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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性比赛到业余的棒球比赛，体育运动超越国家和语言的界限，成为全世
界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这次我们介绍一下通过体育运动与海外交流的团体以及县内外国人发起的俱
乐部等，了解体育运动带来的国际交流。

从岩手飞向世界从岩手飞向世界从岩手飞向世界
     In the summer of 2009, the Hanamaki Higashi High School baseball team made it all the way to the top      In the summer of 2009, the Hanamaki Higashi High School baseball team made it all the way to the top 
four at Koshien (the Japan National High School Baseball Tournament), something an Iwate Prefecture school four at Koshien (the Japan National High School Baseball Tournament), something an Iwate Prefecture school 
had not accomplished for 90 years. The team gave the people of Iwate hope, courage, and excitement as the had not accomplished for 90 years. The team gave the people of Iwate hope, courage, and excitement as the 
drama of the game-changing reversals unfolded. The coach of the team, Hiroshi Sasaki, spoke with us about drama of the game-changing reversals unfolded. The coach of the team, Hiroshi Sasaki, spoke with us about 
creating a team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Iwate teams, and his outlook on the world of Japanese creating a team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Iwate teams, and his outlook on the world of Japanese 
baseball.baseball.

2009年夏季甲子园大会上，花卷东高中硬式棒球部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四强，使岩手县时隔90年踏上了半决赛的
赛场。整个比赛中，花卷东的队员们几次逆转局势，顽强奋战，给岩手人带来了希望与勇气，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激动人
心的比赛。

此次我们邀请到了带领花卷东棒球队在甲子园上获得亚军的佐佐木教练，请他讲述他的独到训练方法以及对未来日
本棒球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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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手人要争取第一

刚来到花卷东高中棒球部担任教练时，我就暗自
下定决心要培养出日本第一的球队，要获得全国第
一。当我见到我们的队员时，再次坚定了我的信念。
我们的队员毫不逊色于他县的队员。的确，以往岩手
球队在甲子园球场上经常第一轮就淘汰出局。但是我
想这个从某种角度上暴露了岩手人的善良、谦和的精
神。岩手人的谦和可能不适应激烈的比赛场合，球场
上要求的不是谦让而是更多的一份倔强。
我是高中的棒球教练，区别于专业的棒球教练。

我的目标不仅仅是球赛的结果，更多的应该是指导队
员怎样做人。最近社会上弥漫着不良风气，有自杀
的、有杀人的、有欺负同学的、有拒绝上学的等等。

我想通过包括棒球在内的体育运动，可以使人们看到
正义，看到希望。

成为一个会打棒球的优秀人才

我在指导棒球的时候教导学生，要有目标，要懂
得忍耐，要懂得与他人合作。棒球可以告诉你人生最
重要的是什么。学校的教练不仅要教学生怎样打棒
球，也要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我不仅是棒球教练，也
是一个老师，我认为我不是在培养棒球选手，我并不
是生产打棒球的机器人，而是在培养会打棒球的人。
作为教练重要的是让每个球员有梦想，有顽强的士
气。
当学生加入棒球队的时候，我会让每个人设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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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然后我根据队员们设定的目标，想办法激发队员
士气，调动积极性。队员们设定目标不仅仅是棒球
的目标，也包括学习，更进一步包括人生目标。也
就是让队员们首先想象一下终点，接下来考虑为了
到达自己设定的终点应该做些什么，指导每个人学
会思考。

参加日美亲善棒球赛

在美国期间每天都有很多在当地的日本人来来
看望我们，其中岩手人尤其多。岩手人的热情，让
我非常感动。他们跟我说：“我看了甲子园的比
赛，真是太精彩了！”想到地球的另一边也有这么
多喜欢我们的人，我也备受鼓舞。
我在美国亲身感受到，美国的棒球与日本相

比，其魄力无法相比。球的速度，击球距离等都有
很大的差距。连吃的喝的东西的尺寸都比日本大一
圈。但是我认为日本在棒球技术上要略胜一筹。虽
然我们在力量上，速度上赶不上美国，但是技术能
力上我们要超越美国。高超的打球技术一定能克服
速度上的差距。
同时，对于美国的训练方式，我也学到了很

