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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和农用器材的废置等原因，农业成为

中国土壤、水源、空气等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尤其地方农业对这些问

题的认识更是不足，如何在全国推广“环境友好型农业”已经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JICA目前正在实施的“中国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

项目 3期（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在中国多个地区，利

用日资企业拥有的技术，与对口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推广环境友

好型的农业技术。 

   在这些地区之一的黑龙江省方正县，正在开展“侧条施肥水稻种

植技术”的实证实验和推广活动，这种技术是使用专用农机，对种植

稻苗的特定部位施肥来减少施肥量。2016年 8月，日本驻华大使馆以

及 JICA中国事务所考察了方正县，农业部、科学技术部和方正县的书

记等相关人士同行。 

   考察期间，考察团在项目现场确认到实证实验的经过良好，有效

使用井关、洋马等日资企业的农机以及住商肥料的肥料，在减少肥料

使用量 15%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甚至增加产量。同时，由于侧条施肥水

稻种植技术可以插秧与施肥同时进行，从而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

效率。另外，方正县从黑龙江省全域召集了 300名农民，开展了农业

机械化培训，积极推广侧条施肥水稻种植技术。今后当地农户购买侧

条施肥水稻种植技术相关农机的势头有望加强。 

   参与考察的日本大使馆林公使表示，很高兴通过项目加强了中方

与日资企业的合作，同时也期待今后日中两国间的农业交流更加活

跃。方正县的董书记也表达了今后将继续珍惜方正县与日本一直以来

的友好关系（方正县过去曾有许多日本遗孤，而且 20世纪 80年代日

本人在将水稻种植技术引进方正县方面做出了贡献）以及希望方正县

在水稻种植技术方面能够走在全国前列的愿望。 

   今后，JICA中国事务所将通过本项目推广日资企业拥有的环境友

好型农业技术，继续为改善农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促进日中两国的

农业交流和友好做出贡献。 

上）考察团与当地有关人员交流 

下）考察团在实证实验场前与当地人员

合影留念 

“中国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项目 3 期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 

考察黑龙江省方正县 

吉田进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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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A中国事务所以中日友好环境保全中心（以下称“环保中

心”）作为对口单位，自 2016年 4月起开始实施 “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项目”。该项目通过促进完善政策与法律制度，普及环境污

染防治技术，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旨在综合性地加强对中国环境

问题的应对能力。目前正是项目正式开始前的准备阶段，先行开展

部分活动，同时制定今后 5年的优先课题等活动计划。本次将介绍

其部分活动内容。 

 

1.加强大气质量监测和分析能力（7月派遣短期专家、11-12 月

赴日研修） 

空气中的微粒物质（PM2.5）因为颗粒非常小（是人头发粗细的

三十分之一），容易进入肺部，除了引起呼吸道系统疾病外，还可

能对循环系统造成影响。另外，成分是一种包括有害微小颗粒物在

内的混合物，为了掌握产生原因、生成机制、对健康的风险等，需

要进行精密的成分分析。 

分析测量中心作为环保中心的一个部门，专门从事此类环境分

析，迄今为止在 JICA的协助下，已经在二恶英类的分析等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本项目以 PM2.5为课题，在日本和分析测量中心研究人员的参

与下，开展旨在提高分析能力、查明产生原因、研讨对策的活动。7

月向金泽大学环日本海域环境研究中心派遣来的专家们介绍了研究

成果，并就今后的活动交换了意见。从 11月开始，分析测量中心的

3名研究人员将历时三周左右，赴日进行有害物质分析方法等学习。

今后在大气污染领域，还将根据 PM2.5环境风险评估、产生源分

析、日本的经验，研讨开展构建污染对策等活动。 

 

