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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盏和平的明灯、植一片友好的绿林

   来鸣门市之前，我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了

4 年，工作内容主要是医疗卫生和残留孤儿方

面的一些事务。因为工作关系，结识了很多残

留孤儿。其中有一位现住内蒙古的残留孤儿乌

云女士，我曾到她家进行过采访。交谈过程中

得知，她的日本的家在德岛县，家里还有一位

哥哥。

   来鸣门后，在一次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的交

流会上，我突然想起乌云女士。抱着试试看的

心情向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询问是否知道有这

么一个人。很幸运，他们知道，并且有一位先

生答应带我去乌云女士的哥哥家。

   残留孤儿，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所见过的

残留孤儿，无一例外都历经磨难，甚至是常人

难以想象的苦难。他们的人生，波澜万丈、残

酷至极、百转千回、感天动地。

   乌云女士也不例外。1945 年随着苏联军对

日宣战，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开拓团四处逃散，

途中有许多人因轰炸、疾病或饥饿而去世，一

些小孩儿失去了亲人，成为了孤儿。乌云女士

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年仅 7 岁的她，亲眼目睹

了母亲和弟弟妹妹的当场离世，并且场面十分

悲惨。无法想象，幼小的她是如何扛过那些生

离死别、流离失所、病痛饥饿、以及枪林弹雨的，

并且如何从那些难以挥去的阴影中走出来的。

幸运的是，有善良的中国人收养了她，对她百

般呵护，自己食不果腹也要让她吃饱，并且让

她接受教育，直到师范学校毕业。要知道，那

个年代能上学的少之又少，更别说一个女孩子

了。文革期间养父母为了避免有人欺负她，竭

尽全力保护她，自己却遭批斗，养父因此落下

疾病，后来离她们而去。养父母为了她的成长、

安全和出路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我万般感慨，这些善良的养父母们，要有多

么宽广的胸怀才能做到不计家仇国恨？要注入

多少心血才能做到视如己出？要下多大的决心、

投入多少心力才能把他们养大成人？

   像这样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残留孤儿还有

很多。他们有一个共性——比一般人更加懂得

--- 残留孤儿，特殊历史中的特殊人物留给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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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投稿

图 /文： 鸣门市国际交流员 蔡文娟

感恩。也许因为他们知道，能

活下来，已经是命运的眷顾了。

有养父母的收留和养育，就更

加是温暖的人间天堂。乌云女

士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当

地任教。结婚后本来幸福美满

的家庭，由于丈夫的离世再次

陷入悲痛之中。支持她走出悲

痛的，是家人和她的学生。这

也坚定了她要一直站在讲堂上

的决心。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哥哥想让乌云女士回

国一起生活，但她还是执意留在中国，留在那

片养育她的大草原。她要报恩，回报呕心沥血

养育她的养母，回报当地善良的父老乡亲。这

种心情和决心，她用了一首诗来表达“草原甘

露哺育我，我为草原捧生涯”。即使是不知原委

的人，也会为这首诗里饱含的浓得化不开的深

情厚谊而动容。现在，刻有这首诗的石碑，矗

立在德岛市国府町北井上中学的校门口，向莘

莘学子们讲述着这段感人的故事。

   乌云女士在内蒙古当地美名远扬，曾担任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全国政协委员。由于内蒙

古草原逐渐沙化，在乌云女士的号召下，日本

有许多志愿者团体前往沙漠植树造林，以她的

名字命名的森林面积也越来越大。虽然她现在

已年过古稀，但仍然为草原、为第二个祖国、

为中日友好而努力着。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捧

生涯”这一沉甸甸的词语。

  前年，在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建议和推荐下，

日本政府为她颁发了“外务大臣奖”，以表彰她

为日中友好做出的突出贡献和成就。

  残留孤儿，走过了悲惨世界和温暖人间，他

们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但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

幸运儿。他们深知战争的残酷，“世界和平”对

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发自内心的

热切的企盼。

  和平共处、友好相待，也

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普通老百

姓的共同愿望。希望战争不

再有，希望和平永相伴，希

望中日之间的友谊能像那片

“乌云森林”一样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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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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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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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交通规则

1、原则上 ,自行车要在车道上通行。在人行道上通行另有规定。

在区分了车道和人行道的路上，自行车必须在车道上通行。

只要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自行车可以在人行道上通行。

① 人行道上有“普通自行车可以使用人行道”的标志时。

② 未满 13 岁的儿童、70 岁以上的高龄者、残障人在骑自行车时。

③ 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和连续的停车使得车道的通行出现困难时，车道宽度狭窄，汽车的通行量明

