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5日 陆前高田市】
在东日本大地震的海啸中幸存的“奇迹一棵松”。
即便是在降雪频繁的今年冬天也展现出了凛然风姿。
虽然去年年底已放弃了保护，但嫁接在枝头的树苗却得以
存活了下来。
陆前高田市民们热切期待着这棵秉承希望的小生命——树
苗在今后茁壮成长。

（来自陆前高田市观光物产协会）

～ 我 的 复 兴 消 息 ～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的重建复兴，不仅对于野田政权来说是一项最

大的课题，也是所有日本国民的心愿。目前，复兴工作已经进展到了

什么程度呢？灾区居民以及志愿者等的相机每天持续不断地记录着那

些并非特别场面而是日常的情景。

我们出于与大家共享这些照片所体现出的精神，想让全日本始终

都与灾区在一起――这样想法，内阁广报室于去年9月在官邸网页

（日文版）上开设了“我的复兴消息”专栏。

从那以来，“我的复兴消息”收到的来自灾区投稿的照片和信息

超过了500件。现在，官邸仍然连日收到新的消息，不断更新着登载

内容。

在大地震即将迎来一周年之际，我们从迄今为止收到的投稿中选

出了30件，在此进行展览。



我的复兴消息 ―孩子们―

“复兴消息”从这张照片开始。

【7月8日 东松岛市】
简易学生餐中终于有汤了。
太好了！真好吃！热乎乎的！

（来自大曲小学）

福岛，新的生命

【10月15日 平田村】
这是地震年出生的婴儿。由于父母都是教员，因此没
有避难，而是在当地努力工作着。
虽然带着尚且十分幼小的婴儿，日常生活中有许多需
要小心注意的事情，但是婴儿还是得到了许多的爱，
正在茁壮地成长。

（来自R.S）

圣诞―――快乐！

【12月24日 南三陆町】

这是为了让南三陆的人们打起精神而举办的圣诞节活动。
在当地蛋糕店的合作下，人们准备了全长达6米的圣诞
蛋糕。孩子们帮忙进行了最后的装饰。完成后的蛋糕免
费招待大家享用，孩子们把嘴巴塞得满满的，吃得非常
开心。

（来自社会贡献联合体United Earth）

临时设置集会室里的婴儿按摩

【1月12日 石卷市】
这是寒冷彻骨的临时设置集会室。来自宫崎的婴儿按摩
支援教师的婴儿油都快要结冰了。把屋子加热暖和后，
小宝宝们都被脱成了光屁股。作为对新生儿～未入园幼
儿的母子震灾护理内容，开展相互接触、活动身体的母
子体操活动，还开办了心理护理沙龙等。这是让身心焕
然一新的非常温馨的时光。

（来自Baby Smile石卷）

由我们来继承。

【1月14日 东松岛市】
大部分住宅都在海啸中被冲走的宫户月滨地区。该地区在
小正月里举行的祈祷五谷丰收的“Enzunowari”是从200
多年前流传下来的传统例行活动。同时也是国家重要无形
文化财。每年小正月的1月11日～ 16日，当地的小学生和
初中生里的男生将到神社旁的岩屋内共同生活。今年由于
地区内没有初中生，因此只有这3名小学生独自努力了。

（来自东松岛市总务课秘书广报班）

“复兴石烤白薯”的幸福

【1月27日 釜石市】
出现在照片里的是热乎乎的石烤白薯。
妈妈说，“现在这个季节还是这个好吃”。
幼小的孩子们一脸认真地“呼～ 、呼～”地吹着。
母亲说，“快！手要烫伤了。”

（来自岩手Yuicco花卷）



我的复兴消息 ―迈向复兴―

继续去污

【7月1日 福島市】
在远离城区的一般道路上，为了去污，人们正在去除枯草和落叶等。
福岛县基于示范项目等，制作了去污方法指南等，推进着县内去污
工作。

（来自福岛县广报课）

重型机械之后，人工劳动

【11月21日 气仙沼市】
在被海啸冲走仅残留着房基的住宅迹地上进行漂着物及瓦砾的清除作业。
志愿者成员为25人，挖出了各种玻璃、壁材等，进行分类。在使用重型
机械清除后的地方，剩余的细小瓦砾就由人工来去除。
顺便提一下，昨晚的工作是在大雪纷飞中进行的。今后要来这里的各
位，请一定要做好防寒准备！

