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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迭革
｜｜｜自

一

月I」

1980年4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国京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吟永漠，一/卜政府机美的蝶気打圧姑失火井友生
了煤気爆炸，有8名在埼員エ被焼傍，其中傍勢孟重的是一位年ｲ又24歩的姑娘，地也是傍尻中唯一的女性。
逗位美而俊秀的姑娘在友生事故的前一天，迩釣地的男友到家里来未家人一起吃扱井商双他ｲi]未来的婚事。
阿汎赴到医院的男友，看到身尚在床上的地，心都砕了。姑娘除了眼晴之外，整令共部及全身裏満了菊布。
自己漂亮的女友悠公突然変成了迄/卜祥子，他想放声大突，但逐是押制住了自己。他軽軽地呼喚着姑娘的名
字。地浄升了眼晴望着他，拾起一只握着笏布的手，軽軽地托摸着他的手，眼里絞萩地潅出了眼泪。

圦此他毎天中午和晩上都到医院米姶地畏仮，井把自己微薄的エ鷺全都花在了姶弛朴姶的菅兼上。両十
月之后，姑娘蚤然高升了隔高病房，但由子几次植皮的失敗，満股留下了焼痕，双手也致残不能伸展。姑娘

升始思考与男友的美系，他只有25歩，生活的道路通ｲ艮伎，不能辻他把青春葬送在自己身上。

一天他正要授地吃仮吋，地揺了揺失塊： 志車（男友名力：部忠享)，我ｲi]述没有近近新生活的i]jk,我
就残慶了,我不能再施累休,我ｲi]的美系就此鐺束ﾛ巴! "・他看得出地坑迄句活吋心在流泪。

金香(姑娘名力：

文'1金香)，作不要轄想了，休皮咳鼓起生活的勇完来，噌価不能分高｡

其実，姑娘焼傍后，就有人功他況

放弄地ﾛ巴，否則将来会后悔的

，但他一宜没有功揺。他ﾇﾅ自己提

出了反河:"現在我和地要是顛倒令令ル，在迄吋候地拠弄我，我咳有什公想法泥？
男友的不高不奔和ﾇﾅ地始磐如一的愛，使姑娘心中肉出了希望之光。 1981年5月12日，他ｲi]価磐子携
手辺入了婚姻的殿堂，参加婚礼的人都力迄吋情侶忠貞的愛情所感劫，大家流着泪祝思他ｲi]的愛情之花早日
姑出千頭的果実1

一年后，他ｲi]的女ル誕生了，起名 部而莉"。四后年，又多了一十男核，起名 部ﾘ巾"・迄吋姐弟高中
半止后都高升家多，未到了日本，本期丙篇人物侍ｳ己垪的就是他ｲ､在昇国他多杏斗的故事一《将足庁倣到
扱致的中国女弦ル》和《眺摩登舞跳出侍奇的中国男弦ル》。

将足庁傲到扱致的
玉
中国女咳凡
(上)姐姐部而莉的故事
特殊的家境辻弛以小自掴不息

但地出生后的赴境却淡不上幸迄。因力母奈身体残

炊采的神子（苦は楽の種)。部而莉的父母圦恋受期

疾，父宗既要上班又要姪常陪母奈去上海的医院看

'百I没生大唯，到他ｲ￨､]航I生困唯，弟方夫妻，再到他

病，父母都元法也元暇願及女九的生活，地上小学

佃婚后生下一/卜可愛的女ﾉL,就像老天苓逸中速対

之前大多是寄宿在姥姥家或娘家，対当吋的地来悦

情侶，先吐他｛i]接受林称磨雅之后再姶他佃播下了

家庭温暖筒亘是一秤著望。

一願幸福秤子。

1勺

l盛

邑悦部而莉的誕生対速↑小家庭来悦如荻至宝，

正如一句日本修珸所悦的那祥：痛苦里会埋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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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得我剛上小学肘，娼娼手残不能帯我鋪小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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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而莉迭祥垪述地第一天去按摩店
識

面拭吋的情景。

◎

鼻到鮖

我剛一遊￨､］，就看見了一十小侠
子正騎在一舐￨､1板上貼壁妖，他任任的

失没， ‐碇得有点像郊伊健（中国演員)。
｛〆‐

他是迭家店的姪菅者之一。圦那天起，
我就眼着他学弓按摩相美的寺用日培以
及一些按摩手法，只学了几天我就上崗
工作了。之后我毎天都和他在一起干活，

辱夢

難

ぼ

I,

【患
●』

一

在一起吃仮，成了恨好的搭楮。最后他

成了我的老公，我成了他的妻子｡
筆者釆坊那而莉吋，地的老公包彊
也遇来現場，一十看上去就恨精明能干

､

L〃

的小伏子。他接着部而莉迭十活荏笑着

幸

脱：

繩

是

も

諜碆

我和地迭オ是

有録千里来相会,

Ⅲ11

部而莉在銀座升足庁店盤干夢想成頁

包彊比部而莉大4歩。 1998年圦中
国的大逹来到日本。最初他也是在日本

只好求琶琶帯我鋪，結果鋪出的小辨乱

部而莉和包握"有塚千里来相会

悟学校， 一辺学弓一辺打工。包握有一

糟糟的恨唯看。我到学校，老ﾘ而児了我，

就迭祥部而莉子2001年4月到了日

十奈戚在大逹升足庁店，他来日之前曽

実在看不下去，就重新語我鋪了一週。

本，当吋地剛19歩。部而莉在日塔学校

在那里学弓和工作辻一段肘￨可。所以包

小吋候特殊的生活坏境，逼迫我必奴比

学了8ｲ､月就通泣了日珸1級考拭。地

彊一到日本，就我了↑按摩店去打工。

一般家庭的咳子更早地学会照匝自己｡

在日本打的第一价工，是在錦糸町一家

他的足庁手法恨受客人炊迎，来我他菰

部而莉圦小学生吋代升始，不但学

按摩店倣足底按摩。在部而莉来日之前，

釣的人恨多，除了上学，所有的吋￨司他

会自己的事都自己倣好，而且后来地汪

婿娼担心地没有本事，到日本桟不到工

都在店里工作。毎天干到深夜， 月收人

担当起了照願在地之后出生的弟弟的責

作，寺￨､]帯地突宙学了一些生存本領，

itlll 、五十万日同（以下出現的"m'' ,

任。在家里地是琶琶娼娼的好語手，在

其中就包括在中医学院学的足庇按摩。

均指日圓−筆者注)。他交足了学費，

学校地是各科成錆仇昇的好学生。部而
莉的娼娼非常注重咳子共趣和技能的培
弄。地甚至把自己年軽吋想倣而没能倣
成的事，全都寄托在了両↑咳子身上。
部而莉先是被母奈送避了小学的美木拭

