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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的 12天 

三上 由希 

第二天，6月 30日，我们参加了开幕式。 

早上，我们和四川大学的日语系学生一起在教室里参加了开幕式。当时两国的学生都很

紧张。四川大学的学生用日语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杏林大学的学生也用汉语介绍了自

己。虽然四川大学的学生里面去日本留过学的同学很少，但他们日语说得都很流利，听完以

后我们非常期待与他们交流。四川大学的一位老师对我们说：“这里的学生跟日本学生直接

交流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积极地与他们进行交流。”而我们也很少有机会与

当地的中国学生交流，所以这个课程是非常宝贵的经历。 

下午，我们去了江安校区，参加了晚上的开幕式。举行开幕式的体育馆配备了一个大型舞

台和一个即使在后面也能看得很清楚的大屏幕，我们对开幕式的巨大规模感到很惊讶。各个

国家的学生都聚集在舞台上，唱中国歌、跳中国民族舞、朗诵中国传统诗词。看到一群来自

五个国家的学生们一起唱中文歌曲，看到汉语这一语言成为了不同国家、不同人种之间沟通

的桥梁，我深受感动。 

晚上的开幕式上，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变脸”。表演者一边随

着音乐起舞，一边配合着情节的进展巧妙地变换脸谱，变脸节目结束以后，会场的气氛非常

热烈。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因为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过变脸，亲眼看见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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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世界文化 

常田 优华（常田 優華） 

 

7月 1日，我参加了四川大学美籍日裔松田教授的“茶与世界文化”讲座。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饮料。对于我们日本人和中国人来说，茶是一种常见的饮料。但

在其他国家是否一样呢？ 

例如咖啡。说到咖啡，我们会觉得这是西方国家的产物。但咖啡最初是从阿拉伯传到穆

斯林地区，再传到欧洲国家的。咖啡之于西方国家，就如同茶之于日本，是生活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早上起来喝一杯，上班前喝一杯，上班一杯。在西方国家，茶有着健康饮品的印象，

最近日本茶和中国茶变得非常受欢迎。 

 

・世界各地的咖啡文化 

日本：抹茶 

说到日本，就是抹茶。最初它只是一种饮食文化，但现在，抹茶味的甜点和饮料不仅

在日本，在海外也非常受欢迎。 

中国：乌龙茶、茉莉花茶、普洱茶等 

中国有无数种茶。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套茶具。 

英国：红茶 

英国有一种名为下午茶的文化。 

美国：冰茶 

在星巴克的诞生地美国，咖啡的印象要比茶更强烈。然而，爱好咖啡的美国人也为世

界茶文化贡献了冰茶这一茶种。 

 

讲座结束后我明白了，茶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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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会 1 

 胜见 百合香（勝見 百合香） 

 

7月 2日我们和日语系的研究生讨论了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你对珍珠奶茶社交赞成还是反对。我们日本学生的意见是，日本的珍珠奶茶

比中国贵三、四倍，所以平时不太去喝珍珠奶茶，可是很愿意和朋友一起去喝珍珠奶茶。中

国学生的意见是每天陪人喝珍珠奶茶就会胖，所以不想每天陪人喝珍珠奶茶。通过这个讨论，

我觉得日中学生对于珍珠奶茶社交的理解和想法并不相同。 

第二个主题是在朋友圈上发不发自拍。日本学生的意见是明星和外国人在朋友圈发自拍

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可是如果自己周边的朋友在朋友圈发自拍的话，就感觉她对自己特别有

自信。我们都不自拍。中国学生说中国人无论何时都会自拍，发朋友圈。常常在朋友圈发自

拍的人会让人觉得想拉黑她。可是如果说拉黑她，就不能知道她最近做了什么，就没有聊天

的话题了，所以很多人不会拉黑。 

第三个主题是关于抖音的问题。因为我们都不玩抖音，所以这个主题没能讨论成。抖音

是中国开发的短视频软件，到现在为止在世界上都很火爆流行。在中国很多人有空的时候就

刷抖音，甚至有种说法是刷抖音的时间和生命哪个更重要。（刷抖音就是在浪费生命？）抖

音正在变成中国的一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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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天 四川大学博物馆和望江楼公园一日游 

                                      大和 夏海 

   第四天，我们和四川大学的学生一起去了四川大学博物馆和望江楼公园。四川大学博物

馆是由大学建立的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曾经以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古代

