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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月起，本人很荣幸担任中区区

长一职。中区是拥有与友邦的外籍人士，

特别是中国的往来历史极为久长的城市。

而经由这次东日本大地震后，再次体会到

中区居民之间日常往来交流的可贵性，今

后将期许能够在这个地区，建造一个日本

人以及外籍人士共同理解生存的环境。恳

请各位多多支持与指教，谢谢。

■不相信无根据的传言

　　关于地震，有人通过电子邮件及博

客散布无根据的谣言，煽动骚乱。

大家不要相信出处不明的信息及谣传，

在冷静地判断后采取行动。

■横滨市对放射线量进行监测

　　由于福岛核电站在地震中受灾，因

此横滨市监测大气中的放射线量及自来

水中的放射线物质浓度，并将结果公布

在网站上。此外，该网站还与可获得有

关放射线基础知识的专门机构链接。横

滨市的网站可通过机器翻译功能，将包

括链接对象在内的内容译成中文（请参

照第 4页），请大家浏览。另外，横滨市

外国人震灾信息

中心（电话：222-

1209）还用中文提供大家关注的信息。

■请大家节电

　　夏季，电力的使用量增加，预计在

白天的用电高峰时段将发生电力不足。

请大家协助节电（请参照第 3页）。

■对于因震灾使销售及业务受到影响的

各位

　　因地震造成店铺损坏、商品无法销

售等受震灾的影响导致销售额大幅度下

降的市内中小企业，为了支援而创设“震

灾对策特别资金（利率为 1.5％以内）”。

有意申请者 ,请到金融机构申请。期限

至 2011年 9月 11日，有条件限制。有

关中文的说明，请与横滨市外国人震灾

信息中心（电话：222-1209）洽询。

专辑：为了防备大地震
从东日本大地震中吸取的教训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今年 3月 11日发生了东日本大
地震。本次地震是日本观测史上最大的地震（震级为里氏

9.0，地震烈度为 7），以岩手、宫城、福岛县为中心，还发
生了巨大的海啸灾害，死亡人数超过了 1万 5000人，超过
38万户房屋受损，是一次特大灾害 (于 2011年 5月 13日
时点截止 )。中区也记录了地震烈度超过 5（请参照右下栏）
的摇动。今后，如果横滨发生大地震，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

生命，我们目前能够做些什么，对此请大家认真考虑。

地震烈度超过 4，便有物体倒下的危险。
地震烈度 1 在室内的部分人能够感到轻

微的摇动。

地震烈度 2 在室内的许多人能够感到摇

动。

地震烈度 3 几乎在室内的所有人都能够

感到摇动。

地震烈度 4 悬吊的灯具等大幅度摇动。

地震烈度接近 5 格架上的餐具及书籍等可能

掉落。没有固定的家具可能

移动。

地震烈度超过 5 若不抓住其他物体则难以行

走。没有固定的家具可能倒

下。未加固的院墙可能倒塌。

地震烈度接近 6 人们难以站立。门有时无法

打开。墙壁上的瓷砖及窗户

玻璃可能破损、掉落。

地震烈度超过 6 人们只能爬行移动。木结构

建筑物也可能倾斜或倒塌。

地面也可能出现较大的裂缝。

地震烈度 7 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物也可

能倒塌。

想去日语教室学习

孩子从学校带回来的资料内容

看不明白，真着急

想询问有关签证的问题，但

不知道去哪里打听

对此，我们提供中文说明。

●挥毫题字：熊峰（居住在中华街的画家）

到横浜公园避难的民众

関内ホール的人行道遭到损坏

区政府前的人行道出现裂纹

地震烈度与摇动的程度

用中文提供生活信息及举办日语教室的说明。

中区国际交流处
（电话：045-210-0667）

● 10:00 ～ 17:00，星期二、星期六至 20:00
● 每月的第 4个星期一（节假日时为次日）为休息日

也有中国人
工作人员

中区区长

牧野孝一

大家小心 ! 为了避免食物中毒，请不要吃生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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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什么时候、到哪里避难？
首先到附近的宽阔地点

　　邻居之间相互照应，步行前往公园、学校、以及广场等宽

阔的地点避难，观察状况。平时参加自治会的町内会活动等，

邻居之间可相互熟悉，会比较放心。

如果自家房屋倒塌或烧毁，请到附近的“地域防災拠点（避难所）”

　　避难所是无法在自家居住时提供临时过夜

的地点。此外还收集是否平安信息和受灾信息

→中区为下图中的 ～

发生火灾等危险时，请到附近的“広域避難場所（广域避难场所）”

　　广域避难场所是为了防止较大火灾的热量及浓烟威胁生命，

进行临时避难的宽阔场地，并不是建筑物。→中区为下图中的

～

如果受伤，请到“地域医療救護拠点（区域医疗救护据点）”

