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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科技计划“高中生特设课程报告书2014”

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特别顾问

日本·亚洲青少年科技交流事业推进室长 冲　村　宪　树

关于樱花科技计划“高中生特设课程”

“樱花科技计划”致力于邀请亚洲青少年（高中生以上、40岁以下）到我国进行短

时间学习访问，通过与我国科学技术的接触，放飞科学技术的梦想，提高科学技术

水平，为各自所在国家及亚洲的发展贡献力量。

以草根活动为原则，是该事业的特点所在。由有意邀请亚洲青少年赴日的大学及

研究机构，向意向大学及研究机构发出邀请，由此构筑起强大、稳固、可持续的协

作关系。在日本不断增加协作单位，进一步激发活动的活力，是该事业的期待所在。

但因高中生群体的自身局限，开展这样的草根活动存在一定难度，为克服这一不足，

就由JST作为主办方，开设了“高中生特设课程”，邀请各国青少年参与。

说到这一企划的目的，就在于树立、培育亚洲高中生的科学家梦想。为此，我们准备了汇聚我国最高水平的

课程计划。

第一，让他们访问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理化学研究所、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物质

·材料研究机构、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日本科学未来馆等机构，学习和了解我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二，让他们直接受教于以诺贝尔将获得者白川英树先生、野依良治先生、铃木章先生、根岸英一先生、益

川敏英先生及有马朗人先生（原文部大臣、科学技术厅长官、东京大学总长）、日本科学未来馆毛利卫馆长等为

代表的，我国最有成就的研究者。

第三，请他们到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筑波大学、东京理科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首都圈

内一流大学的校园及研究室参观、访问和学习。

就这一计划向各国发出呼吁后，我们邀请到了在各国超一流高中学习，并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的最优秀的

学生，而他们将成为各自所在国家各领域的未来领袖。

以诺贝尔奖得主为首的科学家们，对于受邀学生使用流利的英语参与高难度的科技活动大为震惊，而在访问

者们的所到之处，也都受到了相关单位和人员的一致好评。

来访的东南亚高中生将成为各领域未来领袖，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超越国家的纯真友谊。在本次活动中，高

中生也受到了很大的。

通过对参与高中生的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了高中生的以下感想。

　·几乎所有的高中生都认识到了日本的研究水平之高、大学教育之强。

　·几乎所有的高中生，都惊讶于日本人的亲切、市容的整洁及文化水平之高，对日本及日本人心怀好感。

　·几乎所有的高中生，既从诺贝尔奖得主为首的科学家那里学习到了从事实验与研究所需的严谨态度，从内

心深处喜欢上了研究，也对他们决不放弃成为一名研究者的梦想，及其作为一名亚洲人的自信与自豪等印象

深刻。

该事业从企划到实施，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不足之处还很多，但在大家的支持与协助下，得以初步达到预期目的。

参与本计划的有关单位与人士都极为热心，在此衷心表示感谢。同时，也对参与计划的各国学生、老师及选

送他们到日本的相关机构，一并表达衷心的谢意。我确信，该事业在为亚洲作贡献的同时，也会为我国大学的

国际化、我们国家的国际化作出巨大贡献，从而最终成为一项多姿多彩的重要事业。今后，我们将充分总结和

发挥本次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在各位的协助下，为促其成为更为完美的事业而努力。

（201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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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心参与短期集中研修计划的亚洲高中生

受邀参加高中生特设课程的高中生来自亚洲的9个国家，共计271名，包括领队教师共294名。他们在创纪录的

酷暑中走访首都圈内的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带着在诺贝尔奖得主们的特别授课中得到的诸多的启迪，与或

许会终生难忘的感动回国了。

第1批80名中国高中生于7月20日夜抵达日本，入宿于东京都涩谷区的JICA东京国际研修中心。在科学技术振

兴机构日本·亚洲青少年科学交流事业推进室（樱花科技计划）的仓泽治雄先生致欢迎辞后，听取了有关活动

说明，确定相关日程。等进入各自房间，心情稍静时，已是深夜时分。

从第2天开始的1周内，他们一起走访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参加特别授课等，其间见缝插针般地匆促见习

游览了皇居、国会议事堂、浅草、原宿、秋叶原等，接触日本的文化。他们参加的，就是1周之后便已踏上归国

之途的短期集中研修计划。

第2批同样是中国高中生，第3批则是其他亚洲8国的高中生，实施的计划与第1批相同。为期3周的亚洲高中生

访问，得到了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众多机构和人士不遗余力的协助，而在受邀高中生们留下的观感中，也

溢满了浓厚的感激之情。

第1批抵达日本已是深夜

第1批80名到达的是中国80名高中生及6名领队教师共86人。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地走下巴士进入宿舍之后，我

方立即就今后的进修内容等开展了新生教育。

第2批则于7月27日抵日。中国高中生71名，领队教师5人。

第3批为来自菲律宾、蒙古、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韩国、泰国等8个国家的120名高中生，

于8月3日相继抵达。

开展科技交流的271名亚洲高中生

樱花科技计划·高中生特设课程计划

（2014年7月20日～ 8月8日）

左图为机场合影留念。右图为“欢迎各位访日”的出迎JST参事二村英介。

左图为抵达日本的蒙古高中生。右图为为防止中暑而分发遮阳伞、帽子及斗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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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  高中生特设课程计划

第1批（中国）：高中生80名，领队6名

时间表

（7/20-7/26）

课程

名称

A

（44名）

B

（42名）

7月20日

（周日）
下午

抵日

活动内容的说明与确认

7月21日

（周一）

节假日

上午
■参观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筑波宇宙中心
■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

下午
■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

■参观皇居

■白川英树博士（诺贝尔奖得主）

　实验教室

■参观皇居

7月22日

（周二）

上午
■海洋研究开发机构（JAMSTEC）

■参观理化学研究所总部（和光市）

　→野依良治理事长（诺贝尔奖得主）的

问候

→参观仁科加速器研究中心（RIBF）

→参观超级计算机

下午 ■理研生物遗传资源中心（筑波）

7月23日

（周三）

上午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

　→参观ASIMO实演

　→与毛利卫馆长（原宇航员）交流

下午

■参观花王博物馆·化妆品工厂

■参观浅草

■乘水上巴士（浅草→日出栈桥）→东京晴空塔（船窗参观）

7月24日

（周四）

上午
■根岸英一博士（诺贝尔奖得主）演讲会

■与东京工业大学附属科学技术高中在校生共进午餐并交流

下午
■参观东京理科大学（神乐坂校区）

■参观秋叶原

7月25日

（周五）

上午
■参观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

　（驹场校区）

■参观东京大学（本乡校区）

　→体验学生食堂

下午

■参观明治神宫、原宿

■意见交流会

■送别会

7月26日

（周六）
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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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  高中生特设课程计划

第2批（中国）：高中生71名，领队5名

时间表

（7/27-8/2）

课程

名称

A

（33名）

B

（43名）

7月27日

（周日）
下午

抵日

活动内容的说明与确认

7月28日

（周一）

上午
■参观东京工业大学（大冈山校区）

　→体验学生食堂
■参观海洋研究开发机构（JAMSTEC）

下午
■铃木章博士（诺贝尔奖得主）演讲会

　→千叶县立船桥高中与千叶县立柏高中在校生同时参加

7月29日

（周二）

上午

■与根岸英一博士（诺贝尔奖得主）共进早餐并聆听演讲

■参观东京大学（本乡校区）

　→体验学生食堂

■参观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

　（驹场校区）

下午
■参观花王博物馆·化妆品工厂

■参观秋叶原

7月30日

（周三）

上午
■防灾体验学习设施

　参观“东京备灾区”
■参观早稻田大学（西早稻田校区）

下午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

　→参观ASIMO实演

　→与毛利卫馆长（原宇航员）交流

■乘水上巴士（台场海滨公园→浅草）

　→东京晴空塔（船窗参观）

■参观浅草

7月31日

（周四）

上午

■参观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筑波）

　→科学广场

　→参观标本馆

下午
■参观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

　（筑波）

■参观物质·材料研究机构（NIMS）

　（筑波）

8月1日

（周五）

上午
■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

■参观皇居

下午

■参观明治神宫、原宿

■意见交流会

■送别会

8月2日

（周六）
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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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批（印度尼西亚、韩国、柬埔寨、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蒙古）：高中生120名，领队12名

时间表

（8/3-8/9）

课程

名称

A

（44名）

B

（44名）

C

（44名）

8月3日

（周日）
下午

抵日

活动内容的说明与确认

8月4日

（周一）

上午

■参观海洋研究开发机构

　（JAMSTEC）

■参观东京大学

　（本乡校区）

→体验学生食堂

■参观东京大学生产技术

　研究所（驹场校区）

下午

■参观东京工业大学（大冈山校区）

■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

■参观皇居

8月5日

（周二）

上午
■益川敏英博士（诺贝尔奖得主）演讲会

■与都立户山高中在校生共进午餐并交流

下午

■参观花王博物馆·

　化妆品工厂

■参观浅草

■乘水上巴士

　（浅草→日出栈桥）

■参观花王博物馆·化妆品工厂

■参观东京晴空塔、秋叶原

8月6日

（周三）

上午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

　→与毛利卫馆长（原宇航员）交流

　→参观ASIMO实演

下午

■参观庆应义塾大学

　（矢上校区）

■参观秋叶原

■参观东京Panasonic中心

■乘水上巴士（台场海滨公园→浅草）

■参观浅草

8月7日

（周四）

上午 ■参观筑波大学 ■参观物质·材料研究机构（NIMS）（筑波）

下午

■参观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筑波）

　→参观科学广场筑波

　→参观标本馆

■参观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筑波宇宙中心

8月8日

（周五）

上午 ■有马朗人博士演讲及午餐

下午

■参观明治神宫、原宿

■意见交流会

■送别会

8月9日

（周六）
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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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  活动报告

