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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每年 7 月，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均举办在住德岛县外国人日语演讲会，以加强德岛县

民与外国人之间的联系，活跃德岛县内的国际交流事业。本期《阿波生活》刊登参加 2003 年德

岛县日语演讲会的外国人对国际理解，国际交流活动的一些感想、看法、建议等。也欢迎《阿

波生活》读者们的投稿，发表你们的意见。         

                                                         

敞 开 心 扉 
许英美（中国） 

在日本留学时，我时常在思考世界的环境问

题、人口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如何才能解决这些 

问题呢？我觉得拥有

一颗敞开的心是十分

重要的。今天在这里我

就《敞开心扉》作为自

己演讲的题目，因为这

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

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

做到的。 

    如果有人问我“来

日本后，你觉得印象最

深的是什么？”我肯定

是这样回答“德岛自然风光美丽，阿波方言倍感亲

切，在这里可以接触日本丰富的传统文化，可以与

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交流，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快

乐，较以前感到更加温馨和舒畅”。 

来日本前，非洲国家对我而言是十分十分遥远

的国家，对非洲各国都是同一印象。但在鸣门教育

大学，我认识了不少来自非洲国家的同学，他们向

我大量介绍各自国家的语言、歌曲、生活习惯等，

这样朝夕相处，不知不觉间自己仿佛变成了半个非

洲人似的。虽然大家的语言、生活习惯、思考方式

不尽相同，但相互之间的心灵却是相通的，因此在

感觉到心灵互通的这一瞬间，我觉得是无限的幸

福。因为通过这种个人之间的交流，是完全可以扩

展到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并加深相互理解。 

然而，要理解互

相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的文化决不是那么一

件简单容易的事。为

此，敞开自己的心扉，

坦诚相待就显得十分

重要了。 

“为什么对老师

所讲的一切尽是唯唯

是诺而不能发表自己

的意见呢？”“为什

么日本人喜欢将那些原本是香喷喷的大豆非要弄

成发酵变质的纳豆来吃呢？”等，对这些不同的文

化我们常常会发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疑问，

这是不是在理解对方文化之前所产生的一种违和

感呢？ 

在感觉到对方文化的违和感之前，我觉得重要

的是应该将自己的固有文化搁之一隅，然后毫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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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地接纳对方的文化，为此千万不要戴有色眼镜看

人，要将对方所想视为自己所想，对方所做视为自

己所做。例如，尽管备有便于喝汤的汤匙，为什么

非洲朋友还要用手来拿东西吃呢？于是自己也尝

试按照对方的习惯用手来吃东西；日本人为何将那

些本来用火烤吃起来是美味佳肴的鲜鱼做成生鱼

来吃呢？那么你也可以做一回日本人，按照日本人

的方式来品尝那些生鱼片，这样的话，你自然而然

就接受对方的文化了。 

只要你稍微努力去理解对方的东西，开阔自己

的心胸，体验对方的文化，就可以比理解自己的文

化而更容易地理解不同的文化了。 

积累大量的经验是丰富我们自己人生的捷径。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自存在和独立思维

的，如果能共享其他另一个独自存在的人的想法，

这会对自己人生增加一倍的意义，如果能共享其他

十个人的的人生，那么对自己人生就会增加十倍的

意义，进一步来说，如果能够与不同国家的人共享

不同国家的文化，那对自己的人生意义而言那又何

止增加几十倍几百倍呢。 

品味对方的文化是无比重要的，因此，我将永

远以诚实坦率而且是敞开的心胸与对方一起品味

和理解相互之间的文化。（原文日语） 

注：本文作者获 2003 年德岛县外国人日语演讲会

最优秀奖。 

关于伊斯兰文化的误解 

M・ I・ SHAMS（巴基斯坦） 

我来自巴基斯坦国，目前在大冢制药公司研

修。这是我头一次来日本，在这里，对与本国毫无

相似的日本文化非常感兴趣，我来德岛前曾在大阪

学习了两个月的日语，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台湾

来的女士，她就伊斯兰教向我请教了许多问题。通

过与这位女士的交流，我觉得对伊斯兰教有几个误

解，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误解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伊斯兰教的男

