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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通过模拟体验

大地震及火灾，具体学

习自我保护方法的设施。

请一定去体验一下。

*使用日语介绍

▶ 体验游（1小时）/

① 9:30 ～、② 11:00 ～、

③13:30 ～、④15:00 ～

* 可以当天受理，但如

果提前预约，则可顺利

参加体验。

休馆日 / 星期一（若逢节日时开放，次日休馆）

交通 / 自横滨站西口步行 10 分钟（神奈川区泽渡 4-7）

TEL ：045-411-0119

请到横滨市民防灾中心体验一下吧

例如，在灾害影院（附有英语、
中文、韩语字幕），使用横滨市
的现有场景，再现了大地震灾害，
具有临场感。

今年 4 月发生的熊本地震中的受灾情况

重要事项
▶�通过固定家具、安装感震电闸等，确保家中
安全。

▶�准备 3 天的水、食物、便携式便袋。

▶�事先确定好与家人的联系方法。

▶�发生重大灾害时，地区内的互助很重要。应加
入居委会（町内会），从平时就与地区内的
人保持联系。

大地震必然会发生
　　　您准备好了吗 ？

　　日本是地震多发的国家。今年 4月 16 日，

发生了震级 7.3 级、最大震度 7度的熊本地震。

在熊本县，峰值时有 18 万 3882 人避难，至

5月 19 日，超过 70,000 户住宅受灾。

　　据说横滨 30 年内发生大地震的概率为

81％，届时会有大量建筑物毁坏或起火，将

导致重大灾害。大地震必然会发生。为了到时

能生存下来应该怎么做才好呢？让我们从平时

做好准备吧。

＜发生大地震时＞
★不要慌张，请镇静找到适合安身之处！

躲到桌子底下或者将皮
包放在头上，首先保护
自己的头部。

在地下商业街、购物中
心及电车内时，听从工
作人员的指示。

不要慌张地跑到外面。

★避难时，关闭家中的电闸，与近

邻互相打招呼，走不危险的道路！
有发生海啸的
危险时，请到
高处避难。

注意砌块围墙及悬崖。

希望通过多种语言了解受灾状况及生命线工程的恢复状况时，请咨询横滨市地震灾害外国人专用信息中心

TEL：045-222-1209　* 平时无设置。发生灾害时设置。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chinese/chinesenews/
传真 ： 045-224-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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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 3 天的水、食物、便携式便袋  
 * 按家人的人数备足
　　发生灾害后，由于不一定
能马上获得救援物资，所以需
要在家中常备。卫生间用水的
恢复，可能比饮用水的恢复更
花时间。事先多准备一些便袋，
则更放心。
▶饮用水→1人9ℓ（3ℓ×3天）
▶食物→咸饼干等无需加工便可食用的食品
▶便携式便袋→因停水不能冲厕所时，放在便器上使用的

凝固剂和处理袋的套装

请参阅 NTT 网站

web171
https://www.web171.
jp/web171app/disaster 
Top.do?chinese

web171 的使用方法
https://www.ntt-east.
co.jp/saigai/web171/
web171manual_chn.
pdf

* 各移动通信公司（NTT Docomo、au、softbank 等）也有
使用文字进行登记和确认的灾害用留言板，但界面仅支持
日文和英文。

■因为电车停驶、道路堵塞，使用交通工具上班和
上学的人，可能需要步行几个小时回家。白天分开
行动的家庭，请事先确定好在哪里集合吧。
* 横滨市立小学、中学以及认可保育园，在监护人来领之前，
将会一直照看孩子。（参阅 P.4）

■固定家具
　　家具或电视机摇晃倒下或摔过来时等同于凶器。在过
去的大地震中，就有受害的案例。窗玻璃破裂也会发生危
险。事先贴上防止玻璃碎片飞散的专用贴膜则更放心。

安装固定所需的五金件。 使用粘性垫子进行固定。

■安装感震电闸
　　大地震中一旦发生火灾会导致重大灾害。过去发生大
地震时，停电后恢复供电过程中，由于电线断线引起的短
路等导致火灾频发。感震电闸可以防止该情况发生，在发
生一定震度以上的摇晃时，电闸或插座就会自动断电。有
些可以在家居中心买到。