2.日本的公害经验总结（9月举办研究会、10月邀请赴日） 

有关 20世纪 50至 60年代高度经济增长期的日本公害对策经

验，以往为了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分享经验而进行过各种尝试。这次

环保中心以日本高度经济增长期的产业政策、能源政策、国土开发

政策等与环保政策的关系、环保对策在经济和技术开发方面对企业

造成的影响、企业和市民参与的环保措施等为重点，重新对能够为

当前中国所借鉴的日本曾经的经验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上・中 1）日中电子废物管理/技术研讨会 

中 2・下）日本公害经验总结现场探访 

中国应对环境问题的综合措施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项目 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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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岛幸司 

9月在环保中心举办了由日中专家参与的研究会，并在 10月受

JICA邀请，由 2名年轻研究人员利用三周左右的时间走访了东京至九

州的大中小城市以及农村，访问了国家级政府、地方政府、研究机

构、企业、各种团体、NGO、现场设施（发电站、化学工厂、废物处理

设施等）等 30多个地方，包括在高度增长期实际对公害采取对策的人

士在内，与众多的学者专家进行了对话。研究人员实际探访了由于水

质保全而人与自然共存的地区以及身处大自然之中却面临不断加剧的

老龄化的农村村落、曾经出现过严重公害的工业地区等书本上无法看

到的现场，并收集了最真实的声音。目前正在对下一步如何将这些成

果有效地应用到中国的环保政策中进行总结。 

 

3.推进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等的回收处理（11月派遣短期专家、举

行研究会） 

中国由于人口增加、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等原因，产生的废

物量和种类也逐年增加。2012年施行了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电视机、

空调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的回收利用制度（废旧电器电子产

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今年扩大了小型家电产品等对象品类。 

11 月，由日本环境省和庆应大学派遣的日本专家和中国环保部固

体废物管理中心、家用电器研究院、电子装备技术开发协会等单位的

研究人员共计 30多人共同举办了研究会。研究会上，中日双方对日本

和中国的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制度现状以及课题等发表了意见，

踊跃地交换了意见。今后，计划以小型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系统

的构建、以及目前正在研讨的废旧汽车循环利用制度修订为主题，继

续推进赴日研修和举办研究会等活动，以便更好地分享日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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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 2002年开始，以中国内陆地区为主在 22个省市自治区 

的 198所大学（参见附件），通过日元贷款，实施了①校舍建设和实

验资材设备采购（＝硬件方面支援）、②大学教员和大学职员的访日

研修（＝软件方面支援）。累计投放日元贷款 988亿日元（约合 66

亿元人民币），共计有 5,050名教职员工通过访日研修进行了学习。

与日本的所有对外 ODA相比，以如此大规模且众多的大学为对象，提

供软硬件两方面的支援，也尚属首例。 

项目结束后，我们仍听到了来自本事业对象——各省教育厅和大

学的意见：“希望有效发挥在访日研修中获得的知识经验，与日本大

学继续进行合作”、“日元贷款结束后，希望继续有机会赴日研修和

到日本大学留学”。与此同时，驻北京的日本相关机构拥有各自的赴

日邀请计划、留学制度及共同研究补贴等制度。为此，在 11月 8

日，我们邀请了日元贷款支援对象——省教育厅和大学相关人员，举

办了日本相关机构对相关各项制度的说明会。中方由 14个省（陕西

省、甘肃省、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安徽省、青海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江西省、湖北省、山西省、辽宁省、河北省、

海南省）派出 30人、日方由 6个机构（日本大使馆、国际交流基

金、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立命馆大学、JICA）派出

14人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我们看到众多与会者热心记笔记的身

影。 

   会议结束后，举行了由日本大使馆经济部主办的与会人员联谊

会，会上日中两国与会人员自由地交换了意见。同时，这次活动还希

望大家能够将 JICA通过日元贷款事业构建起来的其与中国大学的网

络，扩大到在日中两国之间教育研究领域从事交流的其他日本组织当

中去，从而进一步促进日中两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交流，为此大家还建

立了微信群，以便与会者在会议结束后仍可自由交换意见。JICA希望

通过这样的信息共享和意见交换，使得在项目结束后，效果能够存

续。 

上）集体合影 

中 1）热心听取各机构发表的与会者 

中 2）在午餐招待会上再次介绍登台人员的

情形 

下）在午餐招待会上日中与会者交流的情形 

日元贷款、人才培养项目跟进会议 

～为促进今后日中大学交流～ 

川村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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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强化了对外援助，其动向引起全世界的关注。JICA

