些友谊。

蒋书凝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工作成
员

北京大学 2015 级

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参与京论坛将会是我北大生活中最好的成长机会之一，是我
2016 年秋天最浓墨重彩的记忆。

两个星期高密度、有方向性的跨文化讨论使人在压力下解构自
身观念的成因，体会到中日之间的“我们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
人口组直面现实的议题、非中国籍的议题组长“绅士”Ashton 带来
的第三方视角增添了讨论的火花；两个会期与伙伴们共同面对各种
状况的朝夕相处无形间暴露出自身行为模式的不足，也深刻认识到
了良好的身体状况对 Active Participation 的重要性；东京会期闭
幕式上，东大法学院教授 Professor Takahara 反复强调了“中心
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儒雅男神的风范令人印象深刻……京
论坛值得回味咀嚼的地方太多太多。

感谢这一年来在京论坛遇到的所有又温和又认真的北大同学东
大同学，受益良多。



张婧昕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

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对我来说，京论坛是一次
非常宝贵的经历。京论坛的学
术价值和现实价值从面试开始
就能够体现出来，从选题、议
题组长准备的框架、分工和讨
论的形式，都能够在保证每个
人的参与情况下将议题充分讨
论。我非常喜欢我们组融洽的
氛围，这和我们双方组长在之
前之后充分的讨论、日方的紧
密配合是分不开的。整个过程
中中日双方都在学术讨论中增
进了友谊，到了东京会期时，
大家已经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一起玩耍，到最后分别的时候
非常依依不舍。京论坛给我最
大的感动在于日方同学认真负
责的态度和充足的准备，他们
把每一个题目都在正式开会之
前充分讨论过，因此在会期中
展现给我们的成果十分有价值，
节省了许多时间。这样的收获
和体验是许多其他的学生论坛
所不能提供的。在北京和东京
的两周，我非常开心能认识这
么多可爱的工作人员和代表，
在日本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
困难，但大家都团结起来一起
克服了，真的十分感动和感谢。
京论坛让我相信年轻人之间的
交流真的能够消弭误解、增强
理解，希望京论坛能够传承下
去。

汪嘉倩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4 级

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从初见招募消息时的跃跃欲
试，到等待面试结果时紧张忐忑，
从新太阳和湖心亭，到代代木和
青物横丁，从登临长城的眺望，
到漫步浅草的徜徉，从论坛伊始
的好奇懵懂，到羽田挥别的留恋
不舍……我们穿过北京的暑热，
感受东京的秋凉。一点点，一次
次，一巡巡，辨析事实与观点，
梳理逻辑与勾连，澄沥去偏见与
成见，沉淀下洞见与卓见。

无疑，京论坛是一段“高”
水平的旅行，而加入京论坛是一
个“对”的决定——在这里，不
论高下，没有对错，只论开放之
心、公正之理，啻有灵锐之思、
体察之情。于每一遭或舒畅或阻
塞的讨论间，每一次或紧张或闲
适的交谈里，我们见外物，于是
更了解自己的匮乏与丰盈，自由
与限囿，困惑与清明，动摇与执
著；而了然了自己，也便更能知
晓，进而理解，外物的存在与发
展。

感恩，与京论坛的相遇；更
感恩，于京论坛的相遇。

祝福京论坛，拥有并孕育，
更多美好的相遇。

鲁雨涵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2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参加京论坛可以说是大学生
涯的一个意外之喜，也是非常难
以忘怀的一段经历。虽然从大一
就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但一直
拖到了大四才鼓起勇气报名，能
进入自己喜欢的议题组也让我心
存感激。

没有什么是能十全十美的，在会
议期间总是会出一些小意外，一
边怀着无限的娱乐精神，一边又
要愁讨论进程和终期报告，每个
人都怨声载道。但是就算是讨论
的瓶颈期，不开心的小情绪，和
熬夜准备的终期报告，现在回想
起来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更不
用说在北京的吃喝玩乐，在东京
的买买买，和在京都 Airbnb 里
通宵达旦的狼人杀。

虽然我总是出岔子，在会议
期间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脾气，还
不小心弄坏了日方议题组长的电
脑，但最幸运的是遇到了很多善
良和可爱的人，也认识了很多志
同道合的朋友，也算是在京论坛
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最 后， 感 谢 各 位 组 委 和
Staff 的付出，议题组长的准备
和小伙伴们的陪伴，也衷心祝愿
京论坛可以一直办下去，一切都
越来越好。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感言

