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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玫瑰～在日華人女性交流会祝祖国生日快楽 

                                     

 

 
二零一九年的十月一日，横 滨中華街，太陽公公起了个大早，在

日華人女性交流会的姐妹 们也都起了个大早，咱 们東瀛玫瑰要和在日

本的三十四个団体，共計一千六百多人一起在横 滨中華街，举 行有史

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 庆祝活動，因为这天是祖国母親的生日，母親大

人七十歳了，这些年風風雨雨走 过来，只有一起経歴苦辣酸甜的炎黄

子孙才深深地懂得，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  

   在日華人的父母官孔 铉佑大使也親临 横滨中華街庆祝游行会

場，発表了親切動人的 讲話，孔大使説： “横滨中華街是旅日 侨胞的

主要発原地之一，横 滨国庆大游行已経連続 举办了五十多年，在此 向

祖国七十華诞深情祝福，激励全体在日同胞 为祖国発展，民族复 兴不

奋斗！”  

老侨民和小侨民，新移民和旧移民 们在这 个異国他郷别样的“ 国庆广

場”真実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和关 怀，体会到了東方雄 狮的発

展壮大，日本東海大学附属相模高中吹奏楽部一百多名日本学生，一

起演奏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進行曲》 :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 们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 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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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被迫着発出最後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進！前進！進！  

  大家在自由美丽的空気里 齐声高唱，面向着国旗， 还有故郷的東

面，在这離着家园千山万水的横 滨中華街，从心底里献上我 们 的祝

福。  

我们是被太平洋的海風吹 过来的一片树葉，因 为学習工作，为 了生活

不得不離郷背井，但我 们从未曾忘記自己是誰？无需時常提起，因 为

从未忘記我们的祖国，我 们的根。  

  在喜庆的鞭炮声中，三十多支 队伍，開始了 庆祝游行活動，太极

拳、腰鼓、舞龍舞狮 、京劇、民族舞蹈、 民族楽器、雑技…  

 
在日華人女性交流会時隔十年再次参加華 诞庆祝游行非常感慨，

美女姐妹们身穿统一紅色上衣，手 挥着中日两国国旗，走 过一座座商

店，一家家料理店，一条条街道，迎面而来 许多中外游客，我 们微笑

着，微笑着，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这些年在姜春姬会長的 带

领下，女性会的発展越来越好，姐妹 们互相帮助一起成長 。  

   庆祝游行活動结 束後，大家来到横滨 華侨婦女会館与横滨 華侨

婦女会交流座谈学習，听前 辈老華侨妈妈讲 述当年在恶劣环境下，不

屈不挠，坚持让孩子 们学習中華文化的歴史， 让我们心生敬意，心潮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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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祖国， 让我们身为 龍的传人自豪引以为 傲，

让我们都为了祖国， 为了那个很東方的東方， 为了那片深情多情的土

地努力拼搏奋斗！让 我们在日華人女性交流会再次送 给祖国一句祝

福：祖国！七十歳生日快楽！深深地祝福您 ！（文 :夏红）  

 

 

 

 

 

 
 

 

 

天桥立的美学 

 
  天桥立位于日本海沿岸，属于京都府宫津市，与东北宫城县的松岛和西南面广岛县

的严岛并称“日本三景”。松岛素有“壮观、丽观、幽观、伟观”之美称，是日本国家级

的风景旅游地；严岛神社更是日本屈指可数的世界遗产，享誉日本，蜚声海外。相比之

下，天桥立就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了。说得不好听一点儿，不过就是一片沙堤上长着几棵

松树而已。被列入日本顶尖的风景点，恐怕多少出于古人的偏见。今年秋天随团去山

阴·山阳旅行，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天桥立，老实说事先并没抱什么期望。 

  天桥立的观光在三天行程的最后一天。总的来说这次旅行很得天助。前几天山阴·山

阳一带一直下雨，出发当天东京秋雨淋淋，飞机在冈山机场降落时天气已经开始转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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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基本没遇到雨，第二天也基本是晴天。第三天一大早儿起来，拉开宾馆房间的窗