中国事务所正在不断促进与中国的对外援助相关政府机构的合作，收

集有关对外援助的信息并与 JICA内外相关机构共享信息。 

9月 13日，JICA中国事务所与中国对外援助实施机构之一——

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AIECO）举行了首次会议。AIECO是负

责实施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无偿资金合作和

无偿资金合作中的部分技术合作的政府机构。其机构以促进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自主发展为目的，以实施促进南南合作和推进 SDGs的援助

为使命。本次，我们与 AIECO副秘书长带领的 7名人员进行了广泛的

交流。 

会议上，双方首先介绍了各自的业务概况，之后就无偿资金合作

的项目管理的细节进行了交流。同时，双方还介绍了各自的机构运营

方式等并进行了热烈的疑问解答。 

集体合影（右起 5 名为 AIECO相关人员，左

起 5 名为日方与会者） 

与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的首次会议 

～就中国和日本的对外援助交换意见～ 

川村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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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JICA宣传部门面向日本人学校的学生和中国国内的

高中及大学学生以国际合作、对华 ODA、JICA的职业发展等为主

题，派出职员或志愿者到校开展讲座活动。目前中国的 6所日本人

学校中，北京日本人学校、大连日本人学校和上海日本人学校等在

本年度发出了讲座邀请，我们结合校方要求及年度课程内容实施了

讲座。JICA将重点放在（1）面向日本社会传播有关发展中国家

（或设置驻外事务所的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知识”、（2）“提供思

考的机会”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3）为推进地区开发教育发挥“桥

梁作用”这三个方面，同时在国际理解教育/开发教育的支援也倾注

了精力。 

北京日本人学校还提出从 10月到 11月面向小学 4年级学生和

中学 1年级学生开展校园讲座的邀请。为此，JICA首先在 10月 28

日，面向小学 4年级的 60名学生，以“JICA对北京和整个中国的

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为主题举行了 2个小时的讲座。讲座开

始，首先向孩子们播放了题为“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世界吧！”的

DVD，然后由 JICA职员一边展示北京 ODA地图和过去北京居民的照

片等，一边对 JICA和日本政府对北京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进行了

说明。当讲到众所周知的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首都机场都是由日本

援建的时候，孩子们发出了惊叹声。在讲座的后半段，由派遣到湖

北省黄冈市外国语学校的大泷队员，讲述了中国高中的日语学习情

况和中国高中生的生活。 

JICA宣传部在 11月 15日，面向中学 1年级的 40名学生，就

选择从事国际合作工作的理由和经过进行了演讲。通过播放 DVD讲

述了在 JICA人员不仅有职员，还有志愿者、专家等，然后阐述了

JICA职员希望从事国际合作工作的契机和在大学学习的内容和语言

的重要性。学生们提出了“在 JICA最难的工作是什么？”以及

“JICA是否对中国继续（资金）支援”等问题。 

JICA中国事务所不仅可以去日本人学校，还可以到中国国内的

各种地方实施讲座。如果中国国内有上述演讲需求，欢迎联系 JICA

中国事务所宣传部（邮箱地址：jicacn-pr@jica.go.jp）。 

上）在北京日本人学校前 

中 1）播放 DVD 的情形 

中 2）学习北京 ODA 地图的学生们 

下）大泷队员演讲的情形 

前往北京日本人学校开展校园讲座 

～面向小学 4 年级和初中 1 年级学生 

开展的有关国际合作的演讲～ 

川村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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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是地震频发地区，除了 2008年 5月四川大地震外，2013

