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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日本的人生大事！
　　如今在日本所举行的人生大事的仪式几乎没有什么宗教色彩，通常一个人的一生中，七五三（3岁、5

岁男孩和 3岁、7岁女孩在这一天举行庆祝仪式）在神社、结婚仪式在教会、葬礼在寺院举行。就像那些原

本是从国外流传至日本的ラーメン、天ぷら等料理，通过改造创新后作为日本料理在日本扎下了根一样，与

宗教相关的活动也是通过些许日本式的改造后以日本特有的形式融入到生活之中。

　　在日本极少出现因为信奉的宗教不同而引起争执或纠纷的现象。相互尊重彼此的信仰，和平共处，而且

能够积极吸取不同的文化，可以说这便是日本式的生活方式。

于 1927 年诞生的中区，今年迎来区制 90 周年！
与此同时，1917 年开馆的开港纪念会馆也迎来了值得纪念的 100
周年。今年将举行众多活动，如 3月 11 日、12 日在开港纪念会馆
举行的活动等！
详情请浏览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90th/

　　每年在成人礼（1月第 2周一）前后，各自治体会邀请该年度
年满 20 岁的青年参加庆祝·激励大会，同时还举行演讲会、宴会、
赠送纪念品等活动。这是起源于奈良时代“元服” 等 ( 成人仪式 )
的日本特有的仪式。
　　参加者大部分身着和服或西装等盛装，会与久违的中小学同学
相聚，还起到了同学会的效果。

　　如今在日本，婚礼仪式
与信仰的宗教无关，可以从
教会式、神前式、佛前式、
人前式等自由选择结婚仪式
的形式。教会、神社、寺院、
酒店等，从会场的氛围到服
装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选择。
　　在日本信仰基督教的教
徒特别少，但结婚仪式在教
会举行的却非常多。

　　这是在 11 月 15 日前后为满 7
岁、5 岁、3 岁的儿童祈福健康成
长的仪式。因为过去婴幼儿的死亡
率极高，所以还包含着对孩子健康
成长的感谢之意。男孩 3岁与 5岁、
女孩 3 岁与 7 岁时举行庆祝仪式。
通常这一天孩子们要吃寓意着长命
百岁的细长千岁糖，并到神社参拜。

成为人生转折点的人生大事。本次将介绍日本自古流传下来的人生大事。

成人式（成人礼）

结婚仪式

七五三（七五三节）

今年是中区区制90周年!! 开港纪念会馆100周年！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chinese/chinesenews/
传真 ： 045-224-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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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其中的日本四季活动
　　在日本每个季节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与第一页的人生大事的各种仪式一样，多数都不是宗教活动，

而是作为风俗习惯延续下来的。

　　作为给生活增添色彩的一部分，在日本尽享各种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如何？

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2/14、3/14）

　　日本的情人节最初是女性向心仪
的男性赠送表达爱意的礼物巧克力，
但如今也转变为“情理巧克力”、“ 友
情巧克力”等，成为职场以及朋友之
间互送巧克力的节日。
　　白色情人节是由糖果制造商发起，
于 1980 年在日本开始的。通常是在情
人节那天收到巧克力的男性，将糖果、
棉花糖、白巧克力等作为回赠送给女
性的日子。现在中国、台湾、韩国等
东亚部分国家也逐渐形成在白色情人
节还礼的风气。

节分（2/3）

　　这是在季节交替的
节分这天，祈祷无病无灾，撒豆驱赶
妖魔，迎进福气的活动。除了撒豆驱
邪之外，还有人们面朝着指定的方位
一句话不说，把叫做“恵方巻き”的
手卷寿司整个吃光的习俗。在神社和
寺院还举行撒年糕、点心的节分祭。

节分活动

▶仲尾台中学社区之家
1/24（周二）10:30 ～ 11:30

还可以参加以节分为主题的手工制作

与游戏。

TEL: 045-623-6787

正月（1月初）

　　通常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品尝御节
料理（年菜），去神社进行新年初拜，
孩子们还能收到压岁钱。为了能够悠
闲地度过新年的前三天（指 1/1 ～ 1/3
的 3 天），许多人
会在年末忙于大扫
除、准备御节料理、
邮寄贺年卡等。

正月活动

▶竹之丸地区中心
1/7（周六）11:00 ～ 11:30

可以一边欣赏着狮子舞一边品尝着甜

米酒与年糕小豆汤。

TEL: 045-651-5575

▶中本牧社区之家
1/22（周日）10:30 ～ 12:00

和太鼓、狮子舞、落语（单口相声）、

年糕小豆汤等。

TEL: 045-623-8483

七夕（7/7）

　　七夕是源自中国传说的传统节日，
是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也过的节日。
织女与牛郎被银河隔在两岸，一年只
能在银河上见一次面，这一天被定为
7 月 7 日。将写有愿望的长纸条挂到
竹叶上或悬挂七夕装饰品以祈求技艺
更上一层楼以及梦想成真。

