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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小接触― 

“縁起物
えんぎもの

” ― 

讨个好兆头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

预示兆头好坏的东西，社

交场合更讲究忌讳。在中

国，红色象征吉祥，结婚

一定是双喜，送礼绝对不能送钟等等。 
日本也有许多习惯。也许你在日本的店铺

里见过“招财猫”，“进宝扒”等可爱的装饰品，

其实是店主以此希望财源广进，生意兴隆讨个

好彩头。还有，“达摩”或“千羽鹤”则是表达

如愿以偿的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意兆头好坏的东西

很多。例如，日语的“四” 和“九”数字被认

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四” 与“死” 、 “九” 

和“苦”的发音相同。同样的理由，看望慰问

病人，是不能送带根须的植物，因为“根”和 

“睡”的发音相同，病人会误会你希望他永远

再也起不来。参加日本人的婚礼，只能送基数

额的礼金，如果是偶数，则意味着分手。 

    在日本，据说人生第一次做梦，最吉祥的

是梦见—“一富士二鹰三茄子”。因为富士山是

日本第一高山，即日本的象征，雄鹰是鸟类中

的佼佼者，代表着知识智慧，而茄子在日本是

被视为蔬菜之王。亲爱的读者，您认为初梦的

吉祥物又是什么呢？ 

 

 

新任国

际交流

员介绍 

     

来到德岛有两个月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

完全习惯了吗?县厅的同事热情吗?德岛的路好

走吧?也许不少人会问我这些问题。 

你好,我叫科蕾尔,今年 26 岁。10 月份的

天气挺凉爽,德岛给我的感觉的确是美好的。我

是继上任交流员菲安娜的新任德岛县国际交流

员,虽然现在对工作还有点陌生,但我会尽职努

力做好交流员的工作。 

    我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州科罗佛德

湾镇(Crawford Bay),这是一个只有600人的小

城镇,以高尔夫球场而著名,最近传统手工艺也

有所发展,例如手工制作的扫把,刺绣,锻冶等。

总的来讲有点跟德岛的神山町和租谷相像。 

也许有人会问我这么一个乡下妹为何要来

德岛呢? 其实我在念高中和大学时,曾与朋友

一块来日本旅游,接着在爱知县英语会话乐园

工作了一年多,回到加拿大后便进入维多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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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学。维大校园的兔子很

受人喜爱。我在维大念书期间,作为京都同志社

大学的互换留学生在京都留学了一年。于是我

便在日本享受到年轻人所向往的自由自在的生

活。据我个人经验,乘坐电车在日本旅行是特便

宜的,我曾只花 11500 日元的套票乘坐电车从

京都-岛根-京都-广岛-东京,几乎游遍了大半

个日本,可就是没到过四国地区。 

    德岛 8 月份的高温,对于我这个加拿大人

来讲是非常难耐的,但却有幸能享受到阿波舞

的乐趣,与京都的传统节日相比,德岛的传统活

动给人一种轻松安稳的感觉,也许这就是德岛

人亲切优雅的秘密所在吧。 

    阿波生活的读者们,很高兴在这里与你们

见面。我将在县厅文化国际科工作至明年 2 月

分,之后在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工作,我想这半

年多的时间里,将会有更多的新发现与你们共

同来分享。 

 

中国国内重大新闻 

我国首次载人宇宙飞船 

“神州 5 号”太空飞行完满成功 

据新华社消息,2003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时(北京时间),中国首艘载人宇宙飞船“神州 5

号”从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郊的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上空。这是继俄罗斯(前苏联)、 

 

 

 

 

 

 

 

 

 

 

图为中国首位太空人杨利为 

美国,世界上第三个,也是亚洲首个国家成功向

太空发射载人宇宙飞船。 

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的“神舟”五 

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 10 月 15 日 9 时，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按照预定计划，

飞船按照预定轨道环绕地球十四圈，在太空飞

行二十一小时十八分。16 日清晨,飞船返回舱

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安全着陆。我国首

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温家宝总理宣

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 

“神舟”五号飞船长 8．8米,直径 2.8 米,

重 7.8 吨,由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三个舱段

依次连接在一起组成,可载 3 名宇航员,并装备

有紧急救生设施,可保证宇航员的生命安全。将

“神舟”五号送上太空的是中国独自开发的长

征二号运载火箭,长 58 米,发射推力 600 吨,已

连续 28 次发射成功。 

 

 

 