　　在中区，设置了 、 、 、 、 、 的“地域防災拠点”

●想获得中文信息时
横滨市网站 www.city.yokohama.lg.jp/zh-s/

　　以机器翻译功能提供多国语言翻译（请参照 P4）。3月 11

日的地震发生后，横滨市立即在网站的首页画面，以紧急信息（市

内受灾状况、电力 ·自来水 ·煤气、铁路等生命线的状况、以及

回家困难者的收容设施）为首，传达计划停电、放射线量等与

地震相关的市区最新信息，可用中文阅读这些信息。此外，也

能够翻译链接对象的网页。

电视节目“NHK World”www3.nhk.or.jp/nhkworld/

　　可在网上以多国语言阅读新闻。

NHK World广播节目

　　www3.nhk.or.jp/nhkworld/english/radio/program/16lang.html

同样，可选择多国语言收听新闻。

FM Inter-Wave（国际调频广播）76.5MHz

　　发生灾害时用多国语言播送灾害信息以及是否平安信息。

横滨市外国人震灾信息中心（电话：222-1209）

　　发生较大灾害时，用多国语言提供受灾状况、生命线的信息，

并且受理商谈。

●在原地保护自身的安全
慌乱地逃到外面十分危险

　　在家中时，将座垫顶在头上，或钻

到结实的桌子下，保护头部。停止摇动

后，再确认出口，关闭火源。

在户外时，应注意落下的物体，按照相关人员的指示行动

　　使用手袋或皮包保护头部，注意躲避窗户玻璃的碎片、广

告板等落下的物体。如果在海边感觉到较长、较大的摇动，也

应注意预防海啸，请到高处避难。

*发生大地震后，“余震”将持续发生
　　余震是在大地震之后发生的较小地震。也可能发生多次余

震、并持续多日，也可能发生与最初的地震相同程度的大地震。

请注意“緊急地震速報（紧急地震速报）”
　　预测到地震烈度接近 5以上的地震时，

电视及广播将播放警报和地震消息。有些型

号的手机也会接到警报。至发生较强摇动为

止有数秒至数十秒的时间，请不要慌张，保

护自身的安全。

发生大地震
这时，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需要与家人联系时
　　发生大规模灾害时，电话及手机短信难以保持畅通。这时，

“灾害用留言服务”将发挥作用。

NTT灾害留言电话 171
　　请拨打 171，然后根据语音说明操作。

也可以通过手机、PHS利用。

〈录音留言时〉171→ 1→“地区号码－ XXX-

XXXX（仅限自家等的电话号码、固定电话）”→录音

〈播放留言时〉171→ 2→“地区号码－ XXX-XXXX（仅限对

方的电话号码、固定电话）”→播放

各位参加日语教

室－“日语广场”

学习人员的感受

3月 11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当时的情况
· 房间的灯具摇晃，很可怕。蒙在被子里一直等

 到摇动停止。

· 与外出工作的丈夫无法打通电话，十分担心。

· 第一次遇到地震。非常吃惊，立即逃到外面。

· 厨房油锅里的油摇晃洒出非常危险，所幸未发生火灾。

平时做好准备

◎ 3天的食品、水（每人每天 3公升）、トイレパック（如

厕袋）（每人每天 5个）。如厕袋是停水时设置在厕所中

用以处理粪便的用具。

◎ 使用防倒装置固定家具，避免倒下。

 トイレパック（如厕袋）、防倒装置固定家具在居家修

缮中心等的防灾用品卖场有售。

* 自家房屋及周围没有
火灾的危险时、以及自

家房屋没有倒塌的危

险时，不一定进行避难。

 请事前亲自步行确认

北方小学

元街小学

本町小学

立野小学

大鳥小学

山元小学 間門小学

本牧南小学

本牧小学

港中学

吉田中学

富士見中学

仲尾台中学

横浜総合高中

横浜公园

山下公园

港の見える丘公园

根岸森林公园

紅葉ケ丘一带

野毛山公园

本牧山頂公园一带

石川町站

関内站

山手站

桜木町站 馬車道站
日本大通り站

元町・中華街站

伊勢佐木長
者町站

阪東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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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外出游玩 在炎热的夏天，大家到游泳池嬉水！

