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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の夜、中国大使館大ホールでは、王毅大使主催の「200６年華僑
華人新春招待会」が開かれました。３００名以上の華僑華人の代表が招か
れ、当会では会長の姜春姫、事務局長の荘厳、編集局長の李藝が招かれ
ました。
王大使の最初の挨拶では、在日の華僑華人である私達は、中日友好のた
めに、自分達のできることから努力することが大事であることを再認識させ、
また大きな励みとなる感想を頂きました。
王大使はご挨拶の後、美味しい料理をたくさん用意し、特別に国内から芸
術家をお招きして、素晴らしい演技を披露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
会場は始終楽しく賑やかな雰囲気でしたが、その中でも王大使は列に並ん
でいるたくさんの代表達の報告や意見を真剣に聞い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王大使は当会の活動報告にも熱心に耳を傾けてくださり、お忙しい中記念写真まで撮ってくださいました。于淑媛総領
事も女性会の活動についてお誉めの言葉を頂きました。

●3月5日（日）午後、当会の王チェさんは、大和市で行われた【やまと

子ども文芸大賞】を応援し、アトラクションで中国の子守唄を披露しま
した。王さんは冒頭の挨拶で、子守唄には国境がありません、母の子ど
もへの愛情は何処の国も同じです。在日華人女性交流会では、この気持
ちを生の歌でお届けしますと伝えました。２２０名近くの参加者は、中
国語で聞く初めての子守り歌に感動する様子がとても印象的でした。
本文芸大賞は「やまと子ども文芸大賞」実行委員会が主催、国語作文
教育研究所所長の 宮川俊彦先生が実行委員長を務め、大和市、大和市教
育委員会、大和商工会議所、他多数のメディア、地元企業の後援、協力
を得開催されました。
表現力を培うには、「考える力」「書く力」「伝える力」が大事であ
り、自己の言葉で表現していく機会と場と、それを育む人の輪をつくっ
ていくのが目的です。子どもたちの育成の一助になりたいとの大和住民
の皆さんと特にその仕掛け人でいらっしゃる渡辺精子氏の熱い思いが成功へと結びつけました。
このたびは、当会も実行委員会の一員として参加させて頂きましたが、これからも日本社会で少しでも地域
貢献ができたら幸いに思います。

●3月8日，中国驻日大使馆举办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
劳动节”招待会。我会姜春姬会长代表本会参加了这次
由中日两国妇女界代表300多名出席的大型招待会。
中国大使王毅首先致辞，他使用纯正，准确，流利的
日语，充满风趣和幽默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他阐述了我国从毛泽东时代，妇女的地位有很大的
提高，而且从我国人大代表到大使馆职员，女性所在比
例都达到20%。他还为日本没有一个妇女节而感到遗憾，
同时高兴地期待着日本妇女节的诞生。他希望中日两国
妇女悠久的交流继续发展下去，为两国的友好大业做出
女性特有的贡献。
日本众议院议员，少子化和男女共同参画大臣猪口邦
子女士也代表发言，她希望中日双方能够在子女教育，
女性自身发展及工作与家庭的协调等课题上增进交流。
姜春姬会长在招
待会上与到会的各
界妇女界代表们交
谈并交换了名片。
那之后还接到了社
民党党首福岛瑞穗
的电邮，希望今后
增加与我会互访和
交流的机会。

●3月11日下午，应横滨华侨妇女会的邀请，我会代

表参加了横滨妇女会举行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
—[中日友好的现在与未来]。大会开始，首先大使馆
李辉领事祝贺妇女节圆满成功，还表示老新华侨妇女
团体互相交流，互相团结，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
也祝妇女会办的越来越好。与会者们倾听了在日华人，
千叶商科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赵军教授的主调讲
演。我会6名会员出席了此次纪念活动。
赵军教授，从日本近代的历史发展上分析了现在
两国间所面临的问题的焦点和诸多原因，也阐述了如
何改善目前这种险恶状态的各种要素。赵军教授还就
我会会员提出的问题一一给予了解答。
讲演会后，与会的会员在横滨向导刘兰的引路下，
一起浏览了中华街和关帝庙，度过了一个愉快周末。
这次活动是去年本会的理事会拜访横滨妇女会时，
由横滨华侨妇女会的刘燕雪会长提出，在事务局的精
心安排之下，圆满实现的。

●3月25日下午，我会代表出席了驻日大使馆举办的

一个由在日侨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此次座谈会一方
面是为了欢迎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一行六人的代表团
来日访问，同时也借机与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的各位
来宾一起了探讨和交流了旅日华人华侨的侨团建设，
侨团发展，华文教育等方面问题。对大家的各种提
问，代表团代表—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郭东坡主
任给予了逐一的答复。我会代表姜春姬也在会上简单
介绍了交流会的活动情况。作为一个在日华人的女性
团体，我们期望今后能在中日友好方面当好桥梁，为
社会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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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频道每星期天傍晚播放的连续动画电视剧《蝾螺太
太一家》（日语名∶サザエさん），讲的是一个典型的旧
式日本家庭的幽默、生动的日常生活故事。
在剧中，女主角的母亲对自己的丈夫讲话时用的是最
高级的敬语，也就是工薪族对上司、老板对顾客用的那
种。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别扭∶怎么跟自己最
亲近的人讲话要这么客气！可是，在日本的老年夫妇里，
这样的对话并不少见，对这一代人来说，妻子在生活上
服侍丈夫、在意志上服从丈夫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年
轻一些的夫妇之间，恐怕就听不到这样的对话了。时代
变了嘛。
然而，最近让日本政府和老辈国民惊慌的是，越来越
多的日本女性不结婚了，也不大生孩子了！农村的日本
男人找不到日本媳妇儿了！
她是我以前的同事。虽然我们都换了工作单位，
但还是偶尔一起吃吃饭，聊聊近况。
前不久，带着各自的新鲜话题，
我们又在餐厅里见面
了。她是百分之百的日本
血统，可是外表不
太像日本人∶
高挑挺拔的个
子，白皙的皮肤，
浓眉大眼，秀气中透着大
方，聪明年轻漂亮有礼貌，可
以说是人见人爱的那种。