多。美国教练的特点是看准时机指导一下，而不是
时时刻刻告诉学生怎么打球。但是在日本，教练们
更注重怎样教得更多。今后我要吸取两边的长处，
调整训练方式。

从岩手走向世界，展翅翱翔

如今的年代不能只局限于日本这个国家考虑问
题，现在是一个超越地区与国家的跃动的时代。企
业也是以全球为舞台开展业务。松井秀喜，鈴木一
朗等选手也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我相信日本人的
棒球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今后会有更多的选
手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力量。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国外
选手活跃在日本的球场上。选手的来往变得越来越
频繁，更多人会出现在美国职业棒球联赛赛场上。
甲子园比赛结束以后，美国的职业联赛球队很认真
的和我们交涉，希望投手能够到美国发展。我想今
后会有更多人有机会直接去美国球队发展。这是近
在咫尺的梦想。我希望更多岩手的选手走出岩手，
把岩手的好，日本的好传播到世界上，活跃在世界
的舞台上。

迷你采访

在美国感受到的
   我们采访到了第一次参加2009日美亲善棒球大会的花卷东高中硬式棒球部的柏叶康贵和猿川拓朗。

北上市出身。黑泽尻北高、国士馆大学

毕业，曾在横滨准人高中任教练，从2001年

起任花卷东高中硬式棒球部教练。2009年的

春季全国高中棒球比赛中，代表岩手参加并

获得了岩手县历史上的第一个亚军。同年9月

，赴洛杉矶参加日美亲善棒球大会，任日本

代表队教练。今年34岁。

花卷东高中硬式棒球部教练

佐佐木洋  
从上高中开始就非常想去国外打球。很多日本选

手活跃于美国职业棒球联赛，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他们
都非常向往。后来，听说美国职业球队来洽谈的时候
，真是没想到梦想就要实现。我庆幸自己没有放弃梦
想。我希望今后有更多人岩手人带着梦想，在世界的
舞台上展示岩手人的魅力。我为我是日本人、是岩手
人感到无比自豪，也希望自己能成为更多年轻的岩手
人向往的人。

（盛冈市出身。投手、加盟西武狮队、球衣１７号）

在亲善大会上，不仅是学到了打球技术，也学会了
做人，也认识到保持一份好胜的信念非常重要。在美国
比赛，亲身感受到了美国棒球的能量。击球手爆发力非
常强大。但是比赛中我们也充分发挥了日本棒球的特
点，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另外，美国饭菜的量多、肉多、美国人的高大体格
着实让我吃惊。我想日本以后要更加强壮国民的体格。
我想在大学扎实，刻苦地训练，成为一个正式队员，将
来要到美国打球。

我在美国学到了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信念
以及考虑了人生到底是什么。在美国看到，他们
的高中生和日本的高中生一样，都在认真地提高
技术能力。不分年龄层大家都热心于提高技术。
我想在大学更多的磨炼我的技艺，入选日美大学
棒球大会的代表，在地球的另一边发挥我的力
量。希望下一次我能用英语跟他们交流。

体育运动活跃国际交流

我们采访了菊池雄星

▽柏叶康贵
（盛冈市出身。二垒手。升入明治大学）

▽猿川拓朗
（盛冈市出身。三垒手。升入东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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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波町经营体育用品店的原修先生，9年来一直开
展白蜡树的植树活动，是白蜡树植树的第一人。白蜡树
是做棒球棒的最佳材料，正濒临减少的趋势。住在澳大
利亚的丹尼丸山（丸山传）先生（盛冈市根田茂出身）
得知原修先生的事迹以后，和原修先生取得联系并动员
澳大利亚的棒球队来岩手访问，拉开了日本和澳大利亚
的“白蜡树交流”之幕。

“白蜡树会”的诞生

原修先生自掏腰包承租土地植树到至今已植1万

5千棵白蜡树。从剪草到剪枝等所有作业都由他一个
人做，但是树苗长到可以用于制作棒球棒需要70年
的时间，是一件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需要耐心
的工作。
有一天报纸报道了原修先生的植树活动，一个

