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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からのイベント案内 

音楽とおしゃべりのティータイム 

テーマは『私のお気に入り』 

 10 月 20 日（金）13:30～15:00 

場 所：1F ロビー 

ミュージカル「サウンド・オブ・ミュージック」

でおなじみの曲ですが、あなたのお気に入りは何

でしょうか？楽しいおしゃべりと音楽に耳を傾け

ながら、手作りのお菓子とハーブティーで午後の

ひとときをご一緒に‼ 

 

 

 
わくわくランド 

『パパとママといっしょにリトミック』 

          10 月 21 日（土）10:00～11:00  

            パパ（ママ）とお子さんでの参加も可能です。 

手打ちうどん作り 

 9 月 23 日（土）11:00～13:30  

場 所：2F大広間 

 定 員：２０名 

 材料費：300 円（当日徴収） 

 持ち物：エプロン、三角巾 

 申込み：９/１5（金）～  電話可 

皆で作り、出来たてを一緒に食べます‼ 

           

 
関前ミュージック 

フェスティバル 

 ９月 30 日（土）14:00～16:30 

 場 所：1F ロビー 

 コミセンや地域で、楽器やコーラス等を練習さ

れ楽しまれている方々による 

音楽会です。 

皆さん是非聴きにいらしてく 

ださい。 

 

懐かしの映画会 

上映作品『お早よう』 

10 月 7 日（土）13:30～ 

 場 所：1F レク室 

 小津安二郎脚本・監督で新興住宅を舞台にした

大人と子どものユーモラスな日常を描いた作品

です。          

共催：関前福祉の会 

 

 

場 所：２Ｆ 大広間 

定 員：１０組 

対 象：１歳６か月～３歳未満 

 持ち物： タオル、飲み物 

申込み： １０/３（火）～  電話可 

 



 

 

 

 

 

 

 

 

 

 

 

 

 

 

 

 

 

 

 

 

 

 

 

 

 

 

 

 

 

 

 

 

 

 

 

 

 

 

 

 

 

 

 

 

 

 

 

 

 

 

 

 

 

 

 

 

 

 

 

 

 

 

 

 

 

 

 

 

 

 

 

 

 

 

 

 

 

 

 

 

 

 

 

 

 

 

 

 

 

 

 

 

 

 

 

 

 

 

 

 

 

 

 

 

 

 

 
イ  ベ  ン  ト  報  告  

 

子ども花火大会 

 日 時：8月 19日（土）15:00～ 

場 所：関前南小校庭 

今年の花火大会は激しい雨と雷で打ち上げ

が心配されました。開催の問い合わせもコミセ

ンに多数ありましたが、小雨の中例年より早く

花火が上がり、圧巻の花火に拍手と歓声も上が

りました。 

体育館では関前南小吹奏楽の演奏と、女性の

和太鼓グループ（千川組）による迫力ある演奏

もありました。 

当コミセンの 

おもちゃ売り場 

も雨で中断しま 

したが、子ども 

達で賑わってい 

ました。 

主催：関八親交会 

 

 

主催：関八親交会 夏休みこども映画会 
『トムとジェリー』 

 日 時：８月 29日（火）13:30～  

場 所：１Ｆレク室 

参加者：８５名 

今年も「トムとジェリー」を上映。会場内が

笑いと歓声であふれていました。 

共催：関前福祉の会 

 

 

 

講習会 
『ゆっくりピラティス＆ストレッチ』 

日 時：9月 13日（水）10:00～11:30 

場 所：２Ｆ大広間 

たくさんの申し込みを 

いただきました。 

 

 

 

 

 

 

 

健康講座 
『イスで簡単ヨーガ』 

日 時：7月 19日（水）10:00～11:00 

場 所：１Fレク室        

参加者：15名 

 イスに座ったままストレッチで身体をほぐ

してから、脳トレ・簡単なヨーガのポーズで身

体を動かしていきました。 

 無理ない可動域で、笑いながらも限界にもチ

ャレンジ‼和やかで楽しい約１時間の講座で

した。 

講習会 
『ネクタイで作るネックレス』 

日 時：7月 25日（火）10:00～12:00 

場 所：２F会議室 

 皆さん初めての方で、 

一針ずつ縫い上げそれ 

ぞれオリジナルの柄の 

ネックレスが出来上が 

りました。早速つけて 

帰られた方もいらっし 

ゃいました。 

 

来館を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当館１Ｆのレクレーション室には

４台の卓球台があり、窓口でラケッ

トとボールの貸し出しをしていま

す。 

 土日も夜間まで利用できますの

で、気軽に手ぶらでお越しください。 

＊利用できない時間帯も 

あ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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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りもり森クラブ「収穫祭」のお知らせ 