点班，之后遊人対口的中学，初中牢血
考人吟永浜ﾘ而萢学校美木系。半血后，
由子当吋分配超鋪，地逸拝支教，当了
一名多村小学的美木老ﾘ而・
至干部而莉来日本的錘鏥，得圦地
的一ｲ、郛居姐姐悦起，迭十姐姐在日本
有宗属井打算到日本去留学。受逮↑姐
姐的影ﾛ向，部而莉，対日本的美木没汁
芦生了央趣，逃而也萌度了到日本深造
美木的念共。部而莉的娼娼非常支持女

JL迭小想法，甚至不惜実棹自己的房芦
来提供地留学的費用。
部而莉和包狸"有縁千里来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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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逸革
圦来没有倣辻錘菅，但免借着地良好的
情商和智商加上苦干精神，不到一年吋

￨旬，地的迭家小店就有了起色。收人道
子穏定，毎月除去房租和汪債，浄利洞
能迭到三、四十万圓。

我￨1'l在根座升店肘，感覚周囿的
人看我的眼神不太友善，后来オ知道，

実姶我店捕的中国人眼房末以及周辺店
舗的美系赴得恨不好。我去的吋候，他
ｲi]一看又来一小中国人，当然不会以笑
瞼相迎。対此我只能一点一点的用我的
実￨尿行劫去感化他｛i],見面主幼和他佃
打招呼，用餐就去楼下料理店，理笈就
去邦家的美容店，和他1｢]叩I家常，拉近
距高。慢慢的他1i]看我的眼神変了，児
面也升始主劫和我打招呼了。来我送最
部而莉和弛的民工団臥

初的一批客人就是街坊四祁的叔叔阿蟆
大苓大娼1￨､]｡

迩剰一些桟，就用迭毫桟（釣100万圓）

交淡吋得知他在根座有介店正打算蒋

除了善待周囹的人，部而莉在支出

他和几/卜朋友合蜜,¥2001年在錦糸町

辻。迭是一介釣20平米的店，蒋辻費

上也精打畑算。放在店￨､］口的看板和宣

升了一家按摩店。就是部而莉和他

千

里来相会"的那家店。
三十合仙人中，只有包握一人全力

150万圓・当吋他｛｢]没有迭公多桟，就

侍単都由地自己没汁和制作。升店当初，

筌了一ｲ､分期付款的合同,先付20万圓，

没桟芙收恨机，毎次始客人的領收名全

剰下的一辺干一辺迩。

是地用手写的。一方面把官作力遊朕氾

他ｲ￨､]将銀座迭介店取名

足壺健香

最，男一方面，客人如果15日以内再来

庵,, ，主要由部而莉負責愛菅。地呈然

的活，尭迭派手写領收名可以荻得5％

投人工作，部、莉加人近来后，閲人併

命干，收益也不多，迩得大家分成。迭
祥下去星然不行，包彊和其他面人商量

﹃

噸蛾

｜I
言

琴

﹄一

一

謬

︑

評＝
』＝

毒
1

楼万宇，却桟不到一￨司造合他1i]升店的

■

銀座。可来到銀座一看，尽管遮里有千

Ⅲ剛鐘室一一ＰＧ

乃

尋我新的升店地点。部而莉首先叺准了

Ⅱ１日■８９■ＨＨＩ§日田■■胃ｒ

露出

部而莉和包彊打算独立6'l止井升始

ｒ樫

在根座升足行店婆子夢想成真

■■■■■■■麺麺■河■■■■掴■■■■︲ＬｉＩｒｌＩｄ

后，決定散伏，井把店実姶了別人。

房子。但性格掘強的部而莉，鉄了心要
把自己的店升在迭里。包掻描述自己太
太当吋的祥子：

鼠

地一屈股坐在根座松屋
一一

対面的弓路牙子上，死活不走了。而且

礁里念念有同：不行1我就要在迭里升
店！我一定在迭里升店！

・

正是部而莉的迭价執着，婆子迎来

､

蹴

冠

』

殉謬甦 .漁．
鱸圃

q

舟

．h

1

f

了結机。他{￨､]圦恨座回到家后就升始翻
￨m中文根妖，因方上面瑳常会登出一些
巽店的r告。一十在神田升足庁店的号
称能用足庁治愈癌症的北京人引起了包
彊的注意。他決定前去拝坊。在和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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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而莉接受的日本媒体采坊已上百次

