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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日语吧！～日语教室的介绍
您会说日语吗？如果不会的话，希望能会说一点吗？在日本的生活中，最需要的语言，当然是日语了。在生
活、游玩、工作等所有领域，只要在日本生活，日语肯定是必需的。
在此，本次介绍一下中区国际交流处的日语教室的样子。读了这些，请务必学习日语吧！

★小班上课，在快乐轻松的气氛中学习
中区国际交流处的日语教室，以初学者为中心而展开的。班级的日语水准分成 6 个等级。
本次采访的班级有 4 位学生和 1 名老师。使用一张桌子和一块白板，老师和学生是在较近距离内授课。师生
之间的提问和说明非常活跃，是在愉快轻松的气氛中进行日语学习。

★比如，有一天在教室中
1、老 师以“年末年初做些什
么？”这句话作为上课的开
场白。学生们各自谈了年末
年初的预定计划。老师在黑
板上写了个“年”字，并且
有关汉字的笔画、读法做了
说明。而且，把话题转向属
相年，从“属相年是什么？
你是属于哪一年的？”等，
从“年末年初”的用语开始，
讲授到有关文化的话题。

2、接 着，使用老师精心准备
的复印资料进行单词练习。
今天练习了“冬休み”
（寒
假 ）“ ス ト ー ブ ”（ 暖 炉 ）
等有关冬天的单词。开始
是与老师一起读发音，接
着在复印资料上抄写。老
师耐心详细地说明读法和
汉字的笔画等。

听取老师有关属相的说明

3、接 着使用课本进行会话练
习。练习时分成采访与被
采访的两组进行会话练习。
课本阅读很难，大家陷入
苦战中。

使用复印资料练习单词的写法

4、最后是制作“年賀状”
（贺
年卡）
。使用明信片和彩色
笔，制作出了漂亮的“年
賀状”（贺年卡）。老师讲
授了有关“年賀状”
（贺年
卡）的来历和写法等日本
文化，从中学习到了日本
的“年賀状”
（贺年卡）文化。
参阅课本回答采访

制作出了漂亮的贺年卡

不仅仅是语言的学习，学习日语的好处
○学习日本文化
在中区国际交流处的日语教室，通过制作“年賀状”
（贺
年卡）
等，
可以学习日本的文化。这对于在日本的生活至关重要。
○可以形成各种人际网络
前来日语教室，可以与日语老师、工作人员、朋友等形
成人际网络。在日本的生活中碰到困难、碰到文化的墙壁、
卷入纠纷时，可助你一臂之力。通过他们说不定还可以增加
日本人朋友。
○可以结识各国朋友
日语学习者来自各个国家。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
起学习，可了解各种各样的想法。

来自日语志愿者西井尚代女士的留言
询问了许多居住于横滨的
工作时间很长的外国人。虽然
想学日语人很多，但很难付诸
于行动得人也不少。碰到这种
情况，请务必鼓起勇气，敲开
日语教室的门。学习日语，不
仅仅只是为了会说日语，还可
以扩大交流，使生活变得更快
日语志愿者 西井尚代
乐。中区也设有免费的日语教
室。请务必前来学习日语吧！
●挥毫题字 ：熊峰（居住在中华街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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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了在中区国际交流处学习的各位学生
问：为何要学习日语？
答： ·为了学习日本的文化，因为喜欢
日本的文化
·只 要在日本生活，不记住日语的
话，生活会很困难
·为了找到工作
问：日语学习过程中，哪部分难度较大？
答：·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等文字较多，
难度较大
·
“雨”“飴”等以日文同音，但意
思完全不同，这类词容易混淆

问：有 很多的日语教室，为何选择中区
国际交流处的日语教室呢？
答 ：·听朋友说这边非常好。
·教 室设有各种日语水准，与自己
的要求相吻合
·离家较近，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习
学习日语吧！

问：请对初学日语者说几句。
答：·如 果继续在日本居住的话，让我
们一起学习日语吧！
·请 务必在中区国际交流处一起学
习吧！

★中区国际交流处信息
咨询 ：中区国际交流处
045-210-0667（可用中文）
主页 ：http://nakalounge.main.jp/c_index.html

★中区还有其他日语教室，由志愿者主办
并非仅限于此次介绍的中区国际交流处日语教室！！中区还有其他由志愿者主办的日语教室。教室的
开班日、地点等各不相同，请寻觅符合自身要求的日语教室！
❶日本語ひろば（日语广场）
星期二 14:00-15:30
17:30-19:00
bdpfs951@ybb.ne.jp
❷互相学習会（互相学习会）
星期四 14:00-16:00
cohata_uribomt@yahoo.co.jp