想利用自己的聪明美貌提高门坎，傍个大款什么的。那
为什么没有结婚呢？其实也不为啥，就因为没有可心的
人儿。自己有能力挣工资，就没有必要为一口饭给“主
人”当不拿工资的“保姆”。
另一个日本女友则是我在日本的大学留学时的同学。
是个直爽热情充满正义感的姑娘。这位小姐每次新恋或
失恋时，必定会跟我叙说从认识到恋爱到分手的详细过
程，充满了离奇和浪漫，讲得我一惊一乍的。不过奇怪
的是她的几个男朋友，清一色的是东南亚人。为什么
呢？据她说是因为日本男人不可靠，缺乏理解，跟谁结婚
也不愿跟日本男人结婚。
这两个朋友的例子可以说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日本
传统的家庭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外，就是上班干
事业，理所当然地领取工资报酬营利。而女主内，就是
烧饭理家生儿育女，天经地义地没有工资报酬营利。所
以让男的有了“是我养了女人”的错觉，也让女人
有了“我被男人养着”的错觉。现在，随着社
会的进步，女性接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活
动的机会多了，人们才发现，男人
女人在智力和能力上的水平
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先天
性的差异。虽然
年纪大一些的
男人们不太愿意
接受这个事实，竭尽
严
全力想维持各种旧的制度
将妇女继续束缚在男人身上，但
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愿意在工作中
施展自己的才华，挣得自己可以自由支配
的经济收入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一旦这种愿望和
传统的观念、制度相冲突时，不少人选择了前者。

我看日本的新女性
庄

她曾想过要结婚，也谈过恋爱，不过现在离四
十只有几步了还没有结婚，也好像没有积极的愿望和
行动，只是日复一日地上班，周末或节假日则去文化设
施参加一些兴趣小组，遇到放长假，或和朋友，或和家
人，或独自去旅游。优哉游哉。当话及她以前说过的不
结婚也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她说，现在不想了，第一，
没有人合作，自己一个人生不出孩子，第二，年纪大了
也不适合生第一胎。再说，现在家里养了宠物，可爱得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天在下班的电车上，心里就盼
着快点儿到家抱抱宠物，有了这个念头，车里再拥挤，
也不像以往那样烦躁了。回到家，抱着宠物，一天的劳
累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不是跟养了孩子的母亲一样的心情
吗？所以，这样不仅在充实的工作中挣到了钱，又没有
影响学习，又没有失去业余爱好，还体会到了养“孩子”
的乐趣和温馨，而且不用为了让“孩子”接受稍稍像样
儿一些的教育而耗费全部财产，也不用为“孩子”顺利
度过青春反抗期而呕心沥血，自己的晚年也有了经济上
的保证。嘿，她说得洋洋自得，看得出是经过了一番深刻
的思想斗争而大彻大悟的。
不过，据我所知，她也不是不想结婚生孩子，也不是

