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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习汉语的意义 
   我今天想给大家说说我为什么学习汉语。学习汉

语不仅是我的爱好，而且对我的人生也有着重大意义。

学习汉语的时候，需要经常动脑筋，虽然很累，但是

非常开心。用汉语聊天儿的时候，不但心情很舒畅，

而且还能增加我的信心。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学习

汉语。大学毕业以后仍然坚持学习。光阴似箭，已经

过去十几年了，汉语的学习让我受益非浅。

   托学汉语的福，我找到了一个知己的中国朋友，她

让我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为什么我和她这

么合得来，可以倾心交谈呢？因为我们都是家庭主妇，

年龄和性格也都相近，兴趣爱好也非常类似，连烦恼

也都差不多。而且我们都在学习彼此的语言，所以我

们能很好地进行沟通，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她就是我的知音。

   每逢见到我的知音，她都会夸我、鼓励我。托她

的福，我现在还在照顾孩子、做家务的繁忙之中，抽

出时间来坚持学习汉语。她不但告诉我很多地道的汉

 本日皆様に私はなぜ中国語を勉強するのか、お話

し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中国語の学習は単なる趣味と

してだけでなく私の人生に重大な意味を持っていま

す。中国語を勉強している時、いつも頭を働かせて

いなければならず、とても疲れますが、しかし非常

に楽しいです。中国語を使っておしゃべりをしてい

る時、気持ちがのびのびするだけでなく、自分への

自信を持つことが出来ます。私は大学に入学した時

から中国語の勉強を始めました。大学卒業後も依然

として継続して勉強しています。光陰矢の如し、す

でに十数年が経ちましたが、中国語の学習は私に

とって得るところが多大です。

　中国語を勉強したおかげで、私は一人の知己にな

る中国人の友人を見つけました。彼女は私の人生を

より充実した、より意義のあるものにしました。ど

うして私と彼女はこんなにも気心が合い、真心を

持って話が出来る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は私たちが二

人とも家庭の主婦で、年齢や性格も似ており、関心

や趣味も非常に類似し、悩みすら似通っているから

です。その上、私たちはお互いの言語を勉強してい

るので、上手く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取れ、ちょう

ど適切な表現で自分の考えを伝えることが出来ま

す。彼女はまさに私の知己です。

  知己と会うたび、彼女はいつもきまって私を褒め、

励ましてくれます。彼女のおかげで私は現在子育て

や家事で忙しい中、時間を捻出し中国語の勉強を続

けています。彼女は私にたくさんの本場の中国語と

中国の時事を話してくれるだけでなく、同時に他に

もたくさんの貴重なことを私に学ばせました。例え

ば、如何に他人と付き合うかということです。彼女

と知り合う前、私は『他人を信じ、誠意をもって交

わる』という成語を知らず、これまで他人と熱い友第 32 届全日本中文演讲比赛第一名获奖者 镰田惠子

第 32 届全日本中文演讲比赛第一名演讲稿



--2--

语和中国的时事，同时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其它宝贵的

东西。比如说如何和他人交往。认识她之前，我不知

道推心置腹这个成语，我也从来没跟别人建立过深厚

的友谊。她让我开阔了视野，打开了心扉。

　　自从和她做了好朋友之后，我不管遇到什么不愉

快的事情，只要跟她说一说心里马上就舒服多了，她

让我变得很积极。虽然这个唯一的好朋友现在去了美

国，但是她仍然惦念着我，经常会给我一些很诚恳的

建议。我从她那里受到了很多启发。现在我们也常常

在网上聊天儿。

   我深深地感受到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人们交流思想

的工具，而且还可以通过它来跨越国境，找到知音。

我想学的语言越多，能找到知己的外国朋友的机会也

就越多吧。

   虽然我现在的汉语水平还不是太高，不过如果有

人对我说：“教教我汉语吧。”，那么我会很愿意为促

进日中民间交流贡献出一份微博的力量。

 