偶然机会丹尼丸山看到了这则消息。丸山先生20几
岁时就去了澳大利亚，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之后
为了振兴棒球，开始了关于棒球的志愿者活动。
2008年的时候，澳大利亚为了表彰他30年来为棒球
振兴做出的贡献，颁发了“澳大利亚棒球钻石
奖”，他成为了拿到该奖的第一个日本人。一直通
过棒球进行国际交流的丸山先生被原修先生的生活
方式和活动受感染，回日本的时候特意拜访了他。
去年春天，棒球相关人员为了支援原修先生的

活动，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广县内植树活动组成了
“白蜡树会”，作为一个团体开始支援原修先生的
活动。

广受好评的岩手交流

2009年5月，丸山先生任顾问的澳大利亚棒球俱
乐部选定的普罗旺斯队来到日本，以岩手为起点走
访了新潟、群马等各地，举行了友谊比赛。澳大利
亚棒球联盟每年都会都把球队派往海外进行国际友
谊赛，去年正好选择了日本，因此有机会来到了岩
手。
在岩手期间与富士大学、盛冈大学、JR盛冈、

Pheasant IWATE等举办了友谊赛，比赛以外还开办
少年棒球班，还和丸山先生一直有来往的川目小学
交流等，与各个年龄层都有了深入的交流。最后一
天在县营棒球场和小朋友们以及棒球相关人员一起
参加了纪念植树活动。岩手的整个交流活动中盛冈

大学志愿者充当翻译，摄影由县立大学志愿者担任
等，让年轻人接触到了世界。球队回到澳大利亚以
后向政府以及相关方的汇报中岩手得到的高度评
价。选手们纷纷提出“想再去一次岩手”，充分表
明了在岩手的交流活动非常圆满。

对下一代的寄托

今年是“白蜡树会”成立第二年，今年的主要
任务是，加强团体的基础，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团
体开展的活动。副会长长山吉志说：“植白蜡树不
仅是为了棒球也是为了防止地球变暖，为了青少年
的环保教育。我们希望我们的活动能够对未来贡献
一份力量。”会长原修先生笑着说：“树木长大后
能够作为棒球棒材料的时候已经是我孙子的年代
了。我把梦想寄托于子孙。”

寄梦于棒球棒的木材-白蜡树

2009年4月成立。主要活动是植白蜡树树苗，为保护资源、保

护自然做出贡献。同时，希望能为棒球业界长期稳定提供球棒

材料。会长为原修先生，顾问吉田洋治、丹尼丸山。

白蜡树会

（左）副
会长 长

山吉治　
（右）会

长　原修

县营棒球场的白蜡树纪念植树 　©摄影工作室 ナチューラ

体育运动活跃国际交流

2010 岩手国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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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法人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成立20周年纪念庆
典于2009年10月18日举行。众多县民会聚一堂，圆
满举办了纪念活动。

开始和新西兰交流的契机是2003迎来新西兰的
“国际体育指导员”，他是新西兰的大学生Art 
Ines，来到宫古指导帆船航行技术。他来的时候正
值夏天，但是来了之后习惯日本的生活然后开始指
导帆船技术的时候，夏季已经过去。因此他提议
道：“日本马上要入冬，但是新西兰的夏天就要到
来，我们一起去新西兰研修训练怎么样？”岩手海
洋广场从成立当初就把国际交流作为活动的一个环
节，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交流机会，就立即决定
去新西兰研修。确定人选，作好出国准备以后，终
于在2004年1月份踏上了去新西兰的路程。
去研修的人员包括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共7

名学员，都是宫古当地的学生。考虑到经济因素，
新西兰的住宿安排在当地帆船俱乐部的会员家里。
帆船用语基本都是英语的音译词汇，因此研修过程
也比较顺利。寄宿家庭对学员们亲如家人般的亲
切，当学员训练完回家会亲切地问候“今天的训练
怎么样？”，早上出门时会说“今天真是好天气！
祝你训练愉快”等，学员们不知不觉中就融入到了
寄宿家庭里面。
在新西兰的研修，海上训练安排在上午10点到

下午2点。之后在陆地上搞体育活动、登山、参观等
内容非常充实。新西兰的帆船活动非常发达，人们
不仅在享受着帆船的乐趣，而且通过帆船考虑环境
问题等，意义深刻。“Water Wise program”是学
习自然、环境、帆船、气象等综合知识的一个项
目。研修不仅使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知识，连我们大
人也把在当地学到的活动方式用在我们的NPO活动
中。
第二次的新西兰研修时，奥运会女子选手来为

