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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cm。
被预测到 2100 年前海面高度将更加上升 18～59 ㎝。假设到
2080 年前，海面高度上升 40 ㎝的话，沿岸地区或沿岸低洼
2 月 17 号，冈谷市国际交流协会召开了第三次座谈会。 地区将受到影响。
这次座谈会的题目是“为了保护美丽地球，我们能做的
此外，全球温暖化还将招致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生物
事 ”。住在 这个地区的 16 名人士（10 个国家）参加了这 绝灭危机的扩大，疟疾等热带性感染症范围的扩大，世界各
此座谈会、讨论全球温暖化问题。参加人员中，有个国家 地发生异常气象的频度和强度的增加，病害虫的增加、谷物
受全球温暖化的影响，海面上涨，面积缩小。还有的国家 生产大幅减少、给世界带来严重的粮荒等等。为了防止温暖
照此下去的话，也将面临全岛沉入大海的危机。让我们大 化，必需制止排放和产生成为温暖化原因的二氧化碳等有温
家一起考虑全球温暖化问题吧！
室效果的瓦斯。为此，有必要每个人对各自的行为或生活方
式进行重新认识。
♦ ✧ ♦ ✧ ♦ ✧ ♦ ✧ ♦ ✧ ♦ ✧ ♦ ✧ ♦ ✧ ♦
例如；
。 冷气的温度不要调节过低，暖气的温度不要调节过高
地球靠太阳的热量而温暖、又将其热量的一部分排放到
。 关闭不使用房子的照明或是不看的电视、长时间不使
宇宙中去。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2）等有温室效果的瓦斯将
用时拔掉插头，节约电力
其热量吸收、调和大气层温度，产生宜于地球生物生存的
。 停止热水瓶和电饭锅的保温
环境。可是随着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其热量不
。 冰箱里不装入过多的东西
容易被施放到宇宙中去。结果地球表面的温度超出了正常
。 不要用完自来水不关上
温度。这种现象就是全球温暖化。
。 洗澡时全家趁热相继洗澡，用残留的水洗衣服等
地球的平均地面温度在 20 世纪约上升 0.6℃，1990 年到
。 买东西时用自备袋子
2100 年前的地球气温被预测将上升 1.4～5.8℃。或许大家
。 尽可能不开车，走路或骑自行车、或是利用公共交通
觉得并无多大的温度变化，但是即使冰河期的地球气温也 机关等等、用马上能做到的简单的事情来减少排出的二氧化
比现在只低 3～6℃。所以不可估计这样的变化给地球环境 碳。同时这也可以节约电费，自来水费和汽油费。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20 世纪之间海面高度就上升了 大家想一想自己能做的事！

日本春天风景诗～了解愉快地日本文化
采茶
茶摘み（ちゃつみ）
在日本、主要喝的是叫做绿茶的茶。
采茶就是采摘那个茶树的嫩芽和叶
子，因地域的气候、而采摘期不同，
从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的三个星期左
右进行，特别从第八十八天（5 月 2
号左右）二，三个星期成为最高潮。
采摘的叶子，蒸了后，当天晚上好好
揉搓，使之干燥。以前，年轻的女人
背上斜挂着束衣袖的红色袋子，戴着
布手巾，一边唱《采茶歌》一边采摘
叶子，但是
随 着 机 械
化，过去的
趣味（情趣）
也 被 丢 失
了。

插秧
田植え（たうえ）
在苗床里培育的稻苗移种到水田的
劳动就是插秧。从5月到6月实行。稻
子播种时期是从立春开始数相当于第
八十八天夜（5月2号左右）成为最高
潮，进入梅雨季节以后移到水田。现
在一般使用插秧机（农业机器），
但是发明插秧机
以前，农民在水
田里，弯腰，腰
吊小筐，用手将
小筐里的苗，一束一束地插种。这劳
动又单调又苛刻。因为大米是日本人
的主食，所以收获的好坏影响到全年
的生活。因此，插秧是很重要的活动。
以前，这是村里人们的共同劳动、也
是祭祀老天的活动（祭神）。