年还发生过雅安地震（芦山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害，相比之

下，学校和地区的防灾能力强化措施相对滞后。在四川大地震发生

后，JICA开展了“抗震建筑人才培养项目”（2009-2013年）、

“地震紧急救援能力强化计划项目”（2009-2013年）、“心理援助

人才培养项目”（2009-2014年）、“灾后森林植被恢复计划项目”

（2010-2015年）。并且于 2015年将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害振

兴管理学院、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称为“壹基金”）作为

对口单位，启动了“四川减灾教育与能力建设项目”。该项目旨在

提高学校的学生、教职员工、学校管理者、教育部门的防灾意识和

灾害应对能力，构建可持续开展防灾教育的体制。 

目前，四川省以民间 NGO——壹基金为中心，正在推进市民能够简单

易懂地接受防灾教育的设施《成都-壹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

馆”》（以下称“体验馆”）建设计划。为了给该建设计划提供建

议，项目分别于 2016年 7月和 10月两次派遣了包括兵库震灾纪念

馆 21世纪研究机构副理事长、兵库县立大学防灾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室崎益辉先生在内的共计 4名日本专家前往成都参加了围绕设计内

容及方案的专家会议。 

  会上，日方专家参与了概念设计方案的内容确定和对概念设计方

案第一稿的审查。除介绍日本的有关经验外，还对设计方案提出了

建议和意见。另外，曾经参与日本具有代表性防灾馆建设工作的

“NPO法人 plus-arts为整个场馆的情节安排和内容设计研讨提供了

帮助；在日本具有许多防灾教育设施设计业绩的建筑设计公司——

株式会社丹青社担任了概念设计方案的内容设计和建筑效果图的制

作工作。上述合作有望打造一座大量引进日本防灾教育理念和普及

方法、防灾博物馆建设专有技术、最新 IT技术、并且具有情景展示

的“体验型”防灾教育设施。 

   JICA今后仍将派遣适合中国方面需求的专家，继续协助防灾体

验馆的建设。 上）有关体验馆概念设计内容的日中专家讨

论会 

中 1）室崎益辉短期专家在讨论会上的讲话 

中 2）有关体验馆概念设计方案的日中专家审

议会 

下）“NPO法人 plus-arts”对体验馆体验内

容进行介绍 

合作制定“壹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的建设计划方案 

～结合日本代表性防灾馆的要素、建成体验型防灾教育设施～ 

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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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 2020年以前，以建设“小康社会”、实施“依法治国”

的基本方针为目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人代）常务委员会的

立法工作负责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委）正在推进立法工

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依靠现有法律法

规无法解决的新型问题不断出现，反映社会与经济实际状况和现代

国际标准的法律修订成为当务之急。JICA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

人代）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作为对口单位，实施“完善市场

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法律制度完善项目（2014年～2017

年）”，分享了日本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执行情况，以帮助中国在该

法律领域立法。本年度，以三个法律法规为对象开展了访日研修，

并在中国国内协助举办了国内研讨会等。三个对象法律法规包括行

政程序法、特许法（中国称“专利法”）、民法典编撰，这些对象

法律法规在中国立法或修订的优先度非常高，同时也是对驻华日本

企业开展业务非常重要的有关法规。 

在 10月 19日～20日举办的行政程序法研讨会中，日本总务省行政

管理局的专员和行政法的研究人员访问了中国，针对日本的行政程

序法的立法经验、基本原则和实际业务开展了演讲及讨论。由于现

在中国还不存在作为有关行政程序的一般法律的“行政程序法”，

因此其立法成为当务之急。同时，不透明的行政程序和缺乏全国统

一的审批许可规定也会对在驻华外国企业的经济活动造成影响，对

此中国日本商会等机构均表示希望进行改善。希望通过项目活动促

进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从而帮助企业规避因不当的行政行为而蒙

受损失，解决实务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 

11月 3日～4日举办了专利法的国内研讨会。专利法目前正在开展

修订工作。研讨会，就行政机关对专利侵权行为的应对、异议、无

效宣告、职务发明制度和部分外观设计的规定和执行情况等，开展

了详细的介绍和专业的讨论。日本专利厅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参加

了会议，列举具体事例，并就日本相关法案背景和执行情况进行了

说明。专利法修订，对于要求在中国保护专利权的日本企业来说意

义重大，所以备受期待。 

    接下来的 12月份，计划举办民法典编撰相关研讨会。项目将继

续对对象法律法规进行支援。 

上）行政程序法研讨会 

下）专利法研讨会 

举办“完善市场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法律制度完善项目” 