● 本牧市民プール（本牧市民游泳池）
设有大型游泳池 ,儿童戏水池，滑水道

中区本牧元町 46-1

从 JR“根岸站”乘坐市巴士 54、97系统在“本牧市民

公園前”巴士站下车

电话：045-621-5012（仅限开放期间）

开放期间：7月 9日（星期六）～ 9月 4日（星期日）　

9:00-17:00

费用：成人 800日元 /1次，儿童（3岁以上至中学生）

200日元 /1次

● 横浜プールセンター（横滨游
泳池中心）

设有流水游泳池 ,儿童戏水池。

磯子区原町 14-1

从 JR“根岸站”步行 8分钟

电话：045-761-1948（仅限开放期间）

开放期间：7月 9日（星期六）～ 9月 4日（星期日）　

9:00-17:00

费用：成人 800日元 /1次，儿童（3岁以上至中学生）

200日元 /1次

　　炎热的夏天，同家人或朋友一道畅快地游泳是个好注意！下面介绍在中区内及附近地点可方

便利用的市民游泳池及海水浴场。但是，夏季嬉水时可能发生事故，因此请大家遵守规则，快乐

地游玩。此外，有些地点没有停车场，并且发生道路拥挤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请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各设施规定了利用时的注意事项，请事前确认。

● 元町公園プール（元町公园游泳池）
设有 50m游泳池

中区元町 1-77-4

みなとみらい线的元町 ·中華街站步行 8分钟

电话：045-651-7123（仅限开放期间）

开放期间：7月 9日（星期六）～年 9月 4日（星期日）

白天：9:00-18:00　夜场：18:00-21:00

费用：白天 200日元 /1小时，夜场 300日元 /1小时

备注：小学4年级以上为对象。夜场以中学生以上为对象。

小学 3年级以下在家长（穿游泳衣、游泳裤）1人的陪

同下可 1人入场。

日本的生活

请了解这些必备知识！ 通过节电实现生态环保型生活

　　大家知道，3月 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对民众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影响。尤其在电力方面，发电站受灾导致了电力供

给减少，因此对企业及市民提出了开展节电的要求。在用电量最多的夏季到来之前，为了避免发生计划停电，无论是在家庭还

是公司，让我们大家努力推进“巧妙的节电”。

○在家庭可实现的节电事例

　　在日本的家庭耗电中，空调、照明、

以及电冰箱这 3项占一半以上，如果

加上电视机则达到约 7成。

·减少待机耗电（插座）

　　将不使用的电气设

备的插头从插座中拔

出。因为不使用时也耗

费待机电力。

·照明

　　随手关闭不需要的照明。如果将

白炽灯泡换成 LED灯泡，耗电量可降

至 1/6。

·电视机

　　降低电视机的亮度和音量，可降

低耗电。将屏幕擦干净后，即使亮度

降低也不影响观看。

·电冰箱的节电

　　将冰箱内的温度设定为“中”或

“弱”，并且防止装入过

多的物品。

·空调的温度设定

　　冷气时以 28℃为大

致的标准。对冷气的设

定升高 1℃，可节电 3 ～ 5％。

○ 7月～ 9月的节电目标

　　由于因发电站受灾导致发电量不

足，因此在用电较多的 7月～ 9月设

定节电目标。请大家提供协助，想方

设法节电。

○从防止地球温暖化的观点出发推进

节电

　　近年来，对于地球温暖化（地球

的气温上升，海平面升高等），世界各

国产生了顾虑。造成地球温暖化主要

原因的温室效应气体是由电气设备的

因素发生的，因此推进节电活动除了

应对特大震灾之外，作为防止地球温

暖化对策也具有效果。例如，

［绿色帘幕］：在建筑物周围种植藤蔓植

物，以生长的藤蔓和叶子遮挡直射阳

光，防止建筑物内部的温度升高。

［洒水］：在道路及院子的地面等洒水是

日本的习惯。喷洒的水分蒸发，带走

地面的热量。

［清凉商务］：为了在将空调温度设定为

28℃的夏季办公室内舒适地工作，可采

取不系领带、

穿半袖衬衫等

轻装对策。

请您考虑一

下。

 

 

 

 