帘，窗外一片蓝天碧海，天桥立的砂洲豁然展现在眼前。由于前一天到达宾馆时已是一

片暮色，完全不识四周光景。现在看到这熠熠生辉的风景，不由得兴奋起来，胸中期待

渐高。 

  早餐后，大客车把我们拉到了文珠山麓。从这里乘缆车登上文珠山顶的飞龙观，天

桥立的绝景就一览无余了。天桥立是横亘于阿苏海和宫津湾之间的沙洲，南北长 3.6公

里，沙滩最宽处约 170 米，最窄处不足 20 米。砂堤上约八千棵松树郁郁葱葱，东面的

沙滩细腻平坦，与安静的阿苏海相辅相成。观看天桥立的最佳位置有两个。一个是南面

的飞龙观，从这里看沙洲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故名。另一个是北面山麓的伞松公园，

从这里看天桥立是一个斜写的“一”字。 

  从文珠山下来，跨过回旋桥就来到了天桥立沙洲。为了方便航运，人们疏浚了砂洲

和陆地之间的运河。回旋桥是架设在运河上的一座桥，大型船只通过时，桥梁以桥墩为

轴旋转 90度，为船舶放行。漫步沙洲，古木参天，绿茵遍地，白砂熠彩，碧波清澄。要

想把沙堤走一个来回儿，往复十几里路，显然时间上和体力上都不大现实，不过有兴趣

的人可以租自行车轻松往返，一了心愿。 

  天桥立的意思是架在天上的桥。游客们登上飞龙观或者伞松公园，都有所谓"股窥"

的习惯，就是叉开双腿，从胯下倒着看，说这样就能看到飞在天上的桥了。尽管这个姿

势不大雅观，游客却不管男女老幼，各个跃跃欲试，还要拍照留念。笔者也试着"股窥"

了一次，不过看到的还是架在海上的桥。 

  增加天桥立的神话气氛还要靠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依邪那岐命神和依邪

那美命神用长茅搅拌地上的泥土，举起来时不慎有一块泥土掉到海里，就形成了现在的

日本。天神们想到地上来看看，苦于没有路，于是找到了天御中主神。中主神说∶"我可

以给你们建一个天桥，但是只能在必要的时候供天神使用，随便乱用天桥就会垮掉的。

"众神们沿着中主神建的天桥降临到人间，刚好就是日本海沿岸的宫津湾。这里美女如

织，各个天姿天色，天神们喜笑颜开，纷纷偕美女尽情游玩。待到游尽欲归时，姑娘们

也要同去天国。众神无奈，只得允许，不过叮嘱爬天桥时绝对不能出声。一行沿着长长

的天桥往天上走，视野越来越开阔。看着眼下美丽的风景，姑娘们禁不住开口惊叹∶"

啊，真漂亮呀！"这一下不要紧，天桥轰隆哗啦地塌了下来，其中的一部分就掉在了宫津

湾，就是现在的天桥立。 

  当然传说归传说，科学的观点来看天桥立还是由河流冲击的泥沙堆积而成的。据考

证，大约在 4000 年前，丹后半岛东侧的野田川把大量泥沙带入海湾，被阿苏海的海水

冲袭，天长日久便形成了一条笔直的沙堤，看上去象是一座架在天上的桥，人们取名为

天桥立。 

  作为日本三景之一的天桥立，不如其它两景那么名声赫赫，更不受如今时髦青年的

青睐。然而亲自目睹天桥立的丰姿，亲自漫步在白砂青松之间，不由得深感其韵味无尽

之美。 

  天桥立的美学之一是静态美。风景点都好看，天桥立不仅是好看，本身就是一幅画。

你不用去设计，也不用专门选角度，进入视野的就是一幅画，而且是一幅遵守 1:1.618

黄金比例的绘画。所谓"黄金比例"，是指最能给人以美感的绘画的纵横比。更绝的是，

天桥立无论是纵还是横，都能构成黄金比的画面（参照下面的像框和挂轴）。一般的风景

点视野开阔的多为横构图，耸立的山峰和建筑类多为纵构图，像天桥立这样横纵自如的

恐怕还是少见。 

  天桥立的美学之二是动态美。画面是静止的，从中感受的却是动态的美。你看那沙



6 

 