国内研讨会 

中村 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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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年第 2号新闻通稿中曾介绍过的“日中老龄化对策战略

技术项目”，旨在分享日本在护理保险制度等法律制度建设、老年

人护理、居家和地区护理系统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创

建日中两国间护理福祉服务政策相关的包括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多

层网络。11月 19日，作为项目活动的一环，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举办了“日中老龄化对策及护理技术研修会”。来自项目方和全

国各地的护理人才培养学校和护理设施的负责人、实际业务人员、

学生等约 200人参加了研修会。 

日本老龄化堪称世界之最，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一点在中国也

众所周知，但是项目对口人员希望针对日本老龄化究竟在哪些领

域、是如何的先进？等问题，深入了解日本的情况。。本次研修的

目的在于，加深人们对日本护理的了解，在和与会者分享专家的建

议的同时，研讨项目未来的举措。JICA从日本和中国派出了 3名专

家参加本次研修。 

日中经济协会的十川美香理事，从深化中日经济交流的角度，

对日本老龄化对策战略的演变、最新国策以及“健康长寿城市”示

范项目进行了演讲， 并介绍了中国老龄化对策中的日本企业的举措

和课题。株式会社倍乐生控股的中国项目负责人陈晓莹女士以“日

本护理服务及护理人才培养实践”为题，进行了演讲和研讨。陈女

士结合具体有益的事例介绍到，提供有尊严的服务是公司的基本理

念，只有理解理念，技能学习才会提速，建立企业内部研修制度和

有望晋升的人事制度能够有效防止人才流失，等等。最后，对日本

和中国的护理都十分了解的陕西工运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系的包丽

萍主任，以“中国的护理人才培养经验”为题，结合自身的经验，

对日本护理的优势、日本护理人才的培养方式、以及有效利用这些

经验在陕西工运学院开展实践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听完上述 3位的

演讲，与会者表示对日本的护理有了总体的了解，在今后的工作中

会作为参考。 

项目今后将继续举办此类研修会，努力为中国老年人项目的发

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上）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赵副院

长致辞 

中 1）日中经济协会十川理事的演讲

中 2）株式会社倍乐生控股的陈女士

的演讲 

中 3）陕西工运学院包主任的演讲 

中４）参加研修人员 

下）项目有关人员的纪念合影 

举办“日中老龄化对策及护理技术研修会” 

丁莉／中村 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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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接受过 JICA医疗领域研修的中国医生、护士、临床化验技师

等组成的 JICA医疗领域归国研修人员同学会（以下称“同学

会”），成立于 2006年 8月，今年迎来了第 10个年头。同学会的

成员目前已经在北京周边、甘肃省、山西省、河北省、四川省、内

蒙古自治区、云南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了 13次义诊活

动，提供在地方很难有机会由专业医生进行的会诊。今年在青海省

和贵州省共计 4家医院开展了活动（9月 1日：青海省第四人民医

院、9月 2日：青海省海南州人民医院、11月 2日：贵州省铜仁市

人民医院、11月 3日：贵州省江口县人民医院）。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医疗服务存在很大

