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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烂漫的药王寺
图：木村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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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寄语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间，在德岛工作和生活的日

子即将结束。在这春光明媚，樱花灿烂绽放的季节，

要与大家道别，心底一股不舍之情油然而生。

   作为国际交流员能够来到德岛县政府工作，对我

人生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和美好的回忆。这一年，

在同事们的帮助和关心下，能够很愉快地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让我在德岛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通

过口译、笔译、中文讲座、国际交流活动、接待来访

的日本中学生、编辑《阿波生活》等工作，我学到了

德岛、再见！

文：德岛县国际交流员 崔福实

很多，感受到国际交流工作的重要性，能够客观地认

识和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是多么重要。国之交在

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我坚信草根交流是促

进中日友好的巨大力量。

   德岛不愧为宝岛。通过体验热情奔放的阿波舞、88

所四国遍路，我结识了很多朋友。另外，假期里，与

朋友观看堪称世界第一的壮观的“鸣门涡潮”，攀登

西日本第二高峰“剑山”，游玩日本三大秘境祖谷藤

蔓桥，体验蓝染、人形浄瑠璃等德岛传统文化，品尝

德岛拉面、鸣门金时红薯、新鲜鲷鱼等等，在德岛生

活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让我难以忘怀。

   一年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对我来说是收获与挑战

共存的非常充实的一年。“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离别

令人感到伤感，但是在德岛结实很多朋友，将是我人

生中极其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我将把德岛人民的友

好之情，传达给中国人民，也向中国人民宣传德岛的

美好之处。回国后，我将继续作为中日友好桥梁，为

湖南省和德岛县的友好尽一份自己的微薄力量。衷心

感谢这一年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德岛朋友们！“再见”

一词，正如字面意义表示再一次相见，我不想说拜拜，

想说期待下一次与大家相聚的“再见”。欢迎德岛的

朋友们到中国湖南做客！

和 TOPIA 在一起的一年
   在 TOPIA 工作的一年时间，通过珍贵体验，我学

到了很多在小学现场难以学到的东西。

   第一个是在 TOPIA 的日常业务。给到访的外国人

提供旅游信息，出借图书，复印文件，提供 WIFI 服

务，日语教室的手续等，业务内容复杂，因此花了点

时间才能熟悉好相关工作内容。第二个是我的主要工

作，负责国际理解支援讲师的派遣和学生的职场体验。

所谓的国际理解支援讲师的派遣是指把登录在本协会

的外国人讲师派遣到县内的各个学校。我也访问过几

所学校，观摩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授课。主要以初中生、

高中生以及大学生为主体的职场体验工作中，我负责

工作人员的讲义、实习计划、各种准备等。能够接触

小学生以外的学生感到非常新鲜，工作中再一次深刻

认识到 TOPIA 幕后工作的重要性。第三个是 JICA 的

埃塞俄比亚教师海外进修。通过咨询学校教育的实情，

拜访咖啡以及蜂蜜农家，与海外青年协力队员的交谈，

知道了发展中国家的实情。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为

向日本小朋友们转告实情，思考为世界和平能做点什

么，并实践下去。第四个是亲自策划的国际理解支援

论坛。邀请莲井孝夫先生和居住在德岛县的外国人讲

师进行有关多文化共存的讲座，举办聚集很多国家的

交流会，有外国人表演舞蹈、演唱等节目，此活动取

得圆满成功，我感到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第五

个是同事们的热情。因与以前的工作内容有所不同，

所以最开始有过一些困惑，但是在同事们的热心帮助

下，慢慢的熟悉工作内容，顺利地度过了这一年。

   在 TOPIA 的工作经验将是我人生中一段宝贵的精

神财富。谢谢大家！
文： 长期社会体验研修生   森本美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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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寄语 /助任保育园

我爱 TOPIA

   又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同时也是伴随着离别感伤的

季节。想起在 TOPIA 的 5 年，心中充满了感激。

   18 年前告别了我的故乡大连，来到德岛，上了日本

的初中，当时一句日语也不会的我，为了多了解一些德

岛的事情，来到了 TOPIA。工作人员很热情的接待了我，

让我感受到了日本人的亲切。13 年后，我以工作人员的

身份又回到了 TOPIA。开始真的很不安，不知道应该做

些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意义所在。但是认识了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看到他们的笑容，让我有了信心。

当听到有一位住在德岛的中国人说，只要有我在这里，

只要想到我的存在，就会很安心的时候，我开心的哭了。

18 年，因为经历了很多，所以更加了解 TOPIA 对外国人

的重要性，加上这5年的工作，又让我进一步意识到，

不只是居住在德岛县的外国人，近年，来德岛旅游

的外国客人也在不断的增加，TOPIA 让大家在德岛

生活的更安心，玩的更开心。

   还有我到学校给中国孩子翻译的时候，感触也

很深，我认为对不懂日语的孩子们来说，对他们的

帮助应该不是单纯只有翻译那么简单，文化、环境

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安，在孩子们身上体现的很明显，

从各方面提供有必要的信息，这是最重要的。在跟

他们接触的同时，也让我回想起自己刚来日本的时

候，所以希望他们可以通过我，知道两个不同国家

的文化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另外，编辑信息杂志「阿波生活」等工作都是

第一次，这些都对我的成长也有了很大的帮助。

   现在，在跟外国人交流的同时，更想让所有的

外国人都喜欢日本，喜欢日本人。

   离别，虽然会很难过，但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TOPIA 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在这里认识的朋友