JING 
FORUM



张怡轩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5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李鼎凝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3 级

元培学院本科生

对我而言，京论坛的独特
之处在于她的“真切”。在去
京论坛之前已经去过好几次日
本了，但由于语言障碍一直没
能够和日本人，尤其是同龄最
优 秀 的 日 本 人 有 过 深 度 的 交
流。京论坛，作为社会正义议
题组的成员，给了我这个机会。
在交流中，双方都没有回避敏
感的话题，有过争锋相对的辩
论，也有并肩作战赶 deck 的夜
晚，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我
们了解了对方，认清了自己，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彼
此 的 文 化， 以 及 彼 此 间 的 不
同。讲了这么多隔阂，事实上
我觉得也只有这样的交流才最
能促进彼此间的感情！无论是
组内还是和别的议题组，无论
是中方还是日方，都交到了知
心的朋友，和冯月姐，Mayu，
Mabo，Midori 还有很多人，虽
然走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但有
超级多可聊的话题。在京论坛
的这一个多月中，最幸运的莫
过于和你们拥有这一段经历，
留下一些，带走一些美好的回
忆。最后，希望京论坛能够一
步一步走下去，将今天的讨论
化作明天社会进步的力量！

大一上学期我加入京论坛，
经历了报告册编写、选题提案、
选题讨论、代表招募，到最终
圆满举办的北京会期和东京会
期这一完整过程，得到了太多
的启迪、锻炼和成长。

在 2016 京论坛会期，我担
任 Social Justice 组 的 Staff & 
Delegate。还记得寒假的时候，
我在电脑上敲下这个题目的情
境，那是在温暖的家中，傍晚
时分，我迎面望向窗外皑皑白
雪。“在一些社会事件中，我
们可以看的到，某些弱势地位
已经给人带来难以摆脱的制度
性压迫，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由于这种弱势地位形成的部分
缘由来源于社会制度，那么社
会应该承担起补偿的义务。即
使人们可以在这一点上达成共
识，那么具体来说，如何识别
到正义与否的分界……”我试
图思考着这一“无解”的问题，
期待京论坛可以为我带来一些
启发。议题的讨论过程中，我
们通过“思想实验”，试图挖
掘每个人对这一问题的根本价
值观。同时，我们把问题放入
中日两国的具体国情中，在比
较与追问中，不断做着“透过
现象看本质”的常识。我们从
宏大的社会议题出发，但是经
过半年的筹划、两周密集的讨
论之后，我意识到，当我们讨
论外界环境的时候，我们本质
上是在做内在的自我反思。

对于我来说，京论坛是自我
探索的良好契机。两周不间断的
闭门讨论，是面对压力，直面质
疑，战胜自我的过程。在不断的
磋商磨合中，在梳理思路表达自
我的过程中，潜意识中体现的价
值观逐渐在我脑海中变得清晰，
自身的长处和缺漏也愈发明显。
对于我来说，这种经历是启发性
的，它给我更多勇气。我会永远
记得那份热情和初心，努力贡献
于自己认定的重要的事情上，由
此起航，到达理想的港湾。



王主丰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

经济学院本科生

方语谦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

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

从初见招募消息时的跃跃欲
试，到等待面试结果时紧张忐忑，
从新太阳和湖心亭，到代代木和
青物横丁，从登临长城的眺望，
到漫步浅草的徜徉，从论坛伊始
的好奇懵懂，到羽田挥别的留恋
不舍……我们穿过北京的暑热，
感受东京的秋凉。一点点，一次
次，一巡巡，辨析事实与观点，
梳理逻辑与勾连，澄沥去偏见与
成见，沉淀下洞见与卓见。

无疑，京论坛是一段“高”
水平的旅行，而加入京论坛是一
个“对”的决定——在这里，不
论高下，没有对错，只论开放之
心、公正之理，啻有灵锐之思、
体察之情。于每一遭或舒畅或阻
塞的讨论间，每一次或紧张或闲
适的交谈里，我们见外物，于是
更了解自己的匮乏与丰盈，自由
与限囿，困惑与清明，动摇与执
著；而了然了自己，也便更能知
晓，进而理解，外物的存在与发
展。

