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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01　喝过茶的杯子里倒入了牛奶

最初，碰到过很多不思议的事情，出门都有些害怕了。例如，在外国出生的女孩子，从小就在美

容院带上耳环，然后来的日本。因为耳环而被多余的关注。有一天，在超市排队买东西的时候，后

面的人看着我的孩子的耳朵，一边看一边摸，令我大吃一惊。带耳环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我的孩子有了朋友之后，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比如说在日本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玩儿的时候，

大家各有一个杯子。最初孩子们喝完了茶，之后，其中的一个孩子想喝牛奶，这个时候，孩子的妈

妈将牛奶盒拿出放到桌上。我为了那个孩子将牛奶倒入了喝过茶的杯子里。那个孩子好像感觉到了

什么，“唔” 了一下，我以为我做了什么不合适的事情。孩子的妈妈也觉察到了，她将牛奶倒入了

干净的杯子里。在我的国家，杯子已经是空的了，倒入牛奶根本没什么关系，人们也无所谓。在日

本还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至今也令我难忘。

喝过茶的杯子里倒入了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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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02　在医院即使想表达自己的心情，可是不会日语

有一次，我的孩子突发了小儿哮喘，初次来到医院。那天，下着小雨而且非常冷。那个时候我什

么都不懂，首先带着孩子去了医院。到了医院，结果还真是他们用日语对我说了很多，我什么都听

不懂。护士打点滴的时候，碰巧一次没能够扎上，两次也没扎上。三次才扎上。孩子一直在哭，我

在想怎么会这样? 想对护士说你怎么这么不熟练啊。为什么让孩子这么受罪，孩子还这么小。这个

时候我感到特别难过。会觉得很重的东西在脑袋的上边，在说「必须学习日语」。

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后，为了不让孩子受苦，我感到了不学日语是不行的。那个时候，虽然是在医

院，可我一直在哭，我爱人和我都哭得很厉害。孩子躺在床上，和护士一起说，妈妈出去吧！对，

从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开始学习日语了。

在医院即使想表达自己的心情，可是不会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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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03　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回来了

刚来日本的时候，孩子还很小。几乎哪儿也不去，也知道的不多。所以电车也没怎么做过，也不

知道怎样做。那个时候，坐公交车会晕车，所以也不能做公交车。那么能够代替电车和公交车的只

有自行车了。骑自行车转悠已将这个地区的周围的各个地方都知道了。大家都说「你真了不起啊」。

其实那只是因为我孩子小，有时间。孩子爸爸去了公司，我就骑车到处转悠看看。

也有一次困惑的经验。那是去朋友家的时候。要到朋友的家首先是先坐公交车到A站后，再坐电

车到达B站，然后再换车到达朋友家的C站。从朋友家回来的时候，从A站坐上了公交车，由于不

认识日文，结果坐错了，和回家的方向相反回到了B站的方向。所以中途按蜂鸣器对司机说，「坐

错了，要下车」。那时抱着3岁的孩子下来，走一会儿就走不动了，就背着孩子走，又拿着很多行

李，真够受的。公交车来不来也不知道。一边走一边向后看，希望能够看到公交车的到来。到最后

也没看到公交车。走了几个小时终于返回了家。

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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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04　想学汉字

汉字是自己学的。最初出去的时候，在车里一直看车窗外的招牌，看招牌上的汉字，这个字是

这样的形状，那个字是那样的形状，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就记住了。之后，去卡拉OK也一直看卡拉

OK的画面记汉字。不知道怎么念的时候，就问别人。

自己还是有想写汉字的时候。以前，想学习日语和汉字的时候，就去了日语教室。可是，最初一

块儿学的都是初学日语的同学。学的内容都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觉得很无聊，渐渐就减少了去教室

的次数，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干脆不去了。

可是，因为特别想记汉字，就一边看手机，一边写。偶尔会有不知道写字画的顺序，就任意写。

还有，比如去市役所的时候，将市役所的文字纸张带回家，等孩子爸爸回来后，问他写的是什么。

还有保育园的文字纸张，有很多汉字，而且是很难的汉字。有平假名还可以，可是只是汉字对我来

说就太难了。不知道的地方就问孩子爸爸，会让孩子爸爸慢慢的念给我听。

想学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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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05　想和堂兄弟们说更多的话