人可以同时与几个女人结婚”。实际上，伊斯兰社

会最多只允许与 4 个女人结婚，但这并非如其他国

家的人所想象得那么简单。在伊斯兰社会了里有一

个雷打不动的规则，首次结婚后的男子，在欲与其

他女性结婚时，婚前必须遵守几个义务：男人必须

负起整个家庭的经济责任，必须满足已娶妻子包括

其所生的孩子在内的养育费；如果已经拥有数个妻

子而要继续娶新的妻子时还需征得现任几个妻子

的同意，并在金钱方面能满足现任几个妻子的要求

方可迎娶新娘，最严格的义务就是必须保证所娶的

妻子们及所生孩子们的生活幸福。这是 1400 年前

伊斯兰教戒律，这戒律也明示了女性与男性的作

用、义务和权利，同时这戒律是为保持伊斯兰社会

的平衡而定的。 

  据一些国家的媒体报道，女性在伊斯兰社会里

是受压迫，妇女们一般远离人们的目光、其存在和

言论不为人们所重视等，还有一些文章是描写伊斯

兰女性只被视为家庭中属于从属地位的母亲和妻

子，没有任何权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改信

伊斯兰教的人之中，女性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如果

伊斯兰教蔑视妇女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女性会

信奉她呢？这样一些对伊斯兰教的偏见甚至指向

妇女们所戴的头巾上。我在神户时所见到的一个马

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妇女，她平常一直是戴着头巾从

事工作，不为任何人所在意，过着自由自在的正常

生活。还有，我想就现在新闻报刊上的热门话题-

自爆和圣战谈谈自己的看法。伊斯兰教是绝对不认

可、伊斯兰社会也绝对不接受自杀行为的。1400 年

前，默罕默德在为控制麦加圣地而进行的圣战时，

是严令禁止滥杀无辜的市民、妇女和老人，伊斯兰

的历史说明了圣战的含义。 

任何宗教，要正确理解它们也许是挺困难的，

偏见似乎是难免的。所以我希望媒体在得出结论

前，要深思熟虑，慎重发表，只有这样，才可以消

除误解，相互间建立与宗教毫无关联的信赖关系。 

（原文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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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语 学 习 园 地 
古语、成语一览 

百里を行く者は九十を半ばとす 

行百里者半九十 

日本古典名著《徒然草》里有一个爬树能人，他认

为爬树时最紧张的既不是刚开始爬的时候，也不是

爬到树顶的时候，而是小心落树并将近地面的时

候。最终到了地面上了，才最后松口气。因此，越

接近成功的顶端，越是要小心谨慎。 

 

心を養うは寡欲より善きはなし 

养心莫善于寡欲 

欲望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但也是一个没有止境的

东西，过于贪欲，最后往往会自取灭亡。孟子这一

名言与佛教的“少欲知足”是一脉相承的。 

日本人特别喜欢“コン”? 