感恩，与京论坛的相遇；更
感恩，于京论坛的相遇。

祝福京论坛，拥有并孕育，
更多美好的相遇。

蒋卓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2016 年有幸作为代表参与
第 11 届京论坛的北京会期与东
京会期，收获颇多。一是在两周
社会正义组高强度的讨论、辩论
中重新认识了中日两国的国情、
对彼此社会种种不正义的现象及
其背后原因的理解，并且重新审
视了之前有所忽视的自己的政治
主张；二是深度体验了代代木公
园周边、三井住友银行和京都残
疾人工厂等元素组成的真实的日
本，和日本最顶尖学府的有识之
士“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机会难得且回忆独特；三是在北
大和东大的框架下更深刻的理解
了青年国际交流活动的意义，无
论是出于简单的“增进对彼此的
认知”，还是出于沉重的“改变
世界，塑造未 来”，京论坛都
当之无愧的发挥了其影响力，并
将在未来更上一层楼。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感言

对于这一次的京论坛我期
待已久。说实话，对于日本的
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我都不
算陌生，但我期待的是第一次
真正踏上日本国土的我仍能感
受到怎样意想不到的冲击。

有趣的是，代表们在讨论
的最开始便意识到，作为来自
各自国家最高学府的学生，双
方的观点其实在严格意义上都
不具有代表性。这也使得我们
更加珍惜社会实践的参访机会。
当然也希望以后能够再适当增
加一些活动来同彼此社会的各
个群体接触，相信这将使得我
们对于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全
面。

关于整体的讨论情况，我
认为时间安排非常紧凑，这一
点也是秉承了京论坛学术性的
一贯特点。在北京为期八天的
讨论当中双方都比较积极，前
两天定下了讨论框架并就此取
得了不错的成果。而在东京会
期议题由经济转向政治，双方
常常会就某一话题持不同的观
点。在当双方都声称“能理解
对方持有该立场的原因，却依
然无法赞同对方的观点”时，
如何将讨论延续下去，也是京
论坛讨论中遇到的有趣问题。

从关西的京都、大阪、奈良，
到关东的箱根、镰仓和东京，
两周的行程让我对于这个一衣
带水的邻邦有了全新的了解。
另外镰仓车站旁边的一家叫做
キャラウェイ的咖喱店值得一
试，相信语谦和我一样都会强
烈推荐的。

JING 
FORUM



陈则尧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4 级

经济学院本科生

李润华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5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从议题准备到最终展示，常
与 Leadership 的伙伴们讨论定
位的问题，而京论坛的定位让它
注定成为我大学时代最难忘的经
历之一。生活在两国最出色的大
学中，严谨的学术讨论对代表们
来说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餐后闲聊也一向是生活的一部
分，而京论坛不同于两者。比起
学术座谈，它更有温度，它让我
们能每个人的观点、价值观也融
入讨论；比起聚会聊天，它又不
让我们轻易放弃任何一个细节，
要求我们在对彼此的不断询问、
挑战中实现深入的理解。我想只
有这样的讨论，才更能触动两国
年轻人的心，才能让他们不仅借
助理性、制度和数据，更能从感
性的角度生动地结实彼此，认识
自己。

      从选定议题到中期报告，逾
半年的准备，两周的会期。经历
宝贵，友情宝贵。只觉千分幸运，
万分感谢。

一直对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
邻邦充满好奇，我们曾承袭一段
相似的岁月，但历史长河里的种
种羁绊却引领两国走向了截然不
同的道路，并深刻地影响着每一
个个体的思维方式与处事原则。
京论坛于我，就是一个从细微处
见大道理的难忘旅程。

京论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
机，让人从朝九晚五的琐碎中挣
脱出来，和中日两国最优秀的一
群青年人一起，真正静下心探讨
一个严肃的话题。“领导力”议
题，本就相对抽象，在正式讨论
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常常无所不包，在增加讨论
任务的同时，也让我得以从各个
角度，深入了解日本同龄人的思
维方式。面对日方代表提问时感
觉到的“不言自明”与“恍然大
悟”，顶着困意准备 pre 的略感
疲惫，最终报告后的欣慰舒畅，
都令我印象深刻。在对话中，我
们不仅增进了对对方的了解，也
在一遍遍近乎严苛的打破禁锢与
审视自我中，更加了解自己。也
许讨论的结果如何倒显得没有那
么重要了，直面差异，体验共情，
我想，才是如京论坛般文化交流
的本质所在。