黄金周 (GW)
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
黄金周是日本
从 4 月 29 号 开 始
到5月5号的连休
期间。也有时候
简略地称为《GW》。现在4月29号（昭和
节），5月3号（宪法纪念日），5月4号（绿
化节），5月5号（儿童节）是国民的节日。
还有，比较多的公司（人们）以5月1号（五
一国际劳动节）为假日，所以平日休息时
就形成长期休假。1985年（昭和60年）修
改节日法、使5月4号成为节日以前，很多
时候的假日是隔三跳四地，所以也叫做＜
断续连休＞。今后不修改节日法的话，明
年9月秋分节（23号）前后有长期连休，
称为秋天黄周或银色周。

怎样想你住的“城市”？
关于实行多元文化共生计划
关于实行多元文化共生计划，冈谷市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作为新事业对于这个地域或日
本生活的感想、采访住在冈谷市和諏訪地域的外籍住民，然后把此感想整理出来，做出
带有上半身相片的板报。从2月27号到3月5号在諏訪湖Hights和Yilufu文化中心举办<
共同”生活”的世界住民——感想交流>展览会。通过此展览会、使更多市民了解外籍
住民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同时，听取大家平时里的喜悦和苦恼，为今后建设极好的多元
文化共生城市提供宝贵的资源。此次计划以国际交流协会的董事，评议员和志愿者为中
心，而且得到20名以上的志愿者的协力，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采访。向巴西，中国，
菲律宾，美国，英国，韩国等41名外国人(17个国家)采访<居住的”城市”的喜欢之处
><来到日本后感觉到和思索到的事情><对于居住的城市的愿望是什么？〉。刊登在板报
的外籍住民里，有小学生，也有年过5旬的人，居住期间从几个月到19年等等。
除了外籍住民以外，就<有关外籍住民的问题〉<今后希望什么样的交流？><想要介绍
的地方和事情>等、向与外籍住民有各种关系的20名日本人进行采访。通过这个采访，
大多数人提出很有兴趣的意见。我们想以后有效地利用大家的要求和意见，把今后的冈
谷市建成更加便于居住、和谐更好的城市。

～外籍住民的意见～

感想交流展览会
板报

这里介绍被采访的8名外籍住民。详细内容记载在4页，请看一看!

JEFFREY GEE

IMELDA MOCHIZUKI

美国出身 旅居10年

菲律宾出身 旅居19年

居住城市的喜欢处

居住城市的喜欢处

RAMA SYOFIAAN
印度尼西亚出身 旅居 7 年

居住城市的喜欢处

张翼
中国出身 旅居 6 年

居住城市的喜欢处

因为这里有很多绿色树木、又有湖， 我喜欢 YAMABIKO 公园和体育馆附 大自然美丽。例如，上高地，乘鞍 日本有四季，諏訪湖和周围的群山
等山岳地区风景美丽。我喜欢太鼓 很美丽。天气好的时候，开车到霧
所以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每天早上 近。
一边喝咖啡，一边观赏我家的后院。 在丰富自然景观中和孩子一起玩、 祭，羽毛球和保邻球。
ケ峰，车山等地去玩。我喜欢打羽
感到高兴。
毛球和乒乓球。
每周去一次俱乐部。
来到日本后感觉到和思索到的事情
来到日本后感觉到和思索到的事情
来到日本后感觉到和思索到的事情
来到日本后感觉到和思索到的事情
很高兴能健康地生活。对于外国人
最初，和日本女性不容易交
和异文化，我想要大家抛弃偏见， 日本安全、环境好。我想日 流，但在遇上很漂亮的女性 在冈谷市有日语学习班，我觉得很
本是世界最好的国家，但是 后，结婚了
好。日本人都优雅，彬彬有礼，遵
敞开心怀。
因为最近发生各种可怕的事
守规则的觉悟很强。
件，不安之感也增多了。
对于居住城市的愿望
对于居住城市的愿望
对于居住城市的愿望
对于居住城市的愿望
去年我想要住在市营住宅、去看后
如果有开往东京 的新干线的话，就 我想冈谷市 要加强巡视，准备校 因情形不好而放弃了。希望修整这 将来也住在这里。要减少欺负，同
好了。我希望限制卡车进入住宅区， 车，也要准备互相交流的地方。互 个市营住宅。还有，虽然有很多小 别的国家的人们增加交流。
上网自由化。
相了解是很重要的。
公园，但是空间小，游戏道具也不
多。