也听过一些日本母亲诉说带孩子的辛苦并不仅仅在于
生养孩子本身的辛苦，而主要在于，有了孩子以后，丈
夫不仅不参与养育孩子，而且妻子照顾丈夫的吃喝拉撒
的任务，并不因为有了孩子而减轻多少。过去有老人帮
忙、指点，现在都演变为高度的核家族化了，所有的家
务、带孩子的辛劳都集妻子一身，还落得个“被扶养”
的地位，经济上不能独立，各方面不得不依附于丈夫，
连姓氏都换成了“主人”的，年轻的女性们开始受不了
啦。不结婚，或者不愿意跟日本同胞结婚，大概就是她
们无言的抗议和力所能及的自卫吧。
时代在不断地变化，有的东西变化得快一些，有的东
西变化得慢一些。这一快一慢的差距，造就了这一些新
型的日本女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日本的非婚化、晚
婚化以及少子化的趋势难以阻挡，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
社会问题。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新型的日本妇女结婚不
再是为了一口饭，而是为了互相的爱慕和理解，这实在
是一个值得赞赏的大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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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不由自主的又捧起母亲的回忆录。
母亲出生在１９２４年，从小是一个聪明，好学，要强的漂
亮女孩子。因此受到祖父母的宠爱，虽然家里不富裕，但是
供母亲上到＂女子国民高等＂毕业，使母亲成为一个有知识
o ry m
o
ry
的女性。
m e m ory m e m
妈妈是一名会计，每到年底做决算工作都非常繁忙，可
李 宏
是我和姐姐还要在除夕穿上新衣服，
守在妈妈的奔跑的缝纫机旁，等着穿妈妈亲手制作的花衣服。妈妈戴着花镜给我们做完衣服，又和爸爸一
起给我们做溜肉段，挂浆土豆等。在我的记忆里这两道菜是我家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传统佳肴。
母亲在４０岁时生下不该出生的我，因为我一直听大家叫比我大六岁姐姐＂老疙瘩＂，这个词的意思是家
里排行最小的。我非常依赖母亲，吃饺子要等妈妈嚼着喂，姐姐们说都多大了还让妈妈嚼着喂，可我就是
不听，一直等到妈妈煮完最后一锅饺子才和妈妈一起吃饭，妈妈说我把饺子夹成两半自己学着吃，从那以
后就养成吃饺子要用筷子夹成两半的习惯。
我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因为被称为＂老疙瘩＂的姐姐每天到妈妈办公室要一毛钱买糖，吃糖吃的牙全变
成了虫牙，轮到我来了个矫枉过正，一概不容许吃零食。也落得我到现在一颗虫牙也没有，还真得感谢她
老人家。
妈妈是坚强的，文化大革命时爸爸被隔离审察，妈妈一个人照顾上大学的哥哥，两位上班的姐姐，两位
上学的姐姐和我。我太小，对那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只是听说造反派很凶，到家里把妈妈的欧米加手表
要走，说那里按装了特务的电台。
九年前，妈妈因脑栓塞残留下了左半身麻痹的后遗症，
不能独立行走，老人家非常痛苦，我们在精心照顾妈妈的同
时鼓励妈妈要坚强，有意识的锻炼身体各部分的机能。我
提议让妈妈写自传，妈妈坚强地拿起了笔，刚开始时手不听
使唤，可是妈妈坚持不懈，一点一滴地记录下了妈妈平凡的
一生，但这对我们儿女来说是妈妈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读了妈妈的回忆录，知道了妈妈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妈妈在读＂女子国民高等＂的时候，大约是１９３９到１９４０左右，
因为日语学的出类拔萃，日本人来到妈妈生活的黑龙江省
拜泉县时，曾邀请妈妈做日语口头翻译，回忆录中写到日本
人在学校做演讲时，妈妈的即时翻译受到日本人和全场听
众的一致好评。真没想到妈妈在三，四十年代就会说一门
外语，真为妈妈骄傲。可是在日本投降后的哪个年代，妈妈
没有地方去发挥她的特长，甚至要掩盖事实，否则会被当做
汉奸，自身安全难保。
母亲离开了我们，我感到莫大的悲痛。可是她那伟大
的母爱一直将鼓励支持着我，我有一位让我感到骄傲，自豪
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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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からもらった薬がわかる
http://www.eminori.com/drug/drinf001.html
お薬110番
http://www.jah.ne.jp/ kako/

何 玉环

子宮筋腫・内膜症について
http://tampopo.bcg‑j.org/

健康ナビ ﹁带状疱疹﹂为何病

お子さんが病気のとき…
http://www3.ocv.ne.jp/ yama‑cli/index.html

﹁带状疱疹﹂俗称 水痘 ︒ 是由病毒所引起的一种皮肤病︒谈到皮肤病︐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
一定认为是传染的︒但 带状疱疹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传染的︒如水泡破裂时︐同使用一个浴
缸和接触婴幼儿︐有被传染的可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带有此病菌︐有发病的︐有不发病的︒发
病者多为老人和妇女︒当人在疲劳︑精神压力大及过度控制饮食︐致使免疫力下降的状况下︐容
易感染此病︒
﹁带状疱疹﹂一般出现在腹部︐大腿的内侧及外侧︐腰部和臀部的神经系统周围︐严重的还会出现
在面部︒最初为患部的神经疼痛︐伴随疼痛起带状水疱︐浮肿性红斑︐剧痛︒但万不可用冷水︐
冰块覆用︒这样只会刺激神经系统︐加重病情︒应尽量保暖︐洗热水澡以促进末梢神经系统的循
环︐ 轻疼痛︒如条件可以应尽量卧床休息︐增加营养︐以避免痊愈后的神经痛︒
﹁带状疱疹﹂无特效药物︐通常是服用青 素加止痛片︐为防止伤口溃疡 当 一些外用消炎软膏︒
１周后疼痛会 轻︐２〜３周以后红斑会消退︒
为预防 带状疱疹 的感染︐我们平时无论如何繁忙︐都应注意营养和饮食的均衡︐充足的睡眠︐
保持愉快地心情︒愿所有人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

◎役立つ病気・医薬品知識

Joana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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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失败的爱情是不是已经彻底过去了？在心里了无
痕迹？最近，有没有在等待一种改变？最近，你的心情
快乐吗？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一切还可以重头来过……
和依琳的电话通了一个多小时，流露了太多的牵挂，交
流了许多感慨。眼前再次浮现去年圣诞依琳站在满是音
乐和灯光的夜景下的孤独身影，那天是“他”与她相恋
的一年纪念日，那天也是她刚刚结束了一场契约式爱情
的日子。她没有哭，只是沉默收拾起行装，从起点又回
到了起点。

但是每天朝夕相处的感情，居然比一时的心动更让人无
法割舍，就像点滴之水汇成了排山倒海的洪流，挡也
挡不住，收也收不回我不知道怎么办？真的不知该怎
么办？”

窗外是热闹非凡的涩谷大街，欢笑音乐和狂欢的人群，
我看着依琳的目光就在这样的街景中荒芜。餐厅里飘着
Susan Osborn的《Love Is More Than This》，高音处美
得有些凄凉。

圣诞节来得很快，依琳选择搬家。我想她一定和小说

近，在国内又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所以很快就亲近起来。
我是中文系毕业，她是日语文学专业，所以两人在一起
时的话题最多的是日本小说。她经常会推荐我看各种正
在流行的文学作品，她说：“要是生活中的爱情，也能
像小说里一样精彩就好了!”

