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上海日本文化周于 9 月 23 日～ 9
月 25 日在上海市隆重举行，并取得了圆满

成功。本次活动由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和

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及上海外国语

大学主办，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国际交流

基金、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日本国

家旅游局（JNTO）后援，十多家日资企业合

作赞助。三天期间共举办十八场活动，并设

展示区由日本各地机构和日资企业展示日

本文化和的产品，在展示区的中心小舞台，

还表演了和太鼓及武道等日本传统节目，总

共有约两万人次踊跃到场观摩。

　　开幕式于 9 月 23 日下午在上外松江校

区教育会堂举行，主办方代表在上海日本国

総領事総領事館泉裕泰、上海市人民対外友

好協会副会長汪小澍、上海市外国語大学副

校長張峰等来宾出席并致辞。北京人民广播

电台主持人青树明子和赵海东任双语主持。

在开幕式热烈欢乐的气氛中，日本演员表演

了富有日本特色的和太鼓等节目，通过放映

日本风情的录像，介绍了日本文化自身的魅

力，日本爱知世博会吉祥物森林爷爷和森林

小子也在 COSPLAY 美少女的簇拥下一起

登台助兴，来宾们还兴致勃勃地参与了日本

传统的敲酒桶仪式，由此揭开了 2011 上海

日本文化周的帷幕

　　9 月 24 日，还进行了观光

亲善大使 Hello Kitty 的握手会，

引来了众多来客纷纷争相与

其合影留念，都为能够和心爱

的 Hello Kitty 近距离接触和

合影而非常高兴，为本次日本

文化周增添了很多欢乐。

　　YOSAKOI 发源于高知县

的「YOSAKOI 节」，YOSAKOI
的特点是无论男女老少都能

参加的快乐的舞蹈。9 月 24 日

下午在展示区的中心舞台上

演的 YOSAKOI，尽管演出只

有半个小时，但大家都被经典

独特的日本特色和精湛美妙

的舞艺所吸引，观众几乎挤满

了整个展区，气氛热烈，大家

与台上的演员一起互动舞蹈，

掀起了整个会场的高潮。

　　9 月 24 日下午在展示区

的中心舞台，来自日本的艺人

为大家表演了极具日本传统

特色的和太鼓表演，为大家亲

身体验经典的日本文化提供

了一个极佳的机会。在表演中，

大家被热烈奔放、震撼人心的

鼓点所感染，情不自禁地随着

鼓点与演员们一起互动跳起

了日本舞蹈，全场一片欢腾。

開幕！

Hello Kitty
握手会

日本传统
和太鼓表演

　　以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复

兴、介绍极富魅力的日本文化

为主题，在会场内的展示区域

里，日资企业纷纷设立展位。

三天的活动期间，以学生为主

的参观者对展出的商品等报

以浓厚兴趣。

企业展示

YOSAKOI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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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下午在上外松江