■いっとき避難場所（临时避难场所）
由各居委会确定的公园、空地等。近邻的人暂且集合，互
相确认安全，然后再判断是否需要进而避难。

■広域避難場所（广域避难场所） （地图内 处）
火灾有蔓延扩大的危险时，为了保护生命、躲避强烈的热
浪或浓烟，可以临时避难的空旷场所。

■地域防災拠点（地区防灾据点）（地图内●处）
自己的房屋不能住时，在找到安全的落脚地之前临时生活
的场所。由居委会运营。每年也举行防灾训练。

■一旦发生大地震，手机往往是不能拨通的。东日
本大地震时，很多人都有过该经历吧。所以应事先
确定好如何联系。
　　与受灾地区的通信发生困难时，通过灾
害用留言电话和留言板，可以登记和确认安
全信息（支持多语言，详情请参阅各网站）。
未发生灾害时不可使用。但每月 1 日、15 日、
8/30 ～ 9/5 日可以体验使用，请事先练习一
下吧。
▶灾害用留言电话171→通过电话录音和重放（英文、日文）
▶灾害用留言板web171 →通过接入互联网的终端（电脑、
智能手机、手机、平板电脑）登记文字。也可使用电话

进行确认（英文、中文、韩文、日文）。

可以下载便于携带的口袋装多语言防灾小册子（*附有避难卡）

（英文和中文版 http://www.city.yokohama.lg.jp/kokusai/multiculture/disast/

bousaia.pdf）

家中准备事项

避难方法

家庭事先确定事项

　　自我保护是基本。一起事先进行如下准备吧。防灾用具可在家居中心等买到。

　　首先，前往临时避难场所。与近邻的人们一起观察情况，存在火灾危险时，请前往广域避难场所。房屋被毁或被烧，
无家可归时，请前往地区防灾据点避难。发生重大灾害时，与近邻的互助是不可或缺的。地区防灾据点也由居委会运营。
平时加入居委会，与近邻友好相处并参加防灾训练（参阅 P3），则
更放心。

将重要物品放入背

包里，然后放置到

便于取出的地方。

* 事先放入避难卡（写有姓名〈标上假名〉、

地址、血型、宿疾等的卡片），则更放心。

北方小学
元街小学

本牧小学

大鳥小学

本牧南小学

間門小学

仲尾台中学
山元小学

立野小学

横浜吉田
中学

港中学

本町小学

みなと総合高校

港の見える丘公园紅葉ケ丘
一带
野毛山公园

本牧山頂公园
一带

根岸森林公园

日本大通站
元町中華街站

馬車道站

桜木町站

関内站

伊勢佐木
長者町站

阪東橋站

山手站

石川町站

便携式收音机
（AM、FM 都能接收的收音机）

手电筒
（不要忘记备用电池）

食物

饮用水

开罐器

湿纸巾例如

interFM
（多语言播放）

76.5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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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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此服务员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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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到处都举行防灾训练。防灾训练是为了什么
呢？
参加训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

市·县民税（第 2 期部分）的缴纳期限是 8 月 31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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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期部分的税金。
若使用账户转账的方法则更方便。

横滨市立小学的入学
2010年 4月 2日～2011年 4月 1日期
间出生的儿童，从明年（2017年）4月
可以入学小学。对于有该年龄段外籍儿童
的家庭，我们将在9月份寄送“入学案
内（日文）”。希望进入横滨市立小学者，
请携带该“入学案内”及儿童在留卡，
到区役所2楼登録担当（23号窗口）办
理手续。对于未进行住民登记者，将不寄
送“入学案内”，请咨询登録担当。
●学校指南（免费）
在区役所办完手续之后，将在分馆的国际
交流服务处，针对日本的学校制度与母国
学校和习惯的不同、入学所需的物品等，
用英文和中文分别进行说明。
※对于日籍人士，将在10月中旬邮寄�
“就学通知書”。不需办理手续，但是记有
体检指南，请于指定日期接受体检。
※持有双重国籍的上外国人学校的人士，
请务必联系登録担当。
＜中区役所登録担当 TEL ：045-224-
8295 ＞