感谢京论坛，祝福京论坛。

池冰轮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

经济学院本科生

京论坛于我而言更像是对于
日本认知经验的一次宝贵的验
证，其中体验充满惊喜，可谓妙
不可言。 

我愈发感到，通过经验研究
得到的普遍规律对于解释具体的
情形的帮助非常有限。在我们讨
论典型的日本公民的形象时，我
们面对着的日方代表中有熟读毛
主席语录者、有喜爱韩国流行文
化者、有在异国成长仍在建立对
日本的文化认同者。在了解更广
阔的『他们』的同时，理解我面
前的『他们』却依然充满着挑战。
我也渐渐体会到，通过经验研究
得到的相关性对于解释因果性的
帮助非常有限。在我用一周时间
渐渐模仿起人们的一些行为模
式，试图把自己巧妙隐藏在人群
中，我却发现我对行为背后的原
因愈发感到迷惘，规律背后的逻
辑愈发引人入胜。『他们』背后
的『他们』，给我机会去重新审
视『我们』背后的『我们』。

在东京会期圆满落幕几个月
之后，在新海诚的电影里看到这
样一句话，『聚拢 , 成形 , 捻转 ,
回 绕 , 时 而 返 回 , 暂 歇 , 再 联
结。这就是组纽。这就是时间。』
我不禁想起与日方代表不舍告别
时 的 约 定，『I hope our paths 
cross again』，愿我们未来的人
生道路有机会再次联结，愿时间
给予我们机会在不可预测的未来
再度重聚，延续这份难能可贵的
深厚情谊。

领导力议题组代表感言

方心怡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4 级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讨论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原来
我对于日本社会和政治环境了解
那么少，而相对来讲日方的同学
对中国了解那么多，一直很惭愧。
“Leadership”这个主题是很难
讨论的，这个词涉及的范围太广，
几乎每一个方面的“Leadership”
好像都可以另开一个议题；“缺
乏中心问题”这一点也造成了我
们很多次讨论方向的偏离、修正、
再偏离的纠结。这也是我们需要
吸取教训的地方。但是，也正是
因如此，我们组所涉及到的话题
比其他的组都要广泛得多——商
业管理、社会舆论、言论自由、
政治体制等等，每一天讨论下来
信息量都非常大；我们和日方一
起，坦诚地在不同层面上探索并
感受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
以及他们在中国和日本的差异，
并寻找差异之后的文化与历史背
景。这使得两周下来，我觉得我
对日本初步形成了一个具体而全
面的认识，能够逐渐脱开“游客”
的视角，去尝试更深一层次的换
位思考。这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最后，真的非常开心能认识
京论坛这一群中日小伙伴！这是
一群有想法，有能力，对中日交
流有着发自心底的兴趣，优秀而
认真的人——这才是京论坛最大
的优势。能够在有限的资源和精
力中一起营造出一个这么高质量
的思想交流平台，我觉得大家很
不容易。真的非常荣幸！

有思考也有遗憾，才能从而
生长出新的期待。代代木的树，
初秋东京清爽的风，便利店的鸡
肉糯米包关东煮，还有儒雅睿智
的 Takahara 教授啊，明年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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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上達矢
Tatsuya Habagami

VP from UT side

磯野凪沙
Nagisa Isono

President of

JING Forum2016, UT side

I’m so glad to write the impression 
as a president from UT side. This year 
was my second time in JING Forum. 
When I was a participant in Peace 
section last year, JING Forum was 
a challenging place for me. I had to 
prepare well before the discussion, 
think deepl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from PKU students, and I had to think 
who I am. It didn’t just understand how 
Chinese peoplethink but also know 
how I th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thought about myself. 

    This year, as a president, my task 
was to prepare for the session and 
care ab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JING 
Forum 2016. This task was not easy 
but it again taught me how JING 
Forum is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place. I remember the seen at the last 
day of the session. During the session, 
our discussion sometimes crushed and 
it was hard to let counterpart know 
our opinion correctly. However, at 
the last farewell party, every member 
was relaxed and unwilling to part 
each other. When I saw the seen, I felt 
that our discussion was meaningful. 
To build the strong ba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I’m sure that we 
could do it this year. 

Lastl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PKU members. Without your help, we 
couldn’t success JING Forum 2016.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Although a vice president usually 
cannot take part in their discussions, but 
I like this position since I can consider 
the theme and the structure of each 
section’s discussion at a little distance, 
and get a lot of new findings. As a 
delegate, I strongly fel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relativize my conception and 
common sense last year, and I came 
to believe that this was one of the core 
values of Jing Forum by taking a step 
back this year.