博物馆闻名。 1952年，华西医科大学改建为四川医科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因此迁至

四川大学，更名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1984 年，该博物馆被历史系命名为四川大学

博物馆。 展览内容包括 53,000多件文物和超过 84,000 件藏品，其中包括四川地区的书画，

陶艺和艺术雕塑等。 民间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遗产的集合排成一行，很有特色。 博物馆分

为四层，分别有民间展厅，考古展厅，石雕展厅，民族志展厅，古瓷厅和古装艺术馆。 

 

      

展厅中不仅有文字说明，还陈列着那个时代的文物，所以能够非常尽兴地参观展览。 

 参观完四川大学博物馆后，我们前往附近的望江公园。 望江公园位于锦江之滨，流经成都

市中心。 很久以前，当成都繁荣昌盛时，这是一个以望江楼为中心的公园，以前航运发达

时，渔夫都会望着这个楼。 公园里有六座精巧而古雅的清代建筑，包括望江楼，以及唐代

女诗人薛涛的纪念馆。 花园里种植着各种竹子，就像是竹园一般。 在那里我们杏林大学的

学生一起用竹子跳了钢管舞，非常开心。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望江楼公园的自然风

光与楼阁相得益彰，漫步于此，心灵也能得到平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玩

耍的公园。 

 

        

https://www.google.co.jp/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j74_DNosjjAhV6yYsBHfVqDc0QjRx6BAgBEAU&url=https://kanazawa45.wordpress.com/2009/04/22/%E6%9C%9B%E6%B1%9F%E6%A5%BC%E5%85%AC%E5%9C%92%E2%80%95%E6%88%90%E9%83%BD%E9%9B%91%E6%84%9F%E3%80%9478%E3%80%95%E2%80%95/&psig=AOvVaw16VDejAt9zy661XD_mv64C&ust=1563876094307121
https://www.google.co.jp/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idro_8osjjAhUMx4sBHcI_D9YQjRx6BAgBEAU&url=https://4travel.jp/travelogue/10949666&psig=AOvVaw16VDejAt9zy661XD_mv64C&ust=156387609430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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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向往已久的熊猫基地 

星野 真纪 

7 月 3日我们去了成都熊猫繁殖研究

基地。熊猫在日本也非常有人气，一想到

能看见大熊猫，我们就对这一天非常期

待。大巴一辆接一辆排列着向熊猫基地行

驶，车刚开了一会儿，就看见了有很多人，

挤进人群一看，有只熊猫在大家的围观中

吃竹子。我们也是第一次在中国看到熊

猫，大家非常高兴，也拍了很多照片。再

向里面走，我们拍到了正在吃竹子的三只

熊猫，而更里面的另外一只熊猫好像没劲似的趴在地上打滚。 

熊猫基地中有很多在日本看不到的表情丰富、有个性、

很可爱的熊猫。真是非常可爱………！ 

最后我们看到了等待了好久的小熊猫。为了看小熊猫，

我们排队排了 30 多分钟，想着

马上就要看见小熊猫了、马上就

要看见小熊猫了，又着急又高兴。在我们排队时，有很多中国人

从旁边的队插了进来。这让我感受到了两国的文化差异。又等了

30分钟，终于见到了出生一年和一个月的两只小熊猫。 

我们旅游的疲倦在小熊猫基地中消除了。 

在这里我们玩得很开心，也期待能有机会再去一趟熊猫文化

的发祥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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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大学生讨论会 

中野 恵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一下关于 7月 3号下午进行的中日大学生讨论会。 

    四川大学 3年级和我们杏林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这次的主题是《中日汉字对

比研究》。首先四川大学的同学们通过 PPT 介绍了中国汉字和日本汉字的不同点和共同点，

然后互相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对以下 3点比较感兴趣。 

    第 1点是，在中文里有简体字，繁体字两种，而且写法完全不同。所以日本学生去台湾

旅游的时候，对一些特别复杂的繁体字的读法，会感到很难。在日本汉字里没有这种简体字

的写法，所以我们对中国的这种文字文化比较感兴趣。 

   第 2 点是，汉字写法相同，但是中文和日文的意思却完全不同。简单地举两个例子。比

如说“娘”在中文里面是妈妈的意思，日文里面却是女儿的意思，又比如“女装”中文是女

士服装的意思，日文里面解释为男扮女装。像这种汉字相同，意思完全不同的单词还有很多，

所以大家使用时要特别注意，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误会。 

第 3点是，有的中文汉字和日文汉字有微小的差别。比如说“吕”这个字，中文就写两

个 “口”，而在日文里中间就要加一撇。又比如“骨”这个字一眼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区别，