我们指导航行技术。当时去研修的成员大多是高中
生，他们回国以后很多都参加了国民运动会、全国
高中综合体育大会等全国性比赛。我想研修的种种
经验让他们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当时的学员中有些
人现在正在新西兰留学。
帆船交流不仅是我们去新西兰研修，同样新西

兰的人也来到宫古来研修。他们每2年来一次。今年
到访宫古的人中有世界青年锦标赛的选手，来这里
之前刚刚结束在巴西的一个大赛。想到这样的国际
水平的选手来到宫古，真是感到自豪。
参加我们团体的学员今年为止基本上都参加过

一次新西兰研修。因此今后要增加大人们的交流。
大人们的交流更多把目光放在活动的开展方式、商
务水平上的交流。从新西兰来宫古研修的帆船俱乐
部会员有各行各业的人。今年来研修的一个人是花
卉农场主。他说日本的花卉价钱太贵，可以把他的
花卉用集装箱出口过来。我想能提出这样的建议一
定是因为通过帆船建立了信赖关系。商务活动成功
又能带来活动储备基金，进而我们的NPO活动也会越
办越顺利。

帆船树立起的国际交流

为普及海上体育运动，开办各种培训班，开展各类活动。除了

上述国际交流事业以外还开办海上皮艇培训班，帆船、皮艇的

访问讲座以及从事保护自然环境的活动。

NPO岩手海洋广场

理事长 桥本 久夫

帆船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帆船技术、环境的重要性等我们在新西兰学到很多。

体育运动活跃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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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手县远野市和意大利南部城市萨莱诺市是姐妹
城市关系。在姐妹城市交流中，萨莱诺市提出希望远
野市到当地指导剑道。2005年，远野市周边的9名剑
士被派往萨莱诺市，开始了市町村级别的剑道交流，
这也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市町村级国际剑道交流。在意
大利参与指导剑道的菊池长悦和菊池和弘说，他们完
全没有料到参加人员的对剑道的热情。

意大利全境慕名而来的参加者

意大利亚非常流行剑道，但是萨莱诺市的剑道
水平兵还不尽人意。为了给萨莱诺市的剑道提供一
点帮助，远野市决定派遣远野剑道会的会员到意大
利指导剑道。实际到了萨莱诺市发现，参加人员远
远多出预计人数。后来了解到这些人都是从意大利
全国慕名而来的。其中竟然还有原国家队的选手。
与国家选手的交流按理说应该是国与国的交流，不
是我们这种一个城市级别的交流，但是既然有了这
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决定根据参加者的水平，
分组指导。
虽然说此次是剑道的指导，但是萨莱诺市的人

们并不是只局限于剑道。他们把剑道作为柔道、合
气道、空手道等“武道”的一环。服装上也不太讲
究，只是戴上防护具即可，因此有些人穿着空手道
服或柔道服。在当地剑道道具非常昂贵且稀少。竹
刀等消耗品价格高出日本几倍。竹刀护手的橡皮圈
在萨莱诺市也无法买到。当地没有剑道专用馆，因
此利用了普通的体育馆。普通体育馆一般是篮球比
赛用的，地板比较硬，所以光是脚贴地蹭着前进，
都会给膝盖带来不小的负担。指导一共进行了3天，
但是3天下来我们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

用心学习的热情

虽然参加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他们知道能
得到日本来的剑道老师的指导非常难得，所以每个
人都要最大限度的学到技能，非常用心。他们对剑
道的每一个动作甚至对每一个礼节动作都不会错
过，在他们眼里可能是非常新鲜。我们在剑道训练
休息前会简单的击掌，他们来对这个动作也十分感
兴趣。他们的态度比有些日本人更加出色。
在意大利虽然剑道非常流行，但是很遗憾，萨