差距，如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医疗水平成为了重点课题。在本次的

同学会活动中，以中日友好医院的彭明强副院长（同学会副理事

长）为首、约 15位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访问了当地医院，与当地的

医生、护士一起对住院患者和就诊患者进行了会诊。对就诊患者而

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能够得到北京医生诊查的机会，同时，大家

也希望义诊活动能够有助于提高当地医生、护士的水平。在中国，

通过政府推进的医疗改革，出现了将集中于大城市的患者向地方城

市分散的趋势，作为其中一环，地方上正在推进医院建设和医疗设

备的更新换代，但技术差距仍然很大，而在这一方面医疗从业人员

之间的技术交流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实际上在本次的同学会活动

中，北京医生根据 X光片、化验结果数据以及向患者问诊等环节，

解决了当地医生难以判断的病例，紧急实施了当地医生无法处理的

急症医疗处置。 

除上述义诊活动外，在青海省还访问了贫困地区的农村，向村

卫生室赠送了药品，并与村长进行了交流。村卫生室只能进行简单

的诊疗，药剂也只有中药，重症患者仍需到西宁的医院去就诊，但

其作为偏僻地区的一线医疗机构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后同学会将针对支援需求高的地区，继续开展活动，不断为

促进医疗从业人员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提高做出贡献。 

上）当地媒体的采访（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中１）青海省海南州人民医院对住院患者的诊疗 

中２）青海省海南州人民医院对住院患者的诊疗 

下）向湟中县牙加村村卫生室赠送医药品 

JICA 医疗领域归国研修人员同学会开展义诊活动 

～在青海省西宁市和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州省的铜仁市和江口县实施～ 

中村 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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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6月 28日至 29日，作为日语教育志愿者被派往湖北省武

汉市财贸学校工作的山田祐也队员，接受了 NHK广州分局的采访。 

山田队员的工作地—武汉市财贸学校是一所三年制中等职业培训学

校，约有 16～18岁的在校生 3000名。学生分属烹饪、珠宝加工、电

脑设计、电子商务等不同专业，学习就业所需的技能。 

该校的酒店服务专业，有约 80名学生在学习日语，能够赴日参加

技能实习（酒店、旅馆的住店研修）是他们的一大目标。与此同时，

能够参加技能实习的学生每年只有 3人左右，门槛可谓不低。山田队

员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日语能力，开设了特殊课程，还专门开发了针

对技能实习面试的教材。山田队员的努力结出了硕果，2016年该校

有 8名学生通过了面试，这给了学校相关人员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同

时，以前认为没有希望参加技能实习的学生，也受到了激励，开始积

极地学习日语。 

“目前日中两国之间正面新闻真的不多，作为两国的桥梁我希望尽

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坚持奋斗了两年的山田队员如是说。这次对山

田队员的采访，以下日本媒体均有报道。 

  

2016年 7月 9日（周六）：NHK“你早日本” 

2016年 7月 19日（周二）：NHK BS1  “国际报道 2016  WORLD 

LOUNGE” 

 

NHK BS1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以下网址）也可以收看。

http://www6.nhk.or.jp/kokusaihoudou/lounge/index.html?i=1607

19  

点击链接不仅可以看到山田队员的生活和给学生上课的情景，还可

看到怀着期待与不安去日本的技能实习生出发时的场面，欢迎大家收

看！ 

上）欢送出发去日本的技能实习生  

中１）采访山田队员的情形 

中２・下）山田队员的授课情景 

NHK 采访了奋斗在日本语教育第一线的志愿者！！ 

池田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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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我是作为日语教育专业的青年海外协力队员而来到中

