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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日本的心和美的庆典

四国 ‧ 中国地区和服着装大赛获得圆满成功

   2014 年 11 月 16 日，由全日本和服顾问协会主办

的“2015 年度日本的心和美的庆典 --- 四国 ‧ 中国地

区和服着装大赛”在德岛市的 Awagin 大厅举行。来

自四国 ‧中国地区 9县的 143 名选手参赛。

   全日本和服顾问协会 , 每年在日本主要城市举行

“日本的心和美的盛典 --- 全日本和服着装大赛・和

服节”。今年迎接第 43年 ,举办地已超过 310 个城市。

自 2002 年起外国人也可参加 , 已成为“世界大赛”。

举办此活动目的在于宣传和服的优雅美，普及和服文

化，继续传承和服所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化。

   和服是日本人的传统民族服装，也是日本人引为

自豪的文化遗产。和服的穿著技巧，乃是随着时代的

变化，季节的变化，融大自然之风花雪月，鸟翔鹤飞

于优雅的锦缎丝绸之中，琢磨考验，蕴育而生。高雅

而优美的图案，源自于日本民族对于自然的欣赏、故

土与历史的眷恋，以及对美的情境和人本精神的细腻

感受。

   和服不仅融合了优雅气度与深层内敛之本质，更

反应了穿著之人的“心”与“动”的和谐，每一套优

美的和服，都经精心裁制，多次染制，讲究穿著时的

每一个细节及步骤的完美统一。因此，无论是坐姿、

站姿、走路、登楼，还是一颦一蹙，一举一动，都需

经由完整的学习训练，而成为内外兼具的完美礼仪。

和服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赏花幕”，因为和服的图

案与色彩，反映了大自然的具体意象，当人们穿著和

服走动时，会因为晃动而使得和服如同一块动态的彩

带，体现出人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天籁”。

    本次比赛共分为“女性部”、“男性部”、“儿童部”、

“外国人部”、“学校对抗部”等七个部分，选手们在没

有镜子的舞台上将一人完成和服与腰带的穿戴。当穿

好和服的选手们一一走向舞台前方时，来访的约 800

名观众为他们送上热烈掌声。

    在评审中，不仅要看和服，腰带，头花是否漂亮，

礼仪作法也是裁判的评判标准。谁用的时间最少，穿

的又最漂亮，谁就会赢得比赛的大奖。参赛选手中，

美马市胁町猪尻的公务员泽田知明（27 岁）脱颖而出，

无论在穿着速度还是在礼仪作法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

平，受到了评委们的高度赞扬，获得冠军。

   在本次比赛中获奖的泽田等 30 名选手和 3个团队

将参加 2015 年 4 月在东京举行的全日本和服着装大

赛世界大赛。

                        文：德岛县国际交流员

图：Melissa Palsenba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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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投稿 /温馨提示

   2014 年 11 月 7 日 , 我被邀请出席了南通市老年

康复医院创立 20 周年纪念庆典。南通大学副校长等

很多贵宾出席了本次庆典。姜敏辉院长讲述了自医院

建立以来迄今为止的历史，取得的成就等。很多来宾

纷纷送上祝福，我也作为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表

达了祝福。

    在庆典上，护士们表演精彩的舞蹈、短剧、大合

唱等节目，观众们纷纷送上热烈的掌声。

    9 日早上 ,工作人员带我到市镇广场 ,参观“大

型义诊”活动。那里聚集了很多人，大家排队等着受

诊呢。 在路边上摆列很长的桌子 ,专家和护士一对

一的正在测血压、血糖，确认每个人的状态。

   义诊专科有心内科、呼吸科、普外、康复科等 20

个专科。全部由副主任医师以上专家组成。为感谢社

会各界长期以来对该医院的关心与支持，感谢百姓对

该医院的肯定与信赖，每年举办 3～ 4次“大型义诊”

活动。并且，免费测量血糖、血脂、血压，还有现场

赠药。我也测了血压，结果比平常值高，只能苦笑了。 

   我问一位女士：“您每次都来受诊吗？感觉如何？”