针对母语不是日语的考生及家长的
高中入学指南
这是可以获得高中种类、外国人入学考试
制度、高中入学费用等高中入学信息的说
明会。有县内主要高中的说明，并可接受
个别咨询。
时间：9月 22 日（星期四、节假日）
13:00～ 16:00
地点：西公会堂（横浜駅みなみ西口步行

10分钟）
＜ Me-net  info@me-net.or.jp ＞

儿童扶养补贴现状申报的提交日期
截至 8 月 31 日
每年8月，为了确认现状，需要所有补
贴享受者提交现状申报。在此期间，如果
不办理手续，则会影响以后的补贴发放，
请务必办理手续。关于现状申报的提交方
法及需备文件等，将通过邮寄通知（日文），
请确认。
【儿童扶养补贴集中受理期间】
8月12日（星期五）15日（星期一）16
日（星期二）9:00 ～ 11:00、13:00 ～
15:00（地点：中区役所7楼会议室）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课 TEL ：
045-224-8171 ＞

婴儿家庭全户访问（免费）
对于有出生后4个月以内婴儿的所有家
庭，接受过培训的“こんにちは赤ちゃ
ん訪問員（你好宝宝访问员）”将进行访
问，在家门口等地方，为您送上登载有育
儿信息的小册子和玩具等礼品。关于您居
住地区的育儿援助场所和防灾等，将告知
您该地区独有的育儿信息→将告知关于您
居住地区的育儿援助场所和防灾等该地区
独有的育儿信息。
为了调整访问日期，我们会通过电话事先
与您联系。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课 TEL ：
045-224-8171 ＞

儿童成人均可参加！  
暑假 欢欣雀跃参观工厂（免费）
在川崎市内的旧
纸回收工厂，通
过参观旧纸变身
卫生纸的工序，快
乐学习回收知识。
●时间：7月 26日（星期二）13:00～
17:30左右
●中区区民活动中心13:00集合
●对象：在市内居住、上班、上学的与外
国有关的小学生以上的儿童及成人（小学
生需监护人同行）
●申请：请通过电话（仅限日语）、电子
邮件、传真以及中心窗口告知“参加者
的姓名、年龄、地址（上班人士请告知上
班地点）、电话号码、主要语言”。※利
用往返包租巴士。
●受理开始日期：7月2日（星期六）开
始�前40名
＜中区区民活动中心＞
TEL ：045-224-8138　Fax ：045-224-
8343
�na-katsudou@city.yokohama.jp

中区日本大路35中区役所分馆1楼

还有如下好处！
通过防灾训练，可以增进与近邻们的感情。熟识周

围的人们，在发生灾害时可以给您很大的帮助。

▶在 1995 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中，得救的人约
80％是靠自救或地区内人们的救助，据说大部分都
是在地震发生后 15分钟内被救出的。实际发生灾
害时，与周围人们的互助很重要。
▶ 2011 年的东日本大地震研究结果也表明：在防
灾训练居民参加率高、居民对海啸灾害有防范的地
区，因海啸死亡的人数较少。

　　日本温泉等自然资源丰富，同时也是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
国家。既然住在日本，对于任何人来讲，防范灾害都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灾害规模越大，就越难获得消防或警察等国家机关的救助。一旦发
生这种情况，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做”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

例如，
灭火器在哪里，您知道吗？
　　平时不使用的防灾设备，在哪里 ?该如何使用 ?如果不事先确认就不能
做到立即使用哦！
到哪里避难才好，您知道吗？
　　避难场所和避难路径也是如此，要实际去走一遍，才能找到更加安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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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站也可以阅览到
本报纸。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chinese/

板块碰撞是导致地震的原因，而日本列岛恰好位于板块碰撞的位置之上，所以地震多发，据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地震约20％

是在日本发生。因容易发生地震的地方火山多，所以温泉也多。
为什么日本地震多发？

中区役所総務课　TEL ：045-224-8112

分发多语言防灾手册

问询的回答如没有写明“英语回复”“中文回复”，则仅为日语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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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夏季风景诗