们，我们一起哭过，一起笑过，所经历的一切对我

来说，都是重要的“财产”，虽然我还没有做好跟

大家说再见的心理准备，但在此想说一句，谢谢大

家这么久的照顾，我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一天。         

               文：多言语电话（柜台）咨询员

                                         藤原唯

   保育园附近的公园，沐浴着春天的明媚阳光，可爱

的花草开始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幼虫也开始蠕动，小孩

们到处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五官 ( 五感 )的刺激大大地影响到 3 岁为止的小朋

友的大脑发育。“五感”是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

味觉。

   适合外出的这个最佳时期，不妨带着小朋友们出去

走走，欣赏美丽的风景，聆听风声以及小鸟的叫声，嗅

闻花的清香，触摸沙子体验其中乐趣，品尝美食等等，

刺激他们的五感。

   对五感的刺激与大脑发育息息相关。大脑与心深深

相连，开发大脑就是培养小朋友的心灵。家长和孩子一

起出门，与孩子的惊奇发现产生共鸣，有助于加深亲子

间的感情，也有助于安抚小朋友的情绪。

<渗透画 >

① 用水性笔在画纸上画上自己喜欢的画。(亮色更容

易着色 )

② 把少量的水放入泡沫塑料的托盘内，把切成小

孩子容易拿的大小的海面浸泡在水里面。

③ 用浸泡的海绵描绘已画好的图画，或像图章那

样轻轻地按压，水性笔的颜色就会渗透出来，能

够欣赏色彩的的变化。

           助任保育园   井上和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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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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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教室 /中日友好座谈会

   3 月 11 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举办中日友好座

谈会，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

冈山县、广岛县、堺市、池田市、丰中市、吹田市、

岸和田市、高槻市、神户市、宇治市、长冈京市、鸣

门市、冈山市、熊取町日中友好协会主要负责人应邀

出席。

   座谈会上，双方与会人员就如何深入开展中日民间

友好交流、进一步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了解等议题

充分交换意见，互相分享经验，一致同意加强合作，

共同为掀起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新高潮作出努力。座谈

会气氛热烈，与会人员发言踊跃，交流深入充分，取

得了预期效果。与会各地日中友协代表还分别总结了

2014 年本协会开展友好交流活动情况，介绍了 2015 年

计划开展的各项民间友好交流活动。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刘毅仁在座谈会后的恳亲会上致

辞表示，去年 9月，在中日双方友好协会的共同努力下，

日中民间友好交流大会在大阪举行，双方就如何进一

步扩大民间交流，促进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深入交换

意见。11 月，中日政府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

点原则共识，两国领导人也在 APEC 会议期间实现会晤，

两国关系朝着改善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年以来，

双方为解决两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恢复有关磋商，民

间和地方交流也渐趋活跃，为推动两国关系早日回到

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不断积累正能量。

   刘毅仁指出，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0 周年，

不仅对中日两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对全世界都是一

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我们

应当回顾历史、牢记教训、珍爱和平、开辟未来。希

望西日本地区各地日中友协秉持“以民促官”优良传

统，继续大力开展两国民间、地方和青少年友好交流

活动，为掀起两国民间友好交流新高潮做出新贡献。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谷井昭雄高度评价去年

在大阪成功举办的日中民间友好交流大会，呼吁出席

座谈会各地友协携手合作，积极与中方开展各种交流

活动，为促进日中民间友好和两国关系恢复发展做出

努力。谷井会长还表示，今年正值战后 70 周年，日

本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在经济和科

技领域的特长，与周边邻国加强互惠合作，共同为亚

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举办中日友好座谈会

图 /文：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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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演讲比赛选手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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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樱信息

  又到樱花烂漫时，整个日本弥漫着粉红的浪漫气

息 , 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去观赏。德岛县的各地也将

迎来游客赏樱高峰期。本期向大家推荐德岛县的赏

樱好去处。

   详情请登录阿波导航 http://www.awanavi.jp

德岛县赏樱好去处

东部

❀德岛中央公园樱花

棵树：约 250 棵

地点：德岛市德岛町城内德岛中央公园

时间：3月下旬～ 4月上旬

咨询：德岛市公园绿地科 088-621-5296

❀眉山樱花

棵树：约 1500 棵

地点：德岛市眉山町眉山公园

时间：3月下旬～ 4月上旬

咨询：德岛市公园绿地科 088-621-5296

❀妙见山樱花

棵树：约 500 棵

地址：鸣门市抚养町林崎 妙见山公园

时间：3月下旬～ 4月中旬

咨询：鸣门市工商观光课 088-684-1157

❀生名樱花

棵树：约 300 棵

地点：胜浦郡胜浦町生名 沿生名谷川

时间：3月下旬～ 4月上旬

咨询：胜浦町产业建设课 0885-42-1505

❀松岛樱花

棵树：约 1000 棵

地址：板野郡上板町泉谷字 Sunakou1 德岛县畜产研究所

时间：3月下旬～ 4月上旬

咨询：德岛畜产研究所  088-694-2023

❀樱桃路线樱花

棵树：约 2000 棵

地点：吉野川市川岛町～美乡 樱桃路线 (沿县道 43 号      

      神山 ‧ 川岛线 )