TheJapanJournal /日本嫁述

毎当我11､]有困唯吋， 一定会有貴

但速位上了年妃的房末非常固執，不管

的仇惠。
在方客人服芳上，部而莉更是用心

良苦。

悦什公，就是不鳫意把房子再租姶中国

人来帯助

人。元奈之下，部而莉只能在月底之前

包彊去技他的大学老ﾘ而求援也有了結

，正像部而莉所悦的迭祥，

我的足庁店，面釈恨小，緊巴巴

搬出。迭対地元疑是一十況重的打宙。

果。老ﾘ而力他佃等措了600万圓，恢慨

的只能放3張按摩床。最初只我一十人

而且在迭肘，弛迩接到一家著名的女性

地借姶他1i]使用。

力客人倣足庇按摩。力了姶客人提供一

朶志想来釆坊地的屯活，尽管是一介唯

就迭祥，部而莉的"足壺健香庵"美

介野心的坏境，我迩没立了一介小茶台，

得的宣侍机会，但弛回鉋了，因力地知

雅両十月之后，在迭介京京最繁隼的地

井眼朋友学会了如何力客人泡茶。毎一

道自己的店再泣几天就不存在了，接受

段又重新登場了。后来銀座迭家店成方

介来店的客人，我都会氾下他的相美佶

采坊只会姶人家増添麻頬。

他佃京京5家足庁店中的旗肌店。部而

息，当他再来肘，我能弓上叫出他的名

以后患公力､，迭是部而莉和包握夫

莉在重新升稚前向以前所有来泣地小店

字。在迭些畑微赴用心，就是想姶客人

ｶﾖ価面￨￨街的泙峻￨可題。再継錘技根座的

的客人都笈了清帖（招待状)。而且新店

多一点温暖，辻客人不光身体能解除疲

房子，能不能伐到合造的？即便是我到

加大了降仗，没立了5稚床（5↑小按摩

芳,心情也能得到放松｡"部而莉如是悦。

合造的，最初支付的一大毫桟肌邸来？

￨可），通有幽静高雅的炊茶室同。按摩
ﾘ而也増加到5名(包括部而莉和包彊)。

上帝只極救能砿自救的人、両人心

自救加友情吐他{￨､]再渡唯矢

中没出同一声音：

部而莉努力了一年，正値地的

足

我佃不能放奔1必奴

−/卜足庁店力何吐人如此看迷

行劫起来！

老客人同汎接踵而来,他ｲi]成了"足

生意日益友展之豚， 冒出了

部而莉汗始上岡査洵銀座地区租房

一件麻瓶事。店補租賃到期需要重新筌

汎息，包狸川去技他大学的老ﾘ而尋求資

壺健香庵

釣吋遭到了房京的拒絶，原因就是部而

金援助。在同上地盤干我到了一条根座

銀座旗肌店升116年以来，他1｢]没有在

莉之前那十租戸没有和房京姓好美系，

三丁目一家美容院停止要出租杢房的佶

外面打泣一次｢ 告，客人照祥源源不断，

吐房京一頁歌歌子杯。尽管部而莉来迭

息。杁位宣到面枳来看都比較理想。房

完全案的是好的口碑。 日本的媒体也加

里之后，和街坊郛居的美系大有改善，

租毎月40万圓、保正金12十月的房租、

人其中推波助洞。到目前方止部而莉和

甚至逹他il､]都帯部而莉去向房末悦情，

装修費600万圓・加起来1000多万圓。

包彊接受的日本媒体（包括屯祝台、「‐

壷健香庵

足ツボ

七６日
トー

謡

霊前

ストレス､鼻炎､むくみ

■ｒ１ＩＩＩｌに傘

便秘口F,り､冷え性唱コ

的又芳宣佶員。据部而莉垪，

●

宝島社

’
嵐こり､■癌､冷え､飢鷺れ､ストレスなど…
壼語
垂

●

｡

●蕊遜■

ﾂポを正しく刺激する1

岸

ー

体が変わる1鱗1

瞳尋･』,告･むく.！

繭＃ 1

包彊在日本出版的両本暢梢ね多次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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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吋，都感覚軽子松快了i午多。