（来自RQ市民灾害救援中心）

传向后世的樱花
【11月6日 陆前高田市】
这是“樱花线311”项目。为了在3月11日海啸到达的斜坡上栽上了
樱花树，将夺走了很多珍贵生命的大海啸传达后世，当地的年轻人
们行动起来，呼吁全国予以支援。
这天，人们正在种植由神奈川县的松田町赠送的20多棵樱花等。
来自神奈川的参加者和当地的人们一起将未来的梦想融入了镇魂的
樱花树中。

（来自全国青年市长会陆前高田市复幸援助中心）

终于在海面上了・・・

【12月11日 气仙沼市】
这是位于龟山地区的牡蛎、扇贝等的养殖设施。
这里也曾因地震导致地面下沉，涨潮时，被水淹没50㎝左右。
于是，对被水淹没的栈桥进行了加高准备。
虽然是预备施工，但真的太得力了。

（来自小松武）

“新泻的报恩”

【11月19日 山元町】
其名字是“新泻报恩队”。
新泻县曾因水灾及地震遭受过巨大灾害，并从全国各地获得了众多支
援。想到“向在地震中受灾的人们报答当时给予我们的恩情”，于是
从新泻县向宫城县派遣志愿者巴士。
照片是先前的其他队伍在清扫侧沟的过程中收集的垃圾。也由于本次
活动地点是迄今为止的禁止进入地区，一开始甚至都弄不清楚侧沟究
竟在什么地方。

（来自新泻报恩队代表：棚村克巳）

让我们有很多花朵

【12月20日 陆前高田市】
让陆前高田成为笑容的花圃！！从全国汇集来的KEPPARE(加油)
东北、志愿者成员”正开展着活动！
在住宅被海啸冲走的迹地上，彩虹般的三色堇花朵与参加者一起
与碧空相连。

（来自岩手县北观光 今井仁）



来自九州的礼物

【5月26日 东松岛市】
来自九州的很多蜜橘到了。蜜橘又甜又大。
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太感谢了。
真好吃。

（来自大曲小学）

苹果的心意

【12月5日 野田村】
弘前市立东目屋初中的三年级学生和家长来到学校，将“祈愿复兴
的苹果”赠送给野田初中的学生们。
每一个带有图画的苹果里都饱含了祈愿野田村复兴的愿望。
据说在苹果上贴上绘制有文字和图画的纸贴等，遮住阳光，这个部
分就不变红，而能呈现出图案。

（来自野田初中）

来自神户的希望

【12月10日 陆前高田市】
这是阪神大地震的象征“1.17希望之灯”。
人的友善、同情以及纽带的重要是不能忘记的——
亲属、志愿者们将从全国47个都道府县运来的火种汇集一处，至今在
神户市灯火仍然一直点亮着。
这盏“希望之灯”这一天被分灯给了陆前高田市的传承馆。

（来自陆前高田市观光物产协会）

又一个新的纽带关系

【12月13日 陆前高田市】
在陆前高田市社会福祉协议会的呼吁下，在市内开展支援活动的约80
个团体和地区社区中心、地方政府组建了“陆前高田市网络联络
会”，并举行了第1次会议。
今后针对各种主题，探寻有效的支援措施。为了支援灾民，大家齐心
协力，相关人员齐聚一堂，珍贵的纽带就这样诞生了。

（来自全国青年市长会陆前高田市复幸支援中心）

聊天足浴进行着

【 1月 七滨町】
这是在临时住宅的集会所进行的足浴。
“即便在集会所有说有笑，一个人的时候就变得很悲伤。
我想大家都是这样的吧”。
“我们居住的湊滨是七滨中最小的，在海啸中整个被吞没了。不
过我在集会所交到了不同滨的朋友。”
大家说出彼此的孤独、不安和烦恼。

（来自Rescue Stock Yard ）

灾区的人们互助

【2月1日 宫古市】
这是来帮助西丘地区的临时住宅的宫古西初中的同学们。
很多同学都参加了活动，连住宅间的狭窄缝隙间的雪也都清扫干净
了。
除了宫古工业高中、宫古西初中外，崎山初中与第二初中的同学们
也来帮忙。
今后还请多关照。