时间：4月上旬～中旬

咨询：吉野川市工商观光课 0883-22-2226

❀神山森林公园基罗莎的森林之樱

棵树：3000 棵

地点：名西郡神山町阿野字大地 459-1

时间：4月上旬～中旬

咨询：德岛县立神山森林公园基罗莎森林 088-678-0114

南部

❀岩胁公园樱花

棵树：约 1000 棵

地点：阿南市羽之浦町岩胁 岩胁公园

时间：3月下旬～ 4月上旬

咨询：阿南市工商观光劳政课 0884-22-3290

❀川口水坝湖畔樱花

棵树：约 1000 棵

地点：那贺郡那贺町吉野川口水坝湖畔

时间：3月下旬～ 4月上旬

咨询：那贺町工商地籍课 0884-62-1198

❀药王寺樱花

棵树：约 300 棵

地点：海部郡美波町奥河内字寺前 285-1 药王寺

时间：3月下旬～ 4月上旬

咨询：药王寺 0884-77-0023

❀日和佐城樱花

棵树：约 1500 棵

地点：海部郡美波町日和佐浦 445-1 日和佐城

时间：4月上旬～中旬

咨询：美波町产业振兴课 0884-77-3617

西部

❀八百万神之御殿樱花

棵树：约 8000 棵

地址：美马市胁町字东赤谷名 1701-2 八百萬神之御殿

时间：3月下旬～ 4月中旬 (8:00 ～ 19:00)

咨询：美马市工商观光课 0883-52-2644

❀川井峠垂樱

地点：美马市木屋平字大北 川井岭隧道附近

时间：4月上旬～中旬

咨询：美马市役所木屋平综合支所 0883-68-2111

❀美浓田的渕之樱

地点：三好郡东三好町足代 ‧美浓田的渕

时间：3月下旬～ 4月上旬

咨询：东三好町产业课 0883-79-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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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提醒 /考试信息

日本再入国手续的相关注意事项
   近期，有侨民向我馆反映，由于没有办妥再入国的相关手续而被日本入国管理局禁止入境，甚至有人

因此丧失了永住资格。在此，我馆再次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在离开日本之前一定要根据日本法律规定办理

好再入国手续。

   自 2012 年 7 月 9 日起，日本实施了新的外国人居留管理制度。根据此项制度的规定，在日本具有中长

期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可根据需要办理以下两种再入国手续：

   一种是传统的“再入国许可”。如果离开日本一年以后才返回，则必须到日本入国管理局申请办理此类

许可。新制度下的“再入国许可”有效期上限为五年，分“一次再入国许可”（申请费用为 3000 日元）和“多

次再入国许可”（申请费用为 6000 日元）。

   第二种是新增加的“视同再入国许可”。在日本具有中长期（居留期限为 3个月以上，不含 3个月）或

具有“外交”、“公用”居留资格的外国公民，持有效身份证件（护照及在留卡）离境，并自离境之日起 1

年内返回日本的，可以不必办理“再入国许可”，只要在离境前的机场、港口填写“再入国用 ED 卡”时，

在“再入国出国记录”栏内的“视同再入国许可”（日语为“みなし再入国許可”）前打钩即可（详见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利用“视同再入国许可”出境者，如果不能在 1年以内返回日本，将丧失原有的居留资格，

无法再入境。同时，如果在日有效居留期限已不满 1年，则需要在居留期限之前返回日本。

   如果未办理再入国许可手续，也没有在“视同再入国许可”前打钩，一旦出境，将失去现有的在日居

留资格。如果要返回日本，则必须重新申请签证。

    具体规定，请参看日本入国管理局网站：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zh-CN/point_3-4.html

文：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考试时间：2015 年 7 月 5 日（周日）

报名方式：

1> 网上报名

登录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网站 http://info.

jees-jlpt.jp/, 注册登录后进行报名。

报名时间： 2015/3/30（周一）～ 2015/4/30（周四）

17 点截止。

费用 5500 日元 ( 含税 ), 请通过信用卡、银行转账

或者便利店支付。

2> 邮寄报名

请从全国各大书店购买考试指南（500 日元），将书

内报名申请书填写好通过邮局邮寄即可。

报名时间：2015/3/30（周一）～ 2015/4/30（周四）（以

邮戳为准）。费用 5500 日元 ( 含税 ), 请使用专门的

支付用纸通过邮局银行支付。

※ 关于考试的更多详情，敬请登录日语能力考试官

网查询！ http://www.jlpt.j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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