她回答：“每次都来，受诊之后很放心，非常感谢医

院的帮助。”其他的人也面带笑容正和专家和护士沟

通交流着呢。

    听说“大型义诊”活动，每年的预算为 10 万元 (187

万日元左右 )。我认为这活动非常有意义， 对老百姓

来说也是件非常宝贵的机会，祝愿南通市老年康复医

院蓬勃发展，造福老百姓。

          图 /文：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生田治夫

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的“大型义诊”活动

― 慈善诊疗 ―

日本出现“医疗费通知”邮件病毒

提醒华人高度警惕

   伴随计算机在各个领域的普及应用，病毒邮件已

经成为各国面临的“公害”问题。同时，犯罪分子还

通过这类邮件进行欺诈，其内容也是花样繁多。日前，

日本又出现“医疗费”病毒邮件。据日本 NHK 电视台

报道，据国内各界反映和统计，日前，日本多家公司

职员电脑开始受到一种新的病毒邮件侵害。该病毒谎

称为企业的“健康保险组合”，因此难以被发现和识破。

针对该问题，日本相关安全机构呼吁国民提高警惕。

   据日本信息安全机构ＪＰＣＥＲ介绍，据调查，该

病毒邮件自上个月通过互联网开始在公司职员之间传

播。发件人伪装成各个公司的“健康保险组合”，邮

件内容为“该邮件为通知邮件，向使用保险看过病的

职员发送相关医疗费用”。邮件还带有名为“医疗费

用明细”的附件，如果收件人点击打开，病毒会立刻

入侵电脑，可使电脑处于被远程操控的状态，保存的

信息将被窃取，还有可能被用于攻击其他电脑。目前，

被盗名的各企业“健康保险组合”已分别在各自主页

上加强宣传，呼吁职员引起注意，不要轻易打开相应

病毒附件。日本ＪＰＣＥＲ机构负责人介绍，黑客发

送的病毒信息事关收件人自身利益，令人不自觉引起

关注，这是非常巧妙的攻击手段。各企业也应该及早

设立专门窗口，加强有效应对。

   在此也提醒在日广大华人朋友特别是在日企工作

的朋友，近一段时期应谨慎应对相关邮件，及时通过

在所在企业有关网站进行事前确认，防止受害。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

谨防代购中的法律风险

   近年来，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不少在日居住中

国公民通过海外代购形式向国内寄送日本产品赢利，

部分留学生视其为勤工俭学，从中赚取生活费。但是，

此类活动存在违法风险，应引起注意。

   日本有关法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反复或有规模

地进行倒卖活动属商业经营行为，需要取得相关许可，

从业外国人须持有相应在留资格。未持有相应在留资

格的留学生、技能研修生如果从事上述活动，将被视

为非法经营接受处罚或被遣返。

在此，我馆提醒中国公民了解并遵守日本相关法规，

谨慎对待海外代购事宜，避免触犯法规。

                            来源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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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岛方言

   在德岛生活的时候是否会有听不懂看不懂的单词呢？而经过查找才知道，其实它们

是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单词。对的，这就是德岛方言。本期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有趣

的德岛方言吧！

摘引自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发行的《ええじょ！とくし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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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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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

日本岁末的风景线

   每年年末，都是日本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日

本人把每年的最后一个月称为“师走”，在日本人看来，

老师是个地位很高的职业，每天悠闲地迈着方步。可

是，一进入 12 月，老师都要忙得“跑起来”，其他的

人更可想而知了。在这最忙碌的一个月中，各种各样

的忘年会是重头戏。

　　在“忘”字上大做文章。日本是一个讲究遗忘的

民族，他们常说“记忆是为了忘却”。每到 12 月，所

有的部门机构，都要举行各种类型的“忘年会”，也

就是年末大聚会。在日本人看来，这一年里，好的事

情已经享受了也过去了，应该忘掉了，坏的事情也经

历过痛苦了，也应该彻底忘掉，所以，几乎所有“忘

年会”的主持人，在举起酒杯的时候都会在一个“忘”

字上尽情发挥阐述一番。

   据说，日本从镰仓时代开始，皇族和贵族们过年

的时候就开始强调一个“忘”字了，他们会一边喝酒

一边在创作的和歌与俳句中填入“忘”的内容。到了

江户时代，老百姓通过举办“忘年会”的形式，一边

喝酒作乐一边忘掉过去一年的忧愁。　

   如今，日本各行各业形成了“忘年会文化”。每到

岁末，企业常常要组织员工到温泉胜地举行忘年会。

随着忘年会的规模不断扩大、预算不断提高，一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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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养生粥

正粤粥铺养生粥

业也开始收取“会费”，还有的从员工每个月工资里

面扣除，有的则是公司支付“补助”，成为公司福利

的一个组成部分。忘年会已经成为日本企业一年中最

重要的一项集体活动。现在就连学校的小学生也要组

织忘年会，有趣的是，对于没有收入的小学生，干脆

自带食物参加。

　 举办忘年会之前，要专门推选“干事”或者“干

事长”，负责具体组织。一些企业还要求各部门早早

地准备搞笑节目，然后到台上比个高低。还有的要请

外面“赶场子”的文艺团体来捧场凑热闹，有的企业

则在这种场合进行年终表彰。不过，即使是在表彰的

时候，老板也会强调，“大家把这一年的好事坏事都

忘了吧，明年我们一起努力 !”日本著名小说家坪内

逍遥写出了一本题为《忘年会》的小说，描述了日本

这种独有的“忘”文化。

　 岁末大清扫有特殊含义。除了赶场子似的参加各

种忘年会，岁末日本人还要忙着各种大扫除。每年从

12 月 29 日开始就放假了。因此，12 月 28 日是一个

各个部门“大扫除”的日子。这种景象被称为“师走”