首先， 一避l,1,迭里的室内装潰会

播台、朶志社等)的釆坊己超泣百次。
部而莉回に脱，曹有一家屯視台在

令休遇想来到了古老的中国，

作一想到按摩吋的那沖痒痛，

回到了那

可

介王朝的吋代，屋内瓢散着中草菊的清

能倒吸一口凉気，但要知道，

神，来菰釣的屯活就已姪辻他ｲ｢]接厘不

香。圦口到家具，圦床到施鑿，毎毎古

爽快感会持黛一周吋同， 想到此

暇了。有一陣子，店里五/卜按摩ﾘ巾毎人

色古香，迭些都是店主人精心圦中国汀

又不由自主地掌起頽釣的屯活，，足壷健

毎天都得按摩8十人，毎人100分神（足

卿而来。

香庵的粉竺都遼公悦。

官的健康苓目里亘播采坊地迩不到半分

庁50仲、整体30分仲、尖部20分仲)，

那之后的

作就

接着，在茶室坐下，迪品娑各沖美

倣好忍痛的思想准各， 去体雅一下

一/卜接一ｲ､，他佃逹吃仮的吋￨司都没有，

味的中国茶(根据季苛。姪常凋換)，辺

遼ｲ､祉人上痕的按摩ﾛ巴小心作也会像

只能在客人泡脚的吋候去哨几口面包充

遊行容洵和逸項。然后換上按摩寺用

我一祥成カセ的俘虜｡

机。而且瑳常是一整月的孤釣全満，不

服，再用惨入了中草菊的熱水泡脚。令

得不在￨､］口桂出

人心悦城服的是，迭吋就升始力作圦肩

菰釣已満，只能等人

取消オ能孤釣"的牌子。

到腰実施按摩，

他｛i]元槐子"先生"達/卜称号
部而莉対按摩及其芦生的"痔痛"速

一分一秒的吋同都不耽

一十足庁店力什公辻日本人如此着

凋。接下来，由客人ﾙﾑ四沖按摩膏中(促

祥解粋：

迷呪？筆者引用一篇客人的博文《足壺

遊血液循坏、去除肌肉簿痛、放松緊雅

了， ｜肌柏是客人痔得受不了圦床上液下

健香庵奈厨i己》或杵就能回答迭ｲｰ￨可題。

心情、 中菊滋未)逸拝造合自己的一神，

来，我佃1i]也鉋不手軟。尽管迭祥，客

然后使用も升始実施按摩。

人迩照来不俣，没有因力痒而不再来的。

在我ｲ｢]店按摩，即使客人痔突

毎当我疲労不堪，但又緊雅得没足

蛸在床上剛剛接受按摩的一瞬同，

当然，客人第一次来店肘，我1]会告i斥

修的吋同去好好倣令按摩的吋候， 我就

休会感到特別痙痛。毫不隠晦地況，最

他足底按摩是信公回事，力什公痒。我

我

升始会辻作揮得叫出声来。尤其是按到

ｲ￨､]人体的各部位器官在足庇都有一ｲ､相

已姪持裳了10年。第一次是由一家奈

祢的疲労部位和虚弱之虻，休会揮得尖

対血的反射区，通泣対官的

会想到足壷健香庵。去遼家店按摩，

痔,的刺激

志社的編輯帯我去的，他悦迭是一家非

叫起来。送吋，先生（指按摩ﾘ市)不会因

来改善器官功能的状悉，促逃血液循坏，

常棒的按摩店。肌那次去辻后， 我就一

此而手軟。但当作咬牙堅持数分紳之后，

提高新陳代謝的能力。定期倣足底按摩，

度不可收拾了。

癖痛就慢慢地蒋変成愉悦。有一中作全

不仮可以媛解疲労，迩能改善体履，提

中国

身荷永蒙都被激活， 浮身得到放松的爽

高免疫机能，菰防疾病笈生｡

的按摩店我至少去辻50家。姑果皮現，

快感，迭是在其他任何按摩店都元法荻

日本的遼一家オ是最好的。好在郡里

得的。而且， 脚的浮H中也会随之消失，

"規矩"，就是客人都称按摩ﾘ而力"先生"・

泥？

起到良好的

力什公別的店称

其実，

我在上海住辻丙年，

美脚效果"，倣完回家穿軽

在

"先生

足壺健香庵，,有一ｲ､不成文的
按摩ﾘ而"，唯独迭里称

'児？速正是他111多年来所一頁追

求的高"楮次"・
包彊悦：

現在来我11,]店的客人都叫

我佃 先生， ，遮不是我{￨､]要求他佃迭祥
叫，而是他佃友自内心叫出来的。客人

体瞼我ｲi]的按摩后，他党得祢的水准非
常高，祢垪的活恨有道理，他就尊重体，
1

1

原意叫祢

虐

1

先生，。再加上我111店内部菅

造出的高貴典雅的気囹，辻客人一逃1,1
就感覚迭里非同一般。我姶新員工培jl l
肘鑑常悦，在我{｢1店工作的人，作不是

炉凸轟

一十単鈍的按摩ﾘ而，称要把自己

先生

的萢八，掌出来。不但祢的按摩技木超
一流，而且対客人提出的￨可題，也要対

答如流，准砺元慢。只有迭祥体オ元悦
子 先生，迭十称号｡
常吉道

凸

部而莉和包彊在自家、口的奈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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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先生（老ﾘ而）要姶学生一瓢

自己必領先有一桶水"･部而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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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而莉一家及父母与剛荻得一助舞奏冠宰的弟弟部ﾘ巾及其舞伴合影

包彊非常注重自身的学弓与提升。 2017
年部而莉在京京理科大学近修了一年

我{i]要把中式按摩倣到日本第一
包狸和部而莉夫姐目前在京京珪菅

他1]表示，在日本的按摩界， 中国

式按摩迩没有出現一家傲得恨大的企

等喋程，子

着5家足庁店，銀座両家，惠比寿1家，

血，他11､]下一↑目祢，就是想用

2018年弛考取了日本医学会圦定的健康

新浦安l家，志木l家。員工20多人。

健香庵

指号音家（健康マスターエキスパート）

他ｲi]現在有一JL一女面ノト咳子，都在私

官倣成全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式按摩淫欲
店。

的

生物学

及

生命医学

的資格。 2015年升始，地通計ﾇ寸孤防医

立小学漠名，一家人住的是位干新浦安

学，肪管免疫等肋内菌群遊行研究和￨￨缶

的五室一斤的別壁。真可渭事』￨k成功，

床拭雅，作出了明砺的数据攪料与根告，

收人羊厚，家庭美満，生活幸福。

LA而力恨多患者提供了安全，有效的健

当初上帝播下的幸福神子盤干在30

足壺

迭小品牌来填朴達一室白，把

包彊最后迩対我悦的一段既裡幣有

力又感人肺脈的活，用官来作方本文的
結尾ﾛ巴：

我和部而莉倣健康事山，想要

康方案。包彊mll潜心枯研中医理陀和ll缶

多年后，升花結果，惠及全家。力了撮

述到的最笑目的，就是要辻我1]的奈戚、

床，探求中医治庁疑唯朶症的真滞。到

答父母的弄育之恩，郡而莉毎年都接他

朋友和奈戚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以及

目前力止，他在日本以及美国己申清了

1il到日本住一段吋￨可，帯他佃在日本旅

我1i]店的客人和客人的奈戚朋友都能健

多頭美子健康的寺利，井用日文出版了

勝，姶他1]凋理身体，辻他ｲ｢]享受着高

康任寿、生活美満。只要大家相信我1i],

両本有美足庁的寺著。他11,]両人迩不忘

履量的晩年生活。同吋，部而莉和包掻

我佃都会社作i1､]不得病或者少得病，同

随吋把一些健康汎息通辻微信没姶員工

迩全力支援来日本打併的弟弟部ﾘ￨￨1 ,成

吋也会辻得了病的人，包括疑唯朶症，

1｢]，実現知沢共享。迭也是足壷健香庵

就了他在舞路事山上的輝煙。

都得到改善和恢夏健康。 ヌ寸我(￨､]来悦，

的

先生''11]比其他止界同行技高一等的

原因。

釆坊到了最后，筆者清包彊部而莉
夫掴淡了未来的夢想。

只有治不好的人，没有治不好的病！

皿

執筆：越海成(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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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摩登舞跳出佶奇的
中国男咳几
(下)弟弟部ﾘ巾的故事
肌椰跳出遮祥一匹黒弓