《一年后》里的惠理子一样做过了千万遍的努力，也一
定问过那个男人“你为什么在这一年里要和我在一起？
仅仅是因为寂寞吗？”之类的傻话。我去代官山帮依琳
搬家的时候，依琳对我苍白地笑笑：“我的爱情，只签
约了一年。”

林真理子，就是她推荐给我的日本畅销女作家。她的

步入流转着彩灯和圣诞音乐的街头，依琳的侧影让人

短篇小说集《东京爱情》曾是依琳大加赞赏的书。我很
喜欢其中一篇爱情小说《一年后
》，讲述的是一个都市女孩惠理
子在失恋后，巧遇一位有女友的
英俊男人田村，并在田村女友去
美国的一年间与他定下了爱情契
约，她对田村说：“仅仅是这一
年，能和我恋爱吗？”……林真
理子用极为朴素的语言道出了都
市人对爱情的迷茫和不可思议的
错失。看完小说，我居然泪流满
脸，不顾夜已深静，提起电话就
给依琳挂了电话：“怎么会有这
样的爱情，难道东京人是这样子
恋爱的吗？”电话那头传来依琳
没有起伏的声音：“什么事情不
可能发生？爱情可以用固定的名
词解释去诠释的吗？”后来，听
说这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由当
红的广告女王田中丽奈主演，导
演是拍广告出身的市川准。我和
依琳冲到涩谷的娱乐CQN影院观
看。坐在灯光昏暗的电影院里依
琳的脸色有些凝重，表情有些忐
忑，她的手无意识地抓着放在长
裙上的手帕，紧紧的，有些神经
质。

怜惜。我想，任何女人在此时一定都会有同样的表情
，产生同样的绝望和无奈。只
是电影《东京万寿菊》中惠理
子在最后的镜头里微笑了，说
：“这一年过得真好!”不知
道什么时候，依琳也能洒脱地
面对这仅有一年期限的爱情契
约。

电影没有能超越过原著，这有些
令人遗憾。但我发现依琳哭了，捏在手里的手绢被眼泪
打得透湿。

涩谷的电影院楼下有一个玻璃瓶式的意大利亚餐厅。
在那里，依琳第一次向我诉说她和男友的故事。她的男
友是公司的上司。有一个14岁的儿子在英国念书，妻子
也随儿子到英国陪读，说是要等上高中后才会回日本和
丈夫一起生活，于是依琳就成了上司寂寞日子里的情人：
“去年圣诞开始的，他给我租了很漂亮的公寓，房租的
合约是一年，他说他无法保证一年后的事情，因为他的
老婆要回来了。”

依琳说，一开始她不在乎长久，本身她就是一个只看
着今天的女人。只是 “他”很出色优秀，而自己也没
男朋友陪，两人就走在了一起，无所谓爱，也无所谓不
爱。“但现在算算，一年的生活只余下三个多月，心里
就有些慌张，好像一下子会什么都没有。好像这场感情
有些太过冰冷，像签下的合约，一年生效，过期作废，

爱情︐我只签约一年间

和依琳相识是在日本生活的第三年，由于彼此年龄相

一个CM新闻发布会上，我巧

遇了《东京万寿菊》的导演市
川准，无意中聊起了那部电
影。我问：“为什么要把片名
改成《东京万寿菊》？导演是
不是有什么特别想法？”市川
导演说：“万寿菊的人生只有一
年，在这一年里开花、结果，
然后凋谢，它的香味很特别，
就像那场爱情。其实并不是每
一场爱情都能天长地久的。像
万寿菊那样短暂地开放，然后
迅速枯萎的爱情在现代的社会
却是到处可见的。”是的，这
个城市的年青人已经放弃了那
个永恒的爱情的神话。可以相
互取暖，便成了爱情的基础。每
向 轩
个人生活的脚步都如些匆忙，
没有人会为爱情停留，我听
到这个城市的年青人在说：“
在我还没有结婚前，我们俩相处吧!”；“在回家乡之
前，我们同居吧!”……因为有了时间之约，爱情就像
那生长在道边的万寿菊，一年一谢，短短的生命无法与
人们对情感的淡漠抗衡。

回家路上，我给依琳挂了电话：“那场失败的爱情是
不是已经彻底过去了？在心里了无痕迹？最近，有没有
在等待一种改变？最近，你的心情快乐吗？过去就让它
过去吧，一切还可以重头来过……”和依琳的电话通了
一个多小时。

马路上，我恍惚看到有一个与依琳很相似的女人迷茫
地行走在这个都市的街道，在惠比寿的十字路口，她忽
然停下脚步，向四周张望，脸上一片遗失的虚无，像是
在找寻，也像是在思索。

她到底遗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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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处太平洋西岸火山地震带上︐这片岛国的土
地就像一个高压锅盖︐盖在活火山这口大锅上︐频繁
的地震让日本人早就习以为常︐而火山带来的地热资
源也十分丰厚︐全国各地奔涌出富含多种矿物质的温
泉 ︒ 日 本 从 北 到 南 总 数 超 过 ３５００
处温泉︐堪称世界温
泉王国︒那么将地热造福于民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万家温泉旅馆︐一年里去温
据统计︐日本全国共有
７．５
泉泡汤的国内游客竞达 亿
１ 千
５ 万人次︐超过了日本的
人口总数︒如果您仔细观察一下日本的地图︐就会发
现数不清的温泉标记︒

“泡汤”有它的特殊含意︐在日语中︐不管是煮的
热水︐还是地底下冒出来的热水︐统统叫“汤”︒所
以温泉的别名就是“汤”啦︒您如果到了日本而没有
泡过温泉︐那就好象进了饭馆没点菜一样︐等于白来︒
外国人去中国旅游有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么
到日本旅游也应该有一句“不泡温泉太遗憾”吧︒日
本文化中和中国没有渊源的东西似乎很少︐但泡温泉
看来是日本人自己悟出来的︒所以说提到日本的文化
或休闲︐就一定要说到温泉︒

