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9 日举办了了解巴基斯坦的活动。 

巴基斯坦人西埃夫一家和玛丽库哈一起以巴基斯塔和伊斯兰文化以及在日本的生活为题进行了讲解。 

 

 

・ 绿色的国旗代表着伊斯兰（97%的国民信奉伊斯兰教） 

・ 伊斯兰教徒只能吃清真食品 

（不能吃的食品有猪肉，酒，带血的肉等） 

・ 具有认证标志的清真食品有 300多种 

・ 每天要做五次祷告 

・ 珍惜古兰经的规定 

・ 日本第二大的清真寺院位于新泻市内 

・ 新发田市有清真饭店，超市也销售清真食品 

・ 死亡的人要土葬 

（但在日本根本没有允许进行土葬的地方） 

 

学习到了很多关于巴基斯坦的文化知识。 

玛丽库说：“新闻上说伊斯兰是恐怖的宗教。这是不正确的，不能

随便相信，希望予以正确地理解” 

 

另外，敬和学院的大学生们就对伊斯兰教文化的体验进行了发言。 

 

 

 

 

约有 50 人参加了活动，大家感到「学到了知识」「以后还想听」。 

 

如果有想介绍自己国家的朋友，请一定联系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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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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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藤冢海滨享受大海吧 

藤冢滨是新发田市内唯一能游泳的海域 

停车场很大，附近还有休息室 

因为有安全员守护，可以放心安全地游泳 

注意不要中暑，希望你能在藤冢海滨度过一个快乐的夏日！ 

【可游泳期间 ＝ 7月 16日(星期六)～8 月 21 日(星期天)】 

遵守规则 安全地玩乐 

1做好充分地准备活动      2 酒后不游泳                  3 视线绝对不离开孩子 

4 海浪大时不游泳              5 身体不适时不游泳           6 在规定范围内游泳 

 

 

 

注意「离岸流」！ 

所谓「离岸流」是指涨到砂滩的海水返回到大海时的又快又强的水流。 

无论哪里的海边都有可能发生，有的地方水流最快时可达到每秒 2米。 

【若被卷进的话…】 

① 沿着与沙滩水平的方向游泳，先从离岸流中出来 

② 脱离离岸流后，再游向岸边 

≪要点≫ 

 从离岸流出来前，不要急着朝岸上游 

 不善于游泳者要尽量漂浮于水面上 

                                                    

 

▼ 发烧，咳嗽，喉咙痛时要居家不外出 

▼ 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 勤洗手  

▼ 在海边冲过澡后再回家 

 

此期间，传达安全信息的旗子就挂在 

安全服务中心的屋顶上 请确认。    

        【白】    【红白】    【红】 

                              可以游泳   注意安全  不可以游 

注意预防 

新型冠状病毒 

救命！ 

离岸流 波浪 

宽度 10-30米 



让我们从大雨，灾害中来保护自己 

因为台风或大雨，致使同一地区的降雨持续很长时间时容易发生灾害 

届时市政府将公布市民如何行动的信息，信息分为五个等级 

危险的时候，请注意市政府发布的信息，如果感到危险请马上逃难！ 

避难处和危险的地方，请看市役所制作的“危害地图”指南。 

 

 

 防灾、紧急信息页面二微码（新发田市） ▶                                             

 

新发田特色小吃～利用新发田的食材自制饮品～ 

材料（2杯的量）                     『冷饮 番茄豆浆汁』  

成熟西红柿・・・ 中等大小一个 

蜂蜜 ・・・・・・ 一大勺 

调整豆乳・・・・ 150毫升 

小型冰块・・・・ 5到 10个 

制作方法 

① 西红柿去皮，在尾部用刀切十字花状  

② 将①放入热水中 5～10秒，放入冷水中。剥皮， 

切成大点的块。 

③ ②、将调好的豆浆、蜂蜜、冰放入搅拌机中 

进行搅拌                     ＜1人份量 101kcal 盐分 0.2g＞ 

  

 

 

 

 

影片名： 电影 角落伙伴  置身立体图画  邂逅小来历不明者 

 

 时间：８月２１日（星期日）上午 10点～上午 11点 06 分 

              下午 2点～下午 3点 06分 

 地点：新发田市民大厦（イクネス 新发田）  

 内容：人气角色的初次剧场版动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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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地图指南 ▶ 

▶ハザードマップ
は ざ ー ど ま っ ぷ

▶ 

８月的市民（イクネス）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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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３ ７、１４、２１、２８ ７、１４、２１、２８ ２、９、１６、２３ 

8月
がつ

 暑假 暑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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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