莱诺市还没有普及，并且水平极为有限。虽然一些

人知道一些剑道的形式等表面的东西，但是仅靠这
些无法提高层次。要提高剑道水平不仅是要勤练
习，而且要通过实际比赛，知道何时进退，观察对
方动作，揣摩对方下一步动作都是不可或缺的。提
高这样的精神上的修养需要有力的剑道老师传受，
但是萨莱诺市缺少这样优秀的剑道老师。
人们想理解“武道”的心情感觉比日本人更为

强烈。虽然场地、刀具等都非常难以保障，但是每
个人追求进步的愿望非常强烈。如果能在当地长期
居住指导他们的剑道，我想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帮
助。

通过剑道感知爱

电影《远野物语》（村野铁大郎导演，1982年）获得第35届萨

莱诺国际电影节最高奖为机缘，1984年远野市和意大利萨莱诺

市结成姐妹城市关系，自那时起两城市通过文化交流保持着友

好来往。姐妹城市缔结25周年之际的2009年远野市访问了萨莱

诺市。次年正值远野物语发行100周年，为此此次访问专门介

绍了远野的“民间故事说书人”，向意大利人传达了远野的传

统文化。2005年根据萨莱诺市的邀请派遣了11名剑道指导老

师。当地接受剑道指导的人达到了200多名。后来其中有些人

还为了学习剑道来到了岩手。

远野市和萨莱诺市的姐妹城市交流

形影百态的参加者。穿着柔道服的小朋友们也一脸的认真。

形影百态形影百态形影百态影百态影百态百态形影百态影百态的参加者的参加者的参加者的参加者的参加者的参加者的参加者的参加者。穿着柔穿着柔着柔。穿着柔。穿着柔穿着柔。穿着柔穿着柔穿着柔道服的小道服的小的小道服的小道服的小道服的小道服的小道服的小道服的小朋友们也朋友们也友们也朋友们也朋友们也朋友们也朋友们也朋友们也朋友们也朋友们也一脸的认一脸的认一脸的认一脸的认一脸的认一脸的认一脸的认脸的认脸的认脸的认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剑道研讨
会上有意

大利全境
慕名而来

的人。

体育运动活跃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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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盛冈成立了东北第一支板球队。人们
对板球的认知度不高的这个区域，外国人成立的这
个板球队为契机，喜爱体育运动的人们纷纷加入到
了板球的队伍，在东北形成了板球网络。板球队有
爱好板球的人，也有喜爱新兴运动的人们，他们通
过板球加强了与更多的外国人的交流。

板球可以说是英国的国球，是英联邦成员国盛
行的的一种体育运动。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也
非常受欢迎，是一种很像棒球的比赛项目。据说参
加这种运动的人口仅次于足球人口。来自加拿大的
英语老师偶然发现了塑料制的棒球棒和球为契机组
成了“盛冈板球俱乐部”。俱乐部成立4年来已有19
个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中
国等）的50多名外国人和日本人参加了该俱乐部。
如今俱乐部中仍有一半人员是外国人，充满了国际
色彩。俱乐部的参加者也有第一次接触板球的人，
考虑到安全性，比赛和训练中使用材质柔软的棒
球，这样俱乐部成立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队员受
伤事件。
“盛冈板球俱乐部”成立之前，日本板球协会

注册名录中没有东北地区的俱乐部。可能东北地区
根本就没有过板球队。“盛冈板球俱乐部”成立为
契机，通过东北地区的外国人之间联系网络，随后
在仙台和秋田也成立了板球俱乐部。后来又在福岛
也成立了俱乐部，形成了东北的板球爱好者网络。
板球俱乐部雨后春笋般成立以来东北地区举办了东
北板球大会。2009年盛冈板球俱乐部战胜了仙台队
和秋田队拿到冠军。东北板球俱乐部规定在前一年
度获胜的球队所在地举办下一届大会，因此2010大
会将在盛冈举办。在日本很少有机会能看到板球比
赛，不妨去这次大赛的球场上体验一下板球的魅
力。
板球俱乐部不仅普及板球、举办比赛，还有更

多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来自各国的外国人之间，外

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交流。每次训练结束后都会有
聚餐。参加人员因为有了板球这个共同话题，交流
会气氛活跃、充满谈笑声。参加的有些人因为宗教
关系不能吃荤，为了他们会准备素食等，是一个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分享快乐的聚会。
俱乐部真心欢迎更多人认识板球，有更多的人