（1）大学

<东京大学>

广泛的支持体制引人注目

在东大本乡校区及东大生产技术研究所参观中，诸多研究说明令人感动、奋进。一座座研究大楼矗立在宽阔

的本乡校区，大家在其中的理学部1号楼听取了工学部与理学部的整体说明。说明以在国际机构的发表内容为基

础，借助录相、PPT，用中英文实施。说明对东京大学的研究内容在全世界大学中处于顶尖水平的高度评价进

行了要点解说。此外，还介绍了大学、研究生院的专业领域及对留学生的支援制度。

作为最具日本代表性的最高学府，东大从组织到研究课题，到研究成果及其国际性评价的介绍，内容都极具

吸引力，听取说明的学生们无不侧耳，非常认真。而对留学生

接收制度，博士后及职业发展支持体制的详尽介绍，也让学生

们有了比较深入准确的把握和理解。

之后，又访问了理学部与工学部的研究室。在工学部，从事

沸石材料研究的肋原彻准教授基于模型进行了说明。因其解说

深入浅出，引起了听讲学生们的浓厚兴趣，对用于汽车尾气净

化的沸石研究与开发显示出很大的关心，提问踊跃。

在参观超级净化室时，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用中文进行了说

明。置身于纤微构造解析与加工等毫微技术研究点之一的研究

现场，所有人都吃惊不已。学生们又听取了半导体回路纤微设

计等研究内容的介绍，纷纷提问。

参观东大生产技术研究所

学生们还访问了位于驹场研究校区的生产技术研究所，国际

交流部的稻垣女士用汉语表达了问候，在亲和的气氛中，播放

了生产技术研究所的DVD介绍影像。之后，40名高中生分为四

组，参观了4个研究部门。在研究室，各研究者分别对自身的研

究内容进行了说明。

其中，伊藤正彦副教授等对“大规模时间系列网络数据的三维

信息可视化与探索技术的研究”的说明，引发了高中生人的极大

关注。

对参与高中生们来说，实际参观访问后，对生产技术研究所

的原有认识发生了改变，由艰辛清苦的场所，变成了一个“可对

自己想投身其中的领域加以研究的地方，很有趣”。

通过对生产技术研究所的参观，学生们得以接触日本的尖端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的兴趣。多数学生因

日本的研究技术水平之高，为埋头于自身研究的日本研究者而深受感动。

第2部 活动报告

接触前沿学术研究而来的感动

参观东京大学本乡校区与生产技术研究所

（2014年7月25日，29日，8月4日）

对东大的研究实绩与组织，
留学生支援系统进行说明。

对沸石构造的说明浅显易懂，
高中生们点着头认真听讲。

听取半导体电路的精细设计等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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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理科大学＞

阶梯教室中的欢迎辞与演讲

7月24日下午，中国高中生们访问了东京理科大学神乐坂校区。他们被领到阶梯教室，由矢部博理学部长致欢

迎辞后，通过DVD影像对大学进行了介绍。之后，数学家秋山仁教授用英语报告了与中国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并展示了操作立方体加以组合的数学魔术。在操作立方体的过程中，不知觉间显示出熊猫画面的立方体出现，

观看学生欣喜非常。

接下来，大家又前往近代科学资料馆，观看了自江户时代起的科学机器类展品。学生们对由手动计算器进化

到电脑的历史性器械展示，激发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在资料馆地下部分的常设数学体验馆，秋山教授继续

对“秋山魔术”进行了详尽的讲解。

用剪刀将立体三角锥剪成平面纸片后，再用拼图加以组合的魔术演示，对抛物面天线是基于二次函数的特点

设计制作的相关说明，都引起了高中生们的浓厚兴趣。

参观化学楼研究室，前沿化学研究见闻

最后，同学们前往化学楼，参观了几个研究室，听取了研究者们对前沿化学研究现状及相关课题的说明。最

新研究活动的解说结束后，同学们又实际观看了分析器械的操作，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兴奋莫名。

因担任引导，翻译的多位中国留学生在场，高中生们迅速与他们打成一片，这里也成了开心愉快的交友场所。

 

 　 　

在数学体验馆感动于“秋山·数学魔术”

参观东京理科大学神乐坂校区

（2014年7月24日）

左图为阶梯教室中的欢迎会。右图为被“秋山魔术”吸引的高中生

左图为在近代科学资料馆前合影留念。右图为在化学楼访问中亲眼目睹前沿研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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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工业大学>

在东工大参加“地球生命研究所研究会”

7月28日上午，第二批访日中国高中生到访东京工业大学的地球生命研究所（ELSI）。ELSI是启动于2012年12月

的新建研究所，以地球的诞生及生命的起源为研究对象。高中生们先听取了东工大及ELSI的参观说明，继之参

加了国际研究会。

研究会上，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各国的客座研究员们，正围住彼得·哈特教授进行热烈的讨论。哈特

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的宇宙物理学教授。在来自中国的高中生面前，对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地球研究，

及科学这一学问的进化进行了演说。这堂课就像哈佛大学的白热教室，深入浅出、兴味盎然、发人深思。

被教授的讲解触发的学生们不断向教授提问。下课后，教授及研究员们又被学生们团团围入，不肯离去。其

情其景，仿佛与中国高中生们进行的研究刚刚开始。这些学生的好奇心一气爆发，所有人的眼睛都因未知的学

问而闪闪发光。

第3批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韩国、泰国等4国的80名高中生也对东工大进行了访问。在听取了大学的概要

说明后分为2组，在环境能源革新楼，通过观看DVD等听取了研究内容等的说明。他们还参观了东工大的超级

计算机TSUBAM与节能实证楼。

参加地球生命研究所研究会

参观东京工业大学

（2014年7月28日，8月4日）

在中国高中生面前进行讲演的哈特教授。

中国的高中生们不断地向哈特教授提问。 与哈特教授和研究员们留影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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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

以英语学习的国际计划IPSE

来自中国的40名高中生到访早稻田大学的西早稻田校区。先由国际部国际课的沈向琮先生对早稻田大学进行

了整体介绍。

接着，理工学部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PSE）的马克·奥恩教授对启动于2010年的

IPSE进行了说明，“可以英语为基础授课语言，对物理、电脑科技等大范围的科学及工程学进行学习。基于英语

教学的理科科目之多，为日本大学之最。”

因来自中国的高中生们英语很强，听取教授的说明时也极为热心。进而听取了理工学部国际课程升学考试，

奖学金及学生宿舍等的具体说明。

留学日本源于动漫的影响

此外，就这里的课程内容及校园生活，高中生们还听取了正在IPSE学习的基干理工学部4年级学生丁同学，创

造理工学部3年级学生韦同学的介绍。特别是韦同学，他到日本大学留学的原因是“小时候太喜欢《机器猫》这

一动漫作品了”，引来了同样喜欢日本动漫的中国高中生的一片笑声。

最后，在先进理工学部学习的1年级学生何同学，解释了决心在早稻田学习化学的原因，并引用了托尔斯泰的

英语主讲的理科科目之多引关注

参观早稻田大学·西早稻田校区

（2014年7月30日）

印度尼西亚与越南的高中生们。

韩国与泰国的高中生们。

左图为马克·奥恩教授对理工学部国际计划进行说明。右图为讲解学生生活的留学生何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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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人生”，结束演讲时，他希望同学们准确把握自己的未来，

选好大学。

高中生们对课程安排的内容，高中考试成绩对升学的影响等，进行了很多相当具体的询问。最后，在学生代

表的感谢发言中结束了对早稻田大学的访问。

 

<庆应义塾大学>

参观制造中心

第3批A组（菲律宾、蒙古、柬埔寨、马来西亚）的40人到访庆应义塾大学·矢上校区。位于该校区的理工学部，

今年恰迎来创立75周年。听取设立原委及大学历史解说的高中生们，对大学创办人福泽谕吉就是1万日元纸币上

的人物，对庆应义塾大学先后出过两位宇航员等兴味盎然。之后，前往2014年1月刚刚落成的制造中心。

工作机械的实际演示引来提问无

制造中心拥有用于金属材料加工的各类工作机械，从打孔机，转盘等常用机械到最新锐的复合加工机一字排开，

俨然机械工厂一般。高中生们在为眼前的景象震惊之余，目不转睛地听取了理工学部青山教授深入浅出的说明，

并观看了各类机械的实际演示。

“为什么在机械运转时会有水流动？”等，学生们在观看的过程中提问不断。果然是高中理科生，

表情中写满了对制造的浓厚兴趣。而身着工作服加工机械零件的大学生们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之后，返回教室听取了来自泰国、缅甸的留学生们对各自研究领域及日本生活的说明。有同学提出了如下的

具体问题，“你是怎样拿到奖学金的？”可见有的高中生将来想到庆应义塾大学学习。

左图为高中生们进行了很多的具体询问。右图为与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们合影留念。

左图为对庆应义塾大学理工学部创立75周年的说明。
右图为在制造中心，听取理工学部青山教授深入浅出的说明。

为最新锐工作机械而兴奋

参观庆应义塾大学·矢上校区

（201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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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大学>

到筑波大学参观的，是来自菲律宾、蒙古、柬埔寨、马来西亚4国的40名高中生。他们先被引入发表室，听取

了筑波大学概况及大量接收留学生等情况的说明。

其中，Dr.Louis以“Why study in Japan?”为题的演讲，对日本的高水平教育系统进行了介绍，就为何留学筑波

大学的原因及其有利之处进行了具体的说明。之后，正在筑波大学留学的菲律宾、柬埔寨留学生现身到访高中

生的欢迎会，分别与各自国家的高中生进行了自由交流。

之后，前往藻类大量养殖场，考察如何高效大量养殖藻类的研究，听取研究者对养殖技术的说明。

 　 