YARA TANAKA

徐 正子

巴西出身 旅居7年

韩国出身 旅居20年

NORBERT GOLDBERGS
拉脱维亚出身

居住城市的喜欢处

居住城市的喜欢处

在祭日跳了桑巴舞。常在諏訪 我喜欢冈谷市的全部。自然处很多、人
湖喂天鹅、散步、运动。是个 们都很亲切。通过冈谷市各个设施活
很好的地方。
动，和孩子们一起积累很多经验，对此
我很感谢。
来到日本后感觉到和思索到的
事情
来到日本后感觉到和思索到的事情

MATTHW TAILOR

旅居10年

英国出身 逗留3个月

居住城市的喜欢处

居住城市的喜欢处
冈谷市是适于居住的城市。

我喜欢諏訪湖和八ヶ岳的风景。

来到日本后感觉到和思索到的事 来到日本后感觉到和思索到的事情
情
人 们都很亲切地给我教各种
事情、适于居住。我喜欢日本，
最初我以为日本有高度先端技术
也喜欢日餐。但是，纳豆和豆
机器、各种组织也完备。来到日本
因 日本有工作，所以喜 最初来到日本的时候，我觉得孤独（往
馅都不行。冬季冷得很，可是
后我的想法错了，不是那样。
。我想到了日本人和韩国人都是同
欢。工作的话就可以买任 事）
我喜欢滑雪。现在正在学习日
样的人类。幸亏我住在这里。
何东西。
语，汉字觉得很难。
对于居住城市的愿望
对于居住城市的愿望
对于居住城市的愿望
对于居住城市的愿望
到了日本，对于孩子教育我觉得困
希望在医院里有翻译人员。 想要把国际交流协会的事况转达给有 惑。关怀外国人的人很少，感到很 国际交流集会越多越好。我想多有日
担心。今后孩子们在日本生活，必 本人和外国人互相了解的机会就好。
困难的外国人和感到寂寞的人们。
需读书写字。我希望在学校里研究
日语对策。

～日本人的意见～
对于＜和你周围外国人的关系＞采访了日本人，结果，比较多的人们有一起做工作或者接待客人的经验。工作上的关
系很多。关于工作上的交流，经过时间的推移，习以为常，没有问题的意见很多。当然，有的人工作完了以后，有时一
块吃饭去，有时一块出去玩，有的人作为志愿活动教日语，有的人接纳寄宿民居留学生，也有的人在外国语学习班里愉
快地会话，但是会话时很紧张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很多。这里介绍我们采访的4名日本人。
よねやま な つ き

いいもり

跟外籍住民的关系

米山 奈津希

飯森 こずえ

いわさき じ ろ う

たかばやし ゆ き

岩 崎 二朗

高 林 由季
跟外籍住民的关系

跟外籍住民的关系

打工时，有机会和外国人说 在英语会话课堂里同美国人教师交流。在 我作为小学校长对待外籍儿童和
话。今后，在温泉设施或健 独资经营的小型演奏会的歌厅里同英国 家长，听取各种咨询。跟家长既慢
身房里先打招呼！
人一起举行爵士乐即席演奏会。
慢的说话，又用平假名写学校信。
同时我鼓励感到寂寞的儿童。
希望交流的事情
希望交流的事情
我想同大家一起愉快地打网球，欣赏音
希望交流的事情
我希 望夏季在諏訪石彫公 乐，同时想要了解生活习惯和想法等文化
园附近大家一起举办自由 上的区别。我还希望通过接纳寄宿居民留
最好日本人轻松地谈话。我
市场，野外做祖国菜，举行 学生进行交流。
希望巴西儿童多说葡 萄 牙
现场演奏会，晚上放烟火。
语，日本儿童积极地记住葡
想要介绍的事情和地方
萄牙语。我想大家努力愉快
想要介绍的事情和地方
在我独资经营的以演奏音乐为主的集会 地过日子就好！
諏訪湖周围的公园。白天，太阳 会场“LIVE HOUSE FIVE PENNIES”可
想要介绍的事情和地方
光反射很好看，晚上城市光好像 以爽快地表演，请利用。我推荐在小野立
宝石一样很漂亮。在冈谷舒舒服 公园观赏红叶。我想很多外籍住民希望交
YAMABIKO 公园，諏訪湖滨，市
服地洗脚。冬天野鸭和天鹅非常 流，所以通过各种集会和赛会，希望愉快
立图书馆。滑冰和玩雪。用日本纸
可爱。
地体验冈谷文化。
牌和陀螺玩。

