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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外
国人

妈妈

在日本生孩子是怎样一种体验？
张：我两个孩子，现在一个 13 岁、一个 8岁，

都是在日本出生的。日本的医生以及护士会看

着你的眼睛，耐心听你讲话，所以感到很安心。

医院会为孕产妇着想，服务周到，给我留的印

象很好。

西川：5岁的女儿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1岁半

的双胞胎是在日本出生的。可能因为是双胞胎

的缘故，产前、产后都得到了精心的照料，所

以分娩时非常放心。而且，医院还指派了一位

会英语的医生作为我的负责医生，可以用母语

交流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

有什么与自己的国家不同且令人惊讶的事吗？	

　　日本的孕妇产检非常周
到而且次数也多，每次检查都
会通过超声波看到宝宝的样
子，真是很高兴。而且，令
人吃惊的是很多人选择自然
分娩且不使用麻醉药物。
　　还令人惊讶的是，医生说
产后要在家静养 1 个月，不过，
实际在家静养后，身体恢复
得很好，变得轻松多了。

　　在中国，产后非常注重
不要让身体受凉，所以在日
本产后就洗淋浴，住院期间
医院提供凉的饮料等，令我
十分惊讶。
　　此外，孕妇徽章在怀孕
期间乘坐电车时等用处非常
大，我觉得这个徽章特别好。

西川陽梨（左）·杏梨（右）（1 岁 7 个月）

张珂（来自中国）西川安吉拉（来自澳大利亚）

川上助产师（中区役所职员）

　　在中区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孩子很多。在日本分娩、育儿的外国人妈妈也非常多，在不熟悉的地方分娩、育儿

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回，关于在日本分娩、育儿，我们听听外国人妈妈以及中区役所的助产师们怎么说。

关于在日本分娩以及育儿

在日本分娩，通常是……
　　在日本，通常不将妊娠作为一种疾病看待（妊娠期间一切正常，假设分娩时也不存在什么

风险的情况）。如今，分娩方法变得非常多样化，采用无痛分娩的妇产医院也在不断增加，但

与欧美等国相比选择自然分娩的产妇还是占多数。此外，住院天数通常是 5天到一周左右。

　　分娩结束后到产妇身体恢复到怀孕前状态的这段时间称为“产褥期”，这段期间的生活方

式也会影响身体恢复情况。接受产后一个月的体检，如没有问题就可以恢复过以往的日常生活，

但还是建议好好静养身心。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chinese/chinesenews/
传真 ： 045-224-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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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后的育儿，
我是这样的！

在日本分娩的准备
来自助产师的建议

　　育儿方式，不同的国家之间真是有很多不同之处。分娩、育
儿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人人生的全部，我希望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同
时，把日本的信息也传递给大家。

　　“こんにちは赤ちゃん訪問員（你好宝宝访问员）”对家中有
出生 4 个月以内的婴儿的所有家庭进行免费访问。会提供地区医
院以及发生灾害时的避难场所等信息。而且家访人员熟知附近有
关各种对育儿很有帮助的信息，请一定利用这样的机会多多咨询哦。

分娩后是如何度过的？

致其他外国人妈妈的温馨提示！

在育儿过程中有什么很在意的事情吗？ 
　　产后，我母亲和姐姐从澳大

利亚赶来帮忙照顾。家人能来帮

我照顾双胞胎婴儿，真的是很感激。

　　但是，在我的国家祖母来帮

忙照顾婴儿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在可以取得产休假的期间，父

亲尽可能休假的也很多。家庭观

的差异有时也会令人不知所措，

但周围的人们都非常亲切，我想

在这样一个安全且清洁的城市育儿会是非常舒适的。

　　社区内有对外开放的保育

园以及各种各样可以带着宝宝

去的设施。即使日语不是很好

也不要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

希望您能找到与他人接触交流

的机会，让育儿的过程更加愉快。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内提

供很多对育儿有帮助的信息，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①	 尽可能早点预约分娩医院
　　知道怀孕之后，尽早多查找几家医院，并预约自己觉得理想的医院。

②	 一定要接受孕妇产检
　　孕妇产检可以确认准妈妈以及宝宝的健康状态。为了安全分娩，产检非常重要。使用领取

母子健康手册时发放的补助券会比较便宜。

　　宝宝出生后的体检（婴幼儿体检）也请务必就诊。（→参照 P.3）

③	 分娩费用以及育儿的准备
　　不同医院分娩费用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可以事先向加入的健康保险组合确认自己可以领

取的分娩育儿临时金。

　　在妊娠期间到分娩后能来照顾自己的人以及必要物品的准备都要提前安排好。

　　日本的预防接种比中国的种类

少，稍微有些担心。

　　此外，在还不太熟悉的环境中，

一想到孩子生病的话便不由自主地

担心起来，但知道了夜间以及休息

日的诊所等信息后，就不会那么担

心了，这些信息非常有帮助。

　　在预防接种这方面有各
种各样的想法，有必要接种
的疫苗区役所会发放免费接
种券，我认为是希望至少要
接种这些疫苗。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付费可以接种的疫
苗。