仔细一看，里面的小口中文在左，日文在右。中国学生说，他们觉得很难区分这些微妙的区

别。 

这次学习到了很多关于中文的知识，也让我更了解了日语。通过这次讨论会，大家互相

交流了学习方法，我觉得对我以后学习中文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度过了一段很有趣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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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 

黑泽 奈音（黒澤 奈音） 

 

7月 4日我们和四川大学的学生们进行了中日文化交流活动。我们玩了一个小游戏，叫

传声筒。刚开始我以为传声筒很简单，并不会很难。因为我是第一个传声的人，所以要把传

声的题目背下来。看了四川大学的学生们准备的题目之后，我觉得好难。不是因为这个题目

很长，背不了，而是因为这些字的发音都差不多，要准确的传达下一个人很难。但每个人都

很努力的传达。通过这个游戏，我深刻意识到学习中文首先一定要把发音学好。 

 

  小游戏结束以后我们做了中日两国的美食。有饺子、寿司还有关东煮等等。四川大学的老

师们为了我们能够顺利地做美食从早上 4 点多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我很感谢四川大学的

老师们。因为有各位老师，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完成交流。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认识到中日饮

食习惯的不同。比如中国喜欢水饺，日本喜欢煎饺。中国人把饺子当作主食，而日本人把饺

子当作菜。这次文化交流我们不仅吃到了中日美食还学到了中日的不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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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物馆 

竹内 夏希 

  我们去的时候，成都博物馆正在举办四川周边地区历史和出土文物的展览。博物馆有五

层，一楼主要举办特展，二楼以上就是历史相关的一般展厅，随着层数的增加，所展示的时

代也不断向前推进。和四川历史相关的展品有很多，不仅展出了出土的古代生活用品、石器、

陶器，还展出了古代地形和房屋的模型。成都博物馆最受欢迎的是用石头建造的石犀。这个

石犀长 3.3米，高 1.7米，重约 8.5吨。据说是为了保护城镇免受水灾而建造的，只有一头

在展示，但是听说一共有五头。根据传说，如果把这些石犀放入水中，就可以防止城市遭受

水灾。 

这次印象最深的是民俗精品展示区。这个区域再现了街道和生活的样子，能看到宴会和

孩子们在胡同里玩耍的样子。感觉好像在那个时代一样。另外，博物馆运用 4D 技术，还原

了当年茶馆的样貌，还介绍了四川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辣椒和花椒的历史发展。而且地板上还

投影了以前的成都地图，可以把自己去过的和住的地方与过去的位置相比较，非常有趣。。 

五楼展示着皮影和中国人偶等工艺品。皮影展不仅展示了四川的皮影，还展示了中国各

地的皮影，可以一边比较一边观看。此外，由于展厅中不仅有人物的皮影，还有物品和风景

的皮影，所以我们可以轻松了解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 

因为平时参观博物馆的机会很少，而且没有太多机会了解观光等地的历史。这次去成都

博物馆加深了我对四川的了解，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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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大学讨论会 3 

龟谷 京子 

中日大学讨论会 3 是跟四川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起参加的。我们分成不同的小组, 使

用 PPT，用对方的语言进行了发表。 

四川大学的学生发表的内容是①关于“阿倍仲麻吕”②关于“盗墓笔记”③关于“中国

的八大菜系”④关于“推荐的川菜”⑤关于“夏目漱石的《三四郎》”⑥关于“中国以前就

有的玩具” 

其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推荐的川菜。虽然鱼香肉丝有鱼的汉字，但是其实菜里

是没有鱼的。那么为什么有鱼的汉字呢？第一种说法是，因为四川位于内陆，所以有只有淡

水鱼。四川人把去鱼腥味的调味料用在肉上，没想到还很好吃。第二种说法是，鱼香肉丝中

使用了和鲫鱼一起浸泡的辣椒。虽然川菜给人一种很辣的印象，但是，它也有蛋烘糕等一系

列有名的甜点。 

我们杏林大学的学生发表的内容是①关于“日本动漫”②关于“日本的美食”③ 关于

“日本以前就有的玩具”。我介绍了“千与千寻”。因为现在在中国已经上映了，所以大部分

的中国学生也说看过这个电影。另外，虽然有些漫画在日本不是那么有名，但在中国有很多

学生都知道这些漫画。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日本的动漫有强烈的兴趣。 

最后，做了一些关于日本的竞猜。比如说，东京天空树的高度是多少？类似这种比较难

的问题大家都能回答出来。如果让我们回答关于中国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自信能够

回答出来。经过这次讨论会，我们知道了四川大学的学生日语水平很高，而且对日本的关注

度和知识量也很多。我应该努力学习，提高汉语水平，提高对中国的关心和中国社会文化的

知识储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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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森 友梨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成都康