通过板球拓宽交流。不论国籍、年龄、性别以及技
术，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参加。欢迎大家加入板球大
家庭。
生来就擅长板球人也好，认为板球是棒球的复

杂版的人也好，盛冈板球俱乐部能让每位有兴趣的
人从活动中找到乐趣。让我们通过板球运动，加强
人与人的交流吧。

岩手的外国人建立的
板球交流

2006年为了在东北推广板球文化，由外国人英语教师们成

立。能打球的季节每月两次在盛冈的北上川公园和四十四田

水库棒球场进行训练。

主页 http://moriokacricket.wordpress.com/　

盛冈板球俱乐部

宣传担当　
Dean Ruet

zler

投过来的球打中三柱门（击球手后面的三根柱子）击球手则淘汰。击球方是防御方。

体育运动活跃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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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法人岩手县国际交
流协会成立20周年纪念庆典
于2009年10月18日举行。众
多县民会聚一堂，圆满举办
了纪念活动。

纪念庆典上有来宾、获奖者、国际交流关系团
体、历任协会干部以及职员，还有一般县民参加，
场面非常热闹。庆典开始，首先由安藤厚理事长致
词：“协会根据现代社会对地区交流的需求，以民
间为中心，在县、市町村、企业等行政单位和公司
的支援下成立。成立当初本县外国人数有2000多
人，但是如今已达当时3倍的6500人。协会的主要活
动也从国际交流延伸到了国际合作、多文化共生领
域。我们要继续传承先人前辈们的精神，作为本县
推进国际交流的核心组织、扎根于地区，继续专注
于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为创建经济上，心灵上都丰
富的岩手县而努力。”随后达增拓也岩手县知事，
谷藤裕明岩手县市长会会长（盛冈市长），香山充
弘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理事长分别致词祝贺。
庆典中表彰了对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多文化

共生做出贡献的个人与团体，并用幻灯片介绍了他
们的事迹。达增知事向石渡隆司颁发了知事感谢
奖，安藤厚理事长向各位获奖者颁发了理事长表彰
奖和理事长感谢奖。（获奖人名单另行刊登）石渡
先生代表获奖者发表了获奖感言。最后，观赏了回
顾协会20年的风雨历程的图像资料，圆满结束了纪
念庆典。

时间　13:30～14:30
会场　アイーナ8层804会议室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成立20周年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成立20周年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成立20周年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成立20周年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成立20周年

藤田和芳出生在奥州市的农民家庭。参与成立
了“守护大地会”，以及“株式会社大地（现更名
为株式会社守护大地会）”，在有机农业以及粮
食、环境、能源、教育等广大领域开展着活动。

时间　14:30～16:00
会场　アイーナ8层804会议室
演讲题目　“通过食物看世界”

讲师　NGO守护大地会　会长　藤田和芳

财团法人岩手县国际交

特集2

2010 岩手国際交流



纪念庆典以后在另一个会场召开了联欢会。联欢会的
人有人穿了和服，还有人穿了自己的民族服装，更为联欢
会增添了色彩。联欢会的菜肴都是协会合作的的民族特色
餐厅提供，各有独特的风味。公平交易咖喱料理比赛中获
奖的高中生的创意料理也闪亮登场。
在川村光朗岩手县町村会副会长的干杯祝词后，来场

人员开始开怀畅谈，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海妻矩彦协会原
理事长，藤井克己岩手大学校长的短暂演讲后，来自中国
内蒙古的朝鲁门激情演奏了民族乐器马头琴。时而悠扬时
而激昂的蒙古族的旋律，不禁让人们停止谈话，倾耳倾
听。最后由甲斐直树国际协力机构东北支部长致闭幕词，
结束了联欢会。