左图中正在实际工作的大学们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右图为来自东南亚的大学院留学生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及大学生活。

左图为热心听取留学筑波大学裨益何在的高中生，
右图为各国留学生现身欢迎会。

受到各自祖国留学生的欢迎

参观筑波大学

（2014年8月7日）

酷暑下的藻类大量养殖场。 眼前是中间生产物的干燥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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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机构 ：10所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中国高中生一行，在筑波宇宙中心听取了日本宇宙开发历史，火箭开发体制及迄今所取得的发射成绩等的说明。

之后前往穹形航空馆，参观了各类宇宙火箭及观测装置、器械等。

绕月卫星“嫦娥号”是日本第一颗国产月球探查器，对月球表面进行了详细探查，高中生们为其体积之大惊

讶不已。此外，他们还对日本开发的各种技术试验卫星如“织女·牛郎”号等的展示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另外，正在运作中的设于国际空间站的日本实际楼“希望”，其等尺寸模型也在此展示，可进入内部参观。高

中生们对技术精粹汇集的该实验楼显示出了兴趣。之后前往火箭轰鸣体验设施，高中生们对因火箭种类不同在

远处听到的引擎声各异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

以下为高中生感想参观。

蒋紫阳（四川省·彭州第一高中 1年级）

当展示在外面的H-Ⅱ火箭实物出现在眼前时，激动万分。在距离种子岛发射场3公里处实际听

到的火箭发射的轰鸣声会因火箭种类而不同，很受震撼。由东京赶往筑波宇宙中心途中，在高速

路上看到日本的绿化竟如此漂亮，不免让人吃惊。

 

都宣霖（辽宁省大连市育明高中 1年级）

火箭发射的轰鸣声会因种类而不同，声音的大小也各异，非常有趣。在穹形展馆中看到的，用

于保护卫星实物的金色隔热材料金属箔颇有意味（该感想基于事前说明中的有关介绍。像听发射

轰鸣声时一样，为让卫星承受通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的震动及温度变化，想了很多的办法）。关于

这一话题，希望能有机会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

藻类大量养殖场。 柬埔寨留学生在校内引路。

被火箭发射轰鸣体验震惊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筑波宇宙中心

（2014年7月21日，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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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研究开发机构>（JAMSTEC）

亲身感触海洋之大，之深，之不可思议

到访位于横须贺的机构总部的高中生们，先走访了海洋科学技术馆，参观了日本引以为豪的有人潜水调查船“深

海6500”的等比例模型。学生们似被因其巨大而生的气势压倒，非常兴奋。

接着，学生们又前往无人探查机“浦岛”的维修场。不愧是优秀的高中理科生，各类精准的提问纷至沓来，“以

什么作动力？”“在陆地上可以通过GPS获知其位置，但在海里，如何确认探查机的位置呢？”等等。

另外，在高压实验水槽，学生们认真观察了在高压实验中压扁的潜水艇船室的1/3模型。他们对高压实验相当

关心，并提出了很多问题。

此外，来自菲律宾、蒙古、柬埔寨、马来西亚的40名高中生也参观了有人潜水调查船“深海6500”的等比例

模型及高压实验水槽。

被“深海6500”的等比例模型震惊

参观海洋研究机构（JAMSTEC）

（2014年7月22日，28日，8月4日）

看到真实的人工卫星，成分激动。 参观火箭引擎实物。

正在听取日本宇宙开发说明的中国高中生。 参观历代火箭模型。

进入驾驶室拍照留念。听取JAMSTEC的活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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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还访问了横滨的研究所，在地球信息馆通过巨大的半球银幕，3D银幕对海洋，地球及环境进行了学习。

进而参观了在全世界都处于高水平的超级计算机“地球模拟装置”。

学生们对以超级计算机解析的气象变动预测，地球温暖化的影响进行了直接的视觉体验。特别是前不久发生

的东北大地震及海啸的模拟，所有人都满怀兴趣地观看，恨不能钻到模拟场景里去。

而最值得一提的，则莫过于让高中生们欢声一片的横须贺大海。因多数高中生来自中国内陆地区，看到大海

之后，情绪也越来越高昂。

 

<理化学研究所>

参观超传导光子回旋加速装置等

受邀的中国高中生们参观了琦玉县和光市的理化学研究所。这里的中国研究员成了解说员，对原子核的构造、

超传导光子回旋加速装置、加速器、新元素的发现等进行了解说。高中生们对核聚变原理等进行了高水平的提问。

此外，学生们还参观了筑波的P4实验楼，该楼为遗传基因组合置换实验而建，最具危险性。大家听取了实验

鼠的收集，保管与提供等的相关说明。

 　 　　

正在拍摄用方便面进行水压实验的学生们。

地球温暖化的情景展现于眼前。

在“深海6500”模型前合影留念。

大家背临横须贺海，心花怒放。

“不是第一，要成为唯一！”

参观理化学研究所，聆听诺贝尔奖得主野依良治理事长讲话

（2014年7月22日）

照片都拍摄于放置有超导回旋加速器的RIBF大楼的展示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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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欢迎辞时，野依良治理事长的如下呼吁，令高中生们醍醐灌顶。

“中国的科研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而我们理研也与中国科学院协作，共同研究至今。我们今后的努力，

将不只是为中日双方的发展，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最近，感觉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有必要认真、耐

心地思考一下大自然。

“在奥林匹克中夺得金牌，与获得诺贝尔奖不同。奥林匹克是在同一竞技场，在相同条件下的名次争夺，但诺

贝尔奖却并非授予第一名，而是授予拿出了唯一研究成果的那个人。请大家以唯一为目标，不断努力。”

  

<日本科学未来馆>

ASIMO柔软优雅的动作令人感叹

来到可亲身体验最先进科学技术及不可思议的科学现象的科学未来馆，高中生们带着难抑的激动心情进行了

参观。正值暑假，前来参观的日本儿童及初高中学生非常多，外国人的身影也很显眼，参观就在这种国际化的

氛围中展开了。

激起高中生们兴趣的，是身着和服，名为成人劳埃德的年轻的女性机器人。用汉语对她说话会得到表情丰富

应答的样子非常可爱，大家或站或坐在可与之对面的凳子上，拍照，与她对话等，其乐融融。

而在机器人ASIMO表演时，涌来无数人围观，让人无法相信她是机器人的柔软、优雅的动作让大家感叹不已，

掌声不断，一起度过了一断快乐无比的时光。

 

1至6层全无天花板遮挡的巨大空间“GEO-Cosmos”迎接着众多来馆者，这里辉映于宇宙空间内的地球的逼真

投影，让高中生们大为感动，接二连三地拍照。

而设定为2050年的虚构城市“ITOOKA市”，也令高中生们兴味盎然。其中，有学生透露了这样的感想，“未

来馆非常有趣，可惜参观时间太短。真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好慢慢参观。”

“ITOOKA市”及机器人让学生们兴奋莫名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

（2014年7月23日，30日，8月6日）

野依良治表示问候（左图）后，将理事长围在中间合影留念。

ASIMO的表演引来的众多人围观。右为“GEO-Cosmos”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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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毛利卫馆长演讲的鼓舞

毛利馆长讲到了地球温暖化等最近的气象异常变化，环境问题等全球性课题，“今后的研究将与国籍无关，各

国研究者们必须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各类课题的研究。大家也一定要成为研究者，为人类作出贡献。”在这样

的呼吁后，馆长又接二连三地向高中生们发问，“看过日食吗？能说明其形成原因吗？”“将来想做什么？为什

么想做？”

而学生们也向馆长提出了各类问题，“在宇宙中不感觉到不安吗？”“您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吗？”“脑与宇宙是

什么关系？”而馆长也一一进行了耐心解答。而馆长所说的“脑，比宇宙更为广阔”，令人深以为然。

<防灾体验学习设施“SONA AREA东京”>

吸收灾中求生知识

在由国土交通省与东京都共建的“SONA AREA东京”的研修，成了此次高中生特设课程中别具一格的体验参观。

该设施位于东京临海广域防灾公园（东京·江东区有明）内，若发生首都直下型地震等大规模灾害，该设施将

作为防灾据点，发挥“灾害现地

对应总部”的机能，收集、归纳

受灾信息。

在这里，居民可通过各种体验，

学习及训练，提高防灾意识，掌

握灾害发生时所需的知识、智慧、

技术及自助，共助之道。

7月30日，来自中国的高中生们访问了“SONA AREA东京”。因中国有些地区地震多发，学生们对这次访问的

关注度很高。高中生们参加了可使用任天堂DS加以体验的“首都直下72h漫游”，了解首都直下型地震从发生到

避难的流程。通过观看描绘大地震当天，年幼姐弟俩的一天的动漫电影，他们对更新防灾知识，地震备灾的重

要性也有了切身体会。

2008年，中国发生了四川大地震，每隔几年就有大地震发生的中国，跟日本一样，都有强烈的备灾需求，所

以对参观学生来说，这也成了一次获取灾时活用知识的难得机会。

亲身感受防灾备灾的重要

在防灾体验学习设施“SONA AREA东京”参观·体验

（2014年7月30日）

体验受灾街区。 借助任天堂DS进行防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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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博物馆·化妆品工厂〉

江户时代的公共澡堂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高中生特设课程”的3组成员都参观了花王株式会社位于东京隅田的花王博物馆与化妆品工厂。

花王博物馆处一是独特设施，用于展示“清洁文化”的创造性企业活动。内部由三大区域构成 ：“清洁文化史

区”、“花王历史区”、“交流广场”。清洁文化史区简明易懂地介绍了各时代入浴、洗衣、清扫及化妆等情形，其

中，最吸引高中生们的是江户时代的公共澡堂模型，他们借助触摸屏，兴味盎然地进行了认真观察。可能是因

为在中国等地并没有在浴池内洗浴的习惯，很多学生对日本的入浴习俗产生了兴趣。

 