国湖北省武汉市的吉田考。我提出到中国开展志愿活动的申请，是

出于为了加深中国和日本睦邻友好的愿望。在中国，有许多学生每

天努力学习日语，是“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一强烈的愿望促使

我来到中国。 

湖北省武汉市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现在高楼大厦如雨

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但稍微往里一走，随处可见古朴的个人商户。

从清晨到傍晚，路边散落着露天摊位，带给人一种未来与过去交织

在一起的妙趣。 

我所赴任的武汉市财贸学校，至今为止包括我在内接收过三名

JICA志愿者。该校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课程，类似日本的商业高

中或工业高中。我负责给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上课，他们学习的目

标之一是顺利通过日本的技能实习面试。学生们的日语水平很高，

远远超过刚刚学习日语 1～2年的程度，我对前任志愿者们的努力深

表敬意。当学生们知道我是日本人时，都微笑着兴致勃勃地向我问

这问那。来到中国以后，我没有受到过类似反日情感的对待。 

我将在中国工作两年，在这个期间中，我不仅想在中国教授日

语，还希望尽可能为更多的日本年轻人创造来中国的机会。这基于

我希望“创造进一步加深中日纽带的机会”、“创造环境能够让学

生在中国运用自己学到的日语”的想法。这对于日本人而言，也是

近距离体验中国异文化的机会。 

两年时间可以开展的活动有限。我希望首先尽力做好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并在两年后将这一经验回馈给日本社会。 

吉田队员（中央里侧）和学习日语的学生 

新志愿者到任 吉田考队员（日本语教育） 

吉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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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3日至 25日，第五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以下

称“慈展会”）在深圳召开。慈展会自 2012年起每年由深圳市政

府牵头，在深圳市会展中心举办，本事务所到今年为止共参加了 4

次（其中出展 3次）。此次慈展会的会场面积约为 4万㎡，有 2600

多个团体、75个国际公益组织（包括本事务所）参加，多达 18.6

万名普通观众来到会场，成为今年中国公益慈善领域规模最大的活

动。 

 与去年一样，在今年的慈展会上，JICA中国事务所也继续出展，

进行了对华 ODA事业的宣传。同时，还举办了 JICA沙龙（小型研

讨会），对志愿者项目和新近出炉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实践

中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调查（以下称“CSR调查”）结果进行

了介绍。在沙龙上，有多家团体对接收 JICA志愿者表示出很大兴

趣，JICA工作人员也针对他们的需求就志愿者项目的具体操作流程

等进行了个别说明。 

 本次慈展会被分为社会发展、减少贫困、人才培养、国际公益等

展区，本事务所通过在国际公益展区设置的展位，向来访者配发了

事业介绍小册子、ODA地图、CSR报告书、草根项目后期评估报

告、与草根项目相关的书籍（自然学校项目）、对华合作 30周年

摄影集、志愿者项目介绍手册等等，在为期 3天的展期里与 1000

多人进行了交流。到访展位的多是 NGO相关人士，很多人对志愿者

项目、尤其是自己出身地区（主要是华南地区）的项目进行了咨

询。对于志愿者项目，除了 JICA在中国开展的的内容外，有团体

还就今后将中国人志愿者派往世界各地的计划，询问 JICA能否提

供支援。 

 在本次慈展会上，不仅有中国的社会组织（NGO），还有中国政

府机构、企业、基金会等各种机构参加，是一个能够有效实施宣传

和信息收集的平台。另外，普通来访者也以对 NGO等活动感兴趣的

群体为主，许多人针对 JICA在中国所开展的事业热心地阅读宣传

手册并向负责站台的 JICA工作人员提出各种问题。今后，我们将

有效利用慈展会的参展机会，包括草根合作在内，充分运用其多层

次多方位交流平台的作用。 
上）JICA 展位 

中１）与中国的 NGO 进行交流  

中２）会场的情形 

下）JICA 研讨会介绍志愿者项目 

参加第五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并举办 JICA 沙龙！ 

周妍／川村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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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8月 31日至 9月 22日，我与来自埃及、埃塞俄比亚、

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 10名进修人员一起参加了 JICA的“感染症

对策”课题别进修项目，通过项目学习了日本传染病防治的成功经

验。项目课程涵盖了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法规、传染病防控技术、现场

流行病学调查、疫情爆发的控制对策以及成功消灭汉森病、丝虫病等

传染病的案例分析。该项进修的讲师来日本自地方政府、高校以及研

究机构，都是具有丰富工作经验或有研究经历的专业人员。其中长崎

大学医学部的一位老教授对日本传染病防控的总结让我感受最深。他

说：一种传染病的消除需要政府的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并且

还需要有致力于专业研究的先行者、相应的技术和药物开发以及全民

总动员。在项目快结束时举办的研修报告会上，每位进修生针对自己

所在地区的传染病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相应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其他学员也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建议，大家通过项目的培训锻炼了国

