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恋东瀛》魅力东日本 满载而归！

邀请项目

■ 受邀人

路线①：万蒂妮（电视台主持人），蔡輝（摄影师），蔻蔻（博主），Shenhah（博主）

路线②：呉楷KIMI（美食达人），晃悠（Lunar)（文艺作家），晓明Alex（博主），张祎航（媒体）

路线③：丁丁（电台主播），张志林（歌手），趙涤尘（摄影师），脊梁in上海（新闻工作者），郭照君（媒体）

路线④：黒米粒（博主），範庭略（出版人·酒文化作家），食尚小米（博主），陈旭阳（媒体）

路线⑤：高山峰（电台主播·制作人），『漫旅』（媒体），梦遥（电视台主持人），司雯嘉（电视台主持人），

麦子（电台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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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上海等的美食界名人、旅游达人22名到访东日本。参观当地著名景点、品尝东北美食，并让他们亲身感受

灾后当地的安全性，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力传递东日本的魅力。

■ 项目概要

■ 日 程 路线①/② ：2015年 9月13日（周日）～ 9月16日（周三）

路线③/④ ：2015年 9月19日（周六）～ 9月22日（周二）

路线⑤ ：2015年10月 4日（周日）～10月 7日（周三）

外务省·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主办方

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千叶县·新潟县·青森县·岩手县·秋田县·山形县（共计11县）■ 参加自治体

■ 后援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上海事务所、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上海事务所、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

①岩手·青森·秋田

成田机场→
宿岩手县→
宿青森县→
宿秋田县→
成田机场

★观光路线

以观光为主要目的东北地区旅游路线，可
体验富饶大自然以及当地传统文化

■ 邀请路线

②宫城·福岛·茨城·千叶

仙台机场→
宿宫城县→
宿福岛县→
宿茨城县→
成田机场（千叶县）

★观光路线
以观光为主要目的，周游东北地区及关东地
区，涵盖了受中国游客喜爱的人气温泉以及
购物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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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群马·栃木·福岛
羽田机场→
宿群马县→
宿栃木县→
宿福岛县→
羽田机场

★世界遗产文化体验路线
在观光目的之余，更是一条造访受世界瞩
目的世界遗产地及历史建筑物为亮点的文
化体验之旅

④宫城·山形·新潟

羽田机场→
宿宫城县→
宿山形县→
宿新潟县→
羽田机场

★美食宣传路线
以美食为主要观光目的，可品尝日本品牌大米，和
牛，清酒等

⑤福岛·岩手·宫城

羽田机场→
宿福岛县→
宿岩手县→
宿宫城县→
成田机场

★灾后安全宣传路线
以宣传灾后安全为主要目的，考察当地灾后复兴以及食品
与土地安全现状



受邀人介绍①

①岩手・青森・秋田 路线 2015年9月13日(日) ～ 9月16日(三)

②宫城・福岛・茨城・千叶 路线 2015年9月13日(日) ～ 9月16日(三)

粉丝数：1,059,817人

上海SMG集团人气第一的知性
美女主播。
主持节目以外，还活跃在国际
电影节主持、时尚秀、艺术节
目、舞台等多领域。新浪微博
粉丝超100万。时而可爱，时而
知性的造型吸引眼球，优美深
刻的文字也牵动人心。

万蒂妮 电视台主持人 时尚 蔡辉 摄影师

粉丝数：215652人
时尚摄影师

作为时尚摄影师，在时尚界
享有一席之地的他，在现实
生活中喜爱旅游，并喜欢记
录旅途中的沿途风景，与朋
友共同分享旅途记忆的点滴。
人气急速上升中。

摄影

【博客】阅览量：12,575,257
http://blog.sina.com.cn/sweetc
oco518z
【微博】粉丝数：330,754
http://weibo.com/516686785
作为国内著名高级营养师、高级烘
焙师，担任多档美食节目的常驻嘉
宾。更是美食&育儿类别的作家。
曾多次参加有名食品品牌的商品开
发。并在媒体或网络组织的美食比
赛中多次获奖。

蔻蔻 博主 美食

Shenhah 博主

【博客】
http://www.qyer.com/u/139
6638
旅游经验丰富，等级达到10
级的穷游网知名博主。至今
已在4个国家、27个城市留下
了自己的身影。最爱一边行
走，一边记录下身边的点滴
与大家分享。喜欢购物和深
入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

旅游

KIMI 美食达人 美食

兴趣：摄影、烹饪美食、咖啡、旅
行。

喜爱美食。另涉足艺术、音乐、旅
行等多方面。熟悉各国的特色料理。
上海SMG集团ISC频道主办《食尚厨
神》比赛八强选手。并参加SMG文
艺频道《今天吃什么》节目录制。

晃悠（Lunar) 文艺作家

张祎航 媒体

旅游

爱好：写作、摄影、旅行。

80后的文艺少女作家，社会营销专
家。在去年出版的《日本,去1000
次也不够》一书中分享了自己17次
赴日旅游的经验。从北海道到冲绳，
记录了诸多日常小事，引起读者的
共鸣。

同时是微信公众号“和风旅人”的
运营者。

晓明Alex 博主 旅游

【博客】
http://www.qyer.com/u/120
6278
作为一名旅游达人，足迹遍
布7个国家，48个大小城市。
是穷游网站一名十分具有人
气的博主。喜欢将美丽的事
物通过自己的镜头呈现出来，
同时对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
差异有着浓厚的兴趣。