测定头发及肌肤

在交流广场，展示于科学角的测定仪器引发了大家的兴趣。一边听取解说员的说明，一边实际确认各自肌肤

的肌理及保温状态，或者测量头发的粗度，异常开心。

学生们还参观了化妆品工厂的包装工序。或许是因为禁止拍照摄影，有的学生拼命将流水线上井然移动的商

品加以素描。但在第2队前来参观时，流水线不巧因检查而停止运行，大家都颇感遗憾。

花王的解说员精通中英文，且解说幽默风趣，欢笑声随处可闻，参观也因此成为了一次快乐之旅。而对陪同

人员来说，“高中生们在离开时，集合到一起，非常有礼貌地用日语向花王员工表示感谢，这一情景令人印象深刻”。

 

体验自古至今的清洁文化

参观花王博物馆•化妆品工厂

（2014年7月23日，29日，8月5日）

观赏描写一对受灾姐弟一天生活的动画片。 通过观看用于防灾的各种展示学习防灾知识。

左图为对江户时代公共澡堂产生兴趣的印度尼西亚高中生。右图为在宽广的展示厅了解学习花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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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

7月31日下午，高中生特设课程第2批中国学生参观了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

同学们先通过观看简要介绍该机构的录相，了解了该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之后，又参观了正在点检的BelleII

测定仪与展示室，并听取了中国研究者的介绍与说明。高中生们对中文说明的理解更好更深，点头称是的学生

非常多。

在展示室，中国研究者借助同步加速器模型，对同步加速器的原理，构造及应用领域等进行了详尽，易懂的说明。

之后，高中生们针对基本粒子，原子核研究等，进行了相当专业的提问。

最后，大家前往放射线科学研究设施，参观了光子厂等。高中生们听取了光子厂概要，各领域借助放射线进

行的原子，分子级研究的最新努力与进展等的说明。放射线，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快速运动的电子在磁场轨道

偏移时发出的射线，其亮度之高，原有光源的光线无法同日而语。并且，其波长范围更广，从红外·可见光，

真空紫外线到X射线均可涵盖。

了解到此一特性后，高中生们向解说者提出了很多问题。即便已到结束时间，仍然是“再让我们多了解一点”，

迟迟不肯离去。

左图 ：测量头发厚度的装置也很有人气。右图 ：测量肌肤保温度。

目睹用放射线进行原子·分子级研究的现场

参观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

（2014年7月31日）

正在观看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概要介绍录相的高中生们。 听取光子厂设施概要说明的高中生们。

听取中国研究者对同步加速器原理，构造及应用领域等说明的高中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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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Panasonic中心>

来自印度尼西、越南、韩国、泰国4国的80名高中生访问了东京都江东区有明的东京Panasonic中心。该中心创

设于2002年，是Panasonic全球化综合信息的收发设施。该公司提出的口号，是为顾客提供更优质的生活，创造

更美好的世界——“A Better Life, A Better World”，为实现这一

愿景，该公司会在此展示具体的产品与解决方案，该中心也是

听取顾客意见，要求与愿望的交流场所。 

该公司以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的“一切为了顾客”为原

点，是新价值的创生之处。作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品牌，因体验

Panasonic的各类最新型产品而大为开心的高中生很多，对这些

产品也很有兴趣。

入馆后，同学们先听取了Panasonic引领负责人的馆内说明及注意事项。可能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展示产品的

体验，高中生们听取说明时非常认真。

馆 内 设 有 与 数 学“ 亲 密 接 触 ” 的 博 物 馆RiSuPia。 数 学 爱 好 者， 印 度 尼 西 亚 的Mr. AZIZ FARHAN 

FATTURRACHMAN同学还向日本的古代填数游戏小町算发起了挑战，并在大家的围观中轻松解开了难解的数

字之谜，引来朋友们的一片赞叹。

而在任天堂展位，越南的Mr. LE XUAN HUNG同学自言自语道，“在越南，很难买到任天堂的产品。我很想拥

有一台Wii。”

此外，还有可观看从洛杉矶到伦敦历次奥运会开幕式的映像角，进入充气球体踢足球的“泡沫足球”等实际

体育用品的体验角，高中生们非常开心。

感动于最新型电子产品体验！

参观东京Panasonic中心

（2014年8月6日）

听取馆内说明的高中生。到达Panasonic中心，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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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材料研究机构（NIMS）>

惊讶于尖锐提问的研究者

7月31日，8月7日，高中生特设课程的赴日高中生及领队教师两次到访物质·材料研究机构（NIMS）参观。

机构企划宣传室的工学博士宗木政一对NIMS的历史，研究领域，最先进的研究室等，进行了概要介绍。之后，

大家参观了在世界上也引以为荣的最先进的研究室，学生们带着兴味的神情听取了说明。

 

 　 

从金属疲劳机房（压力变形试验）到分子电器线圈研究，到以强大磁场使陶瓷结晶方向一致的研究，到以电

子显微镜或激光显微镜观测癌细胞，到拥有金属薄壳结构的有机聚合材料研究等，都是该研究机构引以为豪的

研究内容。

此外，高中生们非常有兴趣地听取了测定3·11核电事故造成的铯元素残存量及其清除等的最新研究介绍。尽

管都是对专业性极强的高水平研究内容的说明，还是引来了高中生们此起彼伏的提问。因研究者们必须让高中

生们听懂自己的说明，有时候，对如何回答他们的提问也会手足无措。该机构的研究者带着吃惊的表情说，“日

本的高中生也时时来参观学习，但认真度，提问的尖锐性全完不如他们。”

由越南胡志明市赴日的高2学生Nguyen Huy Hoang说，“毫微尺寸的表面检查方法与检查仪器很有意思。将来

我想深入到数学领域。虽是第一次来日本，但东西方文化浑然一体的日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专业性极高的研究内容兴味盎然

参观物质·材料研究机构（NIMS）

（2014年7月31日，8月7日）

聆听NIMS介绍的高中生。 倾听研究内容的高中生。

从一个研究现场到另一个研究现场，高中生们参观学习了各类先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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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

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公共研究机构所从事的是支撑起整个日本产业的研究，从“环境·能源”“生活科技”“信

息通信·电子”到“毫微技术·材料·制造”“计测·计量标准”“地质”等等，研究领域非常广泛。高中生们

访问了可了解该研究机构大致情况，可参观学习一部分研究成果的“筑波科技广场”。前来访问的，是来自亚洲

9国的两批高中生。

大家先听取了森本慎一郎博士（产业技术革新推进总部国际部总务主管）对机构，组织及其活动概要的简明

易懂的英语解说。当来自菲律宾能源相关部门的研究者Ms.Salamat讲述自己的体验时，高中生们兴味盎然，侧耳

倾听。有高中生问，“您是怎样成为产总研研究员的呢？”该研究员就讲了自己从菲律宾的大学毕业后写的，想

应征入该机构作研究员的应征信。

 

在“筑波科技广场”，学生们被众多展示物品及其说明深深吸引，但要说让他们挪不动步的，还是可爱型机器

人“PARO”。海豹形的八郎被学生们批流抱来抱去，“好可爱”的赞叹之声此起彼伏。

在应用机器人技术的娱乐角，两脚站立，栩栩如生地咆哮阔步的恐龙蒂拉诺萨卢斯让学生们大喜过望。实际上，

它是产部研开发的恐龙型两足步行机器人。

而在下一代监视摄像头及超级镜等最先进技术体验角，高中生们则争先恐后地发起了挑战。这是由摄像头影

像自动检出异常动作的装置，也是由电脑尽早地自动发现异常及危险状况并预警的系统。引发了学生们的极大

兴趣。

在接下来的标本馆，馆长亲自解说了地震机械装置。排列着古代化石标本的展示角等引发学生兴趣的展示非

常多，激发了高中生们的参观热情。作为来馆纪念的纪念章角同样很有人气。

可爱型机器人“八郎”大受欢迎

参观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

（2014年7月31日，8月7日）

恐龙机器人大受欢迎。

听取产总研整体说明的高中生们。

开心的体验角。

“PARO”在高中生中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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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家特别授课　

<白川英树博士>

感佩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直接指导

白川英树博士的实验教室，设在了二松学舍大学的九段校舍。2000年，白川博士因发明穿过电流的塑料而获

得诺贝尔化学奖。

讲课主题，是《Let’ｓ fabricate a conducting polymer EL device》。所有人都穿上白衣，戴上了防护眼镜和橡皮手套。

实验室的桌子上摆放着乙醇溶液，、甲苯溶液，支持电解质的氯化钠溶液等7种试剂，此外还有锌板、不锈钢板、

烧杯等实验用具。白川博士借助黑板授课。之后，博士走下来在实验台之间直接巡回指导，令高中生们兴奋不已。

 　 

实验中，先制作了导电性塑料膜，并观察塑料膜的变化。接着，又进行了有机EL元件的制作实验，先后制作

了发酵层与电子注入层，最后组装了有机EL元件，在电压作用下，EL元件发出了美丽的红光，实验获得成功。

这里那里的实验台被掌声和欢呼声包围……

指导实验的白川博士不断在实验台之间巡回，给实验中的高中生们提出意见和建议，“开小灶”。博士钦佩地说，

“中国的高中生们非常积极上进，他们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水平。”

学生感想如下。

曹逸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中2年级）

实验中，白川先生的讲解非常耐心，不让我们被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所迷，我们对实验内容的

理解得以深化。白川先生对各实验小组进行了直接指导，非常热情地回答大家的提问。我见过白

川先生年轻时的照片，对比之下，眼前的鹤发先生宛如他人。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一个特定领域，