My main role for this year wa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of UT 
side. These tasks seem to be irrelevant 
to the core of Jing Forum, but I realized 
that many people supported us and 
that was indispensable to our activity 
through those jobs. I expect all of 
current and future Jing Forum members 
to be always grateful for those who 
subscribe to our goal and support us.

It was also the last time for me 
to participate in Jing Forum. My two 
years’ experience in Jing Forum gave 
me many irreplaceable and precious 
lessons and PKU and UT friends. I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fter graduation, 
cherishing memories of Jing Forum.

野本圭一
郎
Keiichiro Nomoto

VP from UT side

Through a task of Jing Forum 
2016, I really understand how difficult 
to work with other people. Of course, 
all members have same goal; that is to 
succeed in having good discussion in 
this Forum. However, each people think 
that this is their best way to carry out 
the program. This difference annoys me 
during the session this year.

 In spite of such a trouble, 
I’m really satisfied with Jing Forum 
2016 because many members find new 
thoughts during the discussion and 
some members decide to continue to 
work as Jing Forum 2017. I hope many 
new students get stimulation during 
Jing Forum 2017.

JING 
FORUM



林眞子
Mako Hayashi
Delega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ection Junior of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Tokyo

川本大喜
Hiroki Kawamoto
Populat ion  and  Deve lopment 
Section Leader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lass of 2013

Participating in the Jing Forum 
means a lot. Many people would say 
that the Jing Forum is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abou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pending more than two 
weeks together with PKU students had 
surely changed my view toward China.

What I really liked about the Jing 
Forum, however, is not about such 
cultural understandings but the moment 
I worked together with my members 
to  make  our  f ina l  p resen ta t ion . 
Although UT members and PKU 
members differed in many issues 
and sometimes we started to quarrel 
over some controversial topics during 
the discussion, everyone cooperated 
together when we started to work on 
our final presentation.

What I remember the most is the 
night before the final presentation. 
Everyone stayed up late discussing how 
we made our final presentation better. 
Since we had not had much sleep 
throughout the Tokyo session, everyone 
looked exhausted and needed some 
res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seemed 
no one wanted to make a compromise 
to the quality of our final presentation. 
When we finally finished preparing 
everything and went to bed, it was 
already past 4 a.m. To be honest, I do 
not remember much about how we had 
the final presentation on the nest day 
since I was very tired and sleepy, but 
I do remember the night that both UT 
and PKU students worked together 
toward the same goal.

As a senior student starting to 
work from the next spring, I sincerely 
appreciate the Jing Forum for giving 
me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as the last 
student activity in my college life. I 
hope the Jing Forum would last for 
the next decades and keep providing 
students great experiences.

J ING Forum 2016  was  my 
first experience of interacting with 
foreign students deeply. It was very 
challenging for me to discuss with 
them in English, and at the same time, 
brought me really a lot of insights.

    There were many moments that I 
was so impressed. For example, when 
we discussed about “Hu Kou“ inChina. 
PKU friends explained about it and 
we UT students said it's a repressive 
and unfair system. Their reaction 
was following: “Of course we envy 
students born in Beijing. But, aren’t 
UT students from countryside also 
jealous of those born in Tokyo?” Their 
point was proper. In Japan, we also 
have urban-rural disparity in economic 
situation, opportunities of education 
or employment, though we don't have 
such a strict family registration as “Hu 
Kou”. 

    We tend to suspect that the other has 
more unfair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because of its system. As for actual 
condition, the answer is not simple. 
PKU friends' way of thinking is more 
realistic, based on actuality than us, I 
felt. 

    During the two sessions, I often 
made discovery about the others 
and ourselves. I think we were able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s of 
each other. This forum was totally 
wonder fu l  exper ience!  I  rea l ly 
appreciate  al l  the members and 
supporters. Thank you very much.

JING 
FORUM



斎藤勇希
Yuki Saito
Delegate of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 IR 
course
Class of 2013

水垣舜一
Shunichi Izugaki
Delega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Jing Forum was a great chance 
to discuss in depth my curiosit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bright students from China. Unlike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s 
that are no more than casual opinion 
exchange, we had tough discussions, 
though which we found various 
conflicts of interest, different values 
and how to manage it. 

Through two weeks in Beijing 
and Tokyo, I gained a lot of insight and 
information telling me that what I was 
taking it for granted are different from 
countries to countries. Particularly, our 
session researched and discussed w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ing society 
in eachcountries and from where the 
difference come from. The difference 
of our view of family, lifestyles and etc. 
surprised me a lot. For instance, China 
is in great advance compared to Japan 
in some parts like policies of health 
promotion, even though many people 
think Japan manage the problems aging 
society better considering its further 
serious situation. 