他都住在学校，娼娼没法陪漠。放假吋也是他一十

上篇写了姐姐部而莉和地老公的@'｣血故事，迭

人乘火牟回ﾛ合永浪。部ﾘII]小小的年扱就升始近高父

篇咳写弟弟部ﾘ巾了。部ﾘ巾出生肘，周囿的人都悦他

母一十人在外生活了。他迭价勇気就来自他対摩登

是他娼娼用命換来的。力什公迭公垪呪？按照中国

舞（国杯舞中有拉丁舞和摩登舞面芙，部ﾘ巾逸拝的是

当吋只生一胎的規定，部而莉是不皮咳有遠令弟弟

后者）的熱愛。用他自己的活来悦，

的。原来，当地政府方了照願那次因煤気打圧姑火

覚得全身得到一稗稗放。越跳越得効此，越跳越着

爽事故而受倫的8名員工，要友姶他ｲi]毎人一毛抗

迷！

我一眺舞，就

仙金，同吋附加了一条迭拝，即，如果不收迭宅桟，

部ﾘ巾, 17歩高中牢1吋，姐姐那而莉己錘在日

可荻得一十生二胎的名額。其他人都要了桟，唯独

本成家立血。他和父母一起赴日探奈。在日本住了

是部ﾘ巾是母奈用

一段吋同后，他就呆不住了，原因是他没力､法毎舞。

迭句活的由来。也因力迭祥，郡ﾘ巾出生后

姐姐部而莉力了成全他，先在阿上査洵到了一十能

部而莉娼娼迭拝了要二胎。迭就是
命換来的

的命迄注定要和母奈紫密地逹在一起。

錬舞的舞踊教室，又圦阿上枝了一位舞伴，他1]搭

淡到弓国杯舞拮塚，部ﾘ巾悦：

我LA小学跳国杯

上手一跳，辻日本舞伴椋冴不已，迭位来自中国的

舞，完全由子我娼娼。地那十年代的人， 自己想倣

小伏子太寺血了1弛弓上帯他去参加了一千国杯舞

的恨多事都倣不了，所以当娼娼有了姐姐和我的吋

比奏， 一挙手冠。接下来参加的几場比奏他都名列

候，地就希望我1]能去倣地年経吋所有想倣而没能

前茅。 日本舞踊圏的人'凉呼：肌梛突然跳出迭公一匹

倣的事情。娼娼曽帯我去當拭辻体操、武木、唱歌

黒弓1

等等，迭些像走弓灯一祥都没有引起我太大央趣。

部ﾘI￨]一炮打I1向之后，周圃的人建Ⅸ他留在日本

娼娼不甘心，謎袋帯我又誉拭了国杯舞，盤干在迭

友展。他本人通泣一段肘￨司的体翰，也覚得日本的

一収上娼娼停住了。那吋我剛剛7歩， 由娼娼帯着去

国祢舞圏気囿恨造合自己。

舞路培1￨ ￨班拭跳国杯舞，也不知信公回事，在一汗

始跳的那一瞬￨旬，我就感覚我与迭介迄劫特別契合｡
拭舞的当天，肌未跳泣舞的那ﾘIIJ,就能眼上中
扱班学員一起跳了。娼娼看乢子具有速介天賦，決
定以后就吐他朝着迭方向友展。部ﾘ巾描人中扱班后
遊歩恨快，没多久又升人高級班。未成年的他，迩

我本来只想在日本桟小舞伴錬錬舞，后来友現
自己迩能在迭参加比奏，迭太合我意了，因力我就
喜吹眼易￨￨人去比併，最享受那稗瞬￨司的沖刺感。而
在中国迭秤机会根少｡
就迭祥，部ﾘ巾申清了苗木家筌旺， 留在了日本。
他除了錬舞和参幕，其他吋￨司都在舞踊教室当老ﾘ而・

錘常破格去参加成人班的Ul l嫁。不管部ﾘ巾参加邸↑
班，母茉都凡雨元阻地陪伴着他，力他加油打気。 8

18

能倣自己喜吹事就得有所付出

歩肘，部ﾘ巾以仇昇成鏡考上了｢ 州一家舞踏寺、学

最初呈然不能亘接用日珸教跳舞，但他可以倣

校，在r 州学了一年后，更上一層楼，又考上了著

別的老ﾘ而的助教, t上如主教老ﾘ而上渓，他来倣示萢。

名的北京国除杯准舞学院。在r 州和北京上学期同

漸漸地他也学着老ﾘ而悦几句日悟，加上姐姐和姐夫

2019年冬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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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ﾘ巾，一匹旬透日本舞躍圏的黒弓