引领了一次次技术革新的白川先生令人不由地肃然起敬。

余钟亮（杭州学军中学  高中2年级）

今天的最大收获，就是白川先生的课。为让我们明白实验内容，白川先生下了很多功夫，这些

我们都看在了眼里。

不被“塑料没有导电性”的既有观念所囿，不停止对真理的追求的白川先生，就是研究者的一

面镜子。

 

白衣加身肃然进入实验室

白川英树博士（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化学实验室

（2014年7月21日）

白川博士借助黑板讲完后，又到实验台间巡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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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岸英一博士>

根岸英一博士的特别授课分两次进行。受邀赴日的40名中国高中生与东工大附属科学技术高中的10名高二学

生，一起参加了第一次授课。

开课伊始，博士说，“无论是作为一名科学家还是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ABC。”他解释说，“A，就是

Ambition，无论作什么事，都要有野心。B，就是Basic research,即重视基础。而C，则既是Creativity——创造性，

也是Catalyst——催化剂。”

进而，博士对其获得诺贝尔奖的“有机合成中的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的发现过程及具体内容等，以徐缓的

语气进行了说明，中间也不时向高中生们发问。

 

　 

“拿到诺贝尔奖之前埋头研究了34年”

在演讲后的提问时间，中日高中生们纷纷举手，用英语进行了提问。既有相当专业的提问，也有类似于“拿

到诺贝尔奖后有什么感想？”“您怎么看中国的科学家？”等充满好奇的问题。博士都一一进行了耐心回答。

在授课最后，博士鼓励同学们说，“从想到课题到拿到诺贝尔奖，共花了34年的时间。只要坚持梦想，就一定

能实现。”他还说，“高中时代，是为今后的人生打基础的宝贵时光，请大家充实地度过自己的高中生活。”

听课的东工大附属科学技术高校2年级的中山晶皓总结说，“我是通过查词典掌握的英文化学用语，而中国高

中生们的英语真的是很棒！”

在与根岸博士共进早餐之后，第二堂课开始了。吃早餐时，边吃，中国高中生们将博士团团围住，毫无惧色

地不断用英语发问，博士一一进行了详细回答，拍照留念时，博士也是满面笑容，态度和蔼，有求必应。

 

无论是对于科学家还是对于一个人，最重要的是ABC

根岸英一博士（美国普渡大学特聘教授，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2014年7月24日，29日）

根岸英一博士在演讲。

提问非常活跃。 与根岸博士合影留念。

认真听讲的中，日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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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章博士>

铃木章博士的特别授课以“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实例——利

用有机硼化合物进行的有机合成”为题。这堂课，除来自中国

的高中生之外，被指定为超级科学高等学校（SSH）的千叶县县

立柏高校与该县县立船桥高校的30名学生也前来参加。在约100

名中日高中生面前，铃木博士先讲述了自己进入化学领域的原

因——布朗博士等人写的两本化学学术书籍。

 

铃木反应被大范围应用

接下来，博士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课题，划时代的“铃木反应”技术进行了解说，为便于高中生们理解，

解说从基础开始。因其无毒易操作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医药，电视、手机、电脑显示器等有机合成及材料科

技等领域。

进而，又借助于幻灯片，对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情景及诺贝

尔奖章的由来进行了详尽的说明。而高中生们似乎也沉浸到了

实际授奖仪式的现场之中。

“问什么都可以。”铃木博士和蔼的话音刚落，5、6名学生便

刷啦啦举起了手。对想进一步了解铃木反应的学生，博士进行

了极具专业性的回答 ；而对发问“如何才能拥有持久自信”的

学生，博士则给出了如下的建议，“要找到自己喜爱的领域。做

喜欢之事，即便失败，也会有再一次发起冲锋的勇气。”

　　最后，博士以这样的话结束了授课 ：“亚洲科学家的水平

真的很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不只是日本，中国及其他亚洲

国家会不断涌现出新的诺贝尔得主。”

 

“要找到自己喜欢的领域”

铃木章博士（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2014年7月28日）

热心聆听演讲的中日高中生们。

演讲中还解说了诺贝尔奖章的由来。

手拿参考资料提问的中国高中生。 提问时间一到，高中生们争先恐后地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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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川敏英博士>

高中生特设课程第3批来自8个国家的120名学生与都立户山高中的51名学生，参加了益川敏英博士的特别授课。

益川博士依据准备好的书面讲稿，以“现代科学与社会”为题，讲述了20世纪与21世纪的科学研究的重大变化。

基本粒子物理学曾是2×1米水平的坐而论道式研究，但在今天已然巨大化的研究现场，正在做的，是“开出地

下100米，方圆27公里的隧道，撞击基本粒子的实验。”

在这样的时代，博士激励高中生们说，“亚洲农耕民族拥有基于集体行动发挥力量的美好品质。当前，正是发

挥这种稻作民族美好品质的时代”，显示出了博士本人亚洲时代已然到来的思考。

 

“做自己喜欢的事挣工资”

益川博士讲述了从少小时代到成为一名基本粒子研究者的过程，他说，“在名古屋大学读研究生时，并没有确

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而是进行自由学习。”向学生们传达了年轻时不要确定专业，重要的是对一切事物的兴趣。

当博士说到“我的中小学时代是一名落后的学生，根本就没写过作业”时，会场爆发出了一阵笑声。博士还

讲到了与基本粒子论大家坂田昌一博士相遇之前的小故事等，还讲到了突然想到基本粒子夸克至少有6种以上时，

他正在浴缸里沐浴的趣闻。

提问时间里，来自蒙古的高中生问，“先生现在幸福吗？什么是幸福？”博士回答说，“幸福，就是做自己喜

欢的事挣工资。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这一回答又引来了一片笑声。

在特别授课结束后的午餐交流会上，学生们或围住益川博士开心地交谈，或与都立户山高中生与其他亚洲国

家高中生谈笑，互相合影，深化了彼此间的交流。

 

 

“中小学时代的落后学生从没写过作业”

益川敏英博士（名古屋大学基本粒子宇宙起源研究机构长，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2014年8月5日）

与益川博士在午餐桌上谈笑。

起立回答提问的益川博士。 与益川博士亲切交谈的高中生。

会场里处处谈笑风生的各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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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马朗人博士>

以非对称性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

有马博士的授课题目是“Symmetrics in Arts,Culture and Nature”,主旨是“对称性·非对称性对物理学的影响”。

有马博士先以建筑，绘画，庭园等为例，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西洋与亚洲在“对称性与非对称性”方面的不同，

指出西洋对讲求平衡的对称性很重视，与之相对，亚洲，特别是日本，重视的却是非对称性。

有马博士对这一思维方式给予物理学世界的巨大影响进行了说明。接着先介绍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

华人博士，1957年，在基本粒子间的弱小相互作用方面与非保存相关的研究中，两人预言了奇偶对称性会被破坏。

进而，又介绍了200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南部阳一郎博士的“自发性对称性的破坏”，还有同样获得诺贝

尔物理学奖的益川敏英博士与小林诚博士“预言自然界中，夸克至少有3代以上，这是对称性破坏起源的大发现”。

暗示这些物理学家们因是亚洲人，而不会对非对称性理论的思考心生排斥。

地域文化，历史因素也会对物理学等科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这样的讲座对亚洲的高中生们产生了很大的刺激，

难以忘怀。高中生们提出了“那有没有对称与非对称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呢”等问题，而有马博士也一一进行了

详细的解答。

演讲结束后，有马博士与亚洲的高中生围坐在午餐桌前，与年轻人进行了开心的交流。

亚洲人能进行非对称性思考

有马朗人博士（原文部大臣，原科学技术厅长官，武藏学园长）

（2014年8月8日）

演讲中倾情向学生们传达认知的有马博士。

与亚洲高中生们围坐在午餐前谈笑风生。 有马博士的特别授课结束后，
在午餐会上，各国高中生一边进餐一边交流。

一有提问，就走近高中生倾听提问内容的有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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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文化见闻

参加高中生特设课程的1至3批9国271名学生，在为期一周的大密度日程中，匆忙，却满载收获，带着丰富多

彩的难忘回忆回国了。虽然有学生说“真希望有更为自由的时间啊”，但在短期日程中，也有接触日本文化的快

乐时光。作为回忆影集的一部分，在这里作一简要报告。

在江户博物馆，开心地参观了自江户时代以来的文物展示。

试乘古代的轿子，跨上1日元出租三批互相拍照留念。

前往浅草时的午餐是正式的日本料理。料理中有刺身，并无食生鱼习惯的中国高中生们到底能不能吃下去呢？

面向镜头，就像您看到的一样，他们也摆起了拍照姿势。他们的青春活力与知性像马上就要迸裂而出，几乎没

有一个高中生剩下，而是一扫而光 ：“刺身这么好吃！”（图片下左）

在大密度的日程安排中见缝插针与日本文化亲密接触

因有机会在大学食堂进餐，很开心。 还体验了东京的滚梯。

右图为第2批赴日高中生代表访问中国驻日大使馆以示敬意，受到了大使夫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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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难忘的多彩回忆，他们平安返回了各自的国家。送别第3批也是最后一组时，在登上大巴前合影留念，依

依难舍 ：“我们还会来的”。

（5）颁发修了证书，意见交流会

<第1批>

7月25日，第1批由中国赴日的80名高中生的意见交流会举行。首先，作为来宾，文科省科学技术·学术政务

局国际战略室专门官宫原有香女士讲了话，她说，“樱花科技计划是始于今年的一项事业，而大家也是首次受邀

的一批。邀请亚洲优秀的年轻人赴日，接触日本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日本年轻人交流。作为对该事业的期待

之一，就是期待大家的赴日能够成为中日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进一步深化的契机，并衷心祝愿各位学有所成，

