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0日—22日，作为日中两国政府共同实施的“中

日文化体育交流年”认定活动之一，浦和红宝石队在中

国上海市组织了数场“爱·德·福足球”训练。“Heart-

full Club（爱·德·福俱乐部）”是红宝石队设立的一个

旨在向男女老少传递足球乐趣的足球普及组织，通常

在　玉市开展活动。此次对日中两国小学生进行足球

训练，目的是促进日中之间的“草根国际交流”。参加者

无不放松欢快，友谊通过足球得到了加深。

　　作为去年日本联赛冠军，浦和红宝石队参加了于

今年春季开赛的角逐亚洲第一的“亚洲足球联盟冠军

杯赛”。4月24日对战上海申花。以亚洲第一为目标的浦

和红宝石，在首度与国外球队的真正交锋中，思考着应

当通过些什么活动来发扬与比赛胜负无关的红宝石队

精神，于是最终决定派遣在胜负优劣以外更重视培育“关

怀”和“交流”精神的足球普及组织--爱·德·福俱乐部。

因为红宝石队相信，通过足球能够加深与亚洲其他成

员的友谊。创设于2003年的爱·德·福俱乐部，4年间有

总共超过10万的市民通过足球加深了彼此交流。

　　红宝石队开始悄悄准备起在完全没有组织分部的

上海开展爱·德·福足球培训。所幸有外务省、在外使领

馆、日本人学校、日本人会、上海免费杂志媒体、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等各方的全面支持，终于得以实现。

　　首先，4月20日，在上海日本人学校浦东校区，原日

本足球主力、爱·德·福俱乐部落合弘队长，向约500名

中学生发表了“爱·德·福与守·破·离”的演讲。爱·德·

福是Heart-full的中文音译。守·破·离意指掌握师傅

教给的基本技能、然后自我挑战新事物、最后出师自立

的武士道精神，这也是落合队长在　玉县设立的主题。

　　落合队长说，练习技术提高球艺过程中的“基本技

能的重要性”和能否成为一流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关怀

之心，一边讲解一边还夹杂着很多肢体动作，70分钟的

讲演，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几天之后，学生们寄来感

想说到：“明白了扎实基本技能的重要性”“落合队长的

话不仅对足球，对学习和其他运动也很有参考意义”等

等。

　　次日21日，在上海市徐汇区的日辉新村小学，50名

中国人小学生和4名教练加队长参加了足球训练。刚开

始教练和孩子们之间还有些生疏别扭，可当专业的教

练们开始处理滚在地上的足球时，气氛顿时缓和，场上

开始充满欢声笑语。

　　浦和红宝石队特别注重教授孩子们在小学时代以

前最重要的不是竞技，而是心灵。因此，浦和红宝石内

没有为了争夺全国联赛名次而训练的小学生球队。当

然前提仍然是“想踢得比别人好”“认真踢球”，但是对

这个时期的人格形成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的关怀

之心。

　　因此，在训练中，有很多练习是两人一起抱球通过

交流合作来传递足球、捉迷藏等等游戏。目的在于提高

交流能力。不少在场的中国孩子的家长们看到这种练

习方式都露出惊讶的表情。面对“不是教给孩子们足球

技能吗？”的疑问，落合队长走到家长们的跟前一一为

他们说明“爱·德·福”的主旨并非竞技优先。

　　培训中，随着准备活动、足球训练、小型赛的顺利

进行，日本教练和中国孩子之间的距离迅速缩短。原定

30分钟的活动延长到2个小时才圆满结束。

　　本次以中国人为对象开展活动对爱·德·福俱乐部

来说尚属首次，原红宝石队选手杉山弘教练事后谈起

感想的时候说：“刚开始我还担心能不能很好地交流，

通过足球慢慢开始对话后这种担心立刻就消除了。我

再次深切感受到足球是没有国界的。”落合队长说到：“我

一直担心孩子们过去所接受的信息可能会影响他们敞

开心扉，但是，心门一旦打开后我看到他们露出的笑脸、

特别是清澈闪亮的眼神时，深深感到其实所有国家的

所有孩子们都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中国小学生真诚地评价到：“日本教练很

亲切，教法很好，接受这种训练还是第一次”。

　　最后，22日，在日本人学校浦东校区，再次给70名

小学生开展了爱·德·福培训。这70名学生是从200个报

名的学生中抽取出来的。与在_玉市内和对中国人小学

生做的一样，他们把足球的乐趣、与队友分享交流的重

要性教授给了这些旅居上海的日本孩子们。

　　通过这次在上海的活动，爱·德·福俱乐部成功地

进行了一次国际交流。教练们从担心如何跨越语言障

碍实现交流，到懂得心与心的沟通才是最重要的。他们

对此越来越有信心。

   这次草根国际交流能够圆满划上句号，跟上海各方

面相关人士的热心支持是分不开的。浦和红宝石队希

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和亚洲各国的联系，教给更多的孩

子“关怀”和“交流”。最后再次对各位人士的协助表示

衷心感谢！

　　六月上海的夜，忙碌了一天的城市开始宁静，微微

的凉风吹在脸上，拂去了一些倦意。第十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中的日本电影周落下了帷幕。松竹、东宝、东映、角