元町・中華街站

間門交叉路口

JR根岸
站

掘割川

八幡橋交叉路口

本牧市民プール

横浜プールセンター

港の見
える丘
公园

元町公园

エリスマン邸
（艾利斯曼）公馆

元町公園プール



2011年度儿童津贴（至 2011年 9
月底）

　　抚养中学毕业以下儿童者，每个儿

童每月可领取 13,000日元。出生、或从

市外迁入后，请在 15天以内办理手续。

此外请注意，领取津贴者需要每年提交

现状申报。

　　申请表格可从こども青少年局网站

（URL:http://www.city.yokohama.jp/me/

kodomo/katei/kosodate/kote-index.html）下载。

〈こども手当受付センター（儿童津贴受
理中心）　电话：045-641-8411　〉

2011年度国民健康保险费的金额决
定通知 ·国民健康保险加入者用游
泳池折扣券

　　本年度的国民健康保险费的保费金

额决定通知将于 6月中旬发出。请确认

通知内容，在缴纳期限之前缴纳。此外，

在与国民健康保费金额决定通知一同发

送的《国保消息》中附有游泳池折扣券。

该游泳池折扣券可在本牧市民プール、

横浜プールセンター使用。

〈中区役所保険年金課　电话：045-224-

8315〉

私立幼儿园就园奖励补助金

　　对在横滨市内进行了住民登录或外

国人登录、并且在市内居住、就园于私

立幼儿园的儿童支付补助金。该补助金

的金额根据本年度家庭的市民税税额及

就园的儿童人数等条件决定。6月份通

过幼儿园分发申请表格，通过幼儿园提

出申请。补助金的支付将于 12月前后通

过幼儿园进行。

〈こども青少年局子育て支援課　电话：
045-671-2085〉

南区服务处

提供口译服务的免费专门咨询

　　南区市民活动中心　外国人服务处

（简称　南区服务处）提供配备口译服务

的法律等专门咨询。※全部需要预约，

每次 2件（1件 45分钟）

○法律咨询　第 2星期四　13:30 ～ 15:30

○居留咨询　第 3星期四　13:30 ～ 15:30

○教育咨询　第 4星期四　13:30 ～ 15:30

预约电话：045-232-9544（日语）、045-

242-0888（外国语）

受理时间：每天 9:00 ～ 17:00（第 3星

期一及年末年初休息日除外）

举办地点：南区市民活动中心 ·多文化共

生服务处（南区浦舟町 3-46 浦舟複合福

祉施設 10F　从市营地铁阪東橋站步行 5

分钟、从京浜急行黄金町站步行 10分钟）

您是否已经做好了地面数字电视广

播的接收准备？

　　地面模拟电视广播将于 7月 24日停

止，改换成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接收地面数字电视广播时，需要使

用UHF天线和对应地面数字广播的接收

机。有关详细内容和不明之处，请与客

户服务中心洽询。

※禁止电视机的违法丢弃！

不需要的模拟电视机在废弃时，请与新

更换购买的数字电视机的零售店等洽询。

〈总务省地面数字电视客户服务中心　电

话：0570-07-0101〉

指南手册（中文）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oho_

tsusin/dtv/pdf/chideji_hayawakari04_cn.pdf

横浜マリンタワー（横滨海洋塔）
中区居民优惠月（6月）
　　为了庆

祝横浜マリ

ンタワー开

业 50周 年，

以在横滨市

18区内居住

的居民为对

象，开展对

展望台入场

费打半折的

“区民优惠月活动”。6月份以中区居民为

优惠对象。请出示可证明住址的证件（驾

驶执照及保险证等）。

地点：中区山下町 15　みなとみらい线

“元町 ·中華街”站步行 1分钟

展望台的营业时间：10:00 ～ 22:30（入

场截止至 22:00）

优惠入场费：成人 375日元，中学及高

中生 250日元，小学生 125日元，儿童

100日元，不满 3岁免费

〈横浜マリンタワー  电话：045-664-1100〉

关于洽询的答复，未标出“中文对应”

的内容为日语。

＊本印刷品可以作为印刷用纸张回收利用。下一期预计于 2011年 9月 1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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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怎么办！！

疑问解答
问：打算去区政府办理手续，但是不懂日语，该怎么办？

答：中区区政府从今年 4月开始，配备了可讲中文的国际服务员。
　　国际服务员提供区政府业务指南及口译、日常生活信息指南、发行各种证明的申请书填写指导等，如果担心用日语办理手

续时出现困难，请提出要求可获得帮助。平时，国际服务员在区政府 2楼户籍课工作。此外，还配备了可讲英文的国际服务员。

“如果有事情不明白，请

尽管来找我。我希望帮助

大家在中区生活得愉快。”

※ 国际服务员的服务时

 间为 8:45 ～ 12:00、

13:00 ～ 15:45。

★国际服务员（中文）

廣野女士对大家说
＜通过机器翻译，也可以从市、区政府网站获得信息＞

　　横滨市政府开始提供网站的机器翻译服务，将以日文制

作的横滨市政府网站（日文），翻译成中文（简体字、繁体字）

等多种语言。但由于是利用机器翻译（自动翻译）获得的翻

译结果，所以不一定完全正确。翻译结果有时可能与日文网

页的原文内容有所出入。此外，翻译内容仅限 HTML文件，

不翻译 PDF等图像数据。　www.city.yokohama.jp

　　对市政府网站选择机器翻译后，若进入区政府网站，则

对该链接对象也进行机器翻译。选择翻译

时，请在市网站首页上部点击所需语言，

然后点击右侧的自动翻译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