的“风物诗”。 这一天，各个社区的老人、家庭主

妇也会走上街头搞“大扫除”，然后再回到家里全家

总动员搞“大扫除”。通常，在此前后，日本的神社、

寺院也要举行“大扫除”活动，这也是他们一年宗

教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

   在日本，岁末“大扫除”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打

扫卫生，而是有着特殊的含义，要把一年来没有能

够去掉的污尘都清扫出去，为迎接新年的“岁神”

做准备、为新年的新心情做准备。每到岁末“大扫除”

的前夕，市场销量最好的东西就是擦玻璃的毛巾和

“大扫除手套”，有的商家干脆设置“年末清扫用品

专柜”。

   岁末忙着送礼。日本有“送礼天国”之称，“岁暮”

送礼更是年底的重要的内容。进入 12 月后，几乎每

个成年人以及家庭、企事业部门都要考虑选送“岁

暮”的名单和物品。一般来说，人们要给自己的上司、

朋友、客户、亲属、老师购买“岁暮”礼物，选购

礼品成了一项不小的任务，于是，各大商场的“岁暮”

礼品专柜又应运而生了。

                                   摘引自和风日语

   养生粥源自中国千年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备受历代养生家的重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

饮食之一。粥不仅自身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具有滋补、祛病、养生等功效，更是其他营养食物的绝佳载体。

任何食物与粥为伍，都会变得亲切温暖，让人百食不厌。本期向大家推荐由正粤粥铺提供的冬季养生粥。欢

迎大家到湖南品尝正粤粥铺的养生粥。

食材：

原料：大米 150 克，乌鸡、花旗参、桂圆、莲子、大枣、

     黑木耳。

调料：食用油 200 克（实耗 10 克），香油少许，胡椒

     粉少许，精盐 4小匙，味精 1小匙。

制作流程：

1、乌鸡、花旗参、桂圆、莲子、大枣、黑木耳洗净。

2、大米洗净拌入少量油。

3、生姜洗净切丝，香葱洗净切成葱花，香菜切末。

4、将米放入粥锅，加水煮开，转中火煮约 30 分钟。

5、放入乌鸡、花旗参、桂圆、莲子、大枣、黑木耳。

  及其余调味料一起煮开后，再继续煮几分钟即熄火，

  食用前加入香菜、葱花、胡椒粉即可。

                                    图 /文：正粤粥铺

正粤十全大补粥

有益于神经衰弱、补虚亏损、增强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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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任保育园 /劳动咨询通知 /活动导航

眉山圣诞夜景

    举办圣诞音乐会，圣诞灯饰会，并且晚上眉山

缆车照常营业。另外还设置了圣诞节用的彩灯。欢

迎大家前来感受眉山的圣诞气息。

日期：2014/12/1（周一）～ 12/25( 周四 )

地点：德岛市眉山山顶

咨询：眉山登山缆车

TEL ：088-652-3617　

“人形净琉璃”德岛公演

   特邀嘉宾为大家说明如何操控人偶。也将会上演净

琉璃剧目“倾城阿波鸣门 顺礼歌之段”。大家来感受

人形净琉璃的魅力吧！

日期：2014/12/13（周六）17:00 ～ 18:30

地点：德岛市川内町宫岛本浦 184

咨询：德岛县立阿波十郎兵卫宅邸

TEL ：088-665-2202

高开石积灯饰夜景

   吉野川市美乡至今仍然保存着用石块搭垒的建筑。

该建筑美丽而雄壮，是市民的骄傲。通过灯饰的照映，

石块展现出让人充满幻想的优美的姿态，是德岛县冬

日里的一道风景线。

日期：2014/12/20（周六）‧21（周日）17:00-21:00

地点：吉野川市美乡字大神  高开石积

咨询：美乡萤火虫馆

TEL ：0883-43-2888　　

交通：JR 德岛线“山川站”下车～巴士 20 分钟。

神山温泉浪漫烛光夜 &狮子柚子汤

   快来神山温泉享受神秘浪漫的烛光温泉吧！还有

每年惯例的神山温泉冬季一道风景线“狮子柚子汤”

等着您。具体活动内容，请参照网站内容。

日期：2014/12/20（周六）～ 12/23( 周二 •节假日 )