【咨询方式】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

（儿童家庭支援）课

TEL ：045-224-8171

　　我想无论哪个国家的人在养育孩子方面都会有很多困扰吧。
　　我们助产师会为分娩者、婴儿以及其家庭提供帮助，希望在我们的帮助下每个人都能以最适
合自己的方法进行分娩以及育儿。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随时毫无顾虑地前来咨询，区役所内有各种
各样的专业工作人员，请大家充分利用这些咨询资源。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
TEL ：045-210-0667　可以提供英语、汉语服务

帮助理解育儿过程的图表也
设有多语言版本。（免费）
下载请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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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婴幼儿者		 	 	
是否按时接受婴幼儿体检（免费）？

婴幼儿健康体检是确认婴幼儿在每个成长

阶段发育情况的重要体检。还会讲解断奶

食品、蛀牙预防、育儿等相关知识。配备

有英语、汉语的口译人员（英语需申请）。

▶体检内容　测量身高・体重、通过医

生的诊察确认婴幼儿是否健康发育。在1

岁 6个月以及3岁时的体检中，会确认

是否有蛀牙。时间大约需60～90分钟。

▶体检时期以及通知　4个月、1岁6个

月、3岁时接受体检。根据生日决定体检

日期。临近体检日期时，会根据国籍邮寄

汉语或英语版的通知信件。请于信件内记

载的日期和时间前往中区役所别馆接受体

检。※在指定的日期内无法接受体检时，

请与下述单位联系。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

　（儿童家庭支援）课

　Tel: 045-224-8171＞

您使用过宫颈癌、	 	 	
乳腺癌免费筛查券吗？	

在去年6月左右向下述年龄的女性邮寄

免费癌症筛查券（日语）。请与横浜市定

点医疗机构进行预约（日语）检查。＊想

通过汉语、英语了解相关医疗机构介绍者，

请咨询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中区役所分

馆１楼）。

▶宫颈癌　1996年 4月 2日～1997年

4月1日出生的女性

▶乳腺癌　1976年 4月 2日～1977年

4月1日出生的女性
＜横滨市けんしん专线

　Tel: 045-664-2606＞

注意！！	 	 	 	
诺瓦克病毒引起的胃肠炎正流行

每年11月至3月流行由诺瓦克病毒引起

的胃肠炎。诺瓦克病毒是一种传染性很强

的病毒。感染1～2天后便会出现腹泻、

呕吐、发烧、腹痛等症状。如果您觉得不

舒服，请立即就医。腹泻等症状消失后1

周时间（时间长的人为一个月）左右，病

毒会不断通过大便排出去。

【如果家人感染】

▶在感染者排便、呕吐的场所，以及感染
者接触过的地方，使用含有次氯酸钠成分

的氯系消毒剂进行消毒。

▶清除吐泻物时，请佩戴一次性口罩与手
套，处理后将吐泻物装到塑料袋中系好扔

掉。

帮助介绍区役所业务、窗口的翻译、在获取各种证明时填写申请表等。

对于用日语办理手续感到不便的人，可向国际服务员求助。
国际服务员　区役所 2 楼 23 窗口

（中文）8:45 ～15:45　（英文）10:00～17:00

这可怎么办！
疑问解答

收到了婴幼儿体检通知的信件。可我不懂日语，而且
通常有了困难就会向国内的父母求教，所以可以不接
受体检吗？

⇨ 婴幼儿体检是为确认自己的子女是否健康发育的必要体检。
因此，请务必接受体检。

市县民税 ( 第 4期部分 ) 的缴纳期限是 1月 31 日 ( 周三 )
收到市·县民税纳税通知书的人，请在此日之前到便利店（仅限印有条形码的通知书）或银行等支付第 4期部分的税金。
若使用账户转账的方法则更方便。该手续需要花费一定时间。

中区役所多语言网站
用英语、中文、韩语、简
单易懂的日语发布行政服
务和活动的信息，每月更新。
http://www.city.yokohama.lg.jp/
naka/chinese/

　　可以确认婴幼儿在每个成长阶段是否健康发育，接受体检后父
母会比较放心。内容请查看“家有婴幼儿者是否按时接受婴幼儿体
检 ( 免费）？”栏。4 个月时讲解断奶食品、蛀牙预防、事故预防、
游戏等相关知识的时间也包含在内，可以了解日本育儿的基础知识。

由保健师、助产师、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确认孩子的成长，在长牙
后的 1 岁 6 个月、3 岁时对牙齿进行检查，均为免费。

请不要担心“语言不通”。配备有汉语、英语等的口译人员（汉语以
外需提前申请）。

育儿方法，在不同的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文化差异需要
得到重视。但是，在日本育儿时，需要了解符合日本气候、习惯、
保育园的生活等的育儿知识。像保育员、营养师、保健师等的专业
人员，会倾听您的不安以及疑问，并会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法。

“因回国探亲，而未能在规定的体检日期前去体检”。出现这种情况时，
首先请咨询区役所。4 个月在 1 岁，1 岁 6 个月在 2 岁，3 岁在 4 岁，
即在各个生日之前接受健康检查。
※ 中区役所在临近体检日期时，会邮寄汉语、英语版等的通知信件。如有特

