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区烟火大会和日本太鼓表演 

（烟花大会的预定举行日： 24日（星期三）） 

【地点】新発田城址公園 

【地点】新発田城址公園 

【时间】下午 6点 15分～8 点左右 

    【内容】 开始是日本太鼓表演，之后会伴随着音乐放 

           烟火。 

 

供奉神轿 

【地点】从各区至諏訪神社 

【时间】上午 5点～8点 

【内容】6个区的神轿同时供奉于諏訪神社。 

新发田儿童祭典 

【地点】ヨリネスしばた（市政府内）札の辻広場 

【时间】下午 2点～4点 30 分 

【内容】小朋友们的乐器演奏会 

儿童广场 

【地点】ヨリネスしばた（市政府内）札の辻広場 

【时间】下午 1点～4点 30分 

【内容】可以玩大蹦床和气球城堡 

祭典游行 

【地点】商店街（本町十字路口～石川小路十字路口） 

【时间】下午 6点 30 分～9点 

【内容】各种团体表演节目 

 

 

 

 

 

 

 

 

 

「城下町 新发田祭典」是每年八月末举行的祭典活动，始于江户时代。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本活动已连续停办

了两年，今年终于要恢复举办了！ 

8 月 27日～29日，在諏訪神社的附近将设有露天摊床。 

在做好预防感染措施的情况下，一起来感受祭典的气氛吧！（请务必佩戴口罩。） 

    

  

暌违 3 年的 「城下町 新发田祭典」要重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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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轿回家 

【地点】从諏訪神社返回各区 

【时间】下午 6 点～10 点左右 

【内容】6 个区的神轿沿路表演，返回 

根据新冠疫情状况， 

实施内容将会做相应调整 

8 月 23日（星期二） 

8 月 27日（星期六） 

8 月 28日（星期日） 

 

8 月 29 日（星期一） 

 

神轿 



新冠感染者剧增 

 ●出现发热，感冒症状（※呼吸困难，倦怠感等）时应注意 

・ 不要去学校和公司，避免外出 

・ 每天测量、记录体温 

・ 本身患有疾病且担心者，请及时联系经常去的医院。 

●咨询・受诊方法 

・ 去医院时，一定要事先电话联系。 

・ 有上述症状者，请电话联系经常去的医院或「新潟县接诊咨询中心」「新潟県
にいがたけん

 新型
しんがた

コロナ 受診
じゅしん

・相談
そうだん

センター」 

・ 去医院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必须佩戴口罩 

 认真洗手 

 咳嗽或者打喷嚏时，用口罩，纸巾，手帕，袖子或者手臂内侧遮挡口鼻。 

 

新潟县接诊咨询中心 

 

 

 

 

 

新发田市的咨询窗口（工作日 上午 8点 30 分～下午 5点） 

24小时在线 

（包含节假日） 

025-256-8275 

025-385-7541 

025-385-7634 

咨询项目 电话号码 

关于对新冠引起的健康方面的不安 0254-28-9211 

关于公司经营的支援制度 0254-28-7425 

因感染新冠而无法外出购买食物的人 

对于感染了新冠必须居家者，市里将会为你无偿地提供食物。 

一次 7天分，一人一次。 

节假日不受理，不配送。1 

〇配送量 

・ 因感染新冠，被保健所要求居家隔离的人 每人一套 

・ 与感染者同住，且住在新发田市的人  一户一套 

如需要此服务，请本人拨打下列电话 

工作日：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0254-28-7201 （新
し

発
ば

田
た

市
し

 地
ち

域
いき

安
あん

全
ぜん

課
か

） 



新发田饭 ～用新发田的食材来做美食～ 

材料                         『毛豆玉米蒸饭』                        

大米………………………………………………………2盒 

煮好的带壳毛豆………………………………………200g 

玉米……………………………………………………120g 

白高汤调味料………………………………………一大勺 

盐……………………………………………………一小勺 

 

制作方法 

① 去掉毛豆的莢和皮，玉米粒用刀削下 

② 在电饭锅里放入洗好的米，盐和白高汤调味料。按电饭

锅刻度加入适量的水后，放入玉米和玉米芯一起煮。 

③ 煮熟后，把玉米芯取出来，加入毛豆，盖上盖子焖 5 到 10分钟。 

④ 蒸熟后，搅拌。                            

 

 