前程远大。”

随后，中国大使馆公使参赞阮湘平致词，“感谢樱花科技计划事业，同时我代表中国大使馆，对中国的高中生

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多年来，JST一直致力于中日科学交流，本次樱花科技计划，也是以年轻的中国学生为对象

实施的。在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中推进这一计划非常了不起。作为我们中国大使馆，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为民

间交流提供支持。”

在意见交流会上，率先演讲的是来自辽宁省的张瀚中同学，他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科学未来馆看到

学生们还参观了大型批发店。女孩子是化妆品，男孩子是机械类，参观的卖场互不相同。

第3批高中生得到了乘观光船游览东京的机会。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高中生在皇居前合影留念（左）。即将回国前在大巴前合影。

感动于在日体验的坦率演讲

第1批修了证书颁发与意见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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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MO时的压倒性震撼。看到那自然的动作，或跑或跳的样子时我就想，这才是最先进技术的结晶。”来自西

安的张夏彤同学随后表达了对日本的印象，“街道两边的树木得到了很好的照料，市内也常能听到鸟鸣。此外还

有垃圾分类等环保工作，很多地方都值得中国学习。”

此外，来自大连的卢进同学说，“看到如此之多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设施后，我更喜欢科学了。”来自北京的

李钧正同学则说，“汉字，茶文化等等，中日两国的共通之处有很多。本应进一步加深相互间的理解，但事实却

并非如此，令人深感遗憾。”

海南的王薪雅说，“我被一些小事打动了。早晨，打扫卫生的老婆婆满脸微笑的一声早上好，让我一整天都感

觉很温暖。”

王子凡同学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白川英树先生的那句话，重要的是Basic Research。其彻底研究下去的精神

令人感佩。”刘奉鑫则说，“这次的研修，让我们学到了从宇宙到海底的丰富知识。”等等。高中生们从各不相同

的角度分享了本次研修旅行的成果和收获。

之后，由JST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的高桥文明上席研究员向代表颁发了修了证书，7天6夜的第1批“高中生

特设课程”正式结束。

 

北京市第十一学校  高中1年级  李钧正

中日两国用着相似的文字，连长相也相似，本应进一步加深相互间的理解，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作为相似的两个民族，却因考虑到各自的利益，双方的火气越来越大，争吵也越来越激烈，令人

担心恐惧，这就是现状。我曾对此深感失望，但这次研修活动却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之光。

30年后，在座的高中生们或成为政治家，或成为科学家，都会成长为了不起的社会人吧。到时，

或许会肩负起国家重任，今天的纯真之情或也将不复存在。但我相信，我们今天缔造的友谊却永不会改变。这

不是你的未来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明天。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2年级（高中2年级） 朱钰颖

感觉窥见了研究者们对学问的严谨态度，及众多科学家对技术革新的重视。我们有幸被引领到

科学实验及研究者正在耕耘的领域，学习到了致力于研究的态度等等，收获良多。

感谢樱花科技计划的主办者。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这一无比珍贵的机会。通过这次访日，我也

理解了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的含义。

将修了证书交给学生代表。 全员合影。

受邀学生代表与领队老师意见交流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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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中国科技协会青少年科学技术中心）

虽然学生们对日本的理解还不全面，但通过1周的体验，不只是日本的科学技术，包括文化，历

史，风俗习惯等在内，他们得以形成了基本的认识。通过与各位诺贝尔奖得主一起实验，一起就餐，

他们了解到的也不只是研究，还近距离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感受到了先生们的魅力。能产生到日

本留学，工作的愿望，可以说是樱花科技计划获得圆满成功的标志。

 

程舒（四川省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衷心感谢企划了这样一个出色的科学交流计划。大家尽情享受了如在浩瀚太空中遨游，如在深

海之中漫步的无比珍贵的时间和空间。

无论是教育层面还是研究层面，能到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大学参观，能有与一流科学家及教育者

们直接会面交流的机会，对我，对学生们来说，都是非常难得，贵重的经验，也是一份珍贵的回忆。

<第二批>

第2批71名来自中国的高中生举行了意见交流会。交流会伊始，文科省科学技术·科学政策局科学技术·学术

战略官（国际负责人）坂口昭一郎先生致词说，“年轻人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对亚洲的未来非常重要，回首

这一周，接触最先进的科学，聆听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是极有意义的一周，期待着大家今后能到日本的大学深造，

在日本的研究机构大展身手，期望参加这次研修活动的年轻人们，都能有一个光芒四射的未来。”

而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蒙古第二课首席事务官伊藤直人先生，则从自身高中时代访问中国的经历说起，

阐述了年轻时接触新事物，学习新东西的重要。

驻日中国大使馆科技处的阮湘平公使参赞表达了对JST一直以来致力于中日合作的贡献，期待在文部科学省，

外务省的协助下，通过青少年的交流为世界各平作贡献，推进中日两国间的理解，进而深化国际交流的能力。

“通过这次研修，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

第2批修了证书颁发与意见交流会

手捧由冲村JST特别顾问颁发的修了证书合影留念。 最后，全员合影留念。

文部科省学科学技术·
科学政策局
科学技术·学术战略官

（国际负责人）
坂口昭一郎先生

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
中国·蒙古第二课
首席事务官
伊藤直人先生

中国大使馆
公使参赞
阮湘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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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的代表性演讲如下。

2-A班  郭家（河南省实验中学）

我来自中国正中的河南省。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樱花科技计划”。每天的计划都让我深受感动。

从诺贝尔奖得主铃木章先生那里，我得到了高中生如何学习科学知识的启发。铃木先生说，他

读过的书《Organic Chemistry》，成了激发他从事偶联反应研究的巨大推动力量。人会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与改变自己人生的书相遇，没人知道。而为与那本书相遇，我们就要去阅读大量的书籍。

在东大学习电路，在防灾中心的地震体验，无不令人震惊。

参观各种设施，聆听研究者们的教导，作为高中生来说，这些都是我们高中生如何学习科学的重要参考。不

是灵感，而是对自身思考的不辍验证，积沙成裘。

科学技术关系到人类的存亡。我也再次学习到了科学家必须以人们的幸福为己任的重要。

2-B班  梁堃昌泰（合肥一中）

在日本短短一周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这是个人旅游无法得到的珍贵体验。在与著名科学

家的交流中，我请教了他们的自身体验，他们告诉了我投身科学，不断改善人们生活的重要。从中，

我也得到了在科学世界中走下去的Key Point。

这就是强烈的兴趣。这既是打下稳固基础的帮手，也是面对困难时的推手。还有重要的一点，

这就是让社会更美好的愿望。在日本，得以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方面，中国与日本依然存在差距，而不

断缩小这一差距，也正是我们的任务。

中国高中生领队致词

赵丹老师（济南外国语学校）

参加这次研修的，都是带着对日本高科技的兴趣赴日的。从到达那一刻，大家就在各地享受到

了温暖的服务。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日本拥有高端的技术，而大家也在这一次的访问中，受到了极大的激励。这次日本之行，大家

既得到了与世界顶级科学家接触的机会，也拥有了将来到日本的名门院校学习的选项。

东京市街市容之美，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感谢提供这一经历的各位。祈望各位也能到中国访问，

将文化交流继续下去。

鲍康胜团长（合肥市第六中学）

我们就这样静悄悄地来，又即将静悄悄地去。将东京闪闪的星光，连同白云刻入记忆，一起带回。

在日本的时间里，非常荣幸地见到了诺贝尔奖的获奖者，从两位先生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他们

对科学的那份强烈的热情，也感受到了他们培养年轻人的那份爱。

在此，感谢施行这次企划的JST的各位。这是一次非常多彩，内容充实的计划。请允许我代表76

名领队老师，学生致以真挚的谢意。同时感谢一路照顾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希望能与参加者一起，继续共同探究，

共同进步。

让我们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努力。沐浴着吹向大海的暖风，让我们共同祈愿花开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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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批>

8月8日，第3批8国120名高中生在JICA东京研修中心举行了意见交流会。8个国家的学生与领队老师各自回顾

了收获颇丰的参观与授课，并就各自的感想进行了演讲。

在意见交流会上，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学术政策局科学技术·学术战略官付（国际战略室）岩井真央先生

首先对参加第一届樱花科技计划的学生们表示感谢，表达了今后要将这一事业推进下去的愿望。

之后，8个国家的学生们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所有人都对能因樱花科技计划而获得赴日机会表示了感谢。

此外，学生们还表达了参观大学，研究机构及日本科学未来馆等，直接接触日本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成果

而大受激励的心情，也表达了希望能有更多时间的愿望。

而领队老师们也对日本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大加赞赏，感谢给予学生们的极大激励。之后，由JIST上席研究

员高桥文明先生向学生们颁发修了证书，按国家合影留念，硕果累累的研修正式落幕。

其后，大家召开了送别会，还表演了各国的拿手娱乐节目，气氛热烈，无比开心。

学生与领队老师的演讲要旨如下。

柬埔寨  Choeung Sovanrithy（Preah Sisowath High School）

这次研修，参观了JAMSTEC，科学未来馆，筑波科学广场等很多科学相关设施，印象很深的是，

在科学技术方面，它们都有自己的特色。

而能访问庆应义塾大学，筑波大学等高等院校，参观实验室，校园，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不只如此，

我们还有幸聆听了诺贝尔奖得主益川敏英博士，宇航员，未来科学馆长毛利卫先生，原文部大臣

有马朗人先生等著名科学家们的演讲，及亲切交谈，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所取得的业绩使我们深受触动。

 

 

亲眼目睹先进技术

第3批修了证书颁发与意见交流会

在送别会上翩翩起舞（左）在舞台上纵情放歌，各国拿手的娱乐节目让大家无比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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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Lee Ren Ghee（Chong HWA Independent High School，1年级）

