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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业合作项目”于2020年5月19日正式结束 

 

人口老龄化是中日两国同样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日本早在 1970年率先进

入了老龄社会，其后老龄人口逐年增加。在将近 30年之后的 1999 年，中国步

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进程十分迅速，提高老年人福祉、在质和量两个方面

完善养老服务成为紧迫的课题。日本应对老龄化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成功还是

失败的案例都能够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日本通过长期钻研与实践积累的养

老护理技术以及品种丰富的养老产品一定能够为中国的养老事业做出贡献。 

   结合上述背景，JICA于 2016年 5月正式启动了「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

业合作项目」。除项目中方对口单位的国家民政部之外，北京市、江苏省、浙

江省、陕西省 4个地区的共 10所职业类院校及养老机构成为了项目的试点单

位。随后的 4年时间里，JICA联手日本的行政部门、民间企业、大学等，将日

本的「老年人福祉政策」、「行政部门采取的措施」、「养老机构」「老年护

理人员的培养（特别是失智症照料、老年人的自立支援」作为切入点，通过国

内培训、赴日调研、政策交流会等方式，把日本的经验与技术介绍给了中方。

同时，项目将采购的日本养老护理用品、养老护理相关书籍，以及翻译成中文

的大量有关日本养老政策法规及技术的资料书籍赠送给了中方。 

   进入以下项目官网可随时了解项目开展活动的内容以及各类参考资料。 

https://www.jica.go.jp/project/china/015/index.html 日文 

https://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15/index.html 中文 

 

   丁莉 

 

 

 

 

 

 

 

 

 

 

 

在民政部介绍日本政府如何
应对老龄化 

国内培训介绍日本运用身体
力学的护理技术 

国内培训介绍日本预防失智
症的体操 

https://www.jica.go.jp/project/china/015/index.html
https://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1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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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出台了 
 

 

2020年5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民法典》。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完善市场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

有关法律制度完善项目”提供了大力的支持。项目

自2016年开始，将《民法典》做为项目合作的内容

之一，通过长期专家、赴日交流和研讨会的形式开

展了合作。《民法典》的出台对于项目来讲也是迎

来了一个大的节点。 

目前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项目正在探讨通过

远程交流的方式推进项目活动的实施。 

细贝瑞季 

 

 

 

 

国内培训介绍日本养老护理方
面的书籍 

访问日本养老机构 

体验日本护理员资格培训的课
程 

 

体验日本养老护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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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冠肺炎国际线上会议 

 

2020年5月30日，中华预防医学会举办了“International Webinar on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COVID-19流行性疾病全球科学技术发展与治理国际网络

研讨会)。除了中国著名专家外，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日本，新加坡，巴

西等国际组织的近20位专家参加了会议，并介绍了每个地区的现状和想法。来

自JICA本部的矶野光夫专家针对未来的国际合作发表了他的意见。 

会议中专家提到，面对新冠病毒的威胁各国需更加团结来对抗病毒，并强

调了国际间合作的重要性。另外，专家还建议在开发药物和疫苗方面，以及共

享信息技术创建合作平台方面需要各国间构建必要的服务合作机制。 

传染病不会在这个世界消失，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加强防控。这不仅需要政

府和医疗机构提供准确的数据信息，及时的医疗措施，以及公平公正的对待，

同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具备正确的知识储备以及判断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通过此次新冠疫情所感受到的。 

内山智寻 

 

 

 

赴日学习“加强严重感染性疾病暴发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书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PICU 李晓梅 

 

2019年12月15日我结束了为期1个月的日本JICA之行。本次短期项目进修学

习的内容是：针对管理者的加强严重感染性疾病暴发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 Field Epidemiology to 

strengthen the preparedness for 

the severe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for managers) ）。回国

之后便是繁忙的日常工作和随之而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让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大众对传

染病有了新的了解，也让我再次回看

刚刚结束的学习。 

说到学习的感悟，主要有两方

面：1.对严重传染病相关知识的再

认识；2.对日本文化和感染性疾病防控工作的了解。 

在赴日本之前，提到流行病学现场调查，我可以联想到的就是：疾控中心

的工作人员，在我们上报传染卡后，到临床科室填写个案流行病学调查表的场

景。而本次学习内容涵盖了传染病管理的各个方面，让我对流行病学调查有了

较为完整的概念；也让我对日本的传染病监控系统、抗生素耐药监测系统有了

发布国情报告 



 

5 
  
 
 