     17:00 ～

地点：名西郡神山町神山温泉

咨询：神山温泉

TEL: 088-676-1117

   马上就要到小朋友们非常期待的圣诞节了。这

个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容易感冒，大家一定要多注

意防寒保暖。本月向大家介绍“擤鼻涕的方法”。

首先练习用鼻子呼气的动作。平常玩游戏时延长时

间，将撕成细长的卫生纸巾一端稍微弄湿粘贴在大

人的鼻头上。每当用鼻子呼气时，卫生纸巾就会动

起来。因为小朋友们非常喜欢模仿大人，所以他们

看到之后会跟着做。然后，使孩子闭上嘴巴，按住

鼻子的一侧，一口气用鼻子呼气。但是，如果过分

用力的话，就容易伤到耳朵，要多加小心。能否很

好地擤鼻涕，会有个人差异，但是一般在三岁左右。

为了让孩子能够很好地擤鼻涕，大人应要多帮忙。

   因为鼻子有抵御感冒等病毒侵害的过滤作用，

擤鼻涕也可预防感冒。

＜松球圣诞树＞

① 在松球上面用黏合剂挂上串珠和亮晶晶的装饰

  物（百元店有卖）。给松球喷上彩色喷雾，撒散

  像雪一样碎棉花，这样会变得更加华丽。

② 用布或可爱的包装纸包住塑料瓶的盖子，制作

  底盘，用黏合剂贴住松球。

图 /文 ：井上和惠 老师

    今年最后一次的劳动咨询会。有关解聘，拖欠工资，

劳动纠纷等问题可向律师或德岛县劳动委员会委员进

行咨询。不需要申请，直接到会场即可，也可以事先

预约。预约时间到 12 月 22 日（周一）下午 6点为止。

不会日语的外国人请跟翻译一起来。

举办时间：2014 年 12 月 23 日（周二）

          13:00 ～ 16:30（受理时间为 16:00 为止）

举办地点： シビックセンター 4 楼

咨询费：免费

预约・询问处：088-621-3234

德岛站前劳动咨询会



   人権を守って、輝く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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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导航

TOPIA 年末年初假期安排

2014 年 12 月 27 日（周六）～ 2015 年 1 月 4 日（周日）闭馆

河边圣诞老人

  活动期间，圣诞老人将乘船到河边给小朋友带来

约 3000 份的礼物。

日期：2014/12/23（周二 ‧节假日）～ 25（周四）

      18:00 ～ 21:00

地点：德岛市 新町川・田宫川・助任川

咨询：新町川保护会

TEL ：090-3783-2084　　

交通：从 JR 德岛站步行 10 分钟

鬼笼野 灯展

   约 5ha 的农田里全部点上蜡烛，让烛光照耀乡间，

并且在水田上放入点上蜡烛的小船，使约 300 艘小

船漂浮在水面上。

日期：2014/12/24（周三）‧25（周四）2015/1/2（周五）

      17:00 ～ 20:00

地点：神山町鬼笼野　鬼笼野公民馆周边农地

咨询：鬼笼野公民馆 TEL ：0884-78-0249　　

交通：从 JR 德岛站开车约 45 分钟

美术馆之圣诞节 2014

   我们将举办以“在美术馆过圣诞节”为主题的各

种圣诞庆祝活动。让每个到访游客感到温暖温馨。

活动包括：圣诞画廊画展“梵高与向日葵的故事”、

德岛少男少女合唱团圣诞节音乐会、豪华圣诞午餐、

华丽艺术圣诞纪念品等。期待大家的光临！

日期：2014/12/16（周二）～ 2014/12/25（周四）

      ※ 22 日（周一）为闭馆日。

地点：鸣门市鸣门町鸣门公园内大冢国际美术馆

咨询：大冢国际美术馆   

TEL: 088-687-3737

费用：大人 3240 日元、大学生 2160 日元、

      高中 •中学 •小学生 540 日元

交通：从鸣门北 IC 开车约 3分钟

动物园迎圣诞

   妆扮成圣诞老人入园的游客，门票全免！我们还

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份惊喜礼物。（按先来后到顺

序）。活动期间工作人员也将化身圣诞老人为动物喂

食。还犹豫什么，带着您的家人赶快来玩吧！

日期：2014/12/23（周二节假日）

      9:30 ～ 16:30( 最迟入园时间 16:00)

地点：德岛市涩野町入道 22-1 德岛动物园

咨询：德岛动物园  

TEL: 088-636-3215

费用：大人 510 日元、中学生以下免费

交通：JR 德岛站前乘坐“渋野行き”市营巴士在德 

      岛动物园下车。约 3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