这次的研修中，我们对日本的科学技术进行了多方面的学习，其中印象深刻的是JAMSTEC。讲

解员给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解说，没必要一一去看解说板。

有人潜水调查船“深海6500”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JAMSTEC的参观时间很充足，设施

及展示可慢慢参观，很开心。无论是住宿还是参观的地方，还是事务人员都非常好，都成了永世

难忘的美好回忆。

蒙古 Tumendalai Munkhdalai（Shine Mongol High School）

第一印象，是日本人待人非常亲切。而日本科学技术的发达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不

只是单纯技术发达，看到帮助残障人士和照顾老人的机器人，非常感佩。通过这次研修，能亲眼

目睹这样的先进技术，非常开心。

能结识各个国家的高中生朋友，与他们交谈，也是非常好的经历。在此，感谢以组织如此充实

的计划的JST为代表的所有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菲律宾  Carillo Joanna Marie （Philippine Science High School，4年级）

到这么多的研究所及研究设施，大学参观，接触日本的科学技术，其先进程度令人震惊。通过

这一计划认识到，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很多国家的人们必须结为一体。

最有兴趣的是科学未来馆。在那里，体验了2050年的未来生活。还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令人感佩的是，日本不仅是研究开发这些机器人，还投入使用，为人们提供帮助。

印度尼西亚 Viharsyah Aulia Akbar （SMAN 28 Jakarta，12年级）

我们学习到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将来梦想的方向。看到如此多的研究所，科学设施，大学等

等，激发起了想进一步了解科学技术，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化的愿望。还有，把在日本学到的带回国，

让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度的愿望。

希望日本政府能把这个计划推进下去，今后，为印度尼西亚的高中生提供更多到日本来参观学

习的机会。

越南  Nguyen Minh Quang（HUS High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11年级）

我们获得了关于科学技术的很多知识，如果可能，我想再次回到日本，进一步学习，让自己不

断成长。访问东京大学时，听取了理科系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国际化的说明后产生了兴趣。东大校

内的学院式氛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往浅草的经历也成了难忘的回忆，虽置身于现代化的东京，也体味到了浓厚的精神性氛围。

 

韩国 Lee Jun Su（Incheon Science School，11年级）

赴日前，围绕着日韩领土争端，在韩国的电视里看到日本过激的示威画面，说实话，对日本并

没有好印象。但这次，获得访问日本的机会后，接触到了亲切，温和的日本人的本质，我对日本

的印象也为之改变。

来日本之前，并没有一个将来的梦想，但在未来科学馆听了馆长的一席话，我懂得了拥有梦想

并努力实现的重要性。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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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Tanoo Jumrustanasan（Mahidol Wittayanusorn School，11年级）

在日期间看到了很多新鲜事物，特别是像ASIMO这样的机器人，这是一份珍贵的经历。并且，

也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

不止如此，在向诺贝尔奖得主的各位先生请教时，他们不只是谈到了各自的研究课题，更重要

的是，还谈到了年轻时的经历等等，给了我们非常贵重的参考，我也产生了将来到日本参与科学

研究的梦想，如果能与参加这次计划的同学们一起投身于研究，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领队老师>

柬埔寨 Sor Luy（Preah Sisowath High School）

非常感谢能有这样一次访问日本的机会。既访问了未来馆等各类设施，也在自由活动时间里接

触到了大街上日本人的温暖。

回国之后，要把在日期间的各类经历与更多的人分享。

马来西亚 Tin Chee Yan（Chong HWA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这次赴日，能访问最先进的研究机构，大学真的是太好了！特别是东工大的超级计算机，印象

深刻。而能聆听诺贝尔奖得主各位先生的话，也是一份珍贵的经历。

蒙古 AL Tangerel Enkhtsetseg（Shine Mongol High School） 

深刻理解了日本教育系统的先进。我们从日本学习到了很多很多。能到日本来访问，真的非常

感谢。

菲律宾 Morante Karizz Anne（Philippine Science High School）

在日期间看到各类设施时，非常羡慕，因为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设施，也借此体验到了日

本光明的未来。

这一次，我还学了一个新的日语词汇，“太棒了，真了不起=amazing”。在日本，“了不起”的地

方很多很多。

印度尼西亚 Holida Lafrisyah Muksin（Directorate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在日期间，我们访问了多家研究机构，也接触到了新技术。衷心感谢给我们这一体验的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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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Tran Bish（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在此，对推动实现这次日本访问的日方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参加这次研修的学生们也得到了

珍贵的体验。我想，在日本的种种经历，将对他们的将来产生莫大的影响。

韩国 Daekil Cha（Korea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Creativity）

在日期间，我们体验到了很多，其中，诺贝尔奖得主益川先生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衷心感谢以JST为代表的日本相关各方。

泰国 Luecha Ladachart（Ministry of Education）

非常感谢实现这次访日计划的人们。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很多。感觉学生们也学习到了

很多。而能与机动战士高达合影留念也成了一份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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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与活动的高中生问卷调查

参与活动的高中生问卷调查结果

在第1-3批高中生即将回国前，樱花科技计划推进室对参加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下是调查结果报告。

有效回答人数

第1批  中国（78名）   第2批  中国（76名）

第3批  混合组（132名）（柬埔寨11名，印度尼西亚22名，韩国22名，马来西亚11名，蒙古11名，菲律宾11名，

　　    泰国22名，越南22名）

1）为什么参加这次活动？（可多选）

A.对日本有兴趣  B.想与日本的朋友交流   C.学校等机构指名参加  D.其他

概要 ：各批学生的参加原因中，“对日本有兴趣”与“想与日本的朋友交流”两项均超过半数。

2）参加此次活动前对日本印象如何？

   

A.非常好  B.好  C.不太好  D.一点都不好

 第1批 

 第1批 

第3批

第3批

第2批

第2批

A
58.2%

B
25.3%

C
13.2%

D 3.3%

A
43.0%

B
17.2%

C
30.1%

D
9.7%

A
48.4%

B 7.0%

C
43.3%

D 1.3%

A
33.3%

B
60.3%

C 6.4% D 0.0%

A
43.4%

B
47.4%

C 9.2% D 0.0%

A
52.3%

B
45.5%

C 2.3%
D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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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次活动参加前后，对日本的印象发生了哪些变化？？

   

A.变好了  B.稍微变好了  C.没变化  D.稍微变坏了  E.变坏了  F.无回答

2）3）概要 ：关于对日本的印象，中国组（第1批与第2批）赴日后“变好了”的比例与赴日前相比大幅增加。

亚洲混合组（第3队）中“变好了”与“稍微变好了”合在一起，比例为89%。

4）您对参加本次课程访问日本之行满意吗？为什么？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E.无回答

参加者留言

※通过这一计划得以正确认识日本，也更深入地感受了日本文化。这一计划非常有意义，给了我们面向世界的

契机。日本的良好环境与严格守时的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

※了解到了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意味深长的很多事情，加深了对科技的兴趣。回国内继续努力学习的欲望得到了

加强。（泰国）

概要：关于参加这次课程的满意度，中国组（第1队与第2队）的“非常满意”比例为70-80%，而混合组（第3队）

的“非常满意”比例则为43%，这一结果，可能与全程用英文进行有关（中国组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中国翻译进行）。

A
65.4%

B
24.4%

C 10.3% E 0.0%
D 0.0%

A
76.9%

B
23.1%

D 0.0%
C 0.0%

A
82.9%

B
10.5%

C 6.6% E 0.0%
D 0.0%

A
81.6%

B
17.1%

D 0.0%
C 1.3%

A
56.1%

B
32.6%

C
9.8%

D 0.8% F 0.8%
E 0.0%

A
43.2%B

53.0%

E 0.8%C 2.3%
D 0.8%

 第1批 

 第1批 

第3批

第3批

第2批

第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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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对这次走访的大学，研究所，设施等满意吗？请写出他们的名字及原因。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E.无回答

参加者留言

※筑波大学的留学生很多，又可在完备的设施内用英语学习，非常想到这里留学。（蒙古）

※物质·材料研究机构（NIMS）拥有癌症治疗，聚合反应等令人颇感兴趣的研究室，其研究的漫画介绍浅显易

懂。（泰国）

※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半导体研究室，第一次见到清洁西装。而在毫微电子学研究室的参观中，又了解到了

革命性新技术。（泰国）

※在庆应义塾大学，我们参观了设计精良的高质量最新型研究器械。（柬埔寨）

概要 ：关于大学，研究所，设施等的访问满意度，中国组（第1批与第2批）的“非常满意”比例为70-80%，而

亚洲混合组（第3批）的“非常满意”比例则为51%。原因可能与上述4）相同。

6）您希望再度访日吗？

   

A.非常想   B.想   C.不是特别想  D.无回答

关于再度访日的愿望，中国组（第1批与第2批）“非常想”的比例为60-70%，而混合组（第3批）的此一比例则

为92%，参加活动的高中生们产生再度访日的愿望是确凿无疑的。

 第1批 

 第1批 

第3批

第3批

第2批

第2批

A
75.6%

B
21.8%

E 2.6%C 0.0%
D 0.0%

A
85.5%

B
14.5%

D 0.0%
C 0.0%

A
50.8%B

34.8%

C 1.5% E 
12.1%

D 0.8%

A
62.8%

B
35.9%

C 1.3%

A
71.1%

B
28.9%

C 0.0%

A
92.4%

D 0.8%B 6.1%
C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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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6）中回答“A非常想”或“B想”的同学，又想以何种形式赴日呢？

   

A.留学生  B.研究者  C.企业员工  D.其他

参加者留言

※在最前沿科学技术研究方面，不只是亚洲，即便是在世界范围内，日本也走在前列。要从事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