From next year, I will start to 
work for aid agen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offer solutions and 
aids considering need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cultures. The 
experience through Jing Forum will 
help me greatly when I have to discuss 
and find out the values of my clients in 
depth. 

Truly appreciate this chance, as 
part of the Jing Forum team, I can 
recommend every students who have 
high aspiration to join. Thank you.

B e f o r e  t h i s  f o r u m ,  I  h a d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different East 
Asian student conferences through my 
whole university life, but each time I 
couldn’t really go deep into the value 
differences among participants. This 
time, however,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spend a lot of time discussing our value 
differences, and I could make some 
wonderful discoveries. 

This is firstly because it was onl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hereas 
other conferences I joined had more 
countries than Jing Forum. We focused 
on China and Japan, so we could go 
further.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were 
definitely very serious. I had never 
experienced any other East Asian 
student conferences where I had to 
stay up that late and where I did as 
little sightseeing as this forum. It was 
avery tough time, especially before the 
final presentation, but I suppose the 
seriousness was what made this forum 
fruitful.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two 
weeks we shared.

Thank you for  a l l  the  s taff  who 
supported our sessions and for all the 
participants who are seriously engaged 
in the discussions. I really had fun!! 

鎌田みど
り
Midori Kamata
Section Leader of the Leadership 
Se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Tokyo.

Given the  d i fferent  h is to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nd 
ongoing regional controvers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in Jing Forum was never easy. 
The process required much time and 
energy, and sometimes it made us 
feel irritated or meaningless. I really 
appreciate everyone’s effort regardless 
of this difficulty.

No doubts that Jing Forum gave 
me some answers and helped me to 
become more capable of listening 
tolerantly, putting myself in my friends’ 
shoes, and reflecting on my own 
thought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also fulfilled me with new questions 
and interests. I believe that this desire 
to know and understand more will 
consist of my new energy and cheer me 
up in my future career and studies.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y counterpart in the Leadership 
Section, Brom Lee, with whom I have 
developed our discussion contents since 
March and gone through the tough days 
in Beijing and Tokyo. Thank you.

平田紗和
子
Sawako Hirata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 participated 
in Jing forum 2016. I feel so lucky to 
be part of this wonderful community.

I had always wanted to discuss 
and  make  f r i ends  wi th  Chinese 
students since I got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Sino-Japan relationships. 
The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quite large, and I felt I 
myself would not be able to overcome 
it without exchanging ideas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s. Jing forum was a 
perfect place for me to fulfill that need.

The days I spent at Jing Forum, 
in Beijing and in Tokyo, were one 
of the most intense days of my life. 
Every day was filled with new findings, 
surfaced misunderstandings, difficult 
questions and heated discussions. Also, 
the time I spent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our conversations and experiences are 
unforgettable and extremely valuable. 

Jing forum has enabled me to see 
China from a totally new perspective, 
taught me how I should behave in 
discussions, and helped me make great 
friends. Once again I deeply appreciate 
the experience and everyone involved 
in it.



坂部能生
Yoshinaru Sakabe Delegate of 
Leadership Section
Faculty of Art & Science ,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ass of 2013

大野昂紀
Koki Ono

Jing Forum was a very fun and 
eye-opening experience. The fact that 
all of us with our own unique personal 
backgrounds  were  able  to  come 
together and discuss a single topic 
was very important as we were able to 
gain new values and insights;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rediscover our own 
personalities. To me, Jing Forum was 
as much a self-rediscovering event as 
it was a cultural exchange. I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ese types of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 will not have to be 
events, but just be natural occurrences 
in our daily lives.

新城真彦
Masahiko Shinjo

I participated Jing Forum because 
I want to know my own nationality. 
My parents is from China and I spent 6 
years in Shanghai. However, I went to 
Japanese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In Japan, some of my friends regard 
me of Chinese and I also did not know 
whether I am.

A f t e r  d i s c u s s e d  w i t h  P K U 
students, I found two things. First is 
that our thoughts are so influenced 
by education. UT students answer 
differently with PKU students. When 
we talk about our system, our views 
of leader, our values, we always talk 
what we learned in school. I realized 
our thought was heavily shaped by our 
teachers and textbooks.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my way of 
thinking is quite Japanized. My parents 
is Chinese and we speak Chinese in 
my house, but I don’t like too strong 
leader, I don’t think I should take care 
of my parents and I respect democracy. 
I was educated in Japan and I found I 
was so influenced by that. It was a huge 
surprise to me. I thought I am Chinese 
living when I live in Japan.