际间传染病防控的团队合作能力。通过这次进修，我还感受到了日本

国民的守时守秩序、勤奋认真、恪守本职以及彬彬有礼、团结合作等

优秀品质。 

在 JICA的安排下，我们还参观了长崎的原子弹博物馆。1945年

8月 9日上午 11点 02分，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了名为“fat  man”

的原子弹，日本人民成为战争的受害者。这颗原子弹造成大约 15万

人伤亡，市区三分之一被完全摧毁和破坏。当时整个长崎，成为一座

人间炼狱。通过参观，战争造成的无穷祸害深深地震撼着每位学员，

大家都从内心里祈求和平，希望远离战争。 

进修中正逢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在街上，看见有华侨身着传

统服装，围着装饰着灯笼的花车，一边前行一边击鼓，喊着“亚撒亚

勒亚勒亚勒”的口号，祈愿商业繁荣、阖家平安、五谷丰登。在这喜

庆的氛围下我也深深感受到了中日两国在传统、民俗、文化等方面的

和谐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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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別研修帰国研修員 

宋韶芳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控制小组副主任 

非常感谢 JICA为我提供了这次进修机会，虽然短暂，但却充实

愉快，它是我终身受益的一笔财富，我将永远珍藏这段记忆。为

此，我要衷心感谢给我提供了进修机会的 JICA，感谢提供资金来源

的日本国民和支持我参加进修的中国科技部。正是由于他们的支

持，我能够有机会到日本学习为建设自己国家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

经验，同时，也能够为增进中日两国民间的理解和交流发挥作用。

我还要感谢在此次学习期间，给予我许多帮助和关照的 JICA中国事

务所、JICA东京、JICA九州以及长崎大学医学院的各位老师。他们

是 JICA的周妍女士、科技部的刘晓燕女士以及 Yumi女士、Hiza先

生、Nishi女士等等，你们的出色工作给予了我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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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才培养项目：实施的大学（按照省市自治区） 

 

 陕西省：西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工程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外语大学、西北

政法大学、宝鸡文理学院、西安工业大学、渭南师范学院、榆林学院、延安大学、陕西理工学院、咸阳师范学

院、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西安文理学院 

 云南省：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昆明医科大学、云南财经大学、西南林业

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云南中医学院、大理学院 

 重庆市：西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科技学院、重庆文理学院、长江师范学院、西南政法

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新疆艺术学院、伊犁师范学院、喀什师范

学院、昌吉学院 

 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工业

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安徽财经大学 

 吉林省：北华大学、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工程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吉林工

程技术师范学院、通化师范学院 

 黑龙江省：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大

学、佳木斯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齐齐哈尔大学 

 贵州省：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医学院、遵义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贵州财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 

 湖南省：南华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学院、湖南科技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

工业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 

 甘肃省：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商学院、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甘肃中医学

院、天水师范学院 

 四川省：西南科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成都信息

工程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 

 河南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河南中医学院、信阳师范学院、郑州轻工业学院、商丘师范学院 

 青海省：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

财经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包头医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桂林医学院、桂林理

工大学、右江民族医学院、玉林师范学院、广西科技大学、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江西省：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赣南师范学院、上饶师范

学院、宜春学院、江西中医药学大学 

 湖北省：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三峡大学、湖北工业大学、长江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武汉轻工业大学、

黄冈师范学院、武汉工程大学、湖北民族学院、湖北文理学院、湖北中医药大学 

 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大同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山西旅游

职业学院 

 辽宁省：辽宁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工业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大连

交通大学、大连工业大学、辽宁科技大学、沈阳化工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师范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工业大学 



 河北省：河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经贸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承德医学院、河北女子职

业技术学院 

 海南省：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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