日本为首选。（中国）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研究者，而日本则拥有科学技术研究的良好环境。（印度尼西亚）

※我想成为一名数理研究者。希望能不断学习日本的高水平科学技术，与日本的研究者们一起工作。（越南）

※我喜欢日本人的人品。并且，日本的自然环境与学习环境也非常好。（泰国）

概要 ：关于再度访日的形式，各组都都有近约半数为“留学生”，这也显示出樱花科技计划的努力方向。

8）回国后，希望继续向您提供有关日本的科学技术，留学等方面的信息吗？

   

A.希望  B.不希望

概要 ：关于回国后的信息提供，所有小组几乎是全体成员都希望提供，突显了构建跟踪体系的重要性。

A
50.0%

B
25.0%

D
21.7%

C 3.3%

A
98.7%

B 1.3%

A
43.6%

B
28.2%

D
26.9%

C 1.3%

A
98.7%

B 1.3%

A
46.2%

B
32.2%

D
14.7%

C 7.0%

A
95.5%

B 4.5%

 第1批 

 第1批 

第3批

第3批

第2批

第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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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想把这一计划推荐给自己的朋友吗？

A.很想推荐   B.比较想推荐   C.不想推荐   D.无回答

参加者留言

※这次访日，对我们今后的人生意义重大。让我们留意到了很多，也给了我们灵感，指引了新的方向，开阔了

我们视野。改变了迄今为止对日本的看法，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中国）

※希望让更多的人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先进文化，推动中日交流。（中国）

※不只是学习到了日本的先进技术，还得以跟各国的朋友交流，非常有意义。（柬埔寨）

※参加这一计划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与各国的学生相遇，能够访问各类了不起的地方，这样的机会独一无二。

（泰国）

※这是一个将科学，技术，文化全部网罗在内的非常好的计划，对亚洲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泰国）

概要 ：就是否想向朋友推荐这一活动，几乎所有小组的全体成员都表示，“很想推荐”。今后继续推进，发展本

计划的前景值得期待。

A
82.1%

B
15.4%

C 0.0% D 2.6%

A
90.8%

B 9.2% C 0.0%

A
90.2%

B 6.8%
C 2.3%

D 0.8%

 第1批 第3批第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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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宣传活动与新闻报道

为让国民及合作机关尽量全面理解高中生特设课程的企划实施，积极宣传，报道该事业实施状况的战略活动

随之展开。

宣传报道基于以下3大支柱展开。

１．充分利用网络社交服务（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通过网络交流构筑社会性网络的服务）

２．通过樱花科技计划官方网站报告活动状况

３．通过向媒体提供信息进行新闻报道

在大型SNS之一Facebook（FB）开设了“为樱花科技计划加油”的专号。对于高中生特设课程的实施内容，尽

量做到当天上传，将其视为本次活动的“快讯站”。

同时，寄望于平时利用FB的用户全面理解这一活动，因实施内容被上传，在参加高中生特设课程的高中生看

到“快讯”后，也引发了相应的反响。

而官方网站的作用，则在于实施内容的整理与报告。无论是哪种方式，高中生特设课程与公开招募计划课程

都是同步更新，但在官方网站上传时，则将公开招募计划课程与高中生特设课程进行了划分。

众多媒体的友好报道

这次活动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了报道。截至2014年8月14日，对高中生特设课程的相关新闻报道

见附录。下表中虽无记载，但读卖新闻等多家媒体，也预定日后予以报道。

报道中，中国《人民日报》对高中生特设课程的目的，通过科学加强年轻人的交流给予了高度评价。

日本内外媒体友好报道

左图为SNS Facebook“为樱花科技计划加油”的画面，
右图为樱花科技计划的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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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媒体报道一览（2014年8月20日）

发表日期 媒体名称 标题

5月16日 科学新闻 “与亚洲青少年交流”国内接收机关募集

5月23日 化学工业日报 JST，就青少年科学交流与中国科技部签备忘录

6月22日 读卖新闻 招待亚洲青少年参观日本技术

7月4日 科学新闻 亚洲青少年赴日本大学等进行科技交流  JST全新事业，采选155个计划

7月9日 大分合同新闻 与亚洲青少年进行“科学交流”  大分大医学部

7月25日 人民日报（中文） “未来在年轻人身上”——中国高中生对话日本诺贝尔将得主

7月26日 时事通信 中日高中生的科学领域交流=诺贝尔奖得主提供协助

7月26日 雅虎新闻 中日高中生的科学领域交流=诺贝尔奖得主提供协助

7月30日 NHK·BS1“国际报道2014” 特集“抓住中国学生的心——正在激化的精英争夺战”

7月30日 人民网（日文版） <中日焦点>诺贝尔将得主铃木章博士“喜欢才能优异”

7月31日 静冈新闻 留学前的静大介绍  邀请印度尼西亚高中生

8月1日 中日新闻（福井县版） 纤维素材研究  亚洲学生赴日  与福井大学院生交流

8月2日 十胜每日新闻
<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特别顾问·冲村宪树先生特稿>
在亚洲展开的科学技术·樱花科技计划·培养人才邀请年轻人

8月3日 朝日小学生新闻 来吧，亚洲优秀的年轻人们  今夏招待280名高中生

8月3日 中日新闻 夏祭，活力，精神

8月4日 文教新闻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樱花科技计划高中生特设课程启动

8月4日 中部经济新闻社 中国学生视察春日井

8月5日 产经新闻 亚洲9国高中生  在日本各地展开“科学交流”

8月6日 朝日新闻“电子版” “让money笑起来”益川敏英先生不喜欢英语的原因

8月7日 东京新闻晚报 体验日本科学，亚洲高中生，益川先生讲课

8月11日 NHK综合“早安日本” 招唤中国的留学生

8月17日 马来西亚的The Star在线 Promoting exchange of knowledge

8月20日 橡胶时报 东海橡胶 中国学生访问·参观防振橡胶设施

 　 　 

左起依次为朝日小学生新闻，东京新闻，NHK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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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对樱花科技计划的报道

中国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以“未来在年轻人身上”为题，对樱花科技计划进行了报道，全文如下 ：

 

未来在年轻人身上

──中国高中生对话日本诺贝尔奖得主 

本报驻日本记者 贾文婷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都需要ABC三样法宝。A（Ambition）是做事的理想抱负，B（Basic research）是重

视基础研究，C（Creativity）是创造力也可以说是催化剂（Catalyst）”，7月24日在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东京国

际进修中心，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根岸英一面对80多名来自中国的高中生，阐述了自己简单而深刻的人生

哲学。

简短的开场白后，根岸英一向高中生们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机合成中的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每一

位高中生都用心聆听演讲内容，与根岸教授一起走进神奇的化学世界。

在场的中国高中生是通过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主办的“樱花科技计划—高中生特设课程”来日短期交流。

大家都是在理科方面成绩优异的学生，其中有代表中国参加本年度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一等奖的学生，

还有很多在中国国内数学、物理、化学竞赛中获奖的学生。

根岸教授的演讲结束后，同学们就自己关心的话题热烈发问。在被问及如何评价中国科学家时，根岸说，中

国研究者的基础很扎实，有创造力也很聪明。“我的合作伙伴中很多都是中国人，无论在实验研究中，还是获得

诺贝尔奖，都离不开中国学者对我的帮助。”

在场与中国高中生和根岸教授互动的还有来自东京工业大学附属高中的日本学生。其中一位学生问起了根岸

教授得到诺贝尔奖的感想。根岸说，能得到诺贝尔奖依靠的是运气加努力，同时还要感谢已故恩师赫伯特·布朗。

来自辽宁的张翰中同学表示，“今天与诺贝尔奖得主面对面交流，让我增长见识，大开眼界，同时对化学有了

新的认识和理解。在这次为期一周的赴日交流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科学未来馆见到的机器人ASIMO。来日本

之前就曾在网络上看到ASIMO的视频，现在可以亲眼见到，确实不同凡响。ASIMO不仅是一个机器人，更是尖

端科技的结晶。”

“樱花科技计划”发起人冲村宪树在项目成立之初，就希望该项目能以科技交流为中心，为亚洲青少年提供短

期访问日本的平台，加深亚洲青少年和日本青少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

负责带队的辽宁省科技厅工作人员杨晓勇表示，中国高中生们此次参观的地点大多与科技有关，见识到日本

最先进的技术，对日本的科技发展水平有最直观的感受，获益匪浅。同时在接触日方工作人员的过程中，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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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民间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很友好的。中日友好的土壤在民间，未来在年轻人身上。希望“樱花科技计划”

对改善中日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民日報」 2014年07月24日21版） 



谢 辞

尽管樱花科技计划高中生特设课程企划实施的准备时间极短，但在接受受邀高中生的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

学、筑波大学、东京理科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及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海洋研究开发

机构（JAMSTEC）、理化学研究所、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物质·材料研究机构（NIMS）、高能加速器

研究机构（KEK）、日本科学未来馆、花王株式会社、东京工业大学附属科学技术高校、东京都立户山高校、千

叶县立船桥高校、千叶县立柏高校等大学、研究机构、企业、高中，及众多单位和工作人员的积极协助下得以

圆满结束。在此，请允许我们再次致以衷心的感谢！

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

日本·亚洲青少年科技交流事业推进室　　　　　　　

2014年8月25日





樱花科技计划高中生特设课程报告书 2014

2014  Printed in Japan

編　　辑 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

 日本·亚洲青少年科技交流事业推进室

 〒 102-8666

 东京都千代田区四番町 5-3 科学广场

 Tel. 03-5214-7556　Fax. 03-5214-8445

 URL ：http://www.ssp.jst.go.jp



Japan-Asia Youth Exchange Program in Science


	Chaina_H1
	Chaina_honmon
	Chaina_H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