                             图 /文： 镰田惠子

情を築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彼女は私の視

野を広げ、心を開かせました。

　彼女と良き友になってからは、私は何か不愉快な

ことに遭遇しようとも、ただ彼女にちょっと話さえ

すれば気持ちがすぐに良くなりました。彼女は私を

前向きにしてくれます。この唯一無二の友人は現在

アメリカに居るけれども、彼女は依然として私のこ

とを気にかけていてくれており、いつも真心がこ

もった意見を私に言ってくれます。私は彼女に大い

に啓発されます。現在私たちはよくインターネット

上でおしゃべりしています。

　私は、言葉は人々が思いを伝えあう一種の手段だ

けでなく、それを通して国境を越え知己を探すこと

も出来ると深く感じています。学ぶ言語が多いほど、

外国人の知己を探すことが出来る機会も多くなるで

しょう。

　今の私の中国語能力はそれほど高くはないです

が、しかし、もしもある人が私に「ちょっと中国語

を教えてくれませんか。」と言うならば、私は日中

民間交流促進のため僅かではありますが力を捧げた

いと切に思います。

2015 春节联欢会

   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于 2月 22 日（大年初四）与

居住在德岛县的中国人共同举办了春节联欢会。

   农历春节是中国的最重要的传统佳节，每逢此时

各地都会举办盛大庆典欢送旧年迎接新年的到来。德

岛县日中友好协会从 2002 年开始邀请县内居住的中

国留学生和技能研修生参加新春会。每次都有 80 人

左右聚集，共同表演节目增加双方的友情。

  今年的新春会和往年一样，聚集了很多县内的中日

友好人士，大家欢聚一堂，庆祝农历羊年的到来。在

欢谈之余，还进行了卡拉 OK 和抽奖环节。日本友人

和中国留学生们在舞台上高歌友谊之歌，欢声笑语在

会场中回荡。  
    文：德岛县国际交流员

（合唱《甜蜜蜜》）

2015 春节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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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A 日语授课指南

Japanese Lessons 2015 
平成27年度  前期  TOPIA  日语教室  授课指南 

■班级及讲师 

＊每个班授课次数均为20次。使用教材为《みんなの日本語Ⅰ》或者《みんなの日本語Ⅱ》（第２版）等。教材需自行购买

（2625日元/一本 附CD）。另外，课堂上也会涉及季节性或关于德岛生活的内容。时间为10:30～12:00。 

星期 讲师 课程内容
开始 

日期 

二 元木 初级Ⅰ 
从≪みんなの日本語Ⅰ≫第 课开始。 

学习て形、ない形、辞典形等动词的各种活用形，以及其使用方法。
4/7 

三 志愿者 
分组 

学习 

根据学习者的日语水平分组学习。

＊带孩子的学习者可以将孩子托管给隔壁会议室的育儿沙龙。会有专业的保

育园老师负责照顾。（需要提前预约）＊根据情况，学习和保育的场所有可

能发生变更。

4/8 

四 山田 初级Ⅲ 
从《みんなの日本語Ⅱ》第 课开始。

学习“理由、被动、使役、敬语”等各种表达方式。
4/9 

五 青木 入门 
从《みんなの日本語 》第 课开始。 

学习日语最基本的表达方式。
4/10 

日 

JTM讲师 初级Ⅱ 
从《みんなの日本語Ⅱ》第 课开始。 

学习“能动、意向、命令、禁止、条件”等各种表达方式。
4/5 

 

志愿者 
分组 

学习 
根据学习者的日语水平分组学习。

＊因分组数量有限，在分组学习中有可能会出现与自己的日语水平不符的情况。分组学习需提前预约。

授课当天申请者，有可能不能听课。敬请知悉！ 

＊请假时，需打电话联系TOPIA职员。 

星期四 木村等 
特别 

入门 

对象为不会读写假名的学习者。 

学习最基础的假名以及问候功能用语。 

另外，包括德岛生活随时交换生活信息和指南。 

随时都可以

参加 

4月11日/18日(周六) 

13:00～16:10 

4月25日(周六) 

10:30～12:00 

&13:00～16:10 

4月29日(周三/公休

日) 

13:00～16:00 

（共4天） 

JTM 

讲师 

 

集中 

讲座 

 

对象为已学完初级日语的学习者或长期居住在日本并且日常交流没问题的学习者。 

总结和复习初级阶段学过的语法和句型。 

（带孩子的学习者可以将孩子托管给隔壁会议室的育儿沙龙。会有专业的保育园老师负

责照顾。需要提前预约） 

地点及联系方式： 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 ）

〒 德岛市寺岛本町西 － 德岛 Ｆ

 学费： 所有班级 免费（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来学习，本年度免学费。） 

＊因台风・大雨・大雪等天气原因，课程有可能临时取消。如出现上述天气状况，当天是否上课，请致电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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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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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任保育园 /日语演讲比赛通知

助任保育园 井上和惠老师

<三角形积木 >

①切段 1000ml 的牛奶盒的上部和下部，如图侧面要切分

成 3个。

②从一端开始折叠成三角形，重叠的部分用粘合剂或双面

胶粘住，积木制作完成。

③在三角形积木外侧缠上各种颜色的塑胶带或图画纸的

话，更有趣味性。 ( 一个牛奶盒可以制作 3个积木，可以

按照自己的需求使用牛奶盒。)

2015 年度德岛县外国人日语演讲比赛参赛报名开始啦 !

                              请将这个消息广而告之周围的外国朋友哦 !