殊情况无法前往时，请务必联络。

免费

配备口译人员

还可以咨询育儿、营养知识

过了体检期限也可以接受体检的情况

预防方法

★如厕后、做饭以及
用餐前，用香皂仔细
将手洗净。

★将食品内部充分加
热（以85 ～90℃加热
90 秒以上）。

1.		在日本，很多地区设有	
“自治会町内会”	
自治会町内会是由附近居住的人们组

成的地区居民组织。附近的人们相互认

识，在发生紧急状况时相互帮助，此外

为了把社区建成可以安居乐业的家园，

居民们自发地组织多种活动。居民通

过交纳会费等形式参加自治会町内会。

同样作为社区居民一员的诸位外国朋

友请一定加入自治会町内会。社区内

认识的人增多了，在日本的生活也会

变得更加快乐。入会方法不明时，请

咨询区役所。

＜中区役所地区振兴课
　　TEL 045-224-8131 ＞

专栏

“自治会町内会”

～介绍自治会町内会的活动以及职责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儿童家庭支援）课
TEL 045-224-8171

若问询处的服务没写明“英语对应”、“中文对应”，则表示对应语种仅为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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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中使用的语言与字典中记载的意思有着微妙差异 。记住这些的话，
会话将变得更顺畅哦！

“あなた”

意思是指会话中对方的词语，但在日常会话中很少使用。
特别是称 长辈或者上司“あなた”的话，会令人感觉很没礼貌。

名字后面加上“●●さん”，这样称呼便不会出错。

点滴日语

～与日本人交流篇～

从大海上眺望横滨如何？

山下公园内设有水上巴士（山下公园～赤レンガ仓库～みなとみらい～横浜站
东口）等巡游横浜港内的观光船港内的码头。可以体验一下乘船至横浜站，也
称得上一次小小的旅行。从海上眺望横滨，可以观赏到与平日不同的城市风景。

在大さん橋上眺望大海
冬季晴朗的天气很多。去看看晴空下一望无际的广阔大海吧。在大さん橋的屋顶平台可以 360

度尽情眺望港未来、赤レンガ倉庫、横浜ベイブリッジ的美景。这里是可以拍摄出独具横滨特色

照片的绝佳摄影景点。请穿暖和些哦。 ＜大さん橋综合指南窗口＞ TEL045-211-2304

大型游轮进出港
大さん橋是国际客轮停靠港口。巡游世界各国的周游观

光船进出此港口。进出港口时，有时还会演奏太鼓、吹

奏乐进行送迎。船舶还会鸣笛，响彻云霄，十分震撼。

※ 查看今后的进出港计划请点击这里   
http://translate-zhs.city.yokohama.lg.jp/kowan/cruise/
schedule/20171012130706.html

　　在中国，生孩子后产妇要 “坐月子”，即用一个月的时
间在家里调养身心。人们常说月子坐不好，身体会变差。
各地“坐月子” 的习俗略有不同，但禁忌很相似。比如 :产
妇坐月子期间不能出门、洗头、刷牙、看书等，饮食方面
讲究少盐忌冷食，为催奶要多喝鸡汤、鱼汤、排骨汤等。
近年中国出现了住在客户家里提供照顾产妇和新生儿服务
的专业护理师“月嫂”这个职业，有些地区“月嫂”的工
资很不菲。
　　我姐姐在家坐月子时被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姥姥甚
至不让姐姐下床、梳头什么的。我一直记得姐姐捏着鼻子
勉强喝没有味道的鸡汤、排骨汤时的样子。对“坐月子”

的习俗虽有疑问，耳熏目染也就习以为常了。所以在日本
医院生下儿子后，看到送来的第一份早餐居然是冰牛奶、
果酱面包、酸奶、生菜色拉时，惊诧之至且不安。看到其
他产妇都很坦然地吃饭，也只好硬着头皮吃。住院一星期，
每天刷牙洗澡，没喝过一次鱼汤、排骨汤，奶水也很好。
因没人照顾，出院后不久开始做所有的家务，在医院认识
的日本妈妈们也都是这样。想想日本是长寿大国，也就释
然了。习俗未必没道理，只是有些习俗源于当时的生活、
经济条件。在科学发达、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做“坐月子”
的观念也要更新了吧。
（中区国际交流处学习支援顾问 中国语工作人员）

外国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的生活与文化 中国与日本的“坐月子”

不出去走走吗 

从 24 小时开放的屋顶平台可以眺望到如此美
丽的夜景。

平常进不去的巨大码头犹如一座美食城，汇集了多
种多样的美味佳肴的“横滨港大さん橋マルシェ”。
下一届预计将于 1/20·21、2/24·25 举行

大さん橋

日本邮船氷川丸

横滨港观光船
乘船处

山下公园

象の鼻公园

日本大通り站

横浜赤レンガ倉庫

〇〇さん

あなた

多语言宣传单分发点正火热招募中。外国人集中的店铺、医院、机构等，会送往有需要的地方。
下期将在4月1日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