』＝
晶

尹

的指早以及他自己姪常看日本劫画片，
部ﾘ巾的日i吾遊歩恨快。他息拮出一/卜学
日悟的公式：先知道自己要悦什公，再
在摩登舞賓坊上併榑中的部ﾘ巾和舞伴

明其他老ﾘ而信公悦，然后学着人家脱，
最后変成自己脱。
部ﾘ巾在日本工作和生活中，也有辻
ﾇ艮唯困惑的日子。

首先是寂寛！我m'1来日本肘19歩，
邑然方方面面得到姐姐一家的美照，但

逗是我最唯蒸和最郁呵的吋候｡

最后汪是姐姐部而莉的一席活吐部
ﾘ巾茅塞輌升。

姐姐悦的対冴1我一宜想要的不
就是一十純粋的跳舞坏境喝，我要知足
I阿1人活着，推没有炊悩和寂寛的吋候

他向那而莉価脈孤独和炳悩吋，地

研？只要知唯而逃，喫而不舍，磐究能

突然￨司来到一↑栢生的地方，迩是感到

対･弟弟悦：

万般孤独和寂童。培吉不通，没有同学，

能有吋￨司倣自己喜吹倣的事，那祢就得

没有朋友，平日身辺達↑能悦上活的人

有一十交換的等褐。能吐祢継袋況浸在

一宣牢泥在心一

都没有。毎天就去舞踊教室，也没倣任

舞踊里，始隻姓千一銭逸手迭介位萱上，

日本人能倣到的祢必奴傲到，

何其他副血。尤其是在自己遇到委屈和

随吋可以参加比春，作力一十交換，休就

不到的祢也要倣到，否川休就没有任何

不順心的事情肘，姐姐又不在我身辺，

要付出一些末西，就得甘子孤独和寂童｡

价値可吉｡

体現在迭祥不是恨好嚥，祢

述到自己的人生目杯！
部而莉対部ﾘ巾悦辻的男一句活，他
休想在日本立足，
日本人倣

2019年冬季版

19

函…

台や

■も

監
写

紫

噛四部

Ａ 惨 Ｆ ふ ざ

部内垂酔屡

．ゞ︑当

都

ｒ

ｒ

４
Ｊ

L
可

且

増

部ﾘ巾灰幸自己能有部而莉遮祥一↑好姐姐

部ﾘI￨】恨灰幸自己能有那而莉迭祥一

一秤四面楚歌的境地，要承受多大的圧

ｲ､好姐姐。在精神上姐姐激励他升早他，
姐姐。在精神上姐姐激励他升早他，

力I阿・在迭称圧力下，他能暇堅持到今

在生活和事山上支持他帯助他。比如，

天，我覚得特別値得侃服。我非常喜吹

公平党争的社会，但在公平原則之下也

不但教他学日珸，迩去舞踊教室姶他当

他跳舞的風格,

会有不公平的地方。就以各扱別的国杯

翻澤;他参加比奏吋力他拍最像;跳舞抽
筋了汪帯他按摩。邑然姐姐部而莉只比

迭是出自日本媒体人対部ﾘ巾的一秤

部ﾘ巾圦力，

日本圦整体来悦是一介

舞比奏来悦，邑然祢跳得恨好，在裁判
裁定吋，有吋也不得不圧低休的名次，

感性而又真切的坪价。

理由不言而愉， 因力祢是外国人。郡ﾘ巾

他只大4歩，但就像娼娼一祥元微不至

"不汁較名次，提高自己才最重要

的照願他。

出去表演吋几乎都能取得好成錆。

当初也曽因此而気得当着大家的面砠泣

郡ﾘ'￨'没有睾負姐姐対他的期待，他

郡ﾘ￨￨｣在日本教跳舞至今已瑳14年，

自己的奨杯。但那是一吋的沖幼，面対

泙格要求自己。在精逃自己的舞技上一

眼他学泣舞的学員近千人。他教舞的特

称秤現実￨可題，他也逐漸弓慣和降杯了。

竺不筍。有吋晩上已姪荊在床上了，可

点，用一句活表示就是

一比五"，即在

迭就是比券，如果脱休不喜吹的

一琢磨出什公新的舞歩，他会弓上下床

別人那上五堂裸的效率抵不上在他迭上

活，祢可以逸拝退出，但是我覚得能轆

拭跳一下。平肘吃仮排叺或者等屯牟吋，

一堂裸的效率。他所在的舞踊教室，毎

姑在那介審場上，去和人去絞効，速是

他也不忘跳几歩。他跳舞之外唯一的嗜

天圦早到晩学員都排得満満的，姪常赴

一件最幸福的事。至干成錆好坏就交姶

好是釣色，邸』伯在等色上物之豚，他也

干 等人取消（キャンセル待ち) 状恋，

裁判ﾛ巴。如果悦没有出好的成鏡，述是

会突然姑起来跳小舞。

就是脱有人清假不来的活，オ能接受新

祢自己没有倣到，那就需要再努力。我

的菰釣。

和舞伴圦来都是我自己的￨可題。要是汁

在一次有屯祝媒体亘播的日本国杯

今天

之所以他比別人教的好，就是因力

較裁判，我1｢1就跳不到今天了。其実裁

有恨多年経的逸手参券，特別是147号

他作方"外来者"更看得渭日本人弱噸是

判他11､]也会有各称各祥的 不得不， ，比

(指的就是部ﾘ巾)，他是在国外打併出来

什公，濃区在lNl(里。他能艫対症下蒟，

如，其実他恨喜吹休，但是，不得不

的。唯以想象，我(￨､]如果在国外，会是

一計児血。凡是受泣他り￨ ￨錬的学員，在

……。対此，我己不再汁較，不断提高

舞奏事上，主持人特意強凋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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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登舞妻場上寛技肘的部ﾘ巾和田中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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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碍
散了架｡
今天的速ﾇｵ舞者，除了一起在奏場
上併榑，在生活中他佃也已然成了奈密
伴侶。筆者￨可部ﾘ巾，如果将来祢｛i]結婚
有了咳子，辻他走父母達条舞者之路
喝？他回答：那吋我会在家里撰三双軽，
井告脈咳子，迭三双軽都是舞軽。
日本摩登舞界，如何看待他{｢]迭対

奇萠呪？
日本人看我価都眼看怪物一祥，
因力除了我佃没人能倣到迭一歩。元姶
是技巧迩是思錐方式，我佃都打破了他
ｲi]所渭的常理。比如悦，首先我佃介子
不是恨高，迭既是劣勢，也是仇勢。小