❹山手日本語教室 絆
❺にほんごの会（日语会）
❻カラパオの会日本語講座
（山手日语教室 绊）
（KALABAW 会日语讲座）
上台集会所
カトリック山手教会内
（本郷町巴士车站步行 1 分钟） （石川町站北口步行 10 分钟）
（山手町巴士车站步行 1 分钟） 星期一 13:30-15:00
星期六 19:00-21:00
星期六 15:30-17:30
100 日元 / 次
200 日元 / 次（出次需要联络）
100 日元 / 次
045-622-3863
045-662-5699
nagakm@nifty.com

❸日本語の庭（日语庭）
第 2、4 个星期六
13:30-15:30
500 日元 / 次
（日语能力审定考试对策）
090-8587-5939 阿部
sanae-abe@nif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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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街变成整洁的街区！
○“中華街をきれいな町にする会”
（让中华街变成整洁街
区会）成立了。
位于中华街的一部分垃圾回收站，在规定的收集日之外，
随意投放垃圾等现象经常出现。甚至还非法丢弃衣橱等家具
类物品。这种状况，有损观光地的形象，游客也会减少。
由此，山下町町内会、中华街各店铺加盟的横滨中华街
发展会协同组合、警察、区役所积极开展活动，努力改善这
一状况。
今后，仍将呼请居民打造整洁街区，也请各位严格遵守
垃圾投放的规则！
○请在规定的收集日早晨 8 点之前，将垃圾投放至回收站。
○收集结束后，请不要投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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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之例
①可燃垃圾（每周 2 次）
、
②塑料制容器包装（每周
1 次）
、③罐头·瓶子·塑
料软瓶·小型金属类（每
周 1 次）、⑤废纸旧布。也 11 月 28 日，作为宣传活动的一环，
举办盛装游行活动。
请参照本报第 4 版。各品
种的收集日，请参阅利用回收站的显示牌。
大件垃圾请与“粗大ゴミ受付センター”
（大件垃圾受
理中心）（045-330-5146 日语）联系、回收！详细信息请参阅
这边。
http://www.city.yokohama.lg.jp/shigen/sub-shimin/dashikata/c.html

郁金香

让我们外出
游玩

樱花

4 月中旬

可爱的郁金香，在家中庭院竞相绽放，
横浜公园内更是叹为观止。

4 月上旬

樱花是日本春天的象征。盛开的樱花非
同凡响。飘散的花瓣，将河面和人行道
染成粉红色，这也相当的美丽。

◆横浜公园
郁金香的名胜之地。4 月来临，16 万棵郁金香接
连绽放，如同梦幻般的美丽，极其壮观。每年秋天
由市民种植。

春天，让我们一边
赏花一边散步吧！

●大岡川桜まつり
（樱花节）

玫瑰

4/6（星期六）·7（星期日）
在都桥～栄桥举办音乐演奏乘船大会等各
种活动，还摆设
有各种销售食
品和饮料的摊
位。3/23（ 星 期
六）～ 4/14（星
期日）
，沿河岸
将布置灯光照明。

生活在中区的
中国人说的小故事
～中日生活的差异

○郁金香节
4/20（星期六）〜22（星期一）横浜公园
举 办 插 花 表 演、“ 花 瓣 艺 术 活 动 ”
等有关赏花的活动，众多游客前来，
热闹非凡。
○花坛展
4/20（星期六）〜
5/6（法定节假日）
山下公园
制作许多独出心
裁的美丽花坛。

5 月中旬～ 6 月中旬

飘香美丽的玫瑰，也是“横浜市花”。据
说，起源于玫瑰是在开港不久的横浜进
入日本的。

一个有关
自行车的
小故事

◆山下公园
公园内 60 大种类、
约 500 棵玫瑰争奇
斗艳。以氷川丸和
マリンタワー为背
景摄影，宛如美术
明信片一般。
◆港の見える丘公园
港の見える丘公园内 80 大种类、1,800 棵玫
瑰竞相绽放，是横滨首屈一指的玫瑰名胜。