穷游网介绍：

是国内最大的出境游一站式平台,为用户提供原创实用的出
境游旅行指南和旅游攻略、旅行社区和问答交流平台。

登录用户达5000万人，其中36%的用户为学历研究生以上的
海外用户；25%的用户为海归人员，十分重视高层次的旅游
体验；43%的用户生活在中国的6大城市；99%的用户都有着
明确的旅游计划。

登录用户数：

5000万人

③群马・栃木・福岛 路线 2015年9月19日(六) ～ 9月22日(二)

丁丁 电台主播 艺术

上海SMG集团旗下亚洲最受欢迎
电台动感101人气DJ。入选“全
国音乐DJ”前十名。主持“音乐
万花筒”“全球华语音乐榜”等
多档人气节目，妙语连珠且轻松
诙谐的主持风格深受大家喜爱。
喜爱日本悬疑小说，并曾独自探
访悬疑小说背景地。

张志林 歌手 艺术

粉丝数：180,022人
国内人气歌手。入选《东方风
云榜》前十位。喜爱旅游与美
食，开创美食主题演唱会先锋。
近期作为音乐舞台的制作人备
受瞩目。曾受到北海道、鹿儿
岛等地的旅游局的邀请进行访
问。并在去年与台湾当地观光
机构一同制作了台湾旅游宣传
曲。

赵涤尘 摄影师 摄影

粉丝数：101,790人
被称作中国时尚界的大摄影师。
被各大牌时尚杂志纷纷争抢。
并以自身独到的时尚拍摄理解，
诠释了众多一线艺人的另一面。
深受年轻一代追捧。
2012年开始进军影视业界，担
任了世界一流化妆品与手表等
高端奢侈品的广告制作。

脊梁in上海 新闻工作者 旅游

粉丝数：368,303人
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任上海电
视台重磅网站“看看新闻网”
的高级产品经理。紧跟社会热
点。“脊梁in上海”早已成为
上海人耳熟能详的热门微博。
同时热爱生活与旅游，曾多次
到访日本。

郭照君 媒体

穷游网介绍：

是国内最大的出境游一站式平台,为用户提供原创实用的
出境游旅行指南和旅游攻略、旅行社区和问答交流平台。

登录用户达5000万人，其中36%的用户为学历研究生以上
的海外用户；25%的用户为海归人员，十分重视高层次的
旅游体验；43%的用户生活在中国的6大城市；99%的用户
都有着明确的旅游计划。

登录用户数：

5000万人

旅游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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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人介绍②

④宫城・山形・新潟 路线 2015年9月19日(六) ～ 9月22日(二)

黒米粒 博主 范庭略 出版人·酒文化作家 食尚小米 博主

陈旭阳 媒体

【博客】阅览量：4726936
http://blog.sina.com.cn/hmilyblog
【微博】粉丝数：391264
http://weibo.com/hmilyblog
作为中国著名的旅游类作家，更是新
浪的推荐旅游博主。出版《北京》
《河南》《安徽》等面向自由行游客
的旅游手册。曾与中国各地、非洲、
日本、马来西亚、夏威夷、越南等多
国的旅游局合作。拥有自己的粉丝群，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粉丝数：141,884人
作为出版人&酒文化作家，始终活
跃在出版第一线，并创办了
GOODlifeMEDIA。

对观光和酒文化极有研究，是FT中
文网的特约写手，执笔酒文化专栏。
在旅途中通过当地介绍特有的酒来
传达当地人文风情。对日本威士忌
有浓厚兴趣。

【博客】阅览：33,771,215
http://blog.sina.com.cn/u/1199
712261
【微博】粉丝数：158,879
http://weibo.com/jimmy628

名副其实的美食达人。担任电视台、
杂志等多家媒体的顾问。并在博客
中发布众多幕后情报以及图片、且
更新内容丰富多彩。对美食的专注
与专业也让他身边汇聚了一群铁杆
吃货。

美食 美食 美食

⑤福岛・岩手・宫城 路线 2015年10月4日（日）～10月7日（三）

高山峰 电台主播·制作人

粉丝数：123,828人

华东地区最大媒体集团SMG旗下亚洲
最受欢迎电台动感101人气DJ。活跃
于电台、电视台、舞台等多领域。
同时对旅游、音乐、时尚也有独到
见解。

艺术 沈艳婕 媒体

旅行媒体——漫旅

《Travel+Leisure》的中文版。以
独特的视点深度报道独一无二的旅
行路线，与读者分享旅途中的点滴
感动。

旅游 梦遥 电视台主持人

【微博】粉丝数：83,649

http://weibo.com/btvmy

作为北京电视台主持人，主持《美
食地图》《生活+》《食全食美》
等节目。

出生于以美食闻名的云南。主持美
食节目以外，

更以美食家的身份活跃于屏幕前。

美食

司雯嘉 电视台主持人

粉丝数：140,666人

SMG集团当红主持人。现活跃于美食
节目、广告、舞台、电视剧等多领
域。以开朗、积极向上的性格以及
亮丽多变的时尚造型深受上海各年
龄层观众的喜爱。

时尚 麦子 电台主播

粉丝数：
210,303人

亚洲最受欢迎广播电台动感101的
当家美女DJ，晚黄金档节目《音乐
万花筒》主播，拥有诸多白领阶层
粉丝。温柔、知性的声音是众多白
领们心灵的治愈。

艺术

穷游网介绍：

是国内最大的出境游一站式平台,为用户提供原创实用的出
境游旅行指南和旅游攻略、旅行社区和问答交流平台。

登录用户达5000万人，其中36%的用户为学历研究生以上的
海外用户；25%的用户为海归人员，十分重视高层次的旅游
体验；43%的用户生活在中国的6大城市；99%的用户都有着
明确的旅游计划。

登录用户：

5000万人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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