显增加而无法超越时等，为了确保自行车通行安全时。

2、自行车必须沿车道的左侧通行。

自行车应在车道左侧通行。禁止右侧通行。

3、在人行道上通行时，必须以行人优先，沿靠近车道的一侧缓慢骑行。

自行车在人行道上通行时，避开人行道的中央部分，应靠近车道部分慢行。当妨碍步行者时，需

要暂时停止行进。

4、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1) 禁止酒后骑车、骑车带人、并排行驶等行为。

(2) 夜间骑车必须要打开车灯。

(3) 严格遵守交叉路口的信号灯，穿越无信号灯的路口，必须确认安全后再通过。

5、儿童必须戴好安全帽

未满 13 岁的儿童骑车或者骑车带小孩时，家长有义务必须给儿童戴上安全帽。

自行车安全通行五项规则

德岛县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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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保育园 /中文演讲比赛

                                                                                      井上和惠 老师

   保育园的小孩们平日里经常画画。最初只能画点点或圆圈的小孩们，通过积累各种经验以及

渐渐地很好地控制肩肘、手腕、手指，现在可以画得比较细致。我们将介绍随着小孩的成长，

其画画能力也随之变化的特点。

<每个年龄段的小孩的绘画能力 > * 年龄仅供参考。

・ 过 1 岁 … 能够画出点点。

・ 1 岁半左右 … 手开始能够做以肘为轴心的左右运动，能够画出反复的横线。

・ 2 岁左右 … 通过灵活运用肘关节，能够画出圆圈。

・ 3 岁左右 … 随着眼手协调功能的发展，能够画出封闭的圆圈。

・ 3 岁半左右 … 可以画出有头、手、脚的画。(是对手脚的高度关心的表现 )

・ 4 岁左右 … 能够画出人、物、动物等画，展现出勾勒在头脑里面的故事情节。

・ 5 岁左右 …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能够画出有地面及背景等细节部分的丰富作品。

<本月游戏 (树叶挂饰 )>

① 把在公园或院子里捡到的树叶夹在旧报纸或旧杂志里 ,定型。(1-2 天 )

② 剪下纸盘的中心部分，纸盘上部系上绳子。

③ 把定好型的树叶或果实使用木工用粘合剂粘贴在②的纸盘上。

   在本次中文演讲比赛中，中文为非母语的外国人将用中文向我们讲述自己的中国

情缘。让我们一起侧耳聆听他们的故事吧！欢迎大家前来现场为选手们助威加油 !

         时间： 2014 年 10月 19日（周日） 

         场所：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德岛站前 Clement Plaza 6 楼）

         电话：088-656-3303

         入场：免费

第 5届德岛县中文演讲比赛

第 5回徳島県中国語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開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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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导航

剑山红叶节

   剑山红叶节从昭和 58 年（1983 年）开始举办，是剑

山地区最大最隆重的活动。从 10 月上旬到中旬，剑山的

红叶从山顶依次绽露到山麓。和人造的庭园不同，剑山

艳丽的红叶呈现出大自然内在的美丽。由黄到红的颜色

渐变，湖畔倒影出来的美景，您可以在晨间、午后、傍

晚分别感受到不一样的剑山红叶。

举办日期：2014/10/1（周三）～ 10/31（周五）

咨询：剑山观光推进协议会

TEL ：0883-67-5277

地点：三好市东祖谷　剑山山顶至见之越周边

交通：乘坐 JR 德岛线“贞光站”下车→开车 70 分钟

    乘坐 JR 土讚线“阿波池田站”下车→开车 150 分钟

祖谷平家祭

   每年 10 月份为三好市“祖谷平家祭月”。期间将会举办

各种活动。期待大家光临！ 

举办日期：2014/10/1（周三）～ 10/25（周六）

・第9届祖谷撒粉节日本第一大会 10/4（周六）～10/5（周日）

・爵士音乐节 in 祖谷 10/4（周六）

・西祖谷文化祭 10/12（周日）

・祖谷文化传承祭 10/19（周日）

咨询：三好市观光课

TEL ：0883-72-7620

地点： 三好市　东祖谷・西祖谷

交通：JR 大步危站→开车 15 分钟

海阳伊势龙虾节

   提起代表海阳町的食材就是龙虾。 每年 9月 15 日解

除捕捉龙虾的禁令。一到这个时期，渔港因伊势龙虾而

富于活力。届时将海阳町捕捉到的时令伊势龙虾提供给

住宿在海阳町的客人。一晚 2 餐为 1 万日元（税后），晚

餐时必定配有伊势龙虾。

举办日期：2014/10/1（周三）～ 10/31（周五）

地点：海部郡海阳町

咨询：海阳町观光协会  TEL:0884-76-3050

交通：德岛市开车 120 分钟

动漫★嘉年华

   动漫★嘉年华作为德岛市中心街区周游型动漫主题活动，

自 09 年秋天首次举办以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动漫迷

们。详细信息，大家可以查看「マチ★アソビ」活动主页。

举办日期：2014/10/11( 周六 )～ 10/13( 周一・假日 )