端午节（儿童节）（5/5）

　　端午节是祈福男孩子健康成长的
节日。摆设寓意着无病无灾守护平安
的盔甲，并且悬挂鲤鱼旗，期望孩子
如鲤鱼般在沼泽、池塘也依旧生命力
顽强，可以适应任何环境，成长为优
秀的人材。此外，还有吃柏饼的习惯，
祈福子孙兴旺。
　　如今“儿童节”已经成为国民的
节日。

万圣夜（10/31）

　　万圣夜是近几年才在日本兴起的。
举行融合了日本漫画和 cosplay 文化
（穿上漫画里主角的服饰，摆出造型
供他人欣赏）等的游行活动、化装活
动、聚会等娱乐性的活动，热闹非凡。

盂兰盆节（８月中旬）

　　盂兰盆节是祭祀先祖灵魂的活动，
据说在这期间先祖的灵魂会回到子孙
或家人的身边。现在通常是 8月 13 日
至 16 日这四天。这期间不是国民的节
日，但放假的公司、商店很多，回老
家的人也特别多，因
此高速公路等会堵车，
与此相比大都市却没
有了往日的拥挤。

　　日本自古以来就信奉千千万万的神明，有着独特的宗教观。
这就是处处有神的观念，比如山之神、厕所之神、米粒之神、
犬之神等。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国外传入了众多宗教，或许原本
就有千千万万的神灵，无论新增多少神灵都会没有抵触地全部
接受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会宽容地接受任何宗教活动，
作为一份生活的乐趣，将其融入平常的生活之中。作为一种可
以感受四季的活动，共同来享受其中的乐趣吧 !

圣诞节（12/25）

　　日本的圣诞节几乎没有宗教色彩，
大部分都是与恋人或朋友约会或举行
聚会热闹一下。各店铺均营业，大街
上人潮熙攘。通常在 25 日这一天会吃
圣诞蛋糕、鸡肉料理，圣诞节过后接
着就要迎接正月，因此会马上把圣诞
树等装饰品收拾起来。

女儿节（3/3）

　　这是祈福女孩子健康成长，摆设
出雏人形与桃花装饰庆祝的节日。 有
女儿的家庭要准备雏人形，并吃什锦
寿司、雏霰 ( 小方块米花 ) 等食物进
行庆祝。据说原本是将纸或稻草制作
的人形放到河流中，祈福孩子平安顺
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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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税的申报＞
1 月 1日起居住于中区的市民，请于 3月 15日（周三）前到区役所
4楼 43号税務课窗口进行申报。但收入所得者（由单位提交工资等
支付报告书者）或领取公共养老金者无需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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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窗口
（中文）8:45 ～15:45　（英文）10:00～17:00

这可怎么办！！
疑问解答

我是留学生，生活费由国内父母汇寄，未进行税金申报。
听说即使没有收入，也要进行市·县民税申报，否则在缴
纳国民健康保险费时会有损失。是这样的吗？ 

⇨即使没有收入也需要申报市民税·县民税。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中，对没有收入的家庭、收
入少的家庭（在法律规定收入基准以下者）有保险费减额的制度，如果不申报市民税就无
法证明没有收入或收入少的情况，因此就无法享受这项优惠政策。

＊ 除此之外，如果不申报市民税·县民税，将无法出示利用福祉制度（保育所的申请、儿童津贴的领取等）时要求提交的所得証明（收入证明）、签证续

签时必要的課税証明（纳税证明）（无收入者为非課税証明（免税证明））

市·县民税 ( 第 4期部分 ) 的缴纳期限是 1月 31 日 ( 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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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迁入中区，并想将孩子转入横滨
市立中小学校的家长
对于准备让孩子转入日本学校的家长，就

日本的学校制度进行“入学指南”说明。

有关日本学校与贵国学校的不同之处、入

学所必须的物品等事项，中区国际交流服

务处的工作人员会用英语或中国语为大家

做讲解。如果有不明之处或不放心的地方，

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免费）。

▶时间　周一、三 10:00 ～ 17:00（受
理截止16:30）

▶地点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中区役所
分馆１楼）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 

　TEL：045-210-0667＞

致婴幼儿家长
定期进行婴幼儿健康体检了吗？
婴幼儿健康体检是可以确认成长阶段儿童

发育状况的重要体检。还可以咨询育儿知

识。配有英语、中国语翻译（英语需申请）。

▶健康体检内容　测量身高·体重、根据
医生的诊察判断孩子是否发育正常。1岁

6个月、3岁时的健康体检中还检查是否

有龋齿。用时约60分钟～90分钟。

▶健康体检时期与通知　4个月、1岁6
个月、3岁时进行体检。根据出生日期来

决定健康体检的日期。临近健康体检的日

期时，根据国籍邮寄英语或中国语的通知

书。请于通知书上所写的日期到中区役所

分馆接受体检。※指定日期无法接受体

检时，请通过下述方式进行联系。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
　（儿童家庭支援）课 
　TEL：045-224-8171＞