我的孩子现在不会说我的国家的语言。但是由于我在家的时候说母语，所以我的孩子能懂一

些。放暑假的时候，全家回国了。 我的妈妈用母语问我的孩子「吃饭吗」，孩子用我的国语回答到

「吃」。我妈妈听了非常高兴。我爱人不太会说，稍微能听懂一点儿。我对孩子说【爸爸都能听懂妈

妈的母国语】。孩子听了对我说【那我也努力】。现在我的孩子想和他的堂兄弟们说更多的我的母国

语。

想和堂兄弟们说更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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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06　把宣传刊物保留了三年

我现在在做翻译义务活动。做翻译义务活动的理由是刚开始来日本的时候，为了登记养老金等去

区役所时，看到了招翻译义务活动的宣传刊物。这张宣传刊物一直保存了三年。到了第三年，去了

住的地方的国际交流协会，注册了做翻译的义务活动。9个月以后，区役所的人打来电话，就开始

了工作。小学校的家长面谈会的时候，我给同国的妈妈们做翻译。翻译的时候没能够很好的表达，

「这样说就好了」、回到家里翻开课本，【啊，是这个语句】，等这样后悔的事情有很多。不过也有很

多愉快的事情。

把宣传刊物保留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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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07　成为了人们所说的喜欢做料理的人

孩子到了两岁的时候，就会希望有朋友了。所以我也开始有了烦恼。做什么日本人才高兴呢。想

来想去还是做料理吧。亲手做的料理大家都会喜欢。由于香蕉很便宜，为了节约就将香蕉用榨汁机

榨成香蕉汁，给来我家玩儿的孩子们喝，他们都非常高兴。

我爱人不爱吃我的国家的料理，他就很努力的看电视上的料理节目。还有邻居有时会给我们咖喱

饭或奶油炖菜等。原来日本人吃这样的东西啊。我想我一定要学会做这些料理。我对日本人吃的东

西都很感兴趣，经常是两眼发亮的看日本人所吃的东西。

星期日孩子爸爸会给我们做意大利肉酱实心面、意大利面，汉堡牛排等料理。我看到后，就给来

家里玩儿的孩子们也做汉堡牛排等。他们都非常高兴。

本来只是想为了节约，结果很快我就被人们说成了喜欢做料理的人，而且是很会做料理的人。

孩子进入小学后，我在一家家庭餐馆打工，是在厨房工作。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位以前是当高中老

师的一个人。有一天她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在家庭餐馆的厨房工作。她又问，你来日本以前是做

什么的？

我说是在教会照看孩子们。那个人说你先做几年的料理工作，然后取个厨师资格证多好啊。我说

我虽然不会写，但会看懂一些。她说 就这样可以。然后她教了我怎样考国家考试。我将家庭餐馆

的工作辞掉，经这个人的介绍，在一家新的工作地方的厨房工作了5年，之后取得了厨师的资格证

书。

成为了人们所说的喜欢做料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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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08　把家对外开放

有了孩子后，觉得孩子很可怜，没有朋友的处境，孩子比谁都知道。怎么办好呢？有时会和孩子

一边玩儿，一边向去买东西的夫人搭话。这个时候的日语大体是记住的。写下来，并诚心诚意的说

「在这儿玩儿吧，一块儿玩儿吧」，「让我来看孩子吧」等。刚开始，人们会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吧? 不会理我的。

那怎么办呢？考虑来考虑去，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对！扫除！由于日本人只打扫自己住的公寓和

道路、还有自己的家。所以我就在楼下的小公园里拼命地扫除。所以公园一直都很干净。这样下来

有几个月，半年左右，人们就和我搭话了，近邻们也和我说话了。我就将自己的家对外开放，孩子

们做什么都可以，就像学童保育室一样。

其实我并不是想打扫公园才打扫的，只是因为孩子太可怜，实在没有办法。谁都不会跟孩子说

话。孩子呢就是有人跟他说话了才是孩子。总是闷在屋里思考就会停止，什么都会觉得害怕。这个

年龄不打架也不行，不玩儿也不行。

把家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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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09　吃不惯日本的口味

米饭，是我刚来日本时最吃不惯的。吃不了米饭。日本的伙食很甜。我家乡的伙食主要是以盐和

胡椒为主的清爽的口味。吃不惯日本的，所以早饭等我都会自己动手将自己的一份做出来的。

偶尔也会做水饺，天妇罗等，这样的时候我会同家人一起吃。洗碗是轮班制，早上我洗，晚上我

婆婆洗。至于买东西，最初我不会开车，经常是让他们开车带着我去买。

孩子出生后，有婴儿的一个月检查。给婴儿检查时，护士非常担心我，因为我太瘦，血压又低。

她们对我说「你没关系吗？孩子是男孩儿，你这样的体力会倒下的」。孩子出生后，夜里必须起来，

由于睡眠不足，每天白天都犯困，即使再困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护士对我说你太瘦了，必须什么都