JICA中国事务所新闻 2020年第 1期 

初步的了解；对基于指标的监测、基于事件的监测、哨点监测有了一定的认识；

对灾难后感染性疾病的暴发和管理有了理念上的提升。学习的形式也是多样的，

有讲座，有分组讨论，有个人汇报，还会有各种检疫所、研究所参观。日方很

多讲师、教授都是参加过国际救援的，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传染病

的风险评估、新闻发布、与WHO的合作以及国际救援中的团队合作各领域，结合

实例，和大家进行讨论，分享经验。内容也涉及到感染性疾病现场调查表的设

计、统计学分析、灾害救援等。 

学习期间，大约有1周的课程是进入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NIID）学习，

期间还参观了研究所不同生物安

全级别（BLS-1.2.3）的实验室

（没有接触到BLS-4实验室），得

以接近一下高大上的病原学实验

研究。参观中，既可以接触到日

本川崎市现在防疫和检验人员进

行毒物、放射性元素、蚊虫和环

境监测的工作，也有机会看到一

个多世纪前的日本横滨检验所和

实验室，了解传染病防控的历史。

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JDR）的感

染性疾病团队的秘书为我们介绍

了他们的国际救援工作。来自熊本医院的领队分享了他们在发热伴血小板减少

综合征（SFTS）方面的研究，并且通过加入对管理工具SWOT、TOWS的介绍，引

导大家对内部优势劣势、外部机遇威胁进行分析。在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学习期

间，亲闻他们的火灾应急演练全楼报警。 

正式开启课程，第一节课就是儿科临床一线老教授对全球感染性疾病的介

绍。一个醍醐灌顶的理念：传染病是一个全球性的疾病，尤其严重传染病暴发，

需要全球参与。作为一名临床医生，

之前对于传染病的认识是局限的，尽

管对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

护易感人群有基本的认识，日常工作

中我们更关注每一个病人的诊治，而

流行病学是整体的、全局的管理。很

多时候，会觉得有些疾病暂时和我们

没有关系，比如汉他病毒、尼帕病毒、

黄热病等等，即使在中东综合征、埃

博拉流行期间，我们似乎还是觉得这

些严重的传染病离我们较远。今天新

冠肺炎的疫情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传染

病是全球性问题。近日，美国胸科协

在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参观学习 

我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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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致我国同道的信中写道：你们不仅在为中国人民而战，你们保护的是整个人

类世界。 

传染病防控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也是现代医学重要成就之一：疫苗的应

用，通过保护易感人群，降低疾病的发病率，阻断传染病的传播。人类已经靠

疫苗接种消灭了天花——现在说起来很轻松愉快的事，但这中间也有一段艰苦

卓绝的奋斗史。通过回顾人类传染病防控的历史，也加强了对疫苗接种的认识，

了解到日本和我国疫苗接种的异同，也从非洲学员那里了解到他们的疫苗使用

以及传染病防控的情况。 

学习中还有一个特别关注到的情况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现在是日本，其

实我国紧跟其后。伴随人口的老龄化，传染病的防控也会出现新的情况。 

不知道是否跟人口老龄化有关系，日本的基础设施设计得特别细致入微，

除了大家热议的功能齐全的马桶盖，更注意到卫生间里的急救按钮。甚至同一

房间，在高处和低处分别设有急救按钮，应该是考虑到了摔倒的人的使用。还

惊奇地看到，通往机场的豪华大巴车上设有卫生间，估计也是考虑到老年人的

需求吧。作为儿童重症领域的一线人员，早就知道，日本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的普及率极高，亲临日本后，依然有出乎意料的感觉，除了我们知道的机场、

车站、宾馆、单位等公共场所，我在乘坐的大巴车上也看到了AED，从司机那里

了解到，他们都接受过培训，会使用AED。 

尽管早就对日本的工匠精神和垃圾分类做到极致有所耳闻，来到JICA东京

中心，还是被日方工作人员认真细致的工作触动了。启程之前JICA的小册子就

已经发到手中，详细的介绍JICA中心的生活和环境，更是让我第一次知道了

“经济舱综合征”的概念。工作的细致程度令人折服。即便如此，第一次独自

去日本，语言不通，内心有点不安。出机场的一刹那，看到拿着JICA小旗的接

站人员后愉悦的心情随之而来。接站的工作人员核对身份后，一边告知注意事

项，一边送上一张详细的说明，并将我送上机场巴士。到站后又有接站人员毫

无缝隙的接送至JICA东京国际中心（TIC）。TIC的工作人员同样对我的身份信

息进行了确认，随后为我播放带有中文的生活注意事项视频。接下来，毫无障

碍的很快安排住宿。之前的忐忑，早已无影无踪。第二日的关于项目学习内容

的说明更是详细具体，仔细地解释说明的同时，还将一份份详细的行程表和注

意事项送到受培训者手上，听不清、记不牢，也可以随时自己翻看查找，这对

大家接下来的学习、生活有很大帮助。JICA细致入微的安排食宿生活及周末的

东京巴士游，让参与者踏实而充实。接下来，各种已经备好的学习材料放在一

个活页本上，以后的学习中，这个承载着老师和工作人员细致工作的资料本越

来越厚，我们的收获也在不断增多。感谢项目组全体人员的努力付出，让我收

获知识的同时，体会到日方极致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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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日本，就听说日本的