影片名： 比海更深 

  

时间：9 月 19日（星期一）上午 10点～下午 11点 48分 

             下午 2点～下午 3点 48分  

 地点：新发田市民大厦（イクネス 新发田）  

 内容：生活在与自己理想的未来不同的当今的“过去家庭”的故事 

定员：上午 30人，下午 30人（按顺序） 

       *约电影开演一个小时前 分发编号门票（以了解顺序） 

 其他：请戴上口罩前来 

咨询处：新发田站前复合设施企划总务处 电话 0254-28-9950  

★面向外国人的防灾讲座★ 

大家都做好了随时应对大雨和地震的准备了吗？在灾害频发的日本，做好应灾准备十分必要。 

参加本次讲座，一起来学习如何在危险中保护自身安全吧！ 

【时间】 9月 10日（星期六）上午 9点 30分～11点 30分 

【地点】 健康長寿活动交流中心（健康長寿アクティブ交流センター）（市政府旁边的建筑） 

【人数】 20人（按照申请顺序） 

【需要物品】 纸笔 

【申请时间】 8月 8日（星期一）～26日（星期五） 

【申请方法】 电话 0254-28-9640 

邮箱 machizukuri@city.shibata.lg.jp 

         ※请告知姓名，电话，住址和国籍。 

 

9 月的市民 

（イクネス）影院 

▼申请用二微码 

mailto:machizukuri@city.shibata.lg.jp


 

 

 

「新发田日语教室」向来自于外国的各位教授日语。可以随时参加。 

 

※想参加者请电话联系。如有不懂的地方请咨询。 

 0254-22-6441 たかはし 

 0254-28-9640 新发田市市政建设支援科 

※３月１２日演讲发布会。 

※随时可来班里观摩。 

 

 

 

 

 

●成人班（所有的班都可以参加） 

班级 时间 教室 电话号码 学费 其他 

星期三班 10:00～11:30 新发田市民文化会馆 0254-26-1576 
4～7 月/2,000 日元 

9～12 月/2,000 日元 

1～3 月/2,000 日元 

教科书 

需要自己购买 
星期四白天班 10:00～11:30 生涯学习中心 0254-26-7191 

星期四夜间班 19:00～20:30 健康长寿活动交流中心 0254-22-1254 

●学生班（ 为与外国有关的孩子们开设的班） 

班级 星期 时间 教室 电话号码 学费 

日语学校 星期六 13:30～15:00 健康长寿活动交流中心 0254-22-1254 一个月/1,000 日元 

2022年度的开课日程 

班级 星期三 上午班 星期四 上午班 星期四 夜间班 日语学校 

開
催
日(

か
い
さ
い
び)
（
开
课
日
期
） 

4月
がつ

 4 月份的课程已结束 

5月
がつ

 5 月份的课程已结束 

6月
がつ

 ６月份的课程已结束 

7月
がつ

 7 月份的课程已结束 

8月
がつ

 暑假 

9月
がつ

 ７、１４、２１、２８ １、８、１５ １、８、１５、２２ ３、１０、１７、２４ 

10月
がつ

 ５、１２、１９、２６ ６、１３、２０、２７ ６、１３、２０、２７ 1、８、１５、２２ 

11月
がつ

 ２、９、１６、３０ １０、１７、２４ １０、１７、２４ ５、１２、１９、２６ 

12月
がつ

 ７、１４ １、８、１５ １、８、１５ ３、１０、１７ 

1月
がつ

 ４、１１、１８、２５ ５、１２、１９、２６ ５、１２、１９、２６ ７、１４、２１、２８ 

2月
がつ

 １、８、１５、２２ ２、９、１６ ２、９、１６ ４、１８、２５ 

3月
がつ

 １、８、１５ ９、１６ ２、９、１６ ４、１１、１８ 

为外国人开设日语班的通知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日语吧～ 

   咨询处：新発田市
し ば た し

  市民
し み ん

 まちづくり 支援課
し え ん か

（新发田市市政建设支援科）    

  住所
じゅうしょ

：〒957-8686 新発田市
し ば た し

 中 央 町
ちゅうおうちょう

 ３－３－３（新发田市中央町３－３－３） 

  电话: 0254-28-9640 传真: 0254-28-9670   电子邮箱: machizukuri@city.shibata.lg.jp 

mailto:machizukuri@city.shibata.lg.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