跟外籍住民的关系
在公司里，我担任从亚洲各国来
的 14 名研修生和实习生的教
育。他们很容易学言语，没有特
别的问题。作为志愿者，我教日
语。
希望交流的事情
我愿意在工作上互相了
解，帮助他们，也愿意他
们愉快地过日本生活。
想要介绍的事情和地方
我公司举行赏樱花集会，也去滑
雪。我希望他们一年四季快乐地
过日子。我劝他们去日本国内旅
行。

对于外籍住民采访结果
你住的“城市”的喜欢的事情和地方
★喜欢的事情，理由★

★喜欢的地方★

第一 可以体验美丽自然

第一 諏訪湖

春天，赏梅花和樱花。夏天，在諏訪湖滨看烟火。
秋天，观赏红叶。冬天，洗温泉和滑雪。一年四季可
以体验美丽自然。同时，由于自然景观可以放松。这
样的回答比较多。

例如；散步，跑步，在諏訪湖滨赏樱花，
舒舒服服地洗脚，看水鸟，运动，钓鱼等。大家各自
分别地在諏訪湖周围快乐地过日子。
第二 公园

第二 赛会和集会
初次听到鼓声，非常感动。在赛会上跳祖国舞。在市
政厅提供的课外活动中有各种体验。通过集会，可以
和地域市民交流。这种回答比较多。

例如；在 YAMABIKO 公园自行车旅行和飞碟玩，从公园
的瞭望台可以遥望全体諏訪湖地域，从公园看到的城
市夜景很好看。
小孩子和成人都过有益的时间。

第三 又亲切又优雅

第三 山，高原和温泉

儿童都亲切地致以问候。放心地过日子。大家协力地
扫地，耙雪，保持清洁。赞许地域人们温情的回答多。

滑冰，滑雪，爬山，开汽车远游，美丽风景。
大家都愉快地过每个季节。

・

「来到日本后觉得事情，想的事情･･･」
第一 治安很好，城市洁诤
这个意见还是很多。大家都有犯罪（被盗，家中无人
时进了小偷）不多的印象。
第二 寒冷
对于信州的寒冷，从暖和的国家来到冈谷的人们都感
到特别寒冷。
第三 日语，特别是敬语很难
这是不是日本人也感到的？少数的日本人了解敬语的
正确的用法。汉字也是感觉日语很难的很大原因之一。
第四 日本人优雅，遵守礼法
有困难时受到各种好意等意见也有。希望好心人不断
增加。
第四 严格遵守时间和规律
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严格地遵守时间的意见也有。这是
日本的一个特色。
第五 不声不响地努力工做
这有正反两方面意见。其中好像是机器人···之类的
意见也有。
第五 日餐很好吃
从特别受欢迎的寿司、生鱼片等典型料理到土豆等炖
肉、鱼等家常料理各种各样。

看来外籍住民对于日本独特 的餐文化也像是很
有兴趣。
少数人的意见∶
。社会规则严格，受到压力太强。
。部分人对于外国人不问候，感觉到歧视情绪。
。日本人互相联系冷淡，很难深交。
。家庭内的杀人案件等，让感到社会不安的新闻
多起来了。
。因日本人不将事情说清楚，不了解其真正目的
等因素。
洗温泉感到害臊。

「･对于你住的“城市”的希望···」
･

住在这个城市的外籍住民都有各种各样的希
望，其中最多的还是公共服务这一点。这重要原
因是很多外籍住民没有驾驶执照。他们除了火车
和公共汽车以外，没有交通手段。一个钟头一次
来的火车，末班车来得早，利用公共汽车不方便
等事情在日常生活上成为很大障碍。
另外，收集到、需要有多言语的广告牌和向导牌，
在图书馆里要有日语教材，共可利用的公共设施
的消息，在医院里要有翻译等等。这种有关日常
生活的意见很多。旅居期间长的人们想要有选举
权，要努力确保城市的安全，国际交流的场所要
更加增加等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