洲上覆盖的松林，时细时粗，时淡时浓，笔直南下后舞动巨大的身躯，一头插到文珠山

脚下，宛若飞龙从天而降。而东面一个个凹凸的沙滩则像龙背上的龙须。巨龙远小近大，

动体均衡，真乃天斧神工。另外，从北面的伞松公园看天桥立，虽然变化稍显不足，其

斜插画面左下角和右上角的大手笔还是充满了动态的平衡。 

  天桥立的美学之三是色彩美。固然，质朴的水墨画亦是魅力无穷，但人们还是迷恋

于五彩的世界。天桥立集蓝天、碧海、青松、白砂之自然色彩于一身，既统一和谐，又

富于变化。蓝天溶入大海，碧波通向天际。松林苍郁浓重的色调与沙滩的平坦纤细，不

仅在色彩上而且在性格上都形成强烈的对比，令人百看不厌。 

 

 

       
 

 

  天桥立的美学之四是自然美。自然风景取决于大自然，当然自不待言。这里所说的

自然美，是观光意义上的美。很多时候，人们费尽心机去观赏名胜，然而老天不赏脸，

阴云密布甚至大雨滂沱，结果是扫兴而归。天桥立的风景几乎不受天气左右，晴天时美，

好似一幅油彩；阴天时亦美，宛若一幅水墨。进而，不像樱花或者红叶的景点那样伴随

季节而兴衰，天桥立的青松白砂一年四季光彩生辉，不会褪色凋零。 

  天桥立是大自然给人类的财富。它不需要好事者来添油加醋地捣乱，也不需要富翁

们挥霍金银来为之添彩。它只是静静地躺在宫津湾的海水里，等待着具有审美意识的人

们来与其交流。 

  天桥立一行，让人回归自然。 

(文 :黄程阳 2010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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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 城 秋 游 

 
 

我们在日华人女性会为了加深会里姐妹们之间的感情，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组织

了茨城秋季二日游活动。由李宏老师、高建华老师负责，她们为我们精心安排了丰富多

彩的旅行日程。 

 
 

 

      10 月以来一直秋雨绵绵，天就像漏了一样。但是 11 月 3、4 号两天天气特别晴

朗，就像欢迎我们的团队一样，东京方面来的老师们一路欢歌笑语、来到了我们美丽的

茨城県。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有不安更有期待。首先一上车就认识跟我同姓的

大姐，没想到她还跟我妹妹同名都叫杜艳。杜艳姐亲切、和蔼，我们一见如故，走到哪

儿我都跟着她。 

在常陸太田龙神大吊桥，姐妹们一下车就融入了青山绿水之中，兴奋的像个孩子，

咔嚓咔嚓地开始拍照留念，大家说融入到大自然、贴近自然真是太好了，生活在高楼大

厦的东京，这种感觉太美好了。 

接着大家去丰田苹果园摘苹果，这里所有品种的苹果都为大家提供免费品尝，而且

不限量。从来没有一天吃过这么多品种，姐妹们几人一桌越吃越高兴，像吃苹宴似的 。

最让人兴奋的是大家吃到了价格昂贵难以买到的高德苹果姐妹们纷纷进园亲自采摘购

买苹果，一时果园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摘苹果的姑娘。 

晚上大家一边品尝着茨城品牌牛常陸牛料理，一边畅所欲言，放松自我，会场充满

温馨的气氛。随后的岩盤浴赶走了一天的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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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家来到了日本名园之一的国营常陆那珂海浜公园，虽然掃除草已稍过了