川等代表日本电影界的各大公司、以及富士、TBS、日

本电视台等日本各大电视台都参加了此次日本电影周，

上映了《武士的一分》、《眉山》、《大奥》等13部不同类型

的影片，其中有的甚至是在日本也刚刚上映的人气大片。

而观众满足的表情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我八岁便进入了江苏省艺术体操队。在近十年的

运动员生涯中，曾连续6年获得全国亚军，还在亚洲国

际艺术体操锦标赛中夺得过铜牌。1989年，我鬼使神差

的东渡扶桑，在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学习演艺。毕业的那

年，松竹映画改编日本最高文学奖“直木奖”获得者浅

田次郎先生的小说《情书》，我有幸被选为女主角。后来

又在日本设立风车影视株式会社，专门从事中日间的

影视交流活动，让我和日本电影接下来不解之缘。

　　最近几年日本的电影产业出现了新的变化，国产

大片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去年日本国产电影的票房

收入时隔二十一年超过了进口影片。其中原因一方面

是日本电影界出现了明显的发展，拍出了《日本沉没》、

《海猿》、《武士的一分》等大片，而另一方面，也表明日

本观众开始对美国大片千篇一律的模式出现了厌倦。

　　但近十年来几乎没有日

本电影在中国正式上映，也让

中国观众缺少了一个了解日

本的窗口。世界文化在向多元

化的方向发展，为了能让中国

观众更多的接触日本优秀电影，

我们在去年开始筹备日本电

影周。在策划时还担心是否能

让引起中国观众的兴趣。但在去年11月在北京承办的

日本电影周期间，几乎场场爆满。此外，通过那次电影周，

中国还决定引进日本电影《信》，有望实现了近十年日

本电影首次在中国正式上映。这些都使我们感到欣慰，

增加了信心。

　　在和日本各大电影公司接触时，发现他们对中国

缺乏了解，又担心自己的影片在中国被盗版，对前往中

国多怀有忧虑。为此，我们不知道多少次前往各个电影

公司，向他们介绍中国出现的变化。而在日本，一部影

片在海外上映往往要牵涉到制作公司、日本国内的放

映版权所有公司、海外的放映版权所有公司等数家公司，

我们就不厌其烦的一家一家的跑。我一直坚信只要有

诚意，大家都会相信我们。

　　在中日两国政府、上海电影集团等影视界的理解

与支持下，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国广电总

局特意批准在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日本电

影周活动。这一决定也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日本

商工俱乐部等深受感动，支持这次电影周。这些都促使

日本的电影公司拿出了他们的“看家宝”。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日本电影周终于顺利结束了，

想起观众满足的表情，心里总泛起一丝安慰，但邮件突

然的减少也让我似乎不知所措。我曾经是一名运动员，

性格里充满了不服输和挑战的精神，接下来的挑战是

十月在第2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中举办的日本电影周。

相信中国的电影也一定会让日本观众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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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电影首次在中国正式上映。这些都使我们感到欣慰，

增加了信心。

　　在和日本各大电影公司接触时，发现他们对中国

缺乏了解，又担心自己的影片在中国被盗版，对前往中

国多怀有忧虑。为此，我们不知道多少次前往各个电影

公司，向他们介绍中国出现的变化。而在日本，一部影

片在海外上映往往要牵涉到制作公司、日本国内的放

映版权所有公司、海外的放映版权所有公司等数家公司，

我们就不厌其烦的一家一家的跑。我一直坚信只要有

诚意，大家都会相信我们。

　　在中日两国政府、上海电影集团等影视界的理解

与支持下，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国广电总

局特意批准在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日本电

影周活动。这一决定也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日本

商工俱乐部等深受感动，支持这次电影周。这些都促使

日本的电影公司拿出了他们的“看家宝”。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日本电影周终于顺利结束了，

想起观众满足的表情，心里总泛起一丝安慰，但邮件突

然的减少也让我似乎不知所措。我曾经是一名运动员，

性格里充满了不服输和挑战的精神，接下来的挑战是

十月在第2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中举办的日本电影周。

相信中国的电影也一定会让日本观众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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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部新作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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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7 －23日 

“2007上海·日本电影周”
     4月20 －22日 

“爱·德·福 足球”

     4月20 －22日 

“爱·德·福 足球”



2007年3月27日 日本电影放映会

　　本馆3月27日举办了日本电影放映会，共有100名

东华大学与上海理工大学日语系的师生前来参加，大

家一起观看日本电影《森林的学校》后，欣赏学生们用

日语表演的唱歌、吟诗等节目，参观本馆新闻文化处，

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2007年5月5日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世博的号角”

　　5月5日，爱知县名古屋高等学校受“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主办方邀请，作为日本代表团奉献给了本

届音乐节精彩的演奏和表演。

　　5月8日，演奏团在日本国总领事官邸与甘泉外国

语学校举办交流会，日中两国学生们共同游戏、联欢，

庭院内始终充满欢声笑语。

2007年5月15日 

本馆新闻文化处成立5周年纪念交流会　　

　　在新闻文化处成立5周年之际，本馆5月15日邀请

上海各所大学日语系的领导和老师们举办了纪念交

流会，为日语教学专家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2007年5月21日 日本文化介绍演讲会

　　本馆官员5月21日为扬州职业大学日语系的学生

们举办了题为《日本的四季》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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