？

◆大岡川周围
沿河两岸的樱花姹紫嫣红。从日ノ出町站或黄
金町站步行 1 分钟。
*根岸森林公园、本牧通り等的樱花也非常美丽。

春天来临，日本的各类鲜花竞相
绽放，城市变得更加华丽。
在中区，家中庭院和公园内，五
颜六色的鲜花令人一饱眼福。在此介
绍一下春天鲜花的观赏景点吧！

●花と緑のスプリング
フェア（花与绿的春展）

？

我有位北京出身的好姐妹，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有一次她讲了
个小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是・・・・・・。
有一天，因她的爱人想在附近买点儿东西，就骑着自行车去了。买完
东西之后出来，将东西都放在了自行车的前筐里，并拿出自行车钥匙去开
车锁，可是怎么也塞不进去，她爱人就有些诧异地看着周围时，突然看到
附近有个人在直盯着他看，她爱人觉得很奇怪，心想“那个人在看我什么
呢？我在开我的自行车锁这有你事儿呀？我又不是小偷！”之后又在继续
开锁，但是还是打不开。她爱人有点儿着急了左右看了看，结果那个人还
在盯着自己看着呢！正在茫然时他发现，在他自己的自行车旁边有一台
一模一样的停在那里。她爱人就想“哎哟！那台车怎么和我家的车一样呀，
会不会是那台车才是・・・・・・去试试吧！”之后就去试着开旁边的
那台车的锁，真的就把锁给打开了。
“唉哟！原来这台自行车才是啊，车
型・颜色完全一个模样让我都分不清了，真是的！”她爱人一边想一边不
好意思得看看周围，此时看到刚刚一直盯着自己看的那个人不声不响得
走到刚才开错锁的自行车处轻松打开那台自行车的锁，原来是那个人的！
她爱人就赶紧说了声“对不起 !”可是那个人却默默地骑着车离开了。她
爱人回家后说了这件事，全家觉得又好笑又不可思议，认为这种事如果
要是发生在中国的话早就会被人说“唉，哥们儿那是我的自行车。
”而且
会是直接了当地对着你说，不会一声不响的选择沉默。但孩子认为这与
日本的民主性有关，如果对方说了什么的话会使人感到尴尬，认为他默
默地守着你看这样做是礼貌。
大家看了这个小故事之后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是不是会有同
感，
或者会有其它的见解呢。
有机会你也把你的小故事说给你的朋友听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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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目寿司”
（什锦寿司）
3 月 3 日 是“ ひ な ま つ
り”
（女孩节）
。品尝什锦寿
司以示庆贺。在放了醋的饭
里，拌入切成很细的煮过的
胡萝卜、香菇、藕、油炸品、
笋等配料，制成日本的传统
仪式食品。这稍微要花一点时间，但现在也销售“什
锦寿司的配料（有各种名称）”，只要拌入煮好的饭中
即可。现介绍一下使用这类配料的简单菜谱。
★材料（2 ～ 3 人用量）
煮的较硬的两合煮饭 / 什锦寿司的配料（两合的用
量）/ 喜欢的鱼卵、锦糸卵、豌豆角、煮虾等
★制作方法
①将刚煮好的饭移至大的容器中，浇上什锦寿司配料
中准备的“寿司酢”（寿司醋）。
②一边用扇子扇风，一边将勺子直立于容器中，如同
切割般搅拌。
③饭冷却后，放入什锦寿司的配料，进一步搅拌。
④放上喜欢的鱼卵、锦糸卵（将薄薄煎烤的煎鸡蛋饼
层层卷起，切成细小状）、薄盐煮过的扁豆角、切
细的海苔等。
* 也出现在小学的
供食菜单上哟！

●关于咨询的回复，未标出“中文对应”的内容均为日语。
●在横浜市的网站上，每月也有用中文登载“広報よこはま（广报横滨）”的摘要版。此外，横浜市的网站通过机器
翻译服务译成中文。在首页（www.city.yokohama.lg.jp）点击上侧的语言名称，可进入说明这些内容的网页。

面向家中有中小学生、经济上有困难
的人～就学援助（就学援助）制度
面向孩子就读于横滨市立中小学、经济上
有困难的人，可在学习用品费、修学旅行
费、伙食费等方面提供援助。领取援助需
要满足收入限制等条件。请先阅读由孩子
就读的学校分发的“就学援助制度のお知
らせ”
，并将这其中的申请书等提交给学
校。另外，对于孩子就读于市内的外国人
学校（初级、中级）
、经济上有困难的人，
也可提供援助。详细信息请咨询孩子就读
的学校。

募集市营住宅、县营住宅的入住者
市营住宅、县营住宅是房租较低的公营住
宅。入住期间，对申请者的家庭收入等设
有限定条件。招募期间，在区役所 1 楼総
合案内及 6 楼広報相談係分发有关申请的
“募集のしおり”
（招募须知）
（日文）
，其
中记载了募集的住宅介绍、招募条件等。
●市 营住宅 ：预计在 4 月中旬募集⇒横
浜市住宅供給公社市営住宅課
电话 ：045-451-7777
●县 营住宅 ：预计在 5 月中旬募集⇒か
ながわ土地建物保全協会公営住宅課
电话 ：045-201-3673
* 若无法使用日语申请时，请通过会讲日
语的人与上述各担当部门商谈，可向您
介绍协助以母语填写申请的机构。
＜在居住方面遇到困难的人……＞
“かながわ外国人すまいサポートセン
国际服务员（中文）
区役所 2 楼 22 窗口
8:45 〜 15:45