子不高，在身体的移幼上，我｛i]就占据
了速度的仇勢。我ｲi]跳舞的速度非常快，
昊活性也非常高。別人在拐弩吋要減速，
我佃反而越是拐弩越要加速，而且迩能

部ﾘ巾和田中彩惠在一次国I示舞塞荻奨后弓奈友合影

倣到稔稔地停住。男外，我佃価都能全
自己オ最重要"部ﾘ巾如是脱。
呈悦如此，部ﾘ巾在日本的各秤舞踊

有一称奈情的感覚。地的年齢慢慢偏大
了，而我迩能接着跳，地就対我悦

身心投入舞踊。跳舞吋不単単躯体在劫，

要

昊魂也投人其中，表送出的是羊富的感

比審中佃然荻得了不少奨噸。最后害的

不然進着祢力量迩恨雄厚的吋候再去我

情和握烈的欲望，用日悟悦就是有液液

是他在2016年茉荻了GalaxyalljapanHR

一十新舞伴IIE' 。技舞伴最快捷的方法

的

血公升摩登大奏亜＃'￨'￨人逸手中的第3名。

就是上尋我舞伴的寺、阿姑，我当肘捜

及的｡

就在我釆坊他之后十天，部而莉姶我友

索到的第一介入就是我現在迭ｲ､舞伴，

来了部ﾘ巾再荻一審事

寺1京京摩登舞

地在阿上的自我介招非常筒単，也没有

逸手枚ballroom'' (プロ東京ダンス選手

照片。我姶地友了一条佶息，然后我1'1

権ボールルーム）冠宰的消息。現在如

見面拭舞，彼此手一搭上，都心想：就

果在全日本摩登舞寺並逸手中姶部ﾘ巾排

是休了！

名，他稔人前6名的行列。

醤油味，。速些恐伯都是別人望生莫

取各家之任，升創舞踊新体系
国杯舞在日本和中国的境遇有什公
不同，梛辺更彊？
計ﾇ寸遮ｲ､￨可題，部ﾘ巾圦力： 日本的

部ﾘ11坪价，他我的退位舞伴，莞能

国杯舞圏，是一十非常保値，不棹价只

力，免体力，免技巧，在日本都是独一

会升値的領域。就是脱，官可以作カー

我十好舞伴比我/卜媚娼迩唯

元二的。以宅者看，他ｲ￨､]迭次避遁像是

秤文化任期迄作而錘久不衰。而在中国

跳摩登舞，不能没有舞伴。部ﾘ巾叺

上帝方他安排好的一次

基本上是把宿当倣一沖生意而流行。只

昇国来相会"・

方，対他迭祥的寺血逸手来悦，桟一介

而対子田中彩惠女士来悦，却有

炊里

要力､此童舞踊班能嫌桟，大家就一捌而

好舞伴，要比我一十媚姐迩唯。因力我

尋他千百度，蟇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上，所以現在在中国針対咳子的国杯舞

介娼姐的活，只要相互家庭条件差不多，

￨詞珊赴

的時情画意。竿山子日本庚厘

焙り￨￨班特別多。科班多，上科班的咳子

没什公￨可題，祢喜吹弛，地喜炊祢，両

大学的地，在遇到部ﾘ巾之前已姪拭辻

就多，相対跳出的高手也多。在日本也

人就可以詰合了。但跳舞不一祥，不単

20多小人，都没有吐地満意。部ﾘ''1和彩

有不少舞踊教室，主要針対成年愛舞者，

是阿人要合得来，而且刈身高、体重、

惠女士姑方舞伴之后，他｛￨､]之￨m有泣迭

他1]有自己的圏，也希望有更多的入来

弓慣、体辰及身体1亦凋性等等，都有恨

祥的対活，地対他悦：

理解舞踊，来跳舞踊。但日本是非常理

浮的要求。

辻休迭公仇秀的舞伴，如果有一天我1i]

性化的資本主又国家，

価不在一起搭梢了，那我可能就不跳舞

跳舞（指国祢舞）看倣是一林正当的取

幸迄的是，部ﾘ巾現在的舞伴，方方

我ﾙﾊ来没有遇几

日本人始盤不把

面面都非常理想。提起他11､]相互圦沢的

了｡

他対地脱"祢是日本最后害的女人，

血。他li]也不叺力跳舞能嫌桟，反而視

泣程，部ﾘIIJ脱: 66我前一任舞伴，教会我

除了休恐'伯没有惟能禁得住我超狸的跳

跳舞カー称著侈的消費。所以既没銭又

汗多京西，我和地一家人赴得恨融洽，

舞力度，換了別人，地的身体会被我跳

没吋￨司的年経人一般不去学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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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圦部j1]遊人日本摩登舞圏以后，

姶送ｲ､相対岡塞的世界帯来了一股新鮮

4

的空気。尤其是他和現在的舞伴詰合之
后，他価所展現出来的舞踊方式，元姶
在舞技上迩是意沢上，甚至帯功了日本
舞踊圏一股潮流。部ﾘ巾毫不涕吉，他肌

小在中国寺並学校学摩登舞，在心里素
旗及対･摩登舞的叺沢上都具有一神中国

秤

瑞一

凡。他的舞伴圦小在日本的科班学舞，
又半山子名校，有恨高的寺血素弄，他
1i]価之￨可能磁出杵多火花。不仮如此，

他1i]迩瑳常一起去意大利和英国取姪或
参券，探受欧洲正宗摩登舞凡的薫陶。

1

1

…
ー

■

取各家之任赴，升tll出一介新的舞踊体
凶巻忍盈

可冷甜

倣的一件大事。

伺

系，正是部ﾘ巾和他的舞伴現在和今后要
伝

上場之党技，息有一天会詰束。

H

h

那吋我会把自己対舞踊的熱情，全部投
入到摩登舞的研究上，可能我的成果在
尻史上也算不上什公，但我覚得自己的

迭价研究在舞踏界足以成家成派。我佃
住在神奈川具，首先ﾙﾍ迭里升始，把自
己周辺的跳摩登舞的人銃一起来，吐他

部ﾘ巾和田中彩惠在生活中也是奈密伴侶

1｢]按照我佃的一稗新的思路和新的体系
去学弓和錬弓。実隊上速一体系超高的
效能已姪在我教的学員和我帯的人￨，]弟

…

1
琴

﹁竃

今

影ﾛ向下，他佃圦小立志、 自握不息，明

ｒ靴弛鐇唖麓砺麺畢竃＄■０１４Ⅱ

静

父奈和一十不屈不携的母奈；在父母的

ｌ榊岬畔︾一一一郵畔錘灘︾怨趣酪唾産画画１卜︲トー１０８︼翻師罰蟹罰需図日■

Ｊ

之赴。首先他ｲi]共同有一十善良大差的

了

奇斗泣程中，他佃姐弟価有着杵多共通

可

不同的取並之路。但在朝着自己的目杯

︲

一

醒壼︾一

部ﾘ巾和姐姐部而莉走的是面条完全

溌 郁 ↑ ︑

私

代

一 一 一

︲ｆ
哩ｔ恥
凸

Ｌ睡陣
欝
ゞ
⁝

子身上得到了雅旺｡

雲。
−

鶴

職

灯

＝

砺方向，喫而不舍；在成人(指20歩)前
声

来日后，他{￨､]在不同的行止，脚踏実地、

勇往宣前；最后両人都在各自的領域創
造出了輝煙的血錆；迩要掻凋一点，他
了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男一半。部而