▶横滨SPARKLING 
TWILIGHT 2016
7/16（星期六）、17（星
期日）
11:30 ～ 20:30

　　这是接触大海和
港口的活动。除了船
只盛装游行、放烟花、日本神轿与亚洲各国具有民族特色的
盛装游行，还有海滩救援演示、船只景观照明、横滨老字号
餐厅和酒吧等，内容丰富多彩。
地点 / 山下公园周围（自みなとみらい线“元町・中華街站”
步行 3 分钟）
咨询 /TEL ：045-681-2353

延续 450 年的县无形民俗文化遗产

▶お馬流し（盂兰盆会舞、庙会）
8/5（星期五）～ 7（星期日）盂兰盆会舞从傍晚开始

※お馬流し仅限 6 日和 7 日

　　お馬流し是用茅草做成偶人，
把灾难与厄运托付在它身上，随大
海放流的一个仪式。从傍晚开始举
办自古流传至今的庙会及盂兰盆会
舞，这是任何人都可享受的日本节
日活动。
地点 / 本牧神社境内、新本牧公園

（自 JR 根岸线根岸站乘巴士 10 分钟，
在“三の谷”巴士站下车步行 3 分钟）
咨询 /TEL ：045-621-7611

华人街中的当地节日活动

▶山下町夏祭　7/28（星期四）～ 31（星期日）

　　28 日是卡拉 OK 业
余歌唱比赛（18:30 ～）。
29日和 30日是盂兰盆会
舞大会（18 点 ～）。31
日是彩车与神轿的巡回
演出（11 点～）。
　　摊位出摊，请享受
烤鸡肉串和啤酒等日本
的节日氛围。
地点 / 山下町公園（从み
なとみらい线“元町・中華街站”步行 5 分钟）
咨询 /TEL ：045-681-5070

身着浴衣的参加者也很多！

▶鷺山竹之丸盂兰盆会舞大会
8/6（星期六）、7（星期日）19:00 ～ 20:30

　　炒面、烤鸡肉串、
刨冰、悠悠钓鱼之类的
夜市十分热闹。在组装
高台举行的盂兰盆会舞
上，可以向当地的人们
请教跳舞方法。也可以
到高台上跳舞。穿着浴
衣去挑战一下盂兰盆会
舞吧？
地 点 / 柏葉公園（ 从
JR 根岸线山手站步行 15 分钟）

　　日语是一种非常暧昧的语言，即使是同一句话，具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和说法。提前记住这些，与日本人交
流就会变得十分顺畅哦！

“すみません”
　　日本人最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原本是表达轻微的道歉，也用于询问时的招呼，意指 

“打断您很不好意思”。还用于表示感谢，意指“给您添麻烦了，很抱歉”。

点滴日语

〜与日本人交流篇〜

不出去走走吗 

不去夏季特有的节日活动看看吗？
　　盆踊り ( 盂兰盆会舞 )、お神輿 ( 神轿 ) 及烟花大会等，夏天日本有很多传统节日活动。

从地区人们齐心协力举办的温馨节日活动，到游客也来参加的大规模活动，类型多种多样。

这个夏天，您何不穿着浴衣，一起来体验日本独具特色的夏季节日活动呢？

　　每年 9 月日本的小学会举行设想灾害时孩子在学校

等家长来接的训练。中学以后家长接孩子的训练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加入学校的紧急联络网。紧急联络很少用，

所以几乎忽略它的存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东日本地震时我第一次感到紧急联

络网的重要性。那天我在家附近工作，那阵强烈的摇晃

停止后我继续工作到下班。回家后，孩子没回来，我很

着急给学校打电话，可是固定电话和手机都打不通。不

安中我打开电脑才看到学校下午 3 点 55 分发来的邮件【紧

急】有关学生回家的联络 ：学生们在学

校待机，没有人受伤。学生回家需要家长接，请家长到

学校来接孩子。看完通知我急忙骑车赶到学校接孩子。

听说有的学生因为家长赶不回来只好在学校体育馆过夜。

　　接受这次教训，一家人商量发生紧急情况、没法取

得联系时在哪儿留言、会合。所谓有备无患，让我们通

过防灾训练和紧急联络提高防灾意识，学会在紧急情况

下冷静行动以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吧。

（学习支援顾问 中国语工作人员）

外国人眼中的

日本生活和文化 发生灾害时，怎么和家人联系？

下期将在10月1日 ( 星期六）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