森林覆盖率达到70%，起初在

东京学习的 3周对此没有概

念，最后一周从东京到熊本，

从熊本到天草，途中，看到路

两边的青山，也就从内心深处

认可了这个数字。作为学员中

唯一的一名儿科医生，在学习

过程中，有一件特别开心的

事，就是遇到了7位有儿科医

生经历或正在做儿科医生的老

师。以至于非洲的学员忍不住

发问，为啥日本这么多从事感

染性疾病工作的人员都是儿科

医生？学习过程中，对日本人之间的礼仪——深深的鞠躬也感受颇深。所到之

处，我们一行11人（另外10人都来自非洲国家），都感受到了友好和礼遇。作

为唯一的亚洲学员，我在语言交流上还是感受到了压力，但走在日本的街道上，

或是在各场所，看到随处可见的汉字，能够读懂意思，和来自非洲同学比起来，

会多一份自在。还注意到，在日本日常饮食中，“拉面”和我们汉语发音是一

样的。这也让我感受到，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渊源。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来自日本政府和民间的援助，令我们一次次感动；捐

赠物品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留言让我每每

泪目。希望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传承2000年来的文明，世代友好下去。 

 

 

 

日元贷款 安徽省地方城市水环境治理项目：后评估 A结果表彰 

～从联手治理白色污染入手推动中日环保合作创新～ 

 

2019年 12月下旬，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中国事务所（前）总代表中里前往安

徽省蚌埠市，对日元贷款2018年度项目后评估

最高A结果「安徽省地方城市水环境治理项目」

（贷款承诺金额：84亿日元，项目实施期2008-

2016年）授予A结果证书，并对部分项目实施现

场进行运行效果确认。 

学习顺利结束 

蚌埠市第二污水厂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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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项目立项阶段，蚌埠市位于淮河流域，尽管蚌埠市曾进行过污水处

理厂建设，但经济快速发展导致污水量迅速增加，无法满足处理需求，且预计

今后污水量仍将持续增加，淮河水污染可能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蚌埠市自

来水普及率较低，大量使用劣质地下水，考虑到经济发展将导致供水需求进一

步增加，要改善该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必须建设以水质优良的河流为水源的自

来水设施。外部评估专家报告重点指出：本项目实施后期待实现的效果为“减

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稳定且安全的供水”，污水处理厂及净水

厂均基本达到或达到了立项时设定的运用效果指标，项目有效性高。另外，本

项目实施后期待产生的影响为“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通过受益者分组采访

可知，本项目中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的建设确实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另外，

“可以持续利用改良饮用水源的人口

比例”以及“能够使用改良卫生设施

的人口比例”也得到大幅改善。 

在推进今后中日环保合作方面，

塑料制品的白色污染得到全世界的高

度关注。全世界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

区对塑料制品进行管制，并积极推进

相关的减塑工作。在这一形势下，中

里总代表前往当地降解母料（聚乳酸）

生产厂家，考察聚乳酸作为降解母料

生产的服装原料、餐具、一次性水杯、

农用地膜，并对其优缺点等进行交换

意见。 

（注：以聚乳酸（PLA）作为原料代替原始的石化产品。聚乳酸（PLA）是

一种新型的生物降解材料，使用可再生的植物资源（如玉米）所提取的淀粉原

料经由发酵过程制成乳酸，再通过高分子合成转换成聚乳酸。种具有优异的生

物降解性，使用后会被天然微生物完全分解，最终产生二氧化碳和水，而不会

污染环境，并被认为是环保材料。） 

 

对中日元贷款项目后评估报告书（中文）网址：
https://www.jica.go.jp/china/chinese/activities/finance.html 

张阳 
 
 
 
 
 
 
 
 
 
 
 
 
 
 

怀远县供水管建设 

https://www.jica.go.jp/china/chinese/activities/fin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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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贷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城市环境治理项目（I）&（II） 

后评估 A 结果表彰 

 

