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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附近的店铺逛逛吧！
　　您在超市以外的店铺买过东西吗？中区有 40 多条商店街，还有众多

小型商店。在可以与店员轻松交流的个人商店购物会使您感受到很多与超

市不同的魅力吧。到近处的小型商店去买东西时，也可以顺便试着练习一

下刚学会的日语哦。

　　在附近的店铺寻找新的购物乐趣吧！

　　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顾客就可

以安心购物。又因为多数店铺对自己的商品质量非常

自信，所以顾客能买到可心的东西的机会也就会很多。

　　这是吉田町的鸡肉专卖店。我

们对品质要求非常严格，只要尝一

尝，就会知道我们店的鸡肉有多

好吃了。我们会为顾客提供只有专

卖店才有的服务 : 按照顾客的需要

切割，并且可以给顾客说明适合料

理的部位及种类。因为销售量很大，

所以对每

天出售肉类的新鲜度非常有

自信。销售的商品有地鸡、品

牌鸡、合鸭等众多品种，如有

不明之处请到店来问一下吧。

说话者：“ 梅や”山下专务

在当地做生意的人非常注重与社区住民的关系。有的商店街不仅守护孩子们的上下学，还会策划社区活

动。通过相互熟识，会扩展与近邻的交往，即便遇到紧急情况时，也会感觉有所依靠吧。

　　在销售肉类、鱼类、蔬菜等生鲜食品的店铺，可

以得到非常专业的烹制窍门、保存方法等信息。买到

当地的食材后，不妨挑战一下日本料理的烹制方法哦！

　　这是桜木町ぴおシティ
的蔬菜店。我们还销售日本

酒等，并且提供英语服务，

因此外国客人也很多。店里

不仅汇聚了品种丰富、新鲜

优质的商品，而且价格便宜，

还时常开展推荐商品以及解

说烹制方法的促销活动等，

非常重视与顾客之间的交流。

100日元3个，像这样根据

购买需要变换销售方式，时

刻谨记提供灵活的服务。

说话者：

“浜っ子”佐久間店长

因为是面对面的买卖，多数店铺
对自己的商品质量都很有信心

在单纯的购物中产生的交流可以扩展交往范围

可以得到有关时令食材及美味的
烹制方法等的非常专业的信息

个人商店的各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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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之一

魅力之三

魅力之二

“浜っ子”店员

LALA 女士（左）

LISA 女士（右）

经常会跟顾客聊起绿色木瓜
和西兰花的烹制方法等！

　　在山元町销售具有日本特色的小物品、儿童学习用品等。还有

前来购买面向国外的吊坠、装饰品等礼物的外国顾客。除了守护孩

子们的上下学、打招呼之外，还利用自己喜欢照片的兴趣，作为摄

影师参加学校活动，参与举行庙会、早市等商店街的活动，非常看

重与地区朋友们的联系。在社区的活动可以持续几十年，正是因为

与社区居民之间有着深厚的交往。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杂货店きじま”鬼島勝治先生

梅や店员松林女士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chinese/chines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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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商店中注重与顾客的会话及交谈的店铺很多。如有不明白或在意的事情，试着问一下，不要有顾虑。应

该会有许多新发现哦！

在附件店铺可以用上的日语
ちょっと教

おし

えてもらえますか？（可以请教一下吗？）
　　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使用的便利语句。说一声“す
みません”也可以哦。

オススメはなんですか？（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这是可以在餐饮店、商店等多数店铺里使用的语句。
店铺的人会带着自信为您推荐店里的商品和服务。

どうやって食
た

べますか？
（怎么做好吃呢？）
　　肉类、鱼类、蔬菜等，
不知道吃法的时候试着这
样问。几乎所有的鱼店店
内都提供去内脏、头、骨
头的服务。

また来
き

ますね。（还会再来的。）
　　可与さようなら同样
使用的语句。

　　在横滨附近购物时，通常不讨价还价，但是也有给赠品、

多给顾客一点儿东西或是稍微算得便宜些的店。寻找自己

喜欢的店并经常去光顾，这也是居家生活的一份乐趣吧。

购物小常识

我们在豆口台开鱼店。对商品的新鲜
度非常有自信，绝不出售自己都不想
吃的商品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我认为
让顾客吃上美味的食品比多赚钱更重
要。
有关喜欢的味道、烹制方法等等，请
尽管问我。当然也会答应顾客的需求，
提供处理鱼以及做生鱼片的服务！

“魚梅”明澤重明先生

庙会大减价（山元町二丁目商栄会）
时间：8月 26 日（周六）
18 ：00 ～ 20 ：00
地点：山元町二丁目商店街歩道
（从 JR 石川町站步行 15 分钟或
乘坐市营巴士“山元町１丁目”
站下车即是）
　　这是所谓的日本传统庙会。
设有钓悠悠球、纸捞弹力球、抽
奖等游戏，还有棉花糖、烤鸡肉
串等祭典活动的经典美食，是一