配有口译。请在1周之前预约后前来。免费
＜有关在留手续·归化·国籍等的商谈＞
可咨询行政书士。
● YOKE 信息·咨询窗口
第 1 个星期四 13 点～ 16 点
●南区市民活动中心·外国人服务处
第 3 个星期四 13 点 30 分～ 15 点 30 分
＜有关儿童教育和学校生活的商谈＞
可咨询非常熟悉外国人教育问题的 NPO
团体。
● YOKE 信息·咨询窗口
第 2 个星期六 10 点～ 12 点 30 分
* 日语咨询还安排在第 4 个星期六
●南区市民活动中心·外国人服务处
第 4 个星期四 13 点 30 分～ 15 点 30 分
＜有关国际结婚·离婚、
交通事故等的法律问题＞
可咨询律师。
●南区市民活动中心·外国人服务处
第 2 个星期四 13 点 30 分～ 15 点 30 分

クインモール桥
クイーンズタワー

みなとみらい站

クイーンズスクエア2楼

みなと
みらい线

ランドマークプラザ3楼
自动人行道
←横浜

桜木町站

JR线

■ 南区市民活动中心·
外国人服务处（阪東橋站下车）
电话 ：045-232-9544
南区市民活动中心· 外国人服务处
（浦舟複合福祉施設10楼）
浦舟町

浦舟町

市民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関内

阪東橋站

市営地下鉄 上大岡→
国道16号

黄金町站

京浜急行

从 4 月 1 日起，一些地区罐头、瓶子、
塑料软瓶的收集日有所变化
依照利用回收站“塑料制容器包装
的收集日，请予确认。
的收集日
星期一的地区
星期二的地区
星期三的地区
星期四的地区
星期五的地区
星期六的地区

”

罐头、瓶子、
塑料软瓶的收集日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您了解分类方法吗？中文的说明手册在区役所 1 楼
総合案内派发。

＜資源循環局中事务所
电话 ：045-621-6952 ＞

搬家了。
中区役所的窗口
需在区役所办理什么手续呢？ 中区役所 2 楼 戸籍课 22 号窗口
→从搬家之日起 14 天内需提出申报。
请带好在留卡等。

●从中区搬出时
・迁往横浜市内的其它区→在新住址所在地的区役所戸籍课提交
迁入申报
・迁往横浜市外→在中区役所提交迁出申报
（①获取
“転出証明書”
）
在新住址所在地的役所提交迁入申报（添付①）
●搬迁至中区时
・从横浜市内的其它区迁来时→在中区役所提交迁入申报
・从横浜市外迁来时→
在前住址所在地提交迁出申报（①获取“転出証明書”
）
在中区役所提交迁入申报（添付①）
* 未办理迁出申报的人，即便通过邮寄也可办理手续，请咨询
22 号窗口。

电话 ：045-224-8298

未办理迁入迁出手续的话，
不能开具住址证明

·办理在留期间的更新等在留手续时
·打工时
·将孩子招来时
·向中国汇款时 等会遇到困难

迁入中区的人，这边的手续也不要忘记！
●希望孩子就读横滨市立中小学的人→请在提交迁入申报时，转
告这一要求。
●加入国民健康保険
（国民健康保险）
的人→区役所 2 楼 24 号窗口
在 中区内搬迁的人、从横滨市内其他区迁来的人，也请带好
家庭全体成员的保险证、印章。
●领取横滨市小児医療費助成（小儿医疗费补助）
（1 岁以上有收
入限制）的人、以及今后希望领取的人→区役所 2 楼 24 号窗口
请带好医疗证（领取者）
、健康保険証（健康保险证）、印章。

●在中区内搬家→在中区役所提交迁居申报
注意 ：以下情况时，
需要出示显示与户主关系的
“婚姻証明書
（证明书）
“
”出
生証明書（证明书）”等确认资料
★家庭成员已经住在中区，以丈夫·妻子·孩子等身份迁入这个家庭时
★从国外全家迁入中区时

下一期预定在2013 年 6 月1日发行。

YOKE信息·咨询窗口

（パシフィコ横浜
国際協力センター5楼）

可用中文商谈

提供区政府业务指南、窗口的口译、办理各种证明时申请
书的填写支援等。如果担心用日语办理手续时发生困难，
请提出要求可获得帮助。

这可怎么办！！
疑问解答

■ YOKE信息·咨询窗口
（みなとみらい站下车）
电话 ：045-222-1209

ター”是支援外国人入住租借住宅的志愿
者团体。面临寻找住宅、因语言及习惯不
同而产生纠纷等困境的人，请随时与该机
构商谈。
●使用中文的商谈日期
星期三 13 点～ 17 点
●地点、咨询
横浜ＹＭＣＡ 2 楼（関内站下车）
电话 ：045-228-1752

●领取児童手当的人→区役所 5 楼 54 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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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印刷品的印刷用纸可以回收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