点儿观赏的时机，但一点也不影响它的美，铺满了整个山头，让人留恋忘返。 

在汽车移动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想为连续数年全日本知名度最后一名的茨城县做一

点儿宣传，一方面为尽地主之谊为大家介绍了一些茨城县的历史、文化和著名的旅游景

点 。高老师边说还有意时不时地问我点儿什么，好像是在检查我事先是否真的做功课

似的 。万幸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没被高老师问的问题难住。 

各位老师们要返回东京了，我们真的是有依依不舍的感觉。高建华老师为东京的姐

妹们准备的茨城产的越光大米、纳豆、无农药栽培的柿子、酸橙等、希望能让各位姐妹

们加深茨城的印象。欢迎大家再到来茨城。 

感谢各位组织者的精心安排和不易余力地支持，谢谢大家对我的关照，愉快地和姐

妹们渡过了难忘的时光。给我留下了美好记忆 。 

但愿在不远的将来，能和大家再次相聚参加活动，期待着。 

 

（文：杜娟/2019.12.3 于石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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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心 手 背 
 

在日定居久了，走在东京首都圈的街头，有的时候我会恍恍惚惚地产生错觉，好

像此时此刻自己仍然身在中国，几乎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 

你看熙熙攘攘的人群，你看那林林总总的楼房和街景，你看随处可见的汉字，特

别到处都能看到的年龄性别不同的国人，处处都能听到亲切感十足的中国话，如同到

了中国的某省某市。 

愛国华侨不要喷我，我当然愛我的国家，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接受过

愛国主义教育的祖国的苗苗。我戴过红领巾，加入过共青团，我当年的偶像是雷锋，

邱少云，董存瑞，江姐，刘胡兰，凄美浪漫动人的“刑场上婚礼”里的革命情侣，还

有那个勇敢跳进粪坑救老农壮烈牺牲的大学生张华！虽然我不喜欢粪坑，也不太可能

会跳进粪坑里救人，但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让我喜欢崇拜勇于牺牲自我救他人的精

神，只可惜我一直没有遇到机会表现我自己。 

对了，我还发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小时候，我唱得最好听最多的一首歌就是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

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走了……”，虽然我长大成人后，没有资格没有机会接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班，但我一片红心忠心向太阳。但我不撒谎，现在我也愛日本，很

喜欢日本--这个资本主义的日本。我爱吃生鱼片，爱去回转寿司，爱我生活中的环境

和周围人们。 

我认识的一个来自哈尔滨农村乡下的大姐，她的母亲是残留孤儿归国者。她们兄

弟姐妹们整个大家族老老少少共计五十多口人都来了日本，她们说喜欢日本，她们享

受着日本政府的福利，过着滋润的生活，看病免费，坐车免费等等。我没有这些，但

是我喜欢日本确是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呢？日本好在哪里呢？我最怕有人问，你觉得中国日本哪个国家

好？三言两语哪里能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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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亲戚朋友多热闹非凡，人情味儿十足，日本呢，信奉不打扰

别人，不给别人添麻烦，亲人之间走动也少得多，冷冷清清的，表面上看都客客气气

的，实际上君子之交淡如水，倒也省去了不少麻烦。 

 
 

饮食文化上，中餐好吃，调料放得多，日料清淡，讲究食材的原味儿，最低限度

使用调料。刚来日本的时候我真不习惯，在国内我是吃惯了又香又辣的麻辣烫，臭豆

腐，凉皮等等小吃，尤其是麻辣的水煮鱼。来日的第一年，我坚决不吃生鱼片，怎么

吃生的鱼呢？直到有一天，我禁不住劝，吃了一口金枪鱼的生鱼片，清爽新鲜，一点

儿都感到鱼腥味儿，美味啊。从那之后，一发不可收，各种各样的生鱼片和寿司成了

我的最愛，同时渐渐地不太喜欢油炸的锅包肉，溜肉段了。饮食习惯的改变和适应，

在人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记得有一次，在一家快餐店吃饭，要了一个套餐，里面放有一个生鸡蛋，只吃千

滚蛋茶叶蛋长大的我怎么也吃不了这生鸡蛋啊。我想问，但刚来日本的我的那可怜的

日语，无法表达出我的意思--“我要吃煮熟的鸡蛋”。磕磕巴巴加上手势比划提出了我

的要求，小姑娘店员看着我冷冷地用中国话说， “日本人就是这么吃的”，我心里愤

愤地，把鸡蛋揣在衣兜里，回家路上在满员电车中颠簸，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个生鸡