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介绍

的内容可能会有点难，所以可能会

出现连中国人也没听说过的词汇。 

我们 7月 5日去了康华生物。虽

然我以前没听过这家公司，但这家

公司其实跟日本公司有关系的。公

司成立于 2004 年，位于成都经济

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 3万平方米，

投资超过 6亿元。公司的产品有两种。一种是“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还有一个是“ACYW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这家公司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同时还是“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公司共有专利一百余件。未来会相继上市 8个疫苗产品，预计市场空间将超过 300亿美

元。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公司发展历程中的几个重大事件： 

2011年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取得 GMP证书，正式上市销售。 

2012年取得药品注册批件以及新药证书。此外还有很多公司发展大事记。 

最近的大事件是 2018 年 3 月，该公司在成都举办了关于“金标品质纯新守护”人二倍

体细胞狂犬病疫苗上市的研讨交流会，交流会一共持续了 5周。同时，它与阿里巴巴健康就

疫苗项目建立战略合作平台，让疫苗大数据实现向公众精准宣传普及。康华生物的规模非常

大。 

员工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介绍。通过监控我们看到了工厂内部。那里有很多机器。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如果你们也对康华生物有兴趣的话，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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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青城山 

          穴户 若奈 

在四川大学国际交流课程中，我学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并参观了许多景点。下面由我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江堰。 

7月 6日，我们花了两个半小时来到了成都平原西部的都江堰。因是雨季，一层一层的

阴云，覆盖了整个天空，并且不断地下着小雨。由于中国已经进入了暑假，都江堰附近聚集

了很多游客，不管是园内还是园外都非常热闹。都江堰内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和五颜六色

的鲜花，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在你面前徐徐展开。走了一段时间后，我们看到了长长的红色

吊桥，吊桥上挤满了游客。悬索桥摇晃得比我想象的要厉害，但有些好奇心强的孩子会在吊

桥上跑，还有些年轻人试图晃动吊桥。过桥后，我看到有人在路边卖黄瓜。当我看到同样的

东西在大约 5米的距离出售，我感到非常惊讶。在那之后，我们坐上了一辆车，进入了都江

堰的最深处。在那里可以一眼望去都江堰壮丽的风景。 

这次能参加国际交流课程我感到非常荣幸，也感谢老师给予我的机会。虽说是短短的 12

天，但让我收获了许多，在四川与大家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我最难忘的时光。在此我再向四川

大学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对我们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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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里 IFS 宽窄巷子 

小野 惠里歌(小野 恵里歌) 

 

7 月 7 日我们去了太古里、IFS 和宽窄巷子。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太古里和 IFS。太

古里是一个时尚购物中心。在这里有很多品牌店，所以会有许多人前来购物。太古里的特点

是有很多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到了晚上，这些建筑会亮起灯光，非常漂亮！太古里即使在

晚上也很热闹。因为在太古里许多商店营业至深夜，还有，年轻人很喜欢在太古里的夜景里

拍照。我们在太古里散步的时候，抬头一看就看到了熊猫的屁股。我好奇地爬上了楼顶，那

里竟然是一个拍照景点。这栋楼就是 IFS。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然后，

我们离开了太古里和 IFS，去了宽窄巷子。 

宽窄巷子由三条街道组成，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这些都是四川传统老城区的特色。

在宽窄巷子里，三大炮和掏耳朵服务很有名。因为在日本，没有在外面的掏耳朵服务所以我

感到很有趣。另外、只熊猫周边的专卖店也有很多，商品都很可爱。我们在这里逛街的时候，

突然受到了采访。采访的内容是关于看书。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被人采访。在宽窄巷子有很