李 振溪

所谓“温泉”︐根据日本 １９４８
年制定的︽温泉法︾︐
解释为“从地底冒出的温水︑矿泉水︑水蒸气和其它
气体 不
度︐或
（ 含天然气 ︐
） 凡 温 泉 源 头 的 温 度 超 过 ２５
者含有一定量的温泉物质︐即可以称为温泉”︒所以︐
温泉不单是指温度够高的水质︐还要含有矿物质︐

“冷泉”尽管温度不高︐但因含有温泉成分︐在日本
也称之为“温泉”︒ 温泉中的矿物质元素︐不单单作
用在皮肤表面︐有效地治疗皮肤疾病及美容美颜︒温
泉中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能有效地进入人体的经络︐而
经络在这些矿元素的作用下︐促进了血管的循环︐帮
助血管扩张︑增加血液流速︒从风水学来讲︐温泉往
往出自地脉中的良穴︐具有改运︑洗涤邪气的妙用︐
使在温泉中人获得良穴地气的调理︒
过去︐人们大多是为疗养而去温泉的︐日本人称之
为“汤治”︐那时︐通常以一个星期为单位︐即“一
巡回”︐而人们往往在那里住上两三个巡回︒十八世
纪以后︐短期的温泉治疗开始在各地普及︐并发展出
一套不同于其他各国的泡汤文化及温泉疗效体系︒后
来也有些人并不为治病︐而只是为在这里休养一天︐
于是又出现了所谓的“一夜汤治”︒渐渐地︐出现了
现在的以“两日一宿”为主流的温泉旅游︒
日本人爱好温泉的程度实在是世所罕见︐就连野外的
猴子也会享受这种大自然的恩惠︒对现代的日本人来
说︐“泡汤”的娱乐成份更多过汤治︒人们投宿温泉
旅馆︐除了为洗温泉浴以外︐还为品尝当地的山珍海
味︑美酒佳肴︐尽享欢歌聚宴之乐︐温泉旅游因此而
成为一种典型的休闲度假方式︒随着战后经济的高度
发展︐为了慰劳献身于经济发展的人们︐很多公司经
常组织职工去温泉旅游︐作为促进企业内良好人际关
系的一种手段︒如今泡汤对日本人而言已经成为日常
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喜泡温泉似乎是日本老中
青们的共同爱好︒老年人在游览完名胜古迹后︐常常
喜欢住在温泉旅馆公司员工的旅游︐也大多会把邻
近地区的温泉作为旅游目的地︐他们白天在温泉附近
打高尔夫球或钓鱼︐晚上则在舒舒服服泡完温泉后︐
喝上几杯清酒︐融洽同事感情而年轻人一般是在滑
雪或登山时︐顺道泡泡温泉︐或三五成群寻访秘泉和
露天温泉︒
日本人都是干活不要命︐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十分喜
欢享乐的民族︒日本人泡温泉不单纯是为了洗浴︐将
温泉沐浴视为一种经由肉身通往超凡境界的仪式︒因
而发展成一种文化消费︒住在榻榻米日式旅馆︐三五
成群︐喝着清酒︐泡泡温泉︐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国
内大众化休闲渡假旅游方式︒人非常喜爱温泉 看
， 到温
泉的袅袅气雾 就，会感到无比舒适︒

为接待大批的游客︐温泉地建起了各具风格的大小
旅馆︒这类旅馆内的温泉有大有小︐大的可供数百人
同时入浴︐小的仅能容纳一人︒除了普通的浴池︐有
的还有冲浪浴︑花浴︑药浴等多种名堂︒各地的温泉
弥漫着浓浓的人文气质︒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
川端康成的得奖巨作︽雪国︾的背景地新泻县越后汤
泽温泉乡︐成为冬天人气最旺的地方︐游客可以从文
字中感受雪中泡汤的恬静︒川端康成还以伊豆的山水︑
名汤的绝美景色为舞台︐创作出了︽伊豆的舞女︾︐
成为游客对伊豆的基本印象︒

日式旅馆虽没有洋式饭店的豪华︑气派︐却多了些
家庭式的静谧与温馨︒客人进入旅馆后即被带进日本
式的“塌塌米”房间︐此时很快就有一位身着和服的
女服务员进来沏茶︐端上本地产或旅馆特制的小点心︒
她还会热情地向您介绍店内设施和周围的名胜︐然后︐
主动安排您去洗浴或泡温泉︐解释有关温泉浴的注意事
项︐例如浴池方位以及温泉入浴方法等︒如今︐不少温
泉旅馆的大浴池除了上午的打扫时间以外︐随时都向客
人开放︒一些温泉旅馆有大浴池也有小浴池︐为使男客
和女客都能有机会享用大浴池︐而对男女客人轮流使用
大浴池作了时间上的规定︒
几乎所有的温泉旅馆每一宿的费用都包括两餐︒过去︐
温泉旅馆的餐食一般都是被送到客房来的︐但近些年来︐
越来越多的温泉旅馆开始另设用餐处︒和式旅馆不仅比
洋式饭店便宜︐对于习惯洋式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或外国
游客︐能够在此体验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因此颇具吸
引力︒

身体穿上棉布浴衣︐感到非

温泉旅馆都提供日本浴衣︐有些地方还让女性自由
选择各种花色的浴衣︒浴衣的穿法也不复杂︐但穿浴
衣一定要记住左襟在上︐
因为日本的寿衣是右襟在
上︐穿反了会闹笑话的︒
上浴池的时候︐可以换上
浴衣︐温泉浴后暖呼呼的