My stand point is not common, but 
Jing Forum was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and UT member to gain new 
perspective of China and Japan.

I’m interested in China very 
much. Two years ago in summer, I 
went to Nanjing to study Chinese 
for three weeks. There I saw and 
exper ienced many things  about 
cul ture  and his tory.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place was Nanjing 
Massacre

Museum, and I got much more eager 
to know about China. One of the ways 
to know about China is to have talks or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students, so 
it’s quite natural for me to attend Jing 
Forum.

I had attended some student 
conference before Jing Forum. I can 
say, Jing Forum is the hardest one; 
the discussion was so intensive that I 
sometimes even feel it’s demanding. 
But in spite of that, I enjoyed very 
much. Our topic was about leadership, 
and through the discussion I got the 
impression that our theme was in fact 
so abstract and easily related to other 
themes, and that there remained lots 
of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deed. It was good that I 
could realize there’s still many things 
to know and make clear. 

I think I should keep on studying 
and thinking about leadership. 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ryone’s effort.

JING 
FORUM



馮月
Feng Yue

section leader of Social 
J u st ic e  S e ct io n  o f  2 0 1 6 
University of Tokyo

important because it can help 
people know who they are and who 
they want to be. More interestingly, 
I can also observe my growth and 
see an obvious change in my way 
of explaining the world through 
discussion. 

In addition, Jing Forum also 
provides opportunities of networking 
with peers and alumni, I talked with 
my new friends,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ents about their future ambition 
and career, Jing Forum is not only 
about political discussion, I also gained 
valuable friendship.

木村元気
Genki Kimura

Delegate of Social Justice 
Section

University of Tokyo

After ten days discussion in both 
capital cities, I reached a conclusion 
that may seem a bit strange—we’re 
not much different. Rather, we are the 
same. At least in my division, all of the 
students of UT and PKU has discussed 
western-oriented thoughts in western 
language, and seemed to find common 
background which was brought up by 
our western-style education.

In my view, this fact implies two 
things. First, I believe Japanese and 
Chinese elites can understand each 
other through the certain manners, 
which are so-called ‘Global Standard’. 
Sometimes we might not able to accept 
the other’s opinion because of each 
national or company’s interests, but 
anyway we can discuss with, persuade, 
and have dealings with, the other. It is 
like playing chess—each player has its 
own purpose and interest, but nobody 
tries to break down the chessboard. 
I cannot easily expand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o the wider level, but if it’s 
true, that means Japanese and Chinese 
elites can have a hope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negotiation.

Secondly,  unfortunately this 
discovery does not guarantee blight 
future between both countries. Elites 
might understand each other through 
‘Global Standard’, but then are we 
really representatives of our native 
society? For example, a high school 
teacher of Fukushima prefecture, who 
we invited to watch his students’ play 
related to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talked on governments’ mistakes 
on the accident in anger, but UT and 
PKU students cannot fully understand 
or share his view on the disaster. 
At the time I got very surprised to 
notice that the gap between him and 
us students is bigger than that of UT 
and PKUstudents. In China also, it 
seems true that many of PKU students 
are from rich families, and are going 
to work at foreign investment banks 
or  consul tants .  They knew wel l 
about nong min cong but it was just 
a knowledge, just as many of UT 
students are not the party of the inner-
city poverty problem or the population 
scarcity problem in regionalareas 
in Japan. Not necessarily talking on 
Donald Trump or Brexit, we live in the 
era of mass politics. What we really 
needs may not only be talking with 
foreign elites, but also be knowing and 
experiencing what is happening deep 
inside each native society.

T h i s  i s  m y  s e c o n d  t i m e  i s 
participating in Jing Forum. Last year 
I was a delegate of social mobility 
section.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Jing 
Forum with positions, I learned a lot 
not onlythrough topic discussions, but 
also I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way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ink about 
things, discuss with other members,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cooperation, 
teamwork and leadership, which I 
value even more than topic itself. 