10 月 9 日,德岛县自治研修中心在板也郡

上板町立“技之馆”举办了一次国际交流讲座。

德岛县厅、各市、町、村公务员和来自澳洲、

印度尼西亚、缅甸、加拿大、越南、蒙古、英

国、中国的海外技术研修员、外语教师及县厅

国际交流员参加了这次交流会。 

德岛县举办此次国际交流讲座的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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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座谈会热烈交谈场面 

提供机会令到更多的自治体公务员了解外国，

通过自己亲身直接与外国人士进行面对面的接

触、交流，增加对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认识

和理解。 

来自9各国家的30多人一起来到德岛著名

的旅游观光地“技之馆”参观和了解德岛古代

人民的生活设施与生活习惯。在那里,各国人士

还兴致勃勃动手擀面,亲身体验制作日本传统

食品乌东面的乐趣,午餐更是品尝自己亲手所

做的美味乌东面。下午,德岛县公务员分组与各

个国家的研修员、外语教师和国际交流员进行

座谈交流，详细倾听他们来日本后的工作、生

活、学习的感想,了解他们以外国人的眼光对日

本的评价。 

参加此次活动的德岛县公务员有相当部分

是头一次与外国人接触、交谈的。他们纷纷表

示这样的国际交流活动使到自己开阔视野,受

益非浅,并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外国人

士结识和交流。 

 

日语学习园地 
古语、成语一览 

土一升
つちいっしょう

金一升
きんいっしょう

 

尺土寸金 

日本是个岛国,而且大部分是山区和山地,平原

和丘陵地带面积有限,产业和生活用地基本上

在沿太平洋和日本海地带,土地自然就比黄金

昂贵。尺土寸金这句话用在日本身上也许是最

贴切不过了。 

月
つき

と 鼈
すっぽん

 

天壤之别 

月亮与乌龟,从形状上看都程圆形。但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古时候就有常娥奔月的美丽传说,而

乌龟却成了骂人的代名词-王八蛋,你说月亮跟

乌龟能有得比吗? 

 

外来语、时事用语 

スペース・シャトル:航天飞机,太空穿梭机。

2002年 10月 15日-16日,中国完成首次载人

宇宙飞船的太空之旅,为将来的太空穿梭事

业打下坚实基础,中国产的航天飞机总将有

一天会穿梭来往与地球和太空之间。 

ノウハウ:专业知识,技术信息。此次敖游太空

的“神州五号”宇宙飞船就是中国综合吸收

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使用我国独自开发的先进

技术而研制成功的。 

 
趣味日语― 

外来语名词的动词化现象 
现代日语中,以片假名来表示的外来语日

新月异,一些本来很好懂的词,到了年青人的嘴
里,就变成很多连上了一定年纪的日本人也弄
不懂的年青人用语。 

例如, 如果你听到的是“パニックる”、“ト
ラブる”、“コピる”、“メモる”、“タクる”、“ス
タンバる”等,你能明白这些词的含意吗？其实,
完整的说法是“パニックになる”、“トラブル
する”、“コピーする”、“メモする”、“タクシ
ーに乗る”、“スタン・バイする”。 

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尝试讲讲日本年青

人的用语,但注意尽量避免 “ミスっちゃ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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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信息 
 

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人权问题研讨会 

举办单位：(社)国际妇女教育振兴会  

德岛县支部 

时    间：2003 年 11 月２9 日（周六） 

          下午 14：00-16：00 

地    点：文化之森 21 世纪馆活动大厅 1 楼 

 

面向在住县内外国人的日本文化研修－ 

您是否也有意学习日本水墨画?  

时    间: 20035 年 11 月 23 日(周日) 

报到:13:00   

研修:13:00－16:00 

场    所: 财团法人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会议室 

讲    师: 村泽 久丰 

费    用: 免费 

定    员: 限定 15 人 

申请方法: 将自己的姓名·国籍·联系地址以电

话·传真·电邮·直接前来 TOPIA 报名 

咨    询: 财团法人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        

          村泽·野水  088-656-3303 

备    注: 所需用具均由本协会准备并配有英语翻

译 

2003 年 JTM 德岛日语网络俳句交流会 

讲     师:宫田水鸟() 

时     间:12 月 13 日(周六)13:00～16:00 

地     点:万福寺(德岛市吉野本町 5 町目 2) 

参加对象: 对俳句有兴趣的外国人士 

费    用: 500 日元 

申请期限: 11 月 30 日 

报名咨询:JTM 德岛日语网络事务局 

Tel 088-625-8387 Fax 625-5113   

Email  jtmtoku@n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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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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権守って、輝く明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