都说日语难学，此话不错,特别是用片假名来

表示的外来语及和制英语。对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所

讲的话,如果你刚到日本,不费些时日,动动脑筋,

还真是不好懂。比如说：合コン(聚会)、コンビニ

(24 小时营业店)、マザコン(恋母僻)、ツアコン(随

员导游)、ミスコン(选美竞赛)等在字典里是难以

直接查到的,其原文是「合同・コンパ、コンビニ

エンス・ストア、マザー・コンプレックス、ツア・

コンダクター、ミス・コンテスト」的略语。 

不过这里边也有个规律，就是这些略语全是由四个

片假名构成以便于使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多用

四字假名来表达,掌握这一特点,当你和日本人交

往时,也许会省去许多麻烦。现在再举「パソコン、

ファミコン」这两个词,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流行语、新语、外来语、时事用语 

ブロードバンド∶ 宽带网。由于网络电话价钱便

宜，且特别适合国际长途通话，因此申请宽带上

网的人越来越多。 

デジタル万引き∶ 数码小偷。最近，一些书店里，

可以看到不少人拿着手提电话向着杂志和书刊

摆弄。原来其目的是用手机内藏的数码相机拍摄

书刊杂志上自己感兴趣的图片和内容，这样就构

成侵权了行为。日本杂志协会现在正采取各种措

施制止这种盗版侵权的行为。 

活动信息 
充满笑容和欢乐的国际交流活动会 

举办单位：社团法人德岛青年会议所 

活动宗旨：通过接触日本文化来积极推动和加深县

内在住外国人与德岛青年会议所成员间的理解和

友谊。 

时    间：2003 年 9 月２1 日（周日） 

          上午 10：00-12：00 

地    点：阿南市中林町-北之脇海滨浴场 

     德岛火车站前有免费巴士接送 

对    象：在住德岛县内外国人 

人  数：５０人 

费  用：免费 

应募方法：请填写应募申请表后交ＴＯＰＩＡ。 

德岛青年会议所经过抽签后会通知中签者。 

应募截至：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０日 

活动内容：人工拖网捕鱼，烧烤，蒙面劈西瓜等多

项游戏及活动，加深互相之间的友谊。 

电话传真：088-623-1478 088-653-0887 

第 22 届防灾训练募集参加人员 

时    间：2003 年 9 月 1 日（周一） 

          上午 10：00-12：00 

地    点：德岛市中岛田四丁目  

鲇喰川右岸岸边平地 

对    象：在住德岛市外国人 

训练内容：训练传递水桶灭火（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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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    询：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 088-656-3303 

※ 应募人士可自行前往训练地点，也可到德岛站

前乘坐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准备的免费巴士前往。

详情请咨询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 

募集民族服装表演者及文艺演出参加人员 

现募集希望出席本年度振兴地区性国际化活动中

民族服装秀及文艺表演会（民族舞蹈、乐器演奏、

幽默诙谐小品等）人士 

时    间：2003 年 10 月 5 日（周日） 

          上午 10：00-下午 16：00（预定） 

地    点：财团法人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 

          Clement 广场 6F 顶楼露天广场 

有意参加民族服装表演人士需接受演出培训培训

时间分两次进行 

  第 1 次：2003 年 9 月 6 日（周六） 

  第 2 次：2003 年 9 月 27 日（周六） 

主办单位：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 TOPIA 

电    话：088-656-3303 

传    真：088-652-0616 

E — mail：topia＠fm.nmt.ne.jp 

盂兰盆节阿波舞舞场介绍 

１ 市政府前演舞场 

２ 蓝场浜演舞场 

３ 新町桥演舞场 

４ 南内町演舞场 

５ 绀屋町演舞场 

６ 两国本町演舞场 

７ 元町演舞场 

家庭散步及 BBQ 烧烤 

时    间：2003 年 9 月 13 日、14 日（两天一夜） 

地    点：山川少年之家―事业部 0883-42-5447 

麻植郡山川町字奥野井 344-2 

参加对象：个人、小组、家庭、外国人及家属均可 

报名地点：德岛县青少年中心  吉坂先生 

          Tel:088-625-6116 Fax:088-625-6228 

截止日期：9 月 5 日（如人数太多，须抽签） 

费    用：3，215 日元(外国人免费) 

出发时间： 9月13日上午10时于青少年中心集合，

乘专车前往山川町。 

 

TOPIA 生活相谈热线 

您是否遇到以下的烦恼事？  

・ ・ ・工作 居住 突发事件/事故 

・ 出入国/ ・在留资格 国籍/婚姻 

如果您碰到什么难题需要找人商量的话，请打

电话到: 

088-621-2028（周一至周二 9：30-17：00） 

088-656-3303（周三至周五 10：00-18：00） 

088-656-3320（可提供三国语言服务） 

*请注意，并非任何相谈都可接受，望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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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77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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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しい知識で、差別解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