常 舒 服 ︒ 在 寒 峭 的 季 节︐
上浴池时除了浴衣外︐也
不要忘记披上旅馆为客人
准备好的外褂或棉袍︐以
防着凉︒现在︐日本的旅
馆或宾馆必定在客房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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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温泉旅馆洁净卫生︒不管是房间里供客人使用的和服︑毛巾︐还是温泉池
更衣室放衣服的筐子和地面︐时刻保持着清洁︐从不见脏︒体现了日本人爱打扫卫
生的习惯︒一天到晚︐您总能见到有人在洗浴室︑更衣处和卫生间不停地整理打扫︐
几乎没有间断︒而打扫卫生的几乎都是中年妇女︐当男人们脱得一丝不挂︐时而能
见到从阿姨大娘在身边穿来过去︐如入无人之境︒中国男客人也许很不习惯︐甚至
闹得面红耳赤︒但日本人早以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客人准备浴衣作为睡服︐而这个习惯就是来自传统的温泉旅馆︒

露天混浴温泉的好处多多︐一是恰到好处的日光浴加森林浴︐对骨格疏松症患
者特别有帮助︐温泉中的钙质︑适度的紫外线︐交互刺激︐对身体有益︒再者︐男
女同浴符合自然协调原则︐因两性荷尔蒙在温泉水中巧妙地调和着︐混浴可给予女
性皮肤光滑︑内分泌正常的功效︒
青森县奥药研的河童温泉及群马县的宝川温泉是相当有名的混浴温︐如果您在
情人节时︐也许能有幸亲身体验一下与对对情侣共享露天混浴的情趣︒至于不敢或
不愿在众人面前“坦诚相见”︐但又向往露天温泉的游客︐日本旅 馆还有个人房
间附设的或单独包租的露天温泉︒

这种场面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啦︒

日本的独特风俗“男女混浴”︐这种在以前日本人眼中是非常普通的行为习惯︐
但在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风气下︐混浴因被西方人士讥讽为不雅而遭到禁止︐
使得混浴风俗及地点急速减少︒但如今该禁令已除︐在许多地区仍然保留着混浴的
场所︒大部分的混浴温泉︐男女入口或更衣处是分开的︐最后都来到同一个温泉池︐
他们认为其实只要不带有色色彩︐混汤是一个不错的社交场所︐除了轻松聊天外︐
有时温泉池处还会传来悠闲︑不做作的男女大合唱︒而且有些现代的日本女性一点
都不害羞︐有些姑娘联袂一起去洗混浴温泉︐反而让有些胆小的男人望而却步︒但

不同季节会感受到别样的情致︐阳春缤纷飘落的樱花︑盛夏
葱郁的山林︐金秋绚烂耀眼的枫叶︑田野金黄︑稻穗摇曳寒冬
纷飞的白雪︐白昼看群山叠翠︐蓝天白云︐夜晚望山色迷朦︑繁
星闪烁︐或是清晨的旭日︑黄昏的夕阳︐以自然的身心尽享造化之美景︐景不醉人
人自醉︐定能让您流连忘返︐乐不思蜀︒裸体是最自然的状态︐袒然相对︐涤荡身
心︐融入自然的意境︐妙不可言︒无论在山林里的温泉舒展容颜︐还是到海滨温泉
享受海浪波涛︐无一不是人生的乐事︐无一不是天︑地︑人呼唤呼应的奇能效应︒
难怪把泡汤当至爱的日本人说︐温泉是他们的“心的故乡”︒ 在远离喧嚣世界的
乡村温泉︐温馨的木建筑融入浓郁的绿色中︐走进大自然的怀抱︐置身于舒适的温
泉水︐您会真正体验到日本那些纯真朴实的乡土气息︒

躺在粗糙的温泉池中︐感受汩汩热流不停歇地从身下冒出︐
放松身心︐耳边静听流泉潺潺︐林间鸟鸣依稀︒尽享温泉善意的
簇拥︒远离了凡尘的喧嚣︐洗脱了都市的压力︐也解开了郁闷的
心结︒

日本温泉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为数甚多的露天温泉︒露
天温泉依所在地之别︐让人除了泡汤的松弛和疗养身心外︐更有
沐浴在高原︑海洋︑瀑布︐或东洋庭园等不同的感官享受︒最惬
意的是外面冰天雪地︐身体却在温暖的温泉中︒冬季泡汤是锻炼
身体的好方法︐热汤中和雪中反覆冷热交替︐可使皮肤血管扩张
收缩︐对自律神经失调或冷体质的人有显著的改善功效︒

在日本有一句流行语︐叫做“酒喝三家︐澡洗三次”︒一般是晚饭前一次︐可
洗掉一天的疲劳吃饭后一次可睡个好觉︐但切记入浴前不可饮酒过量第二天早
上睡眼惺忪地再去泡个晨澡︐则是一天活力的泉源︒通常洗温泉起来后可以不必再
用清水冲︐以免把温泉凝脂洗掉但皮肤过敏者︐或泉质浓度过高者︐如果是较浓
酸性泉︑硫黄泉等︐最好还是再冲一下︐才不致有反效果︒泡温泉时间可长可短︐
要看个人体质︐若温度高得有晕眩情形产生︐最好别勉强︐先上
来︐恢复正常再下去︒