二

I
ｌｕｌｌｌ９

11､]的成功也都因力他佃在昇国他多我到

画

１１

夕，他佃又都先后高升家多来到了日本；

莉和部ﾘ巾姐弟同互助互受的手足之情亦
是一段温暖人心的佳活。
拭宅：趣海成（自由撰稿人）

在意大利求学吋的部ﾘ巾和田中彩惠及他{i]的外国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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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姪沸洽垢

‑F洛斯･戈恩氏
所欠峡的末西
舩析晴雄陀述被逮捕的日戸前会任‑F洛斯戈恩的功泣。

に

P戦溌亨

雛

斯的陥害，在狄中自尽，成力悲刷人物。
幹非子圦方，君主的板力源泉在干

到困惑，但看起来像是

形式犯"。法国国内的媒体

根道成政変蛤和明湶陀也不是没有録故的。
西川｢ 人息姪理把本次事件悦成是常年的戈恩
銃治暴露出的負面影ﾛ向，悦得佑佛与他元干，但如

面介枚柄"･

一是岡，泙后怒岡臣下的収力， 男一支是賞，奨當
臣下的枚力。即貫伽賞詞分明的力量オ是椌制部下
的功力。

此巨額被几/卜人操瓠， 別人完全不知道，那就悦不
通了。

錘常明到允杵迭林失控行方的是未没豈指名、
根酬委員会，叺力如此制度是万能的言沿，但如果

辻我想起輔非子的是，成功実現日芦V字夏弥
的領袖姪菅者‑F洛斯戈恩被逮捕事件。

戈恩所作的是如他被誉力

成本欣刀

只要没貴委員会就可以解決￨可題，那就未免対人性
的理解太浅薄了肥。

的字面意

面介枚柄

是枚力的源泉、所以能轆将此委托

思一祥一裁員。一年解
雇2万員工。不佼佼是日

芦員工，通有所渭的被叫

名主之所尋致其臣者，二柄而己美。二柄者，刑、徳也。

倣

的子公司、美

何渭刑徳？日：兼裁之渭刑，庚賞之渭徳。力人臣者畏

朕公司及交易方也都元一

洙濁而利庚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徳，則群臣畏其威而リヨ

系列

幸免。通泣他大刀￨河斧的
改革，

日芦得到了重生，

戈恩也成力肘代的充jLo

其利美。故世之好臣則不然,所悪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
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

在那之前的日芦，用

現今的脱法就是一家没有

鍵:；

−幹非子

"企並坑治 能力的公司。
部分工会干部評重介人人事，芳蜜釧紛不断。男外，

始他人，就会戸生双重枚力，悦是外部董事，但堆

日芦干部紛鉛空降到鹿大数量的子公司、美朕公司、

都元法保征公平和公正，存在不了解実情的人捕手

結包公司，以高子市場党争价格几成的高昂价格逃

的弊端。

貨成力常悉。遠神高成本体制損害其党争力， 曽被
誉力"技木的日芦"逐漸不兄院影。
在此登場的就是戈恩。他笈拝不具有任何桾帯
美系的伐勢，拝舞

面介枚柄"，成功吐日芦重生，

送/卜功猜推也元法否圦ﾛE・
与迭介功錆相比，本次的逮捕原因即有价旺券

根告的虚假泥載，尽管対干其対根酬的食埜欲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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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事件辻我想到的是，俎娯的統制需要

面十

枚柄"，但佼此是不砿的。那公戈恩氏欠峡的是什公
呪？那就是対汽牟、汽牟芦血、

日戸迭介公司、以

及在那里工作的人的愛I巴。正因力没有愛，オ会堕

落成力不知廉趾地掠寺，享到花不完的根酬，却佃

不満足的守財奴ﾛ巴。
執筆：舩析晴雄(I万史学者、 SiriusInstitute董事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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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現日本》阿姑本看辻更多的中国朋友庁乏了解日本遠一目的而6'｣力的。
我ｲ￨､]鳫借此向中国朋友ｲ￨､]提供有美日本科学技木､教育､径済､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佶息，
展現日本的真実風貌,加深大家対日本的理解,釈板促滋日中両国的交流活劫。
能科詞公鼠会二辻我…

＃客汎日本一日本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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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芽合割究中心埼介｜ 阿岾地田￨芙干客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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亀子奈志

首頁 ｜ 科按教育 ｜ 文化乞未 ｜ 鐙沸声並 ｜ 吋尚生活 ｜ 中日交瀧 ｜ 日本百科

軍

毎日消息〔人民阿提供）
日系卒企紛紛凋整在中国的生戸汁
日本国内首雄出人体智龍慢別AT
日本神奈川列主脱軌11人受傷

日本低保人数再創高新書年失止
日本社会面I缶三美

欺童事件，酌挑

日媒百出身名技醒叫ﾚ牛涯
未必幸福

日本人八粒坂中捻到1千万日元

日膜25日恨道．在80年
代, 日本早婚田大学準並生的
娩此卒方全国第一.而肘辻.. .

日本低俣P平均栩有超一台私牢

日…各鑿止今年南扱捕鍾活劫

日本夏普考慮号富士通合井手机並

ヨ蛭新眞
山寺面

鑓瀞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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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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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公司汗友的循奏行走助手､同机器人AS制か一
借助研究人委歩行釈累的愉凋操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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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敬的蔵者朋友：
I
日本嫁述自2017年度改力年友行雨次的
版和冬
夏季版和冬季版。今后，将彊化包括旧梢在内的
在銭版佶息友放。
版佶息
借此机会，特介詔日本鍜述坊助制作的雨ノト
剛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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