We  a l w a y s  h o l d  a  s t r o n g 
stereotype towards each other, and 
mass media and politics always over-
focu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s, 
however, are we really that different? 
If the answer is yes, where do the 
differences come from? If no, what 
we, as top university students in both 
countries can do to eliminate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people of their 
nation? I think the only way to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towards each 
other is through discussion. That is 
exactly why Jing Forum is established. 
And personally speaking, as a Chinese 
studying in Japan, Jing forum provides 
me an opport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myself a lot, and through discussion, I 
can clarify my identity by comparing 
myself with both Japanese student 
and Chinese students, and this better 
comprehension of myself is very 



I grew up in a family that was 
vaguely nationalistic, as well as rather 
hard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ough I tried my best not to emulate 
them, before I came to Jing Forum, I 
retained that implicit bias that Japanese 
people tend to have towards Chinese 
people. However, by participating in 
Jing Forum 2016 as a member of the 
social justice division, I saw that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Chinese people in 
themselves were quite similar to the 
Japanese. Our conceptions of justice, 
how we saw this changing world, the 
issues we kept close to our hearts were 
shared. That realization made Jing 
Forum 2016 something core to me and 
my experiences in college.

比護遥
Haruka Higo
Delegate of Social Justice 
Sectio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3rd Grade

should be wider than just sharing each 
person’s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We have to reconsider why we meet 
together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in 
this information society. One Japanese 
famous poet once published a book 
titled “Throw Away Your Books, Rally 
in the Streets.” We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throw away our books, but at 
least we have to rally in the streets.

有元万結
Mayu Arimoto

In our section, we set a goal of 
finding out the universal concept of 
justice. This word ‘universal’ might 
be a bit dangerous, because it can lead 
to ignoring differences. But we still 
chose this goal, because we didn’t 
want to admit a priori tha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us. 
At least it is wrong to assume that 
differences should always be between 
Chinese side and Japanese side. As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we trie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Of course, we 
also found some disagreement, but 
anyway I believe it was meaningful 
task.

A l t h o u g h  I ’ m  m a j o r i n g  i 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t was 
a rare and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such deeply with PKU 
students. I especially want to thank 
Charlie, Daniel, Donny, Kelly and 
Kevin, not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opin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but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YOUR 
opinions. Using Japanese proverb, 
we are friends “who ate the rice from 
the same pot”, I hope this reliable 
friendship will continue in the future.

As for suggestion toward next 
year, one thing I felt sorry about this 
year JING Forum is that we basically 
stayed inside the campus all the day. 
We went to Beijing from Tokyo, but 
there were a few opportunities to ‘feel’ 
China or Beijing, and vice versa. If we 
tried to overcome various stereotypes 
through this forum, scope of our 
discussion

JING 
FORUM



Participants 
成员名单
京论坛中方组委会

李天娇

京论坛 2016 主席

北京大学 2013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李晨露

京论坛 2016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3 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
生

赵佳茵

京论坛 2016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4 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本科生

许文迪

京论坛 2016 副主席

北京大学 2014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李润华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黄敬凯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4 级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

李鼎凝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组长

北京大学 2013 级元培学院本科生

陈则尧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4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

蒋书凝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5 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张怡轩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工作成员

北京大学 2015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京论坛日方组委会

磯野凪沙
京论坛 2016 主席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本科三年级

幅上達矢
京论坛 2016 副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野本圭一郎

京论坛 2016 副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福田真之

京论坛 2016 副主席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鎌田みどり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组长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川本大喜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组长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馮月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组长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硕士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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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论坛中方代表

冯伟贤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5 级法学院本科生

池冰轮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

方心怡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4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张婧昕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国际关系学院本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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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2012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王主丰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

蒋卓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方语谦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

京论坛日方代表

大野昂紀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医学部本科三年级

新城真彦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平田紗和子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文学部本科二年级

坂部能生

京论坛 2016 领导力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水垣舜一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斎藤勇希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三輪卓見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林眞子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中山貴文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比護遥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木村元気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有元万結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文学部本科二年级



汪嘉倩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4 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鲁雨涵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2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王主丰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

蒋卓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方语谦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北京大学 2013 级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

斎藤勇希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三輪卓見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四年级

林眞子
京论坛 2016 人口与发展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中山貴文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三年级

比護遥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本科三年级

木村元気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四年级

有元万結
京论坛 2016 社会正义议题组代表

东京大学文学部本科二年级

Sponsors 
赞助商
SMBC 三井住友银行

BeBeyond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北京尚易博国际教育科技公司（Aqmen）



指导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

参访单位
美丽中国

SMBC 三井住友银行

政见团队

四季青敬老院

支持单位
日本驻华大使馆

嘉宾

郑晓瑛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教授

张恺悌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

会长

马亮

人民大学；政见

副教授；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