要吃。

挑食是不行的。不增加体力，就坚持不下去，为了孩子，我必须什么都要吃不能够挑食。从那个

时候，我开始了试着吃各种食物。以前觉得很甜的，例如，南瓜等甜的东西，为了孩子我都吃。越

吃越觉得好吃。已经习惯了日本的口味。现在会觉得日本的味道好吃。回国的时候，非常想吃国内

的料理。吃的时候会感到很眷恋，而并不是好吃。只是会让我感到很有怀念的感觉。

吃不惯日本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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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10　不使用敬语，还是有失礼节

毕竟日语存有敬语和谦尊语。在现实当中使用时，什么时候使，对什么人使，是很难做出判断

的。日本人的话，马上就可以该换过来。可是对外国人来说，首先判断如何使用，就需要一些时间

了。所以经常会不客气的对上司说话，有很多失礼的地方。但是大家马上就能够理解我。会对我说

没关系，一句「没关系」，会让我感到很温暖。

我在日本语教室里，想和认识的人更好的相处。日语老师也说过「下次请教我中文啊」这样的

话。现在我在同一个的地方教中文的教室里帮忙，教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也会让

自己得以更好的成长，还能够和周围的人交流，感觉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在中文语教室里，和年长的人说话的时候，被教室的职务人员注意过。由于年长的人较

多，不对他们使用敬语，还是有失礼节。可是在中文教室里，很容易使用普通的日语。因为教室里

是会员聚集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语学教室，和学习相比感到是娱乐的地方。可是毕竟有上年纪的

人，才明白这个时候不使用敬语是不行的。但是怎么也不会流利自如的使用，对我来说使用敬语是

很难的。

不使用敬语，还是有失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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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11　想让人们知道我的存在

驾照是在孩子1岁时取得的。那时搬了家，婆婆觉得不方便，所以过来给我看孩子，我就去汽车

驾校了。可是，总是家里的人照顾孩子的话，孩子接触的只有家里的人，所以就将孩子带到了驾校

的托儿所。和家里人以外的人相处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拿到了驾照，行动范围也广泛了。将孩子带到儿童馆，还有在对外开放时间时的各样的保育园。

并且有了妈妈圈的朋友，朋友也多了起来。保育园对外开放的时候，由于保育园的老师也在，我就

对老师说「我是从中国来的，语言也不太懂」。老师们就会教我很多。人本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

自己是中国人这件事不愿让人知道的人也有，对于我来说我一点儿都没有抵抗。我想早点儿让老师

知道我的存在。就像参加妇产科的孕妇学习班时，我总是及早将自己告诉对方，对方对我有一个深

刻的印象，会很好的应对我。

孩子在4岁之前将他送进了幼儿园。由于从中国来，周围几乎没有亲戚朋友。很想让自己的孩子

和同年龄的孩子一块儿玩儿，所以较早的将孩子放进了幼儿园。离家不远的邻居有两个同龄的孩

子，几乎每天和他们一起去散步。我也和孩子的妈妈们聊天儿，她们还教了我很多日语。

想让人们知道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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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12　想加入日本国籍的想法 就是因为孩子

我有了想加入日本国籍的想法还是因为孩子。以前偶尔在电视上看到外国人的孩子被欺负的新

闻。毕竟我也是外国人。比如说去考驾照的时候，经常忘记带外国人登陆证，所以还得再去一次。

去大使馆的时候也一样，要带户籍事项证明书这样的证件，我有忘了带的时候，所以还得再次去

趟东京。这些手续很繁杂。如果孩子大了，例如面对就职的时候，因为母亲是外国人，所以需要户

籍事项证明书，住民票等文书。其实其中的一张就可以了。到了那时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烦劳。为了

不给孩子添加这些不必要的烦劳，考虑到入日本国籍将来会对孩子比较好，所以决定了加入日本国

籍。

加入日本国籍的时候，我的父母一点儿都没有反对。而是鼓励我说【就这么做吧】。在外国住是

件会感到非常不安的事情。我以为外国人是会被当成外国人去对待的。可是日本不会是这样的。恰

好是对外国人更亲切一些。当需要全家的公文手续的时候，我的公文甚至比家人拿到的更早。

可是我的父母非常担心我住在国外，一旦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像外国人那样被对待。所以听说我

要加入日本国籍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他们说「就这么做吧。孩子也是日本人，丈夫也是日本