2020年1月15日至18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事务所职员前往乌

鲁木齐，对日元贷款2017年度项目后评估最高A结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城

市环境治理项目（I）&（II）」（贷款承诺金

额：168亿日元，项目实施期2008-2015年）授予

A结果证书，并对部分项目实施现场进行运行效

果确认。 

外部评估专家报告指出：本项目的实施旨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计6个城市中，开展下水道

设施、上水道设施、集中供暖设施和城市燃气设

施建设，提高污

水处理能力和自

来水供应能力，

减少水污染和大

气污染原因物

质，从而改善6

个对象城市的环

境，通过对项目

受益群体代表进

行座谈了解到，项目达到的成果为“提高居民

生活水平”和“减少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原因物

质”。在施工阶段和（运行中）后评估阶段，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方面，项目也采取了合理的

监测和环境措施，未造成负面的影响。 

本次现场确认期间，双方在今后能源多元

化利用过程中，如何节能减排，消减CO2排放，

替代煤炭原料的热源开发（地热能利用），生

物质发电和安全运行及如何指导农村部地区「建筑节能一体化」内容等进行了

深度探讨和交换意见。 

中方对于该项目的实施所取得的效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对中日元贷款项目后评估报告书（中文）网址：
https://www.jica.go.jp/china/chinese/activities/finance.html 

张阳 

 

 

 

 

 

 

 

 

 

利用日元贷款建设的哈密市 
第 4净水厂 

通过完善集中供热系统，保护了
当地的生态环境 

https://www.jica.go.jp/china/chinese/activities/fin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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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学日语的同学们！” 

——临时回国待命的 JICA 青年海外协力队员通过微博为疫情之中仍然坚持日

语学习的学生们打 Call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派遣到中国开展志愿活动的JICA青年海外协力队员

们现在临时回到日本待命。他们获悉自己开展活动的学校在上网课，身在日本

心系学生的队员们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在日本也可为努力学习日语的学生们做点

什么，于是大家决定用JICA中国事务所的官微发送信息，为学习日语的学生们

加油打气。队员们发送的信息内容丰富多彩，不仅有日本家庭料理的烹饪方

法、灵巧有趣的手工折纸、还有日本各地的风俗人情、传统文化以及四季变换

对人们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队员们把自己观察发现的日本，结合亲手拍摄的

视频和照片上传到微博上和同学们交流互动。从3月开始到现在，已经发送了30

多篇短文和视觉信息。现在，不仅是学习日语的学生，就连平时关心ODA的JICA

微博粉丝们也对队员们的努力大加赞赏，事务所官微的粉丝数量也在短时间内

增长了很多。 

中国事务所 志愿者事业负责人 中坊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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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携手同行 

 

5月 26日，一场独特的抗疫物资捐赠仪式用北京-东京连线的方式在 JICA

中国事务所成功举行。 

话题要从大约一个月前说起。 

4月 7日日本政府就新冠疫情发布了全国“紧急事态宣言”，邻国疫情防

控的严峻形势令身在中国各地的

JICA回国进修生们深感不安。当

得知日本的口罩等防疫物资告急

的情况后，JICA 长期进修生理事

会马上向会员发出倡议并迅速筹

集到了一笔捐款采购了防疫物

资。但由于当时 98%的中日航线

已处于暂停状态，物资运送十分

艰难。大家群策群力克服重重困

难，终于在 4月下旬将 6000只

口罩运抵日本。在 JICA的协助

下，这批抗疫物资捐赠给了”日中

医学协会“，并通过该协会第一时

间分发到了日本的国立国际医疗研

究中心、静冈县立癌症中心等相关

医疗机构。 

由于疫情影响，捐赠仪式只好

延后举行。在 26日的捐赠仪式上，

JICA回国进修生代表向接收物资的

日中医学协会小川秀兴理事长表达

了对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日本医务工

作者的敬意、支持和关切。同时，大

家也得知，在中国疫情严重的 2月 12日，小川理事长通过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

先生的协助，带领日中医学协会与顺天堂大学联名驰援武汉，向重灾区送去了

大量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等救急物资，这一佳话令大家深受感动。捐赠仪式

上，正在医疗现场工作以及身在湖南的回国进修生也以微信视频通话的方式参

与了互动。中日双方由“口罩”结缘，在危难时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场面令

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浓浓情谊以及”灾害无情，人间

有爱“的和煦芬芳。 

小川理事长在答谢辞中谈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中医学协会”创立之

际，曾引用中国禅书中“扶渡断桥水，伴归无月村”的名句来强调“日本和中

通过网络举办捐赠仪式 

捐给日本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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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应该竭诚合作、携手前行的协会宗旨”，在这场抗击新冠疫情的奋战中，没