在这里感谢每位出席协会成立20周年纪念庆典、纪念
演讲、联欢会的来宾。

时间　16:00～17:30
会场　アイーナ8层803会议室

以下是藤田先生演讲内容概要。
35年前开始的有机蔬菜的销售如今已达9万1千户。通

过有机蔬菜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网络，藤田先生把目光转
向了世界。守护大地会原则上是销售国内农家生产的产
品，但是国内无法生产或者对日本的农家有影响的产品就
从外国进口“公平交易商品”。对于巴勒斯坦的农业用道
的修建、加沙地区的支援等需要特别支援的地区就会呼吁
会员伸出援助之手。会员们捐赠的旧衣在巴基斯坦出售
后，充当当地小学的运营费等。日本目前的食品自足率仅
为40%，世界食品危机发生以后再想对策为时已晚。为了
不在国际上抢夺粮食，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在饥饿中度
过，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采取措施，提高食品自给率。

▽岩手县知事感谢奖　　
　石渡 隆司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理事长表彰奖
　田口 绚子　
　岩手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会
　奥州市国际交流协会
　国际崇她社（Zonta Club）盛冈崇她社
　日本语交流室「じょい」
　盛冈白百合学园高等学校
　盛冈中央高等学校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理事长感谢奖
（赞助合作团体）
　石田家
　柱式会社岩手银行
　株式会社北日本银行
　株式会社东北银行
　株式会社和かな
（赞助会员）
　高田 章　
　藤村 健三
（事业合作团体）
　岩手县行政代书人会
　A.Y.C.L.
　日本语教室「いっぽいっぽ」
　岩手多文化儿童教室-亲睦俱乐部
　海洋广场宫古国际交流俱乐部
　川崎21世纪国际交流俱乐部
　日语支援俱乐部NIKK
　花卷日语志愿者会「ステップ」
　ゆうの会
（协助事业个人）
　山崎 友子　
　松冈 洋子　
　千叶 喜秋　
　大高 久枝　
　小原 史湖　
　木村　ゆき子
　鹰嘴 洋子　
　长冈 美和子
　林 裕  
　村井 好子 
（历任干部、职员）
　智田 惠子 
　轻石 洋子

08

获奖团体和个人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成立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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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感言

1989年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成立前一年进入筹建国际交流协会的

准备阶段。我有幸成为了准备委员会的委员，经过选举荣任了委员长

一职。当时以岩手医大的石渡研究室为据点，与商工团体、企业相关

人员以及青年会议所的各位探讨了协会成立事宜。当时县内已有一些

民间成立的国际交流组织，我们认真考虑了作为县级的国际交流协会

怎样和已有的这些组织团体分担角色、调整意见，我作为委员长也费

了不少脑筋。县内的国际交流人员大体分为2种。一者是积极推进与欧

美诸先进国家交流的人群，一者是热衷于支援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人

群。两者之间对国际交流的问题意识多少有些偏差。作为县的国际交

流协会，就要和个别团体的活动着眼点有所区别，把视野放在冷战后

的全球化社会，通过“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和“同作为人类的共同

的价值观的确认”，使县民和外国人保持自然的对等关系，构建交流

平台。

我个人从前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了从德国来日本学习日本经

济社会的大学生，作为接受他们的组织“莱茵兰（Rhineland）交流协

会”的负责人，与县内的多数企业团体保持着联系，之后又继续支援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立产业经济大学来的欧洲裔和亚洲裔各半的留学