人，全家一样才会感到安心，加入吧」。我刚开始比较担心父母会不同意。可是父母一点儿都不反

对。他们说「这样的话我们也安心。你们也是一个家庭了，真正的家庭还是一样的好。

如果问到了入了日本国籍是不是会有落寞感的话，我想如果不入日本国籍对孩子有什么不利的

话，那么我会很厌烦的。和落寞感相比，我很怕被中国的朋友和亲戚们知道。和父母兄弟是说实话

的。可是兄弟姐妹中我的姐姐还是反对我的。她说「加入了日本国籍，将来你就回不了你自己的

国家了」。可是毕竟我们有血缘关系，他们的心情是希望我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父母虽然会说

「你就这样做吧」，可是跟亲戚朋友说实话的话，他们会说「 哎，你变了」等这样的想法。我很讨

厌被他们这样认为。如果被他们说我厌恶了自己的国家，所以加入了日本国籍，我会很困惑的。所

以不愿意跟朋友们说我已加入了日本国籍，我已成为了日本人这件事情。一直都没说。

想加入日本国籍的想法 就是因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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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ーリー 13　为你的出身感到骄傲

为你的出身感到骄傲

ストーリー1 3

我和在旅行中认识的日本人结婚以后来了日本。当時感觉最困难是日文。不用说人际关系也是

……。

结婚后一年児子出生了。我就利用這机会和他说我的母语。児子従幼儿時开始会说日语和母语

了。就因如此、他在学其他外国语也比同年紀的人快。

但是、出外时说母语时、会給人奇异的眼光望着。我觉得说外国语(外国人)不是可耻的事、也

不是幹壊事。所以一直继续下去、便慢慢习惯了。現在也推荐新的外国人母亲教自己的児女母语。

同时対出身地要感到栄誉。也要有自尊心。

托児子的福、能认识很多日本朋友。不过、最初去公园认识朋友是很困难的。例如一说话时、就

知我是外国人、即被拒绝了。那时很难過。不过我不放棄。侭努力去接触日本人。我知従今以后我

会在日本生活、所以我想认识日本人朋友是必要的。在日本長住了便觉得有很多日本人是很好的。

就因如此、不要等朋友来认识自己、還是自己去认识朋友好。

児子在小学「通学班」上、被自己大的人说「你母亲是外人」我児子答「我的母亲是外国人、不

過是好人」听他这样说、我很感动。児子入小学之前、我是「専業主婦」、「専業母亲」。児子入了

小学后、有了自己的时间、所以就决定学好日文。去了很多日文教室。有时一個星期会去八個地方

学习。真的学到很多有用的日文。同时也参加了国际活动等等。

学日文是越学越难学的。我是従日本歌学日文的。读好歌词、了解意思、然后记着。也会侭量听

収音机。

读了日文一段时间、想考「日本語能力」的试。我了解到地域的日文教室只是教我們基本会话

的。不是為了考试来教我們外国人。这是正确的。所以我去了大学的校外课程学日文。托先生、大

学生的福、我考到「日本語能力一級」了。我非常开心。也感谢各方面的支持。

以后、我到各地参加了「外国人的日文演讲」比賽。第一次拿了好经验、第二次拿了「審査委員

特別奨」第三次拿了「協会会長奨」、第四次在市内拿到「最優秀奨」我也很感谢家人和各方面的

支持。

現在、在日本共有约八種工作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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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住在日本的外国人说的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尽量阻止不同化于日本。怎样才能够最大限

度地发挥自己。来日本通过学习日语，不是为了同化于日本社会而是为了向其他方面发展。这样的

外国人越来越多的话，那么在社会上也就越来越容易生存。还是要有自己的

优势、使其得以充分的发挥。

我认为，因为你不是日本人，大概你想成为日本人，所以你在学日语。我想说的是其实不应这

样，作为外国人的你说日语就可以了。当然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会被感觉有些不协调或有一些人会用

异样的目光来看你。不管怎样你都是外国人，你要有自我，以自我为自豪，在日本社会做出努力不

就挺好的吗。所说的话能被理解就可以了。

人的价值观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相当不容易动摇的。如果这些原则已成为了自己的信念，不管谁

怎么说，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以我自己来说，刚开始到日本的时候，学日语是为了成为日

