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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中国的黑龙江省，一个地道的东北人。来这边已经三年了，是一名学生。今天在这里和大

家分享一下融入日本生活的三个要素、也是迈向日本社会的第一步。这只是我的个人经验，希望可以

为大家带来帮助。 

  首先是日语能力，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两位日语老师，我刚来日本的时候一句日语都不会，听大

家说：不用刻意去学，入学后听着听着自然就会了。 所以我在开学之前只自学了 50个假名。开学之

后的三个月里，我的日语一点长进也没有、后天通过朋友介绍，我找到了日语老师，每周两节课，用

了近半年的时间学完了日语中级。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在一点基础都没有的情况下，只靠周围的环境

是学不好日语的。 

   其次是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学习就是模仿」，的确，学习的过

程就是在模仿。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学习日本人身上那种执着的精神，取长补短，而不要盲目地模仿。 

    最后，就是要有一颗待人真诚的心。有很多中国人都说：因为是中国人，而且日语也讲不好，

所以不可能交到日本朋友。 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友谊不分国度，只要用心去对待每一个人，

身边的朋友自然会越来越多。 

    身在异国他乡，言行举止应三思而后行。因为你代表的不只是你，而是你背后的中国。中国人、

龙的传人！   

 

 

 

 

 

 

 

 

 

 

寄稿： 

在県中国人から見た大分 

 

作者高井俊简介： 

生日：1995 年 4 月 23 日 

来日：2010 年 8 月 

2012 年 4 月入鹤崎高中，兴趣是唱歌，吉他，

滑冰，羽毛球，画画。 

 

 



 

 

                                      

 

汉语免费咨询：2013 年 11 月份的汉语免费咨询日为 7、14、21、28号。 

咨询日为每周四 10：00---13：00，精通中文的工作人员在国际交流广场等待各位的汉语咨询。如想

汉语交谈、如想倾诉烦恼，都可来广场。因广场有可讲中文的工作人员，所以刚来日本的朋友、不太

懂日语的朋友都可来广场玩，如遇到困难了、或想介绍大分的好吃好玩的地方，当然是更受欢迎。                           

他加禄语的免费咨询：可用他加禄语进行相谈，如遇到什么烦恼、或想用母语交谈交朋友的话，请来

广场。时间为 11月 2日、19 日 13:00---16:00， 相谈员为吉武珞投拉女士（大分县菲律宾友好协会）

出身菲律宾。          

外国人免费咨询：11 月 3 日、20 日 13：00---16：00，大分县外国住民为对象，国际交流广场每月

都举办免费咨询活动，如县在住外国人的入国、在留资格手续等法律的免费咨询等。如需汉语咨询时，

可提前 2天预约。 

交流广场国际理解讲座：交流广场将邀请 Mohammed Zakir 先生介绍斯里兰卡的文化风情。场所：OASIS

（オアシス）广场 21的地下 1层小影像馆  时间：11 月 23日 14：30---16：00 

 

10月 30～ 

11月 10日 

大分市菊花展 

由大分市花园芸大会实行委员会主办的大型菊花展在大分市佐野植物公园举

行。咨询：大分市役所商工农政部农林水产课 097-537-5770 

11月 1日～ 

12月 1日 

别府艺术月展 2013 

别府艺术月展是大分县别府市现代艺术大会，通过各个展览会、戏剧表演、舞

蹈等各型节目展现别府市的艺术风貌。 

咨询： BEPPU PROJECT   0977-22-3560 

11月 3日 

第 28 届野津原七濑故乡节 

当天将在会场贩卖野津原名锅-—野猪锅（100 日元一杯），及当地新鲜蔬菜、

加工品等。还有当地的神乐表演等。场所：绿色王国   

咨询：七濑故乡节实行委员会事务局（野津原商工会内）097-588-0101 

11 月 8～10日 

千年竹宵灯火 

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豆田町周围，黄昏时刻将点起三万株竹灯点缀豆田

夜晚梦幻世界。场所：日田市花月川、豆田町界隈   

咨询：日田市观光情报协会 0973-22-2036 

11月 15～17 日 

若宫八幡秋季祭典 

有着 900多年传统的纪念秋季五谷丰登的祭典，一般是在农历 10月 13至 15日

举行。咨询：丰后高田市商工观光课 0978-22-3100 

11月 22日 

好夫妻日活动 

别府竹瓦温泉和别府海滨沙场为纪念 11 月 22 日是好夫妻日，为来场的夫妻、

恋人发纪念毛巾和洗温泉降价等服务。 

咨询：竹瓦温泉 0977-23-1585    别府海滨沙场 0977-66-5737 

11 份国际交流广场活动 

 



11月 30日 

 

人权在大分 2013 

1948 年 12 月 10 日,“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成为世界人

权宣言，作为纪念 12 月 4 日至 10 日定为人权周。为了迎合人权周，大分将在

大分市中央町ガレリア竹町ドーム广场举行人权宣传活动。 

咨询：大分县生活环境部人权、同和对策课 097-506-3176 

  