10 月 29 日（日）10:00～12:00 

場所：市民の森公園（ムーバス停⑩） 

内容：1）大根掘り体験（大根プレゼント） 

2）草花の寄せ植コーナー 

3）花壇への花苗植え込みコーナー 

4）新鮮野菜・蒸し芋・もりもり汁格安販売 

5）笹舟競争・草笛教室 

6）草バッタ教室 ・紙飛行機教室 

7）フーセン（ペンシルバルーン）プレゼント 

8）ハーブティー・麦茶無料サービス 

9）演奏会 

☆園児合唱 

 武蔵野東幼稚園 

☆武蔵野祭りばやし 

 関前八幡囃子連中 

☆草笛＆オカリーナ演奏 

 花南草笛クラブ 

 ドングリオカリーナクラブ 

☆キッズダンス演舞 

 ダンスダンスダンス 

主催：もりもり森クラブ TEL ５３－５４３２ 

共催：緑のまち推進課   TEL ６０－１８６３ 

関前南地区むさしのジャンボリー 

 第 46回むさしのジャンボリーが 7/29（土）

～31日（月）に掛けて長野県川上村の「武蔵野

市自然の村」で実施されました。 

関前南小 4～6 年生の 58名を青少協・先生・

保護者・地域有志の 25 名の指導者と中学生サ

ブリーダー18 名が引率し、総勢 101名がバス

3台で出発しました。 

薪割り、飯盒でのご飯炊き、慣れない手つき

で包丁で皮をむいての「カレー」や「豚汁」作

り、ハイキングに川遊び、キャンプファイヤー

と、川の水が冷たかったり、雨でナイトウォー

キングは中止になったりしましたが、大自然の

中で思いきり楽しんできました。 

関 前 地 区 ニ ュ ー ス 

関前八幡神社秋季例大祭 

９/２（土）～３（日）の２日間開催 

旧関前村（現関前・八幡地域）の村社、関前

八幡神社の秋季例大祭が行われました。 

宵宮（２日）の朝は雨に降られましたが、10

時頃には雨もあがり、本神輿と子ども神輿２基

が御魂移しの儀（神様にお神輿へ乗っていただ

く儀式）も滞りなく終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３日は雨に降られることもなく、子ども達も

たくさん集まり、お友達と「ワッショイワッシ

ョイ」と子ども神輿や山車に汗を流しました。 

帰りにはお菓子のお土産もありおお喜び。 

神社の境内では、歌と漫談で交通安全講演の

活動をされている「塩之糀豊丸」による軽快な

トークの奉納演芸大会が行われ楽しく賑やかな

２日間となりました。 

「東京防災」セミナーのお知らせ 

開催日時：10 月 1日（日）13:30～15:00 

場  所：関前コミセン レク室 
 昨年も開催しました「東京防災」学習セミナー

が、今年も催され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 

① 東京都配布の「東京防災」を活用した講義 

（黄色い冊子です。ご持参ください） 

② 避難所運営の手順と方法 

～お申し込みは不要です～ 

主催：関前防災会 

関前地域運動会のお知らせ 

開催日時：10 月 22 日（日） 9:00～ 

場  所：関前南小校庭 

（雨天の場合は、体育館でミニ運動会を開催） 

今年も運動会の季節がやってきました！ 

子供から大人まで家族みんなで楽しめる、毎年

大人気の行事です。誰でも参加できます。 

当日朝、合図の花火を打ち上げます。 

運動会開催の時は 8:00 に、 

ミニ運動会の時は 9:00 となります。 

主催：青少協・関前南地区委員会 

および 関前南地域運動会実行委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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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ミセンからのお知らせ 

今年の夏は雨の日が多かったこともあ 

り、梅雨が明けたら秋になっていたよ 

うに感じますね。 

大雨と格闘した花火大会、こ 

の日、コミセン恒例「スーパ 

ーボールすくい」で直径４㎝ 

ほどもある巨大スーパーボー 

ルを掬った小さな男の子がお 

りました。あの子なら、将来 

地球を救う
・ ・ ・

ことができるのか 

もしれません。 

 

◆開催日時：10 月６日（金）11:00～12:00 

◆場  所：館内全域 

毎年、利用者の皆さまにもご協力をいただき、行

っております「防災訓練」ですが、今年は 10 月６日

の実施となりました。実施の際には通報訓練や避難

誘導等を行いますので、 

当日ご利用の皆さまには 

ご理解、ご協力の程、宜 

しくお願い致します。 

 

玉川上水に架かる大橋と大師通りは関前でも由

緒ある橋と道路です。関前村の最も古い道で、深大

寺、調布へ続くシルクロードでもありました。 

明治から昭和の初期に掛けて武蔵野台地では多

くの農家が副業に養蚕を行い、どこの畑にも蚕の餌

となる桑の木が植えられていました。 

大橋のたもとの桑の木は、1.5ｍ程なので、おそ

らく桑の実をついばんだ鳥の糞から芽が出てきた

も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桑はクワ科クワ属の総称で、栽培品種も数多いの

ですが、ヤマグワ（これは日本原産）、カラグワ、

ロソウの３つが原種らしい。何故、こんなに品種が

作られたのかというと、春、夏、秋と１年を通して

蚕に良質の葉っぱを供給するためでした。 

 桑の葉は切れ込みがあったり、ハート型だったり

と同じ木でも両方ついていたりするのですが、ヤマ

グワは切れ込みが強く、カラグワは切れ込みが弱

く、ロソウは丸葉というので、これも栽培による交

雑の結果ということな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一昨年のこと、近所で桑の木に出くわした際、高

知出身の友人が「これはクワじゃないでしょ」とい

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ヤマグワ系は寒さに強く、カ

ラグワ系は耐寒性が弱いというので、おそらく南国

土佐の友人の見ていた桑の葉はカラグワ系で形が

違っていたのでしょう。 

大陸から稲作とともに渡ってきた養蚕は明治か

ら昭和にかけて外貨を稼ぎ、関前の農家の貴重な現

金収入でもあったわけで、歴史ある大橋のたもとで

日本と関前のひと昔前に思いを馳せてみては如何

でしょうか？ 

「大橋」のたもとの桑の木 

◆開催日時：10 月 21 日（土）14:00～ 

◆場  所：１F レク室 

日頃より当コミセンを利用さ 

れている方々との懇談会です。 

利用者からのご意見やご要望を 

お聞きしこれからの運営に繋げ 

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致します。 

◆開催日時：11 月 11 日（土）～12 日（日） 

今年も作品展示を予定していますので、皆様の自慢

の作品の出展を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作品の受付は、11 月 4 日（土）～８日（水）の

予定です。 

関前福祉の会のバザー出品も同時に受付の予定。 

詳細は、次号コミセンだより紙面でお知らせしま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