6

如果问到日本旅游最大的享受是什么︐答案就是在日式温泉旅馆的露天温泉
“泡汤” ︐那真是一种其乐无穷的惬意享受︒不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大多会想︐把洗
澡搞得如此郑重其事真难以理解︐但普通的事情如果有了复杂的过程︐就从需要变
成了享受︐日本的温泉文化也是这样︐您可以感受到日本人生活的精致和精细︒如
果您在东瀛逗留的时间有限︐没能尽情体验各地温泉的异同︐那也别着急︐在许多
商场里都可以买得到具有各地温泉名汤成分的成套入浴剂︒作为纪念品带回中国︐
或在家中浴盆里慢慢受用︐或作为礼物馈赠亲友︐与大家分享温馨的时光︒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洗澡也从贫困型到温饱型逐步过
度到小康型了︒无论南方北方︐热水器已经完全进入了每一个家庭︐人们都已经越
来越养成常常洗澡的良好卫生习惯︒全国的大小城镇︐桑那浴馆︑洗脚健身房犹如
雨后春笋︐尤其是在广东一带︐大概有诸如金山温泉︑御温泉︑中山温泉等新型休
闲娱乐设施︐名实两面都在营造着日本温泉的情趣︒

国人也泡温泉︐早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就记载了 ３１
处温泉︐
按温度的不同分了 个
５等级︐书中还对各个温泉的特点︑矿物质︑
生物等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并提到温泉具有“治百病”
的功效︒秦始皇建“骊山汤”是为了治疗疮伤︐唐太宗李世民在
骊山温泉营建“汤泉宫”︵西安华清池的前身︶︐并亲撰︽温泉
铭︾︐讲述了他泡温泉治愈“风疾”︵风湿病︶的情景︒而后来︐
“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杨贵妃︐则成了家喻户晓的“中国温泉形
象大使”啦︒足见中国悠久的温泉历史文化︒

泡温泉当然不是日本独有的事情︐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古罗
马人︐也曾经盛行引泉水加热再流到建好的浴场中让人们使用︐
英国及土耳其等地有名的温泉浴场︐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使用︒中

日本各地温泉胜地根据水质的特点︐以及人文自然风情︐各具特色︒出名的可
数伊豆的热海温泉︐伊豆的热海温泉︐依山面海︐风光旖旎︐有东方“里维埃拉”
之称︒伊豆温泉的艺妓众多︐名气很大︒而日本最古老的温泉则是神户六甲山山腰
的有马温泉︐有马温泉历史悠久︐附近有很多名胜古迹︒另外还
有九州大分县的别府温泉乡︐三步一小汤︐五步一大汤︐以 １０００
多家温泉旅馆的规模︐列为世界最大的温泉城市︐其美妙的夜景
吸引了众多游客︒而富士山附近的箱根也是外国游人常常造访的
温泉乡︒据说当年孙中山也曾来此“体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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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家 小 二

徐

年轻的时候，忙于上学读书，结婚生子都很晚。好在中国实行的是独生子女政策，结了婚
生了孩子，女人便完成了人生的一大使命。
来日本五年后，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再生一个。结果３９岁高龄的我，又生了个儿子。我给
他起了个即响亮又阳刚气十足的名字： 龍雄。
因为是第二个孩子，又不是理想中的女孩儿，家里人也没有对他实施什么特殊的溺爱与照
顾。吸取对小二哥哥教育的经验教训，我对他可以说是严加管教。
从很小他就每天自己起床，自己吃早点，收拾东西，早早就出发去学校；很少就自己去图
书馆借书，看书，还书，为了让他有自立心，我从来没有特意关照他的这些日常活动。以至于
他爸爸常常在担心我是不是会虐待他。
光阴似箭。如今小二已经九岁，上四年级了。小二好像并不讨厌我这个有点冷血的妈妈。
我也觉得跟他在一起精神上很放松很愉快。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朋友一样谈话交流。他的擅长是
给我出クイズ。因为他喜欢读书，所以知道的还挺多，尤其是有关恐龙的知识。我小的时候，
可是连恐龙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在我看来，小二简直就是恐龙专家。每当我答不出时，他的脸
上就会流露出自信与自鸣得意的笑容。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表现出的自信心，我倒是很欣赏。
有的时候，小二还会来一句半句的豪言壮语。也
是让人颇为感动。前几天，为他报名参加日能研的学
习。由于是中途插班，四年级班已经开讲两个月了。捧回来一大堆
教材及练习册。我要求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过去两个月的练习题
做完。其实我也有些担心他会不会因此而厌学呢，我便关心地问他
是不是太辛苦了。他却回答说：“これはお医者さんになる第一歩で
す。”这不就是我们在文革中常说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吗。成为医
生的愿望有可能是我家小二人生的万里长征。走完万里长征可不是
件易事。小二还有许多许多梦想呢。恐龙博士，奥运会游泳运动员
－－－－－－
每个第一步妈妈都会为小二加油助威，只要他有一个充满幻想
充满快乐的童年。

