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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前八幡まつり（こども花火大会）  

８月１８日（土）1５:３0～２０:０0 

場  所：関前南小学校・校庭 

花火の打ち上げは１８：５０前後 

コミセンではおもちゃ、スーパーボールすく

い、お楽しみスピードくじ等のお店を企画中で

す。屋台も出ています。 

夏の夜空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主催：関八親交会 

 

改修工事の関係から日程変更の可能性があります。 

 

これからのイベント案内 

申込み

受付中 

ママのための健康講座と親子 de 体操 

～親子で楽しいひとときを～ 

９月 ３日（月）１０:３０～１１:４０ 

        （受付は１０:１５～） 

場 所：２F 大広間 

定 員：親子１５組３０名 

（実施日に１歳未満児） 

持ち物：水分補給用飲料、バスタオル 

 

＊動きやすい服装でお越しください。 

 ＊ベビーカーもエレベーターで 2階へ行けます 

共催：健康づくり支援センター 

 

 

 

 夏休みこども映画会  

8 月２４日（金）１３:３０～ 

場 所：１F レク室 

今年も楽しい笑いがいっぱいの 

「トムとジェリー」を上映します。 

 

ご家族、お友達と一緒に 

お越しください。                 

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共催：関前福祉の会 

 

講 習 会 
『アロハシャツ型のコースター作り』 

７月２４日（火）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場 所：2Ｆ 会議室 

定 員：１６名 

会 費：２００円（当日徴収） 

申込み：７月１５日（日）～ 

コミセン窓口または 

電話にて受付 

持ち物：裁縫道具 

 

 



 

 

 

 

 

 

 

 

 

 

 

 

 

 

 

 

 

 

 

 

 

 

 

 

 

 

 

 

 

 

 

 

 

 

 

 

 

 

 

 

 

 

 

 

 

 

 

 

 

 

 

 

 

 

 

 

 

 

 

 

 

 

 

 

 

 

 

 

 

 

 

 

 

 

 

 

 

 

 

 

 

 

 

 

 

 

 

 

 

 

   

 

 

 

 

 

 

 

 

 

 

 

 

５－７月イベント報告  
 

6 月 1５日（金）１３：３０～１５：００ 

テーマ通りの雨の一日となりました。雨にち

なんだ曲を聴きながら、参加者から雨の日なら

ではの過ごし方を伺いました。久しぶりに手紙

を書いたり、写真を整理したり・・・ 

 みなさんも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今回のお茶とお菓子 

ハーブティー＆ヨーグルトの焼き菓子 

★音楽とおしゃべりの 

ティータイム★ 

テーマ『雨の日の家での楽しみ方』 

 

 

 
☆七夕づくり☆ 

      共催：関前福祉の会  

 織り姫さまと彦星さまが年に一度会える七

夕。笹飾り作りに参加してくれたたくさんの

親子連れ、小学生たちが、色とりどりの折り紙

を工夫しながら飾りを楽しそうに作り、短冊

に願いを込めて笹の葉に結んでいました。 

 今年も、「もりもり森クラブ」の協力を頂き､

大きな笹をコミセンの玄関に飾ることができ

ました。 

６月２７日（水）１４：００～ 

★ママのための健康講座と 
       親子 de 体操★ 

 
５／７(月)，６／４(月)，７／２(月) 

各月第一月曜日に開催されたママと赤ちゃ

んのための健康講座、これまで 3 回の実施で

それぞれ１０〜１４組の参加がありました。

離乳食のポイントや、歯磨きのコツの紹介、赤

ちゃんと一緒にできる腰痛・肩こり予防体操

など親子で楽しくできるエクササイズを通し

て、楽しみながらの育児を学べたようです。 

次回は９／３(月)（最終回）10:30〜11:40 

  申込み受付中です！ 

☆ 懐かしの映画会☆ 

『サラリーマン目白三平』1955 年公開 

       共催：関前福祉の会 

６月２３日（土）１３：３０～  

笠智衆演じるサラリーマン（国鉄職員）が、

雨漏社宅の修繕に明け暮れ、恐妻家、でもど

こかしら楽しみながら暮らす昭和 30 年の様

子を通して、慎ましくも懐かしきよき時代を

映し出していました。観覧にこられた皆様も

当時（子供の頃？）を思い出し、時には笑いも

有りで楽しい時間を過ごされ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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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 前 地 区 ニ ュ ー ス 

関前南小子ども防災宿泊訓練 

関前防災会は２０１２年の１１月に関前地区の

の避難所運営組織として設立された団体です。 

この関前防災会と 

南小学校の「おとう 

さんの会」との共催 

で２年前から始まっ 

た「子ども防災宿泊 

訓練」が今年も６月 

３０日（土）から翌 

１日（日）の朝に掛 

けて実施されました。 

過去２回同様に「防災訓練」と「防災宿泊訓練」

という２部構成でしたが、実際には午前中に南小の

加藤校長プレゼンツ企画ということで「ドローン」

操作体験もあり、３部構成となっておりました。 

「防災煙体験」は強風のため中止となってしまい

ましたが、起震車による大地震体験もあり、参加者

には貴重な経験を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防災宿泊訓練は、その対象を初めて３年生以下の

児童にも広げたところに、昨年に続きお手伝いの中

学生も参加してくれたため、小学校１年生～中学校

２年生までの児童と生徒が南小の体育館に集まり

賑やかな宿泊訓練となりました。 

 

 

 

 

 

 

 