蛋，生怕被挤坏。这可不是普通的蛋，是我花了一个小时电车才运回家的蛋，那种感

觉有点像小偷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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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流行一句话，“国外好山好水好寂寞，祖国是真山真水真埋汰”。但如今祖国

发展越来越好了，国民文明素质越来越高。国内的亲戚朋友都说，他们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满意现在的生活。”愿意移民出国的不那么多了，尤其是移居日本。 

二，三十年年前，为了工作和学习来到日本，然后定居下来的第一代移民，我们

的年龄越来越大，渐渐老了，现在回国已经完全不适应，尽管在日本我们终究外国

人，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下一代呢，回国定居更为困难了。 

我觉得，只要健康平安幸福，一家人在一起，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生活又有什么

重要呢！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说不定，将来再将来再再将来的某一天，没有国

家这个定义，只有地球人，世界人了呢。 

所以没有谁比我们更希望一衣带水的中日永远友好下去，世代永远和平下去。手

心手背都是肉，两个国家我都喜欢，我都愛。 

（文：夏 红） 

 

2019 年合唱团活动汇报 
 

过去的一年中，在日华人女性交流会合唱团在刘子真老师的指导下，全体团员坚持

不懈的努力下，学习了 4 首新歌，排练并参加了各类的表演和友情演出活动，在排练和

参演过程中大大加强了团队的合作精神，使大家的合唱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通过参

加这些活动，我们收获到了练习的成果，感受到了合唱快乐，最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不

足和与其他团队的差距。 

 
去年我们参加了樱花国际合唱节，亚洲国际合唱比赛，庆祝国庆 70 周年的 200 人

的合唱表演，以及牡丹文化节的友情出演等多次活动，一年里，团员们在工作之余刻苦

练习，大家自觉地调整好工作时间，克服各种困难，牺牲了休息时间，无论是寒风凛冽

的冬天还是炎炎夏日，大家都能坚持练习，每一位团员都以集体利益为重，抱着不拖集

体的后腿信念，用心对待每一次练习和演出，努力提高自己的歌唱水平。小到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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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音训练，大到一个合唱团高中低三个声部的合唱磨合，每一节练习课都洒下了刘子真

老師和全体団員的辛勤付出的汗水。 

为了参加演出，李艺和刘方两位不辞辛劳把大家的演出服装从中国带了回来，由于

有她们两位的努力付出，使得我们全团在聚光灯照亮的舞台上表演时，以自己最好的状

态一起唱起了葡萄园夜曲，在那迷濛的月光下，果园里微風飒飒…………，好像真的来

到了夜色中的葡萄园，是遥遠祖国北方故郷的葡萄园…………。 

在此感谢刘子真老师，王超然老师，清水顺子老师，感谢合唱团的姐妹们，感谢曾

为合唱团付出过努力，现在暂时休息的各位团员们，感谢在日华人女性交流会的的赞助，

感谢姜会长和李振溪顾问，李军理事及各位会员的支持。 

 

 
 

回顾合唱团走过的这几年，我们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深感我们肩上的担子

很重，为了不辜负大家的厚爱我们只有努力再努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团队的全体成员

将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刻苦练习争取新的成绩。 

今年我们的合唱团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也将以新的姿态更上一

层楼，继续进取提高自己和整体的合声水平，今年我们将参加戸塚音楽舞台的汇报演出，

第三届樱花国际合唱节和各种形式的合唱交流演出活动，期待着各位姐妹的支持和帮助，

也欢迎喜爱合唱艺术的各位能加入和充实我们的团队。 

（文：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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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朗诵会在神奈川举行 

朗诵生动逼真 会场一片寂静 

 
         ――记《骆驼祥子》朗诵大会 

2019 年 8 月 31 日,在地球市民神奈川广场（地球市民かながわプラザ）的影视厅，

举办了老舍《骆驼祥子》话剧・广播剧朗诵大会。此次大会由明治大学、东京理科大学

放送大学的客座讲师大山洁（中国名：陆洁）监修，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镰仓演戏

人会（代表：古野裕明）共同举办。 

 