宁

我的儿子出生在日本，生来好车。虽然我们家只拥有一辆
“中古”的自行车，而他的交通工具的绘本（画册）却有一大
摞。儿子似乎是个聪明的孩子，刚刚过了两周岁的他，对上面
的车型、车种甚至线路的名称，都能准确无误地认出来。他还
有一大箱车的玩具，每天从保育园回到家里就开始摆弄这些玩
李 军
具，同时口中还不时地发出各种车的鸣叫声、起动声。就连洗澡
也要带上他的车伙伴一同入浴，一边沐浴一边开“水上电车”，那“轰轰隆隆”的稚嫩童声总是充满了我们狭小
的陋室。
每天晚上睡觉前的小故事会变成了名符其实的车系列宣讲会。先是儿子大声地“点菜”（叫车名），然后我
必须迅速地找出这个“菜”的“菜单”（绘本）。接下来儿子便指着书上的图逐个地问我，这是什么车？那是什么
车？最初是我逐个地教给他各种车的车名，后来我发现小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改变了身份，那问我的口气俨然
一个小考官，如果我说错了，他即刻就会发觉，而且严厉指正。显得我这个“高学历”妈妈竟然不如此黄口小儿
脑瓜灵验。后来，我不得不重视这睡前的几分钟宣讲，会前稍做准备，会中集中精神，不敢有半点倏忽，以免被
小考官捉住辫子，丢丑现眼。
最让我难以应付，可又不得不应付，后来又变得愿意奉陪的事情是，每日下了保育园以后，去家附近的铁道
边看电车。他那执着的劲头雷打不动，大雨顺延，小雨绝行。傍晚的电车也确实好看，五、六点钟是下班的高峰，
车次很多，一列列电车沐浴在夕阳里，疾驰而过，煞是壮观。还有电车的轰鸣声，节奏鲜明，铿锵有力，自然比
自己的“口技”更有真实感了。观看电车成了儿子每日下园后的必备“茶点”。
这不禁使我想起我童年的往事。４、５岁时的我被寄养在乡下外祖父母家里，那时的农村是很难看到汽车的，
能让人们有些现代化感的交通工具就唯有拖拉机了。即使是拖拉机也是稀罕物件，一个大队配不上两台。所以，看
拖拉机便成了农家孩子生活中极其重要而又幸福的大事。
我们那些小耳朵灵着呢，只要有「突、突、突…」的声音响起，不管那声音有多么微弱、多么遥远，都会被
哪个小精灵捕捉到，然后，村子上空就会有一声「拖拉机来￣啦！」的喊声，那声音也许是一个孩子的，也许是几
个孩子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声号令十分清脆、十分激动、也十分紧迫，顿时就会从各家的院子里飞出
一只只小精灵，撒了鸭子似地猛跑，朝着机声传来的方向飞去。那些小精灵当中有一个必定是我，我虽生性谨慎、
动作缓慢，每每被大人训斥，可却从来没有误过看拖拉机的机会。那时的拖拉机在我的心目中可比日本的电车壮
观多了，拖拉机头「突、突、突」地冒着浓重的黑烟，拖拉机手神气十足地向我们招招手，便抛下一片浓雾般的
黄尘‘疾驰’而去。我们站在黄土里，依依不舍地看着它驶向远方，直至消失在地平线上。那时看拖拉机对我来
说岂止是午后茶点，那简直是美味佳肴，且不能保证供应，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有了儿时这刻骨铭心的记忆，使我同情起儿子来。所以，只要他要求，几乎每天我都陪他去看电车。我想，
那身披晚霞驶向远方的电车，还有那拥抱着他的温暖的母爱… 这些色彩斑斓的美好记忆也将铭刻在他那幼小的童
心之中。

吾 儿 好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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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法の改正の重要性について

田中宏直

昨年7月に商法が改正され、新しく「会社法」が成立し、今年の5月1日から施行されることになりまし
た。カタカナ文語体の条文が口語体に変わっただけでなく、内容も大幅に改正されました。
これまで起業する人や中小企業経営者の中には商法の株式会社の規定や有限会社法について勉強しようと
する人はあまりい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また、勉強していなくても特に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会社の
定款一つとっても、商法による規定が画一的なものだったので、会社設立のハウツー本の定款のひな形を
そのまま使ったり、全くの専門家任せにしたりして作成しても、それで済んでいた場合がほとんどです。
しかし、会社法施行後は違います。自分の会社の規模や事業内容またそれぞれの会社の事情に合わせて
会社機関の設計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その他の規定も法律で画一的に規定されるのではなく、定款で
柔軟に定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これを専門用語では定款自治の拡大といっています。
したがって、これからは経営者も定款の作成や改定をすべて専門家まかせにするのではなく、自分もあ
る程度勉強した上で、専門家と相談しながら自分の会社にあった定款を作成して、会社の組織・運営をし
ていくことが望ましいでしょう。そうすることで機動性のある経営が実現できるし、会社の相続の際のト
ラブルを予防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す。
これからの経営者には会社法を自社の経営に上手に利用していくという姿勢が求められていくと思いま
す。そのためにもこれまでとは違い、中小企業経営者も会社法の基礎的な知識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望まし
いと思います。そうすれば、専門家にアドバイスを求めるときも的確な質問ができるでしょう。
ここまでは一般論ですが、外国人が会社を設立する場合は、日本人と違った留意点があります。今回の
改正で最低資本金規制がなくなったため、資本金1円でも株式会社が設立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しか
し、外国人の場合で、在留資格「投資・経営」に変更等をしようとするときは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
とがあります。この在留資格に変更等をしようとする場合は、まず会社を設立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
のときの資本金は500万円以上というのが入管の扱いです。
この点が、在留資格「投資・経営」で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点です。もちろん、永住者や、日
本人（または永住者）の配偶者等の在留資格の人が会社を設立する場合は、この問題が生じること
はありません。
行政書士は法務関連の専門家です
お気軽にお問い合わせ下さい
取扱業務
●各種手続文書翻訳（中国語→日本語）
●入管手続
●永住・帰化
●会社、その他法人設立
●相続・遺言
●離婚
●官庁への各種許認可申請

行政書士 田中宏直 事務所
携帯電話
０８０−５４６７−９５３２
電話／FAX ０４６−２３３−２７４２
E-mail
hirotanaka@r5.dion.ne.jp
〒243-0412 神奈川県海老名市浜田町２３−２４−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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