项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尽享其中乐趣的活动。
咨询方式：jimukyoku@e-yama2-mall.com

第六地区祭礼
时间：8月 6 日（周日）上午
地点：地蔵坂公园～山本小学
这是两年一度的地区祭典活动。
各町内会抬出神轿、彩车，还
举行气势威武的竞赛活动。

横浜橋通商店街
　　该商店街位于中区相邻的南区，在全长约 360 米的
拱廊内有 130 多家店铺鳞次栉比。6 成的店铺是销售生
鲜食品、餐饮店等与吃有关的店铺，汇集了很多物美价
廉的商品，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商店街。
交通方式：从地铁阪東橋站步行 2分钟

野毛爵士乐 de 秋祭 2017
（野毛商店街）
时间：9月 24 日（周日）15 ：00 ～ 21 ：00
地点：野毛本通り、周边地区（从 JR 桜木町站步行 5分钟）

　　以野毛本通设
置的舞台为中心，会
场整体举行很多娱
乐项目！爵士乐的
现场演奏自不必说，
还有在浅草桑巴狂
欢节中非常有名的
桑巴舞队在会场内
舞动游行、极具震

撼力的摔跤表演舞台等，观众可以尽情观赏各式各样的节
目。还设有啤酒花园形式的餐饮展位。一起来参加可以尽
享夜风拂面以及美妙音乐的野毛秋祭吧。
咨询方式：野毛商店街协同组合　TEL ：045-231-0551

还有这么一条商店街

山元町1丁目
巴士站

山元町2丁目
巴士站

JR山手站

JR石川町站

地蔵坂上

山元町二丁目
商店街

地蔵坂
公园

山元小学

関内站 石川町站
JR京浜东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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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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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浜橋通商店街
よこはまばし
入口よこはまばし

试着与店员说说话！

商店街（地区）还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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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下

＜骑自行车时的基本规则＞
自行车也是车辆，骑自行车时需遵守规则。
· 原则上是靠车道的左侧通行（步道例外）。
· 必须注意行人，不得给他人带来困扰。

※ 有右侧标识的步道，
自行车也可通行，
但行人优先。不得
一直鸣铃让行人让
道。

· 一边用耳机听音乐一边骑行

饮酒骑车、夜间不开车灯、无视信号灯也是违反规则的行为。

·一边摆弄手机一边骑行 ·打伞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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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骑着自行车行走于伊勢佐木町商店街时，
被人叫住，让我“从自行车上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注意食物中毒！！！

⇨因为伊勢佐木町商店街为步行者专用道路。自行车
需推着通行。在横滨公园与大通公园内通行也是如
此，禁止骑车通行。

市县民税（第 2期部分）的缴纳期限是 8月 31 日（周四）
收到市·县民税的纳税通知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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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期部分的税金。
如果使用账户转账的方法则更方便。

横滨市市立小学入学事项
2011 年 4 月 2 日～ 2012 年 4 月 1 日

出生的儿童，明年（2018年）４月入

学。对于有符合该年龄段的外籍儿童的家

庭，将于 9月发放“入学案内（日语）”。

如希望进入横滨市立小学，请持该“入

学案内”或孩子的在留卡，前往区役所 2

楼登録担当（23号窗口）办理。因为不

向未进行居民登录者发放“入学案内”， 

未进行居民登录者请咨询登録担当。

※ 对于日本国籍者，将于10月中旬邮

寄“就学通知書”。无需办理任何手续，

通知书内有健康检查指南，请于指定日

期接受健康检查。

※ 多重国籍者或是就读外国人学校者，

请务必与登録担当联系。

＜中区役所登録担当　　　　　　

　TEL：045-224-8295＞

为母语不是日语者举办的高中报考说明会
介绍高中的种类、面向外国人的入学考试

制度、读高中的费用等，可以获取高中升

学信息的说明会（多语言）。有县内主要

高中的说明，并可接受个别咨询。

▶时间：9月 24日（周日）13：00～
16：00

▶地点：西公会堂（从横浜站西南口步行
10分钟）

＜Me-net  info@me-net.or.jp＞　

児童扶養手当現況届（儿童扶养补贴
现状申报）的提交日期截至 8月 31日

领取“児童扶養手当”者，每年在8月

31日之前需提交现状申报。如不办理现

状申报手续，8月以后将无法领取补贴。

请务必持邮寄的申报指南 (日语）中所记

载的必要材料前来办理。

▶受理时间：8月14日（周一）～16日（周
三）9：00～11：00、13：00～15：00

▶受理地点：中区役所７楼会议室
＊8/17～31在区役所5楼51号窗口受理。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