 

 

                            

 

汉语免费咨询：2013 年 12 月份的汉语免费咨询日为 5、12、19、26号。 

咨询日为每周四 10：00---13：00，精通中文的工作人员在国际交流广场等待各位的汉语咨询。如想

汉语交谈、如想倾诉烦恼，都可来广场。因广场有可讲中文的工作人员，所以刚来日本的朋友、不太

懂日语的朋友都可来广场玩，如遇到困难了、或想介绍大分的好吃好玩的地方，当然是更受欢迎。       

他加禄语的免费咨询：可用他加禄语进行相谈，如遇到什么烦恼、或想用母语交谈交朋友的话，请来

广场。时间为 12月 7日、17 日 13:00---16:00， 相谈员为吉武珞投拉女士（大分县菲律宾友好协会）

出身菲律宾。          

外国人免费咨询：12 月 1 日 18 日 13：00---16：00，大分县外国住民为对象，国际交流广场每月都

举办免费咨询活动。如需汉语咨询时，可提前 2天预约。 

国际理解讲座：12 月 21 日在 OASIS（オアシス）广场 21 的地下 1 层小影像馆，18：30 开始来自 AC

米兰职业足球的 Luca monese 先生来场介绍意大利的生活趣闻及对大分的印象感想。免费入场，咨询

请问大分国际交流广场 097-533-4021 

 

12月 11日 

塚原甜酒节 

大分县汤布院塚原男能浓松神社为庆祝当年的五谷丰登、无病无灾，将当年酿

造的甜酒免费分发给前来许愿的人们。咨询：汤布院厅舍商工观光课 

12月 15日 

别府冬粹彩 

3 棵巨松与 20 万个灯饰将妆点别府公园的森林，展示别府幻想冬季。12 月 15

日将进行点灯仪式，到来年 1 月 18日为止，期间将举行舞蹈比赛等各种文化活

动。场所：别府公园  

咨询：别府工商会议所青年部 0977-25-3311 

12 月 19日 

健康咨询、巡回治疗 

为县内的失业、低收入外国人进行免费健康咨询及低收费治疗，当天请携带健

康保险证。场所：iichiko 综合文化中心 地下 1层 国际交流广场  

时间：14：30---15：30   咨询：大分县济生会日田医院 0973-24-1100 

12月 23、24 日 

别府圣诞大型烟花大会 

在别府中心商店街全面支持下，在的之滨公园，海湾沙滩等地举行各种节日活

动。并从傍晚开始随圣诞歌曲将放烟花、妆点别府海滨的夜景。 

咨询：冬季祭典委员会事务所 0977-24-2828 

 

12 份国际交流广场活动 

 



 

                                            

 

从古以来日田市就是个交通要塞，作为幕府时期的直管地成为九州地区的经济中心。被称为“九

州小京都”的豆田地区至今依然保存着当年的街区风景，依就叙述着天领时代繁荣。当穿过豆田地区

可绕道去看看咸宜园教育中心，这里是江户时代后期由豆田出身的儒学家广濑淡窗开办的，来自全国

的学生学习的地方，到这里可以参观到咸宜园教育的历史。 

日田代表的节日有 5 月的日田川开放观光节、8 月的日田祗园节、还有日田天领节、千年灯节、

天领日田女儿节等，吸引着许多观光客人的到来。 

   日田炒面也非常有名，把煮面炒至香脆再配放葱和豆芽，加入各个店的自配调味料，形成各个店

的特有风味的日田炒面。日田炒面很有嚼头，备受当地人热爱。如来日田一定请不要忘记尝尝日田炒

面。 

 

--------------------------------------------------------------------------------------------------------- 

大分县内的各种生活信息及便利消息还可以通过上网（http://www.oitaplaza.jp/chinese/）及

手机的网上免费杂志 OIPM 可了解。手机的网上杂志 OIPM 分日语、简明日语、英语、汉语 3 国语言

发信。登记方法很简单，先从手机上发空邮件，然后按照返回来的邮件内容进行登记。请选择 1种语

言之后再发一次空邮件即可，免费登记。汉语：chn@oipm.jp 

编辑发行：（财）大分县文化体育振兴财团 国际

交流广场 

〒870-0029 大分市高砂町 2-33 OASIS 广场 21

地下 1层 

工作时间 ：9：30---19：00 

休息日 ：周日、节假日及第 2、4 周的周一、周

六 

电   话 ：097-533-4021 传 真：097-533-4052  

E-mail：chugokugo@emo.or.jp 

网 址 ：http://www.oitaplaza.jp/  

 

＊国际交流广场精通中文的工作人员每周星期四

（10:00---13:00）会在此工作。如在生活、工作

上遇到烦恼时，尽请来广场咨询。 

国际交流广场的地址：从大分站大约走 10

分钟， OASIS（オアシス）广场 21的地下 1层。 

 

 

～～大分情味～～ 

日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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