 
 



14 

 

老舍的《骆驼祥子》是一部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著名小说，在日本，1943 年被日译

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骆驼祥子》外文译本），50 年代，通过广播连续剧，祥子的

故事传遍了日本的家家户户；在中国，也是 50 年代，《骆驼祥子》被梅阡改编成话剧，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隆重上演，延续至今。 

 

 
 

在朗诵大会上，放送大学､明治大学､东京理科大学的学生，分别用中文表演了话剧

《骆驼祥子》的片段；镰仓演戏人会的演员们用日语朗诵了话剧第五幕；三个大学的学

生联合朗诵了 1958 年 NHK2 台放送的广播连续剧《骆驼祥子》（最后的第 15 回）；放送

大学的学生和大山老师一起，表演了话剧《骆驼祥子》中的京剧、评剧、靠山调片段以

及老北京的叫卖声；镰仓演戏人会朗诵了 1954年东京广播电台（现在的 TBS广播电台）

放送的广播连续剧《骆驼祥子》（最后的第 37 回），观众听得聚精会神，会场一片寂静。

此外，大山老师在大会的开头还上了一堂难得的微型讲座，不仅讲了北京话，还对《骆

驼祥子》的人艺话剧以及两个日本广播剧的三个不同结尾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最后，由

是大山老师领唱全体合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日本歌名《草原之歌》）。无论是讲座还是

歌声都使人感受到大山老师对中国的热爱。 

 

转载「迫真の朗読に静まりかえった会場――『駱駝祥子』の戯曲版の朗読会」 

 

（『日中友好の輪』第 125 号（一般社団法人神奈川県日本中国友好協会、2019 年 11

月 1日。大山洁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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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花艺讲座 
 

中文导报讯 2019 岁末悄然而至。在这美丽的时刻，全日本华人花艺协会与

在日华人女性交流会联合主办的“2019 年末花艺讲座——圣诞花艺”，于 12 月 14

日下午在位于池袋的千代田国际语学院举办。众多在日华人女性一起参与制作了

美丽的花艺作品，共同感受圣诞的欢愉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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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花艺讲座由全日本华人花艺协会理事高铭老师主讲，圣诞花艺装饰的作

品主题为“幸福的圣诞节”（采用多种新鲜的圣诞专用花材，以及特制的经典陶制

花器）。在两个多小时的分享和制作时间里，大家专注面对一花一世界，在心无杂

念的忘我氛围中圆满完成了花艺作品，也把圣诞的欢乐与喜气带回了家。主办方感

谢大家的參与，一段与花共舞的时间结束了，留下了与会者对花的热爱与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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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花艺协会罗华会长表示，华人花艺协会将不定期地举办美化生活的文化

讲座，向大家介绍日本花展的信息，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欢迎朋友们加入花艺协

会，让我们一起去发现生活的光亮。人生乐事以花为媒，期待下次一期一会。 

（文：中文導報 楊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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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月活动总结 

 
10月 1日 33人参加横滨华侨总会主办的国庆大游行 

10月 26日会员郑霞参加横滨妇女会主办的料理教室活动  

10月 30日越剧观赏，由汉服会提供免费票 

10月 30日观赏《程波来日 30周年公演》演出 

11月 3日 21名会员和家属参加女性主办的茨城县二日游 

11月 5日第 50期会刊发刊 

11月 16日参加日本华人教授会主办的“グローバル新時代と日中の役割”讲座 

11月 17日会员王蕊参加中华太太赛并获最佳才艺奖 

11月 24日合唱团参加《牡丹艺术团十周纪念音乐会》并登台表演合唱 

12月 7日二位有小学以下儿童的会员参加东京华侨总会举办的冬祭り活动 

12 月 9 日姜春姬会长代表女性会参加了由横滨华侨总会举办的横滨国庆酬谢会，女性

会获表彰奖 

12月 14日女性会与花协联合举办圣诞花艺讲，有 20名会员和非会员参加 

12月 16日在台场海洋城联合影城观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大阅兵 2019》4K高

清电影 

(由女性会事务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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