想到因为防疫物资的互动交流，能与 JICA 回国进修生们相遇结缘，实为幸事！ 

让我们期待双方今后也能成为日中携手前行时的“拐杖” 和“桥梁”，持

续不断地努力下去。 

JICA 长期进修生项目始于 1999年，迄今已有近百名来自中国中央和地方

的政府以及大学研究机构等公共部门的人员通过该渠道赴日进修，进修期间为

一年至三年不等，其中很多人在日本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回国进修人

员正在各个领域里为国家建设奉献力量的同时也担负起促进中日两国民众之间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桥梁纽带作用。从 2007 年成立同学会至今，除定期开展一

系列公益、学术活动之外，在汶川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也积极地开

展了紧急支援活动。 

 周妍 

 

 

 

 

一夕相逢十年勿忘、疫病无情隔海同心 

—JICA 青年研修项目回国青年为日本民宿家庭邮寄口罩 

 

“为了给访日时热情接待过我们的民宿家庭送去亟需的口罩，我们用大家

捐献的善款采购了一批口罩。” 

4月 3日，2009 年度 JICA青年研修项目

的参加者，现在中国国家气象局工作的王建

凯先生给 JICA中国事务所的项目负责人打来

了电话，他急切地恳请事务所帮助他们把这

些抗疫物资尽快送往日本。 

于是我们马上查找十几年前的文件资

料，很快联系上了当时接待这个这个访日团

的日本国内团体—福井县日中友好协会。接

到越洋电话的日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还清晰

地记得当时这些中国青年造访福井的情景，

立刻答应了把这批口罩送到接待过青年们的

民宿家庭主人手中的请求。 

可是，由于此时疫情严重，中日航线

98%都处于停航状态，运输手段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并且中国海关在口罩出口方

面也加强了管控，往日本运输这批物资变得困难重重。 

在回国青年们各种不懈努力下，4月中旬，口罩通过了北京海关，经由香

港发往名古屋，然后由名古屋转运到了福井县。经过了超长的 12 天跋涉，回国

青年们的深情厚谊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福井县日中友好协会接收了这批抗疫物

资，并立刻按回国青年们的要求把口罩分发给了相关民宿家庭。收到来自中国

研修生送来的口罩。箱子上写着
鼓励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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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想不到的礼物，日本方面相关人士既惊讶又高兴。其实，在我眼里，这次

长途口罩传送，就是一个跨越了时空，在危难时互相帮助相互鼓励，十分了不

起的邻国关系的感人场景。 

回国青年们在口罩的纸箱上留下了这样的话语：一夕相逢十年勿忘、疫病

无情隔海同心。 

糟谷良久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向日本高知县捐赠口罩等物资 

 

3月下旬到 4 月期间，新冠肺炎在日本有蔓延的迹象，当时中国的疫情已

经得以控制，中国也积极地向海外提供各项援助。其中，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提

出他们想向日本捐一批救援物资，不知如何操作。 

事实上，中国计划生育协

会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与

日本的民间团体合作，开展了

农村地区母子保健项目。此

外，作为国际组织 IPPF（国

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成员，

也与日本保持了多年的交流。

因此他们对向日本提供援助非

常热心。最终，在推进中国公

共卫生项目以及接受访日研修

生工作方面做出贡献的高知县成为了此次救援物资的接受对象。救援物资包括

口罩、防护服和体温计等。高知县的相关人员对此深表感谢！ 

在遇到困难时我们携手共度难关，希望今后日中关系也能如此继续下去。 

 

内山智寻 

 

 

 

 

 

 

 

 

 

 

 

救援物资抵达高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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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您推荐一本书】  

《来自现场！游走世界之三—生活在中国》 

 
在日本，关于中国的事情，新闻报道、历史、自然等各个方面都是通过电

视等被加以介绍，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介绍中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其实很

少。 

这本书从老百姓的视角切入，介绍了我

现在居住的中国的生活。 

比如在家里的样子、共享单车、购物中

心、休闲娱乐、学校生活等等…作者还用了

很多照片，客观细致地展示了在街上看到的

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众多场

景。我一边阅读一边不由地点头：“对，是

的，是这样！”，这正是我所经历的向告诉

亲朋好友的内容啊！书中，在“深化日本和

中国的关系”这一部分，对华 ODA的内容也

被作者附上照片介绍给了读者。 

这本书是面向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阶段的

孩子们的，但我觉得即使是成人来阅读也会

很有意思，所以无论是有没有来过中国的

人，请一定抽时间阅读一下。 

《来自现场！游走世界之三—生活在中国》撰文・摄影：吉田忠正，编

辑：藤野彰、由白杨社出版 

糟谷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