本人，像日本人那样说日语的心情很强。为了能够听起来像日本人那样，所以说日语的时候，尽量

模仿日本人的声调等。可是这些都是太有些意识过剩了。从否定自己不是日本人的想法开始，说起

来的日语就轻松多了。做什么都要求完美，想让自己说日语说得更好，这样的想法把我自己陷入困

境，并且经历了较长的这段困境时期。

这样的表达也是可以的。倒不如追问日本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用词？这样的词语不是也能够被

理解，更好用吗？相反让日本人能够理解。如同这些通过双方语言的交流都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能够感觉到这些的话，作为外国人来说，日语只是自己的生活当中生存的一种语言，没有必

要寻求完美的日语。这一点，教日语的老师和学日语的人都认识到的话，互相都是可以轻松愉快

的。

学日语是为了能说一口正确及漂亮的日语吗

ストーリー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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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各项手续，程序，日本的制度等也有不理解的地方

ストーリー1 5

我是2008年开始做「中国残留邦人等」的支援・相谈员工作，这项工作只针对遗华日本人一代，

为了使他们比较容易适应日常生活或者社会活动的协助工作。现在，我在A市的4家一周2天、B

市的10家一周2天、还有C市的22家一周1天，分别做支援工作。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项支援的现

状。

遗华日本人一代的情况。即使能说一些日本语的归国者，也有在中国没上过学不识字的，原因是

残留日本人在战败时，不得不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比较多，因为没钱所以上不了学。有一天，去医院

时，为了做检查，几处被叫到名字，那个人听到了也不动，我就问到 ：“为什么不去呀? ” 她就说

了 ：“叫我去的检查室，我也不认字，往哪里走也不知道呀!” 那天，我在同一个医院给2位归国者

做门诊的翻译，真是不容易呀!

递交资料时不识字也不会说日语的一代大约有一半吧，他们把所有资料都拿到役所来，就得一边

问一边帮助填写。而且不只是语言的问题，关于日本的各项手续，程序，日本的制度等也有不理解

的地方。每年的收入报告书、住宅报告书、水道费、NHK放送费等的递交表格也很多，一代对这

些表格的事很头疼。关于生活的烦恼，大多是利用在医院里等待的时间了解的，在家不出门的人也

很多，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闷着，所以烦恼就更多。

接着是没有实施任何对策的2代的情况。特别是劳动问题的相谈非常难。在公司手被机器夹了，

右手的3根手指都没了，公司也不给叫救护车，用个人的车给送到了医院，治疗结束了，只给了

70万日元，就被解雇了。与认识的日本人合同劳组相谈，通过裁判最后拿到了2500万日元以及今

后的赔偿。2代也不懂合同书的内容，也可以说根本就不看，突然被解雇了，第一次把合同书拿来

一起看的人很多。现在中国可能有了很大的变化吧，即使有工作也没有签合同书的很普遍，我本人

在中专学习药剂科3年，毕业后在被分配的医院做药剂师5年，我的记忆里好像没见过合同书。

关于年金以及对养老生活不安的情况。一般都比同年龄的日本人加入年金的时间短，做临时工

的人比较多，特别是40岁，50岁才回日本的二代，尽管可以有资格拿到年金，也很难够维持生活

的。关于一代的介护，残留孤儿平均都70多岁了，因为不会日语，很少能找到可以接收的养老所。

所以二代不积极的取得介护资格证，不来做的话，一代的问题很难解决，这已经是迫不及待的现实

了。

三代，四代的情况。在东京都内上学的归国者三代、四代，一般能得到120小时的日语辅导，可

以和翻译一起进课堂学习。可惜不知道这个制度的归国者也不少，去年在A市国际协会日语教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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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归国者12名里，为了帮助3个要考高中的归国者3代去相谈，家长与翻译去所在的中学和想考

的高中好几次，即使再小的事，因为家长不会日语也要联系翻译。所幸的是，现在还在这个教室学

习的B学生，终于去了自己希望的A高中。

我是自费求家里人给办理回国的。第7天就在时给650日元的洗衣店里开始工作了，最初根本不

知道学习日语的方法，后来才找到了几处免费的日语教室，多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去了4个教室。

现在除了做遗华日本人的支援工作，也参加公民馆等的料理、扭秧歌等归国者交流活动。

综上所述尽管有很多困难，但是问题得到解决时，看到归国者的笑脸，我也感到很欣慰，同时也

得到了一份被鼓励的自信，所以就算不容易，还是觉得这个工作有让我继续坚持努力的动力。

总之这里只是介绍了一部分而已。根据归国者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的生活里，正在

到处找可以活动的场所，主要是想和地域的人一起做大家喜欢的活动。非常高兴能有更多地域的人

来参加、支持并协助我们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