       日期 :  2015 年 7 月 20 日 ( 周一 • 节日 )

       地点 :  Awagin Hall ( 德岛县乡土文化会馆 )  5F 小厅

       报名资格 : 居住在德岛县内的母语为非日语的外国朋友 ( 但在日本受过 3年以上义务教育及在往届

                比赛中获奖的选手没有资格参赛。)

       主题：符合本次比赛宗旨，异文化理解、多文化共生等相关的内容。

       演讲时间：6分钟以内。

       主办 /报名：公益财团法人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TOPIA/ トピア）

               ※详细内容请见 3月中旬本协会网站主页。

   阳光冉冉，天气渐暖。想必有些家庭从 4 月起即将迎

接新生活。对于春天即将上幼儿园或托儿所的孩子来说是

对新生活的期待以及不安的时期。作为家长应该更好地理

解孩子的想法，并且尽快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生活。

< 理解并认可孩子的要点 >

①笑脸拥抱…不仅对婴儿，对孩子也有效。面带笑容，拥

抱孩子说话的话，他会感受到父母是非常重视自己的。

②认真倾听孩子的想法…孩子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家长认可

的话，就会有更加努力的心情。

③ 认同孩子完成的事…孩子不能做到的事总在那里说“加

油”，还不如多表扬“做得好”，这样小孩也高兴，更激发

积极性。

* 另外，不仅对孩子，而且从平日起因育儿而忙碌的的父

亲和母亲，也不要忘记互相鼓励，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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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导航

女儿节人偶世界

    3 月 3 日这一天，人们将自己身上的污秽、灾难转

移到用草木、纸、麦秆制作的简单人偶身上，然后扔

到河海中顺水飘走。而经过时代演变，有了今天的“女

儿节”。

    在华美的女儿节人偶身上，寄托了父母们希望自

己的女儿能健康成长为温柔女性这一美好愿望。总之，

会把人偶认为是自己女儿的替身，温柔地祈祷着“灾

难不要降临到她头上，希望她美丽健康地成长，将来

遇见好的另一半并幸福一生”装饰人偶。

   德岛城博物馆将展出“立雏”、“享保雏”、“有职雏”、

“古今雏”等从江户时代到近代的各种各样的女儿节人

偶。日本多彩的传统文化世界，期待与您同享！ 

日期：2015/2/7（周六）～ 4/5（周日）

      9:30 ～ 17:00( 入场截止时间 16:30)

咨询：德岛城博物馆

TEL: 088-656-2525

地点：德岛城博物馆

费用：大人 300 日元 /高中生 •大学生 200 日元 /中

      学生及以下免费

交通：JR 德岛站→步行 5分钟 或 从德岛 IC 开车约

      10 分钟

停车场：可停大巴 (需预订 /电话 088-655-9037)

第 27 届　大型女儿节活动

    大型女儿节活动是在胜浦举办的迎春活动，今年

将迎接 27 周年。会场中央摆有 8M 高的金字塔状的百

阶偶人架，四周亦摆上百阶偶人架，架上摆放来自全

国的共 30000 件偶人作品。欢迎大家前来观赏！

日期：2015/2/22（周日）～ 4/5（周日）

      9:00 ～ 16:00

咨询：人形文化交流馆

TEL ：0885-42-4334

地点：胜浦郡胜浦町大字生名字月之濑 人形文化

      交流馆

费用：大人 300 日元、团队 200 日元（10 人以上）、

      小学生 100 日元

交通： JR 德岛车站→德岛巴士胜浦线 约 60 分钟“人

      形文化交流馆前”下车

出羽岛艺术展 2015

　 德岛县牟岐町有一个离岛叫出羽岛，在那里举办

艺术展。利用岛上美丽的风光和空出的住家，将整座

岛屿作为艺术展览会的会场，展示了县内外有名的艺

术家制作的现代艺术作品，及岛上生活的孩子们制作

的艺术品。另外，举办的活动期间，使用当地食材供

应的餐饮店及咖啡店等开设，在品味岛屿美食的同时，

享受在岛上的悠闲时光！

日期：2015/3/1（周日）～ 3/29（周日）

地点：德岛县海部郡牟岐町三协地域、出羽岛、牟岐 

      港周边

咨询：牟岐町商工会    

TEL: 0884-72-0194

交通：从德岛市内开车约 1个半小时

第 14 届阿波两日行

    欢迎县内及国内参加者。步行大会主要以增强身心

健康为目的，为人们提供接触漩涡、历史、文化、史迹、

特产及地区居民的机会。无论走到何处，都能看到春

天的迷人景色。欢迎您前来参加！详细请参照德岛县

WALKING 协会主页。

   【除发布天气预警信号外，雨天照常举办。】

日期： 2015/3/14（周六）•15（周日） 

地点：鸣门市市民会馆

TEL ：088-656-3636  

费用：提前申请：大人 1700 日元、 中学生及高中生

                1000 日元、小学生以下免费  

      当日申请：大人 1900 日元、中学生及高中生

                1000 日元、 小学生以下免费

※两天步行与一天步行费用相同。若取消参加，恕不

退还相关费用。阿波十郎卫人形浄瑠璃

    德岛的乡土艺能“阿波人形净琉璃”带来各种精

彩演出剧目。想感受阿波德岛传统文化的您，一定不

要错过哦！

日期：2015/3/14（周六）・15（周日）

      11:00 ～ 15:15

咨询：阿波十郎兵卫屋敷

TEL ：088-665-2202

主页 :http://joruri.info/jurobe

地点：德岛县阿波十郎兵衛屋敷

      ( 德岛市川内町宫岛本浦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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