多拍照景点。我们也拍了很多照片。 

太古里，IFS和宽窄巷子都是中国朋友带着我们，用简单的中文或者日语给我们介绍的。

我感觉中国人都很热情、非常体贴。我在成都跟中国朋友一起过的时间特别开心。在四川过

的每一天都是我最难忘的回忆。因为我去北京留学的时候我很少有机会跟中国人互动。所以

每天都跟中国人一起的时间让我感到很新鲜。我向各位老师们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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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老师重返母校讲坛 

下村 实贵生（下村 実貴生） 

 

 

    7 月 8 日（星期一），我参加了同声传译讲座。这个讲座是由四川大学的毕业生、同时

也是杏林大学教授的张弘老师来作主讲人的。 

在讲座中，她主要讲了关于杏林大学中文系和大学院国际研究协力科的院系设置、同声

传译的相关技巧，也介绍了张老师从四川大学入学到现在的经历和经验。 

    在进入正题之前，张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很多四川大学的学生们在听到她的经历之后感

到既惊讶，又尊敬。 

张老师对四川大学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她说：“因为在四川大学专心学习日语期间受到

很多恩师的照顾，所以才有今天的自己。也多亏了四川大学，我非常感谢。”关于杏林，她

介绍了杏林大学是日本第一个设立了“日中翻译项目”的汉语专业的学校，也是第一个设立

了日中同声传译专业博士点的学校。这在中国也很有名，有几个四川大学的学生想去杏林留

学，考研。 

     在讲到同传时，她以自己到目前为止的多次口译的实际体验为基础，向我们介绍了口

译所必要的技能，现今所需的人才以及现场工作的流程等。老师通过背诵原文和听写这两个

练习，让我们思考口译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她说：“重要的是能正确地理解信

息将之‘听懂’的能力，以及用对方最容易理解的词语来‘传达’的能力”。另外，好奇心

旺盛、做事积极的人更适合成为口译工作者，作为例子她说我和 3年级的刘思程同学是很适

合的。 

    这次讲座对我们很多学生的语言学习有了重要的帮助。从大二日语系的同学开始，到很

多研究生的前辈们都有参加这次讲座。他们都对日本感兴趣，也希望未来能在日本的大学留

学。期待他们将来能成为口译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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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会 

今西 里奈（今西 里奈） 

 

当天,日本和中国的学生发表了各自准备的内容。日本的学生发表了"流行语"、"日本的

网红景点"、"日本有趣的地方"等。中国的学生们发表了表情包，歇后语，流行语。日本学

生发表的"流行语"和"日本有趣的地方"是用猜谜的形式展开的。我觉得中国学生也能愉快的

参加这些小游戏。"日本的网红景点"的发表用了很多照片。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也能很容易

理解内容。中国学生似乎对“网红景点”非常感兴趣，因为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中国学生的发表内容是关于“表情包”的。因为中国学生的发表很详细，所以我加深了

对表情包的理解。 关于歇后语的发表是以相声形式发表的，非常有趣。我觉得歇后语有中

文特点。所以我很感兴趣。关于流行语,因为很多都是从电视剧和电视节目中出来的，又是

年轻人使用的词语，所以看着老师们无法理解的样子，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通过这个发表,我觉得我加深了对中国的流行文化的了解。我也很开心能和中国学生交

流日本的流行文化。这个发表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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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成都的伊藤洋华堂 

神山 佳美（神山 佳美） 

    7月 9日，我们去了位于四川成都

的伊藤洋华堂双楠店公司参观。伊藤洋

华株式会社，是 Seven & i Holdings公

司旗下的集团公司，这家双楠店约有

3200名员工，其中 14名是日本人。领

导层中女性比较多，给我一种男女平等

比日本更先进的印象。但因为祖父母能

帮她们照看孩子，所以她们的产假比较

短。  

    到了伊藤洋华堂，我们发现了这里和日本的区别。在日本，洋华堂主要销售老人和儿

童的服装、鞋等。但是在中国，我们注意到了这里主要面向年轻人进行销售，还有些名牌

产品。据日本员工说，这是战略之一。在中国，洋华堂的战略目标是要保持时尚的潮流。

参观店里的时候，我发现每层都有休息场所。孩子们玩的地方附近就有父母可以休息的地

方。另外，店里各处都摆放着能吸引孩子们兴趣的商品，我感觉这也是战略之一。通过这

个参观，我明白了这个公司在国内外业绩首屈一指的理由。  

希望这次的参观能成为我日后工作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