从 4月开始小儿医疗费助成对象
扩至小学6年级学生
小学 4～ 6年级学生持医療証（医疗

证）就诊，向医疗机构支付的费用上限为

500日元。将向4月开始升入小学5～

6年级儿童的监护人邮寄申请书（日语）

（1月末），请自行办理手续。＊小学3年

级以下的儿童，如持医療証就诊，照常免

费·医療証需重新申请。会向现在小学3

年级持医療証的儿童邮寄更新证。

除0岁婴儿以外设有所得限制

＜中区役所保険系 TEL：045-224-8317＞

您使用过宫颈癌、
乳腺癌免费筛查券吗？
去年6月左右向下述年龄的女性邮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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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中国语、英語了解相关医疗机构介绍

的市民，请咨询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中

区役所分馆１楼）。

▶宫颈癌　1995年 4月2日～1996年
4月1日出生的女性

▶乳腺癌　1975年 4月2日～1976年
4月1日出生的女性

＜横滨市健康体检专线 

　TEL：045-664-2606＞

即使无收入，也需申报“无收入”市民税·县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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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瓦克病毒引起的胃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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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者所到之处，使用含有次氯酸钠
成分的氯系消毒剂进行消毒。
▶收拾吐泻物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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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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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时所需材料】＊无收入者只需个人编号和印章
· 2016 年的源泉徴収票（工作单位记录在去年一年中向您
支付的工资金额以及纳税金额的材料。单位出具）

· 国民健康保险费“年間納付済額のお知らせ（年间已缴纳金
额通知）”（1月区役所会向参加国民健康保险的家庭邮寄）
· 参加生命保险、地震保险者为保険料控除証明書（保险费
扣除证明书）（各保险公司会在 10月左右邮寄出去）

· 个人编号（①～③中需任选一种。①个人编号卡、②通知
卡＜于 2015 年向各家庭邮寄的＞与在留卡、③住民票的
复印件与在留卡）

·印章

重要的事项

中区役所 4楼 43 号  税務课　TEL045-224-8191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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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いです” ∼“お砂糖もう一ついれますか？”“いいです”
在这段对话之后，如果再加一块砂糖便会看到惊讶的表情。
“いい”这个词有肯定的意思，但如果是“いいです”，在“拒绝”
的时候也使用。可以说以“拒绝”的意思使用的更多一些。
▶“これでいいですか？” “いいです”这里是肯定的意思。

点滴日语

～与日本人交流篇～

中スポーツセンター
（中区体育中心）
初次利用者请至前台 ( 日语）。还可以为您制定一份锻炼计划。

【利用时间】9:00～20:45（接待截止20:00）

＊周五9:00～22:45（接待截止22:00）

【利用费用】

高中生以上300日元、

中学生以下 100日元
＊周六高中生以下免费

【休馆日】

1/1～ 3、毎月第4周一

【地址】

中区新山下3-15-4

TEL：045-625-0300

かながわ労働プラザ（神奈川劳动广场）
首先在 1楼前台进行利用者登记 ( 日语）。健身房在８楼。

【利用时间】

9:00～22:00

（接待截止20:00）
＊ 毎月第4周一9:00～17:00
（接待截止 15:00）

【利用费用】300日元

【休馆日】1/1～ 4、23

【地址】中区寿町 1－ 4

TEL：045-633-5413

★运动服
、室内运

动鞋。

★各设施
均可更衣

。

　最好自
备水和毛

巾。

中区体育中心的健身房。各种健身器材齐全。有时有会说英語的工作人员。

骑健身车燃烧脂肪！
可以锻炼大腿的腿部伸展机

首
都
高
速
道
路

中スポーツ
センター

元町·中華街站

港の見える
丘公园

みなと赤十字
病院入口

みなと
赤十字
病院

横浜球场関内站

石川町站

かながわ
労働プラザ
８楼

扇町一丁目

扇町二丁目

吉浜町

松影町二丁目

根岸线

?
いいです

寒冷的冬季，到健身房锻炼身体吧
　　在寒冷的冬季，会不会缺乏运动呢？如果到健身房便可以在温暖的室内运动

了。区内民间开设的健身房众多，此外还有两家价格便宜的公共设施的健身房。

　　其中任何一家健身房都设有跑步机等可以通过有氧运动使身体出汗的器材，

以及锻炼上半身或下半身，目的性非常强的健身器材。

　　我来日本时正值迎新年。第一次吃日本年菜，听到

每一道菜代表的寓意，比如黑豆代表勤劳、海带代表喜悦、

杂煮有得到神的恩惠之意、里面放的年糕意为坚韧和希

望，顿时对年菜肃然起敬。只是那时胃口还没适应日本

的清淡饮食，也不好意思多吃，年菜只品味了意义却没

填饱肚子。

　　在日本生活久了，每每被其节庆日的气氛和人们的

虔诚所感染，不知不觉

也入乡随俗。中国的春

节要过，日本的新年什么的也过。

　　匆忙而平淡的日常因为节庆日而变得多彩有趣，节

庆日里希望平安、健康、如愿的祈愿诚然朴素，那应该

是所有人的愿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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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庆日里的祈愿

不出去走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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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往有需要的地方。请与区役所联系 TEL ：045-224-8123。
下期将在4月1日 ( 周六）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