生，创造他们与日本的年青人接触的机会，多少有了交流活动的实际

经验。希望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的活动，让我们的视野奔向世界，让

我们萌芽的国际交流之心逐渐绽放。

岩手县知事感谢奖岩手县知事感谢奖岩手县知事感谢奖

十割（百分百）荞麦 社长 岩手医科大学名誉

教授。盛冈YMCA理事长。曾任岩手县国际交流协

会成立准备委员长，企划委员长。同时作为莱茵

兰（Rhineland）交流协会会长接受德国大学生的

研修。

石渡隆司简介

奥州市国际交流协会2008年制定了岩手县第

一个市町村级别的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确定了

外国人同作为地区居民生活的基本方针。为了实

现多文化共生的目标，奥州市国际交流协会和行

政共同努力，支援外国人学习日语，实现信息多

语言化，提供生活支援等。

奥州市国际交流协会
会长 佐藤 刚 

奥州市各地有很多外国来的新娘。但是周围经常只有日语标记或

者必要信息没有传达至外国人等，对外国人的支援远远不足。因此，

奥州市国际交流协会制定了“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并作为奥州市

的方针开展活动。能够作为奥州市的方针来推动，很大程度上依赖奥

州市长等行政的支持。奥州市的紧急雇用对策中也聘请了20名外国

人，翻译指示牌、制作实用手册等。这也是充分表达了行政对多文化

共生的支持与理解。

作为多文化共生对策的一个环节，培养日语指导志愿者，希望以

旧的町村为单位开办日语教室。日语教室和行政联合开办也非常重

要。住在偏僻农村的外国新娘即使以奥州市国际交流协会的名义发出

开课通知，但其家人可能因多种原因怀疑是否是真，因此如果是奥州

市的名义的话，更有可信度。

奥州市有天文台的纬度观测点，历史上也出了很多具有国际视野

的伟人，奥州市民应该具有能够和外国人无歧视、和谐生活的性格。

和外国人共同相处，最先要认识外国人，理解我们都是流着同样热血

的人，要和外国人融合在一起生活，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畅通无阻。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理事长表彰奖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理事长表彰奖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理事长表彰奖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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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教室“一步一步”

满腔热情地指导外国人日语

2007年成立。青山纯子、笠水上恭子、木坂
京子、南馆房子、村井テイ子五个人每周五在盛
冈驿西口的アイーナ指导外国人学习日语。
日本语教室“一步一步”（いっぽいっぽ）

在财团法人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成立20周年纪念
庆典上荣获理事长感谢奖。

我们是“日式火锅”

教外国人日语首先自己要系统地学习日语。因
此，我们首先开始了自己的学习会。这样有着同样
抱负的人们聚集一起成立了“一步一步”（いっぽ
いっぽ）日语教室。我们用我们多年来的经验和不
输于日语指导专家的热情，开展着我们的活动。我
们老师的年龄、背景都各不相同，我们走到一起开
办日语教室就像是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煮的“日式
火锅”一样，味道独特。
最初的学习会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分析教科书内

容，至今我们都在坚持着这一学习法。我们在学习
会讨论怎样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怎样编写系统的教
学计划和教案。这样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独创的“一
步一步”（いっぽいっぽ）”用教材。即便是同样
的教学内容，每个学生的反应能力，理解能力有差
异，我们就把前面学生没理解的教学方式进一步改
进，运用到后来的教学上。

教课的喜悦与课题

以前教过的一个孟加拉的学生后来用流利的日

语给我们打电话说：“因为京都大学博士课程的外
国人启用研究项目，再一次来到日本了。”发展中
国家的人们的求知欲望就像当初日本在明治维新时
期大量吸收西欧文化一样。指导这样求知欲旺盛的
人们，也是我们继续日语指导的一个动力。
如果按照我们的教学安排努力学习的话一般人

都可以掌握一定程度的日语，但是有些人一旦学到
一些就不再来上课。之后见面后发现这些人的日语
仍然没有进步，多少有些失望。特别是嫁到日本的
新娘，开始上班或者生小孩等忙起来后就不再来上
课的人很多。年轻的母亲需要读懂幼儿园的通知，
也需要家长之间的交流，所以他们是最需要学习的
人群。如果妈妈学习的时候能够有免费的托儿服
务，可能妈妈们就更容易坚持下去。

一步一步式的交流

为了让学员们能和不同国家的人们交流，我们

在课间休息时设了喝茶聊天的地方，让学员之间沟
通交流。有一次，一个坦桑尼亚来的正在怀孕中的
女性用蹩脚的日语向有经验的中国女性咨询很多问
题。第一次生孩子看来还是有很多不安。我想我们
的日语教室的气氛可以让这些人能够轻松谈话，交
换意见。
在日本搬家来到新地方的人会到邻居家拜访，

但是听说在美国是邻居会主动向新搬来的人问候，
问需不需要帮助。我想对于外国人邻居可能美国式
的交流方式更为行得通。就像外国人学习者一步一
步有了日语进步一样，我们日本人也要一步一步地
接近他们，缩短与他们的距离。
我们的学员们不仅仅希望掌握日语基础，更多

的人希望学习汉字，也有人希望通过日语等级考
试。所以，今后我们要响应学员们的各种要求，使
我们的指导内容更加充实。希望有更多相同愿望的
人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左から　村井テイ子、木坂京子、青山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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