（来自宫古生活复兴支援中心）

我的复兴消息 ― 相互支持 ―



尽管发生了许多事情。

【9月10日 仙台市】
名取市閖上的自己家受灾，我充满了痛苦的回忆，不过在9月份与最喜
爱的人平安举行了婚礼，有了我今后极重要的居所。我想建立一个充满
微笑的温馨家庭。

（来自Ｋ．Ｔ）

再次出海―

【11月12日 釜石市】
箱崎渔港还残留着损坏的堤坝，这里举行了新造的“第七箱崎
丸”的下水仪式。下水仪式是船初次接触水的仪式，也是庆祝船
只完成的典礼。
“志愿者们也请一定要来参加下水仪式。”
我们也应邀与居民们一起参加了下水仪式。
船上飘扬着色彩鲜艳的大渔旗。

（来自远野真心网）

“七市”进行曲

【11月27日 七滨町】
制作临时店铺的揭牌
宫城县七滨町正在建设临时店铺，其中有被海啸冲走的鱼店、蔬菜水
果店、食堂、花店等7家店铺。
其名字为“七市商店街”。
从志愿者、当地初中生、成人到孩子有50多人参加，一起制作了临时
店铺的揭牌。

（来自Rescue Stock Yard ）

复苏的渔港市场

【12月7日 野田村】
这是在这个12月完成的全新的野田渔港市场。
这一天举行了“驱邪仪式”，以村里的渔业相关人员为中心
参加了该仪式。
岩手县神社厅久慈分部的７名宫司为了给在东日本大地震中
的受灾者镇魂和祈求复兴而祓除不祥。

（来自野田村观光协会）

商店街建成了！

【12月17日 大槌町】
在受灾的大槌北小学的操场上，开设了临时商店街“福幸闪闪
商店街”。为了庆祝进行了撒年糕。
商店街里有超市、美容院、烤鸡店和拉面店等。还有小酒馆，
“开业前，我们已经去喝过一杯了”，当地的朋友开心地说着。
这10个月一直没有这样的地方。

（来自Rescue Stock Yard）

延伸至未来的地毯

【1月8日 宫古市】
其名字为“商店街红地毯2012”。
大家开心地走在红地毯上，受到了沿道很多市民的祝福。
这是大家一起向新成年人和在2011年有喜事的人们等祝福的活动。
一起祝福，一起努力复兴新生！！

（来自宫古生活复兴支援中心）

我的复兴消息 ― 出发 ―



再次敲响

【6月12日 釜石市】
“樱舞太鼓”。太鼓全都被海啸冲走了，大家去捡而收集
起来，并开始朝着复兴开始行动。

（来自摄影师 菊地信平）

无论有什么，都要毅然向前

【11月27日 七滨町】
在釜石尾崎神社例行大型祭祀活动中，在搁浅的大船的前面通
过的神舆。

（来自摄影师 菊地信平）

祝愿这个城镇也再次闪耀光芒

【12月13日 南三陆町】
这是高6米的圣诞树。
这里原本有个建筑公司，高台上的视野开阔，为了让住在城镇里的人
们能够看到圣诞树，就将其设置在这里了。
在被海啸冲走了所有一切的地方点亮的温暖之光。
看着这对父子从同样的视角仰望着圣诞树的背影，祝愿美好的未来。

（来自社会贡献联合体United Earth ）

一心一意的祈愿

【１月７日 石巻市】
地震后首次迎来的裸体参拜。
在大岛神社，在燃烧的火焰前双手合十，每个人都祈愿复兴。
就像不畏严寒步行前进的裸体参拜那样，我们希望未来会向着复兴
一步步前进。

（来自石巻灾害复兴支援协议会）

离那一天马上就要１年了―――

【2月13日 宫古市】
这是设在临时住宅的聊天室的7层女儿节人偶陈列。
这是盛冈市民通过盛冈市社会福祉协议会捐赠的。
居民的母亲们为我们摆放好人偶：“这个放在这里，这个放在这
边”。
大家感叹“真不错啊～”。今后还请大家每天都来看看。

（来自宫古生活复兴支援中心）

我的复兴消息 ― 庆祝活动 ―

久违的笑容、笑容

【4月18日 釜石市】 夜樱宴会
（来自摄影师 菊地信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