校区的教育会堂通往日本文化

经济学院的路上，大家可以看

到 20 名大学生（其中女性 14
名 / 男性 6 名）穿着和服及日式

夏季单衣在散步走秀，尽管是

中国学生，但他们的和服着装

以及优雅的身姿和娴熟的

步履，都与日本人相差无几，

沿途吸引了不少观众争相

与他们合影留念。许多观众

情不自禁地随其走到日本

文化经济学院的和室，在和室

与模特们一起体验了品尝日式

糕点和日本茶的礼仪，参加了

折纸、将棋、剑玉等日本传统文

化活动，学生们一致认为这是

一次极好的亲身体验，直到活

动结束，大家仍意犹未尽。

　　9月24日和25日下

午在展示区中心舞台的

机器人演示，同样吸引

了众多来客的眼球。机

器人一会跟着观众的声

音作自我介绍,一会又

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

舞，其逼真可爱的舞姿，

赢得了阵阵掌声。还表

演 了 踢 足 球 ，

机器人竟然能

自己寻找足球，

准确地将球踢

进球门。体现

着日本先进技术的

机器人的精彩表演赢

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紧接开幕式结束之后，

日本实力派J-POP歌手城南海

登台，为日本灾后复兴的祈

祷，怀着对中国人民的笃爱

之情，为大家献上了ZUTTO 
ZUTTO等日本歌曲，尤其是

新曲「兆し」更体现了日本

全力复兴地震受灾地区的坚

强决心。场内观众无不为她

那感人动听的歌声所打动，

真切感受到了日本国民重建

家园的坚强决心和顽强毅力。

城南海还用中文为大家演唱

了中国歌曲「草原情歌」，

全场观众为她那充满魅力的

歌声报以了雷鸣般的掌声。

　　9月23日下午，日本流行

音乐女歌手玉置成实在上外

松江校区教育会堂的演唱会

上，通过她那清纯的歌声和

超群的舞蹈，强有力地表现

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以及震

后复兴中的日本活力。全场

观众为她的美妙歌声和表现

出的顽强毅力而深深感动，

特别是在演唱「机动战士敢

达SEED」主题曲的同时，还

放映了动画的录像，全场为

之沸腾起来，在最后一曲结

束后，全场观众仍用持久热

烈的掌声请求加演，全场热

烈的气氛久久不能平静。

　　9 月 24 日下午，在上外

的日本文化经济学院举办了

由铃乃屋和服学院的姜依秋

讲师讲解的日本和服讲座 &
展示活动，很多学生闻讯赶来

参加，全场座无虚席。在该活

动中，姜依秋讲师一边向学生

们介绍有关和服的基础知识

及美学，讲授和服的着装以及

和服的专业知识，一边在学生

模特上具体示范和服的穿着

方法。和服的独特魅力和形象

的讲解，使大家对和服深感兴

趣，也提出了不少相关问题，

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讲师一

一作了详尽的回答。相互之间

气氛非常热烈融洽。

　　最令人期待的 AKB48 这次也来

上海演出了！不仅是在日本超有人气，

在中国，AKB48 同样具有很高的知名

度，并以其粉丝能够共同拥有其偶像

不断成长的过程而拥有众多的粉丝。9
月 24 日中午 16 名特地从日本赶来的

AKB48 成员在上外松江校区教育会

堂的公演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和粉丝，

1400 多座位的教育会堂全场爆满。临

开场，全场观众就用热烈的掌声和欢

呼声欢迎 AKB48 来沪公演。在一个半

小时十多首曲目的公演中，观众们无

数次为 AKB48 的出色表演报以经久

不息的热烈掌声，尤其是极具人气的

「ヘビーローテーション」（中文名：无限

重播）歌曲使全场沸腾起来，成了一片

欢乐友好的海洋。演出结束后，AKB48
的全体演出人员登台谢幕，一位

AKB48 成员在讲话中，真切表达了对

中国人民日本遭到地震灾害之后给予

的声援和帮助的衷心感谢。

　　日本茶源自中国，历史悠

久且富有特色的日本茶道在

中国一直拥有很多爱好者，这

次由益田屋协助，在上外的日

本文化经济学院的和室中举

办的日本茶道讲座 & 展示活

动为学生们提供了能够亲临

现场直接感受日本茶道所蕴

含的文化气息的极好的机会。

来自日本的益田佳代子教授

和益田惠美子讲师为大家讲

解了日本茶道的历史和礼仪

以及传统的「茶怀石」，生动的

讲解使大家深切体验到了其

中的韵味，同时还让同学们亲

身体验了日本茶道以及和食，

为此吸引了很多观众，不少观

众只能站着观看。活动之后，

学生们都一致认为无论是环

境和氛围都让人深切感受到

了如同身处日本般的真实感

受，博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9 月 24 日下午，在上外的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举办的插

花讲座 & 展示，吸引了众多的

学生，大家认真听取了池坊家

元华道正教授柯晓玲一个多

小时的关于插花的历史及美

学的讲解，使大家更增加了对

插花艺术的浓厚兴趣。大家兴

趣盎然地观看了现场插花演

示，不少在场学生还一起愉快

地参与了鲜花插花，亲身体验

了精彩的插花艺术魅力，大家

在愉悦了心身的同时也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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