　（儿童家庭支援）课

　TEL：045-224-8171＞

快乐! 暑假 工厂参观　
到川崎市内的回收再利用工厂参观

塑料瓶的再生工序。

▶时间：7月26日 (周三 )
12：20（中区区民活动中心集合）～

17：15左右　▶人数：非日本国籍者或
是与外国人有关者先报名的前40人（小

学3年级以上、小学生需监护人同行）

▶报名：7月1日（周六）起接受电话、
Email、Fax、来馆报名。请告知活动名称、

参加者姓名、年龄、住址、电话号码、语言。

※往返包租巴士　※支持中文。

＜なか区民活动中心（区役所别馆）　

　TEL ：045-224-8138　

　FAX：045-224-8343
　  na-katsudou@city.yokoham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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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区役所地域振興课　TEL：045-224-8132

为了避免中暑
·不时地补充水分

·使用空调或电风扇

从梅雨开始夏天就进入了高温潮湿、食物中的致病细菌容易繁
殖的季节。如果发生食物中毒，会出现发烧、呕吐、腹痛、腹
泻等症状。如症状严重则需住院，尤为严重时会导致死亡。

◆烹制时　

手要用香皂仔细清洗。蔬菜等生吃的

食材请勿与生肉、生鱼接触。肉要充

分煎烤。剩余食材要马上放入冰箱。

◆食用时　

洗手，做好后马上食用。

即使食物中滋生
毒菌，外观、口
感均不发生改变，
也不会散发难闻
的气味

骑车时不注意安全会有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恶性事故将被要求支付
罚金、赔偿损失。骑自行车时请注意行人，遵守交通规则。

●这样骑车是违反规则的！

如何防止食物中毒

◆购物时　
购买肉类或鱼类后，

尽早拿回家

放入冰箱中。

免费

中心部位 75℃·
1分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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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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中会有一词多意的词语。记住这些，与日本人交流就会变得十分顺畅哦！

“ごはん”
ごはん是“飯”的敬语，是指日本的主食、米饭，但也有
“吃饭”的意思。“ごはん行く？”是“一起去吃饭啊？”
的邀请语句。“今日のごはん、何にしよう”的意思是“做
什么菜呢”。此外，除了“ごはん”之外，“ご利用”“ご確認”
等的前面加上“ご”的词语是敬语。

点滴日语

～与日本人交流篇～

多文化节
今年将该開港記念会馆作为会场。
设有各国音乐、舞蹈、美食、文化介绍角等。
还举行孩子们的日语演讲。
11:00 ～ 15:30
＜咨询方式＞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 TEL ：
045-210-0667

可以参观
学习

被称为“士兵（J）塔”的钟楼。以前，

将开入横滨港船舶上的船员比作扑克牌，

该塔也因此而得名。顺便说一下，县厅

为国王（K）、海关为王后（Q）。

保留着以前公会堂建筑风格的经典礼堂 日本的彩色玻璃初创时期珍

贵的彩色玻璃

优雅的装饰窗及照明

9/24（周日）

去開港記念会馆逛逛吧，
今年恰逢建馆100 周年

開港記念会馆。红砖配以白色横线条（花岗岩）的外墙给人深刻

印象。于 100 年前的 1917 年 7月 1日开馆，在开馆仅仅 6年之

后便遭遇了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建筑物的内部被烧毁，蒙受

了巨大的损失。于 1927 年复原。举行过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和

集会。于 1989 年复原了建造初期时的圆顶屋顶，被指定为日本

国家重要文化遗产。之后也进行过多次修复，至今仍作为文化设

施使用的開港記念会馆是中区乃至横滨的重要宝物。

请一定参观一下可以感受到厚重历
史氛围的建筑物内部吧。
10:00 ～ 16:00　
※每月第 4个周一休馆
TEL ：045-201-0708

　　刚来日本时住的附近有条商店街。商店街里有各式各
样的店铺，生活用品应有尽有。那时的一大乐趣是和在日
语教室结识的妈妈们一起用刚学过的日语在商店街买东西。
有次买甜瓜，一位新加坡妈妈想试着说哪个不好吃，却问
成 :“哪个贫穷”, 店员愣了一下后笑眯眯地说：“哪个都不
贫穷，哪个都不会不好吃，哪个都好吃”。知道说错了，我
们一起笑着道歉。有家物美价廉的家常菜小店可以试吃，
店主老奶奶总是自信地说 :“好吃吧！”，每次装盒都会多
放些煮芋头、油豆腐什么的。还有一家上过电视的中华料

理店，一到有庙会的日子，店外总会排起长队。孩子们小
时候我们常去买这家的粽子和烧卖。女儿上小学后，偶尔
去时，店主还说 :“你女儿又长高了，见到我们总会打招呼”。
听得人心里暖呼呼的。
　　搬家后再去商店街时，日本家庭料理小店已改为药店。
中华料理店因店主年事高，品种减了不少，听说没有接班
人面临着闭店的危机。这几年年末我们都会专程去那里买
包子。衷心祝愿店主健康长寿，一直都能吃上他们做的特
色包子。（中区国际交流处学习支援顾问 中国语工作人员）

生活在中区
外国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的生活与文化 商店街的温馨回忆

不出去走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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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店，一到有庙会的日子，店外总会排起长队。孩子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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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