咨询：动画电影祭实行委员会 

TEL ：088-621-2146

地点： 德岛市中心街区等

URL: http://www.machiasobi.com

第九届卯建古街祭

   置身美马卯建古街，仿佛让人穿越到了遥远的江户时

代！散布古街中，欣赏古街独一无二的演剧表演。届时

古街将举办各种活动，欢迎大家光临！

举办日期：2014/10/11（周六）～ 10/13（周一）

地点：美马市胁町 卯建古街

咨询：美马市观光协会

TEL ：088-353-8599

交通：穴吹站开车 7分钟

一起来体验遍路吧！

    通过徒步巡礼德岛圣地，来一次身心的洗礼。

对象：德岛县内的外国人、留学生

举办日期：2014/10/19

集合地：德岛车站前 (便利店前 )AM8:00

参加费：免费

巡礼圣地：13 番札所大日寺～ 17 番札所井户寺

TEL ：090-2898-4647  090-1575-0268

URL: http://www.topia.ne.jp

神山 Artist in Residence

   此活动是以神山町 NPO 法人“绿谷（Green Valley）”

为核心，从 1999 年开始运营的一项国际艺术项目。该项

目每年都会邀请国内外艺术家到神山町，通过与当地居

民加深交流，进行艺术创作，并举办作品展示会。

举办日期：201410/26（周日）～ 11/3（周一 •假日）

咨询：神山 Artist in Residence 实行委员会

TEL ：088-676-1177

地点：神山町 各地

交通：德岛站→开车 50 分钟

鸭岛大菊人偶 /四国菊花品评会

    “鸭岛大菊人偶”是从大正时代开始举办的。“四国菊

花品评会”拥有 70 年的历史。今年的主题是 NHK 大河连续

剧“军师官兵卫”。

举办日期 :2014/10/30（周四）～ 11/20（周四）

咨询：菊花人偶・菊花展实行委员会

TEL: 0883-24-2274

地点 : 吉野川市鸭岛町吉野川市役所活动广场・JR 鸭岛站

前

交通 :JR 德岛线“鸭岛站”下车→步行 15 分钟



   人権を守って、輝く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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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阿波生活》期待您的来稿～

在日生活、旅游见闻等，您的稿子会给更多的中国人带来温馨感受。

投稿请发送至 cir3@topia.ne.jp

或邮寄至  徳島市寺島本町西 1-61　ｸﾚﾒﾝﾄﾌﾟﾗｻ 6F 

          徳島県国際交流協会　崔福实　收

劳动纠纷咨询

    因解雇、拖欠工资、调配等劳动纠纷而困

惑的人，敬请前来咨询。一对一咨询，我们会

严守秘密。

时间及地点：

★阿南ひまわり会館（阿南市富冈町北通北通

33-1）

2014/10/5（周日）下午 1点～下午 4点

★うだつアリーナ（美马市胁町新町 196） 

2014/10/26（周日）下午 1点～下午 4点

★徳島県庁 11 階（德岛市万代町１丁目１）

2014/10/9（周四）下午 2点～下午 4点　 

2014/10/16（周四）下午 2点～下午 4点　 

2014/10/30（周四）下午 2点～下午 4点　　 

咨询费：免费

咨询电话：088-621-3234

※ 需预约。不提供翻译，请自请翻译。

J.TEST 実用日本語検定

   J.TEST 的全称是实用日本语鉴定考试，最早

是为欲进入日本公司工作就业的在日外籍人士而

设立。由于 J.TEST 考试对日语的实际应用能力

具有相当的鉴定功能，已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

所承认。

考试时间 :2014/11/16（周日）

报名截止日期 2014/10/22（周三）

报名费：A-D/E-F/G 级别  3600 日元

             商务级别  4500 日元

J.TEST 事务局官网：http://j-test.jp

关于考试的更多详情，敬请登录 J.TEST 事务局

官网查询。

※邮寄报名请注意，必须在截止日那一天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