熱中症予防に体育館には何台もの扇風機が用意

される中、「防災ワークショップ」で、街なかの危険

な場所を学習してから、夕食を挟んで１６ミリ映画

の「映画会」、お父さん達の「音楽会」とお楽しみ企

画も盛りだくさん。２１時には消灯となりました

が、いつものことながら非日常空間で素直に寝付け

る子どもはなかなかおりませんでした。 

それでも翌日は予定通り 6 時には全員起床し、ラ

ジオ体操をしてからアルファ米での炊き出し朝食

を取り、元気に８時解散となりました。 

 

当コミセン利用者にはお馴染の南小のプールブ

ロック塀ですが、控壁が設置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が判

明し緊急撤去工事が行われました。 

このブロック塀には卒業生が描いた小学校の想

い出の絵が残されており、そのほのぼのとしたタッ

チから、地域の皆様にも永く愛されていた壁画でし

た。とても残念ですが、通学路を通る児童や地域の

皆様の安全・安心を優先させての結論のようです。 

 今後、プールの授業との兼ね合いも計りながら、

新たなフェン 

スの設置工事 

が行われると 

のことです。 

この写真は撤 

去工事中の夜 

最後の記録写 

真となります。 

 

 

 

～市民の森公園・恒例夏のイベント～ 

８月２６日（日）１８：３０～２０：００ 

雨天中止（鈴虫プレゼントのみ実施） 

場所 市民の森公園（関前３丁目３２） 

ムーバス北西循環⑪「市民の森」バス停前 

●鈴虫プレゼント（虫カゴは持参ください） 

●秋の虫などのお話し（山﨑誠先生） 

●寄せ植えコーナー 

●風船（ペンシュル・バルーン）プレゼント 

●鈴虫の館 展示コーナー 

●ぼんぼり展示コーナー 

●鈴虫飼育品・農産品関連の格安販売 

●草バッタ教室 

●ハーブティー・サービス 

※秋の虫特別展 

 カンタン、クツワムシ等 

主催：もりもり森クラブ 

（Tel 53-5432） 

HP：http://www.mori3club.com 

共催：緑のまち推進課（Tel 60-1863） 

鈴虫の鳴き声を聴く夕べ 

関前南小のプールブロック塀撤去 

アルファ米による炊き出しの様子 

 

１６ｍｍ映写機による映画会の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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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日、町会で潮干狩りに行ってきま

した。バケツを手にぶら下げて町内の

集合場所からの出発です。 

今回は干潮の時間帯とアクアラインの渋滞を考

慮した結果、１時間半と時間も限られる中での潮干

狩りとなりましたが、バスに戻ってきた皆さんの手

にはアサリが詰まった網がぶら下がっていました。 

最近、近くに越してこられたご家族も初参加。 

こうした機会を通して地域の絆も深まっていく

のでしょう。コミセンでも色んなイベントを企画し

ております。「これは」というものを見つけたら、そ

の時がチャンスです。是非、ご一緒に！ 

 GW に野川公園で落羽松（ラクウショウ）を見ま

した。呼吸根を地面から生やす珍しい樹で、落葉針

葉樹なので常緑針葉樹に比べると実に柔らかな細

い葉を付けていました。その印象が残っていたの

か、とらいふ武蔵野（関前１－２－２０）の前を通った

ときに似たような樹があることに気が付きました。 

以前、イタリアンのお 

店があった東側の角は今 

パンダ公園になっており 

シンボルツリーの大きな 

樹があります。以前から 

あったのか植樹されたも 

のか、これまでは気が付 

きませんでした。 

それから通るたびに観 

察をしていて、これがラ 

クウショウではなくメタ 

セコイアであることが分 

かりました。よく似た樹なのですが、呼吸根がない

こと（但し、切り取られているとわかりません）、

葉の付き方、実の形と区別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さて、このメタセコイア、実は古くて新しい樹な

のです。元々、化石として発見され１００万年前に

絶滅したメタセコイア属として三木茂博士によっ

て学会に発表されていましたが、１９４５年（終戦

の年）になって中国四川省で自生している水杉（ス

イサン）が同種と認定されたのです。そんなことか

らこの１属１種のメタセコイアは「生きている化

石」と呼ばれています。 

その後、この水杉の種子を持ち帰ったアメリカの

古生物学者により苗木が作られ、日本へは１９４９

年に昭和天皇に献上されたものが第１号として、翌

年には１００本の苗木が送られ、挿し木でも増える

ことから全国各地へ広がっていきました。 

この１本もそのときの

子孫かもしれません。 

その後、南小の南門脇に

もあることを知りまし

たが、パンダ公園の方が

間近で観察できます。 

 

 

パンダ公園のメタセコイア 

関前コミセンからのお知らせ 

 

関前ミュージックフェスティバルからのお知らせ 

当コミセンは「武蔵野いっと 

き避暑地」に指定されておりま 

す。ロビーには冷水器、飲料自 

販機もありますので、暑い日の 

お出掛けで近くをお通りの際に 

は、関前コミセンでどうぞ「ひ 

と休み」していってください。 

７月１８日～８月２９日は夏休み  

◆開催日時：毎週水曜日 午前 9:30～12:00 

事前申込不要。都合の良い時間だけ学習。 

◆場  所：１Ｆ ロビー 

◆参 加 費：１回 300 円 

パソコン教室 ～夏休みのお知らせ～ 

１０月１３日（土）１４：００～１６：３０（予定）/レク室 

日頃、当コミセンで楽器やコーラス等を練習され

ている方々の発表会も今年で４回目を迎えます。 

今年も地域にお住まいの音楽を

楽しまれている方々へも出演の声

がけをしています。 

この機会に  ぜひ参加され、ご一緒に楽しんで

みませんか。 

【申し込みの締め切り】 

８月３１日（金）です。 

「武蔵野いっとき避暑地」のお知ら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