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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UTOGA&orenz

“ORENZ”共有0.2厘米
/0.3厘米两款，价格为
500日圆（不含税）。

“KURU TOGA”共有0.3
厘米/0.5厘米/0.7厘米三
款，价格为450日圆（不
含税）。

KURUTOGA&orenz

书写时可以保持一定的粗细，
不会断芯！高功能型自动铅笔
采访撰文摄影 /JQR 编辑部

采用全新技术，
连细小文字也能
书写得很漂亮

复 40 次则为 360 度，
即旋转一圈，

使用，并降低了价格。为了不让极

笔芯也如同圆锥般尖锐。该公司横

细笔芯折断，该公司所想出来的方

滨研究所开发中心的中山协表示

法是采用“笔芯不外露”的独特

“因为不会只是单侧的笔芯变短，

方式。一般自动铅笔只要按压笔帽

而笔芯永远维持尖锐状，所以可以

后， 笔 芯 就 会 超 出 笔 管， 但

自 只要按笔帽就可出芯。自

一直书写较小的文字。同时，文字

“ORENZ”能保持笔芯不外露，单

动铅笔自推出以来，在轻松握笔与

折断，从而不会产生芯粉，使笔记

使用便利上都下了各种工夫，包括

本与手不易弄脏。
”

动铅笔不需费事地削笔芯，

既不会产生浓淡变化，笔芯也不会

飞龙公司行销部门的水口和也
表示“肉眼不易察觉，其实对笔

易握的笔杆，只要摇摇笔身即可出

在过去的用户调查中，对自动

芯等功能。但几十年来，自动铅笔

铅笔的不满之处的提问，也有获得

笔芯变短而滑进笔管变短，因此，

仍一直摆脱不了“铅笔代用品”

过什么特别反应，但一旦使用

笔芯不露出笔头，在书写时也不会

的地位。然而，
最近有一款讲究
“书

“KURU TOGA”后，与之前的产

摩擦纸张。除此之外，因为笔头不

写文字的美感”
，采用全新构造的

品互相比较，很多客户都纷纷喜悦

断地支撑笔芯，所以即使是极细的

商品登场了！它拥有传统自动铅笔

的表示“笔芯再也不会卡在纸张

笔芯也不会折断。
”此外，该公司

所没有的使用感，深受习惯在笔记

上”
，
“就连笔划较多的汉字，也

销售的自动铅笔笔芯系加入补强硅

本上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学生们的

能漂亮地书写”
。

石为材料，形成不易折断的特殊结

其中一款是由三菱铅笔公司推

管前端进行了圆型加工。笔头随着

笔芯不外露即可书写

orenz
笔头前端进行了圆型加工，笔头随着笔芯变短而滑进笔管。

笔管

一半，但不易折断原因，也在于笔
芯本身的强度。

出 的“KURU TOGA”(KURU 在
日文是转动之意，TOGA 则是尖

可写出惊人的 0.2 厘米，0.3

不仅仅是为了书写，还为了书

的意思 )。“笔芯自动转动，以保

厘米超细文字，笔芯却不易折断从

写漂亮文字而酷费心思的自动铅

持又细又尖的状态”正如从此想

而 成 为 话 题 的， 则 是 飞 龙 牌

笔。在已经习惯使用电脑打出漂亮

法而被命名的商品名称所表达的一

（PENTEL）推出的“ORENZ”极

字体的今天，或许更需要可写出小

样，写字时，当笔芯每此碰触到纸

细自动铅笔。该公司将从事建筑或

张，独 特 的 结 构“KURU TOGA

室内设计相关工作的人士所爱用的

ENGINE”都会转动笔芯 9 度，反

制图用自动铅笔，改良为一般用户

●客户专线 三菱铅笔 0120-32-1433 http://www.mpuni.co.jp
飞龙文具客户服务中心 0120-12-8133 http://www.pentel.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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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字写满整整一页，或在资料上书写小字时，字体不会挤在一起，可写出漂亮的文字。

构。虽然它的粗细仅是一般笔芯的

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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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笔头的状态来做笔记。

巧美观文字的笔记文具。

上方是一般的0.5厘米笔芯，下方则是0.2厘
米笔芯。仅飞龙牌可制作出0.2厘米笔芯。
KURUTOGA

笔杆内部“KURU TOGA SYSTEM”以如下结构转动齿轮。
笔芯接触纸张

中间齿轮浮起

施加笔压

与上齿轮咬合，中间
齿轮移动至左侧

笔芯离开纸张

笔芯离开后

利用弹簧力量，中间
齿轮被下压恢复原状

与下齿轮咬合，中间
齿轮移动至左侧

一般自动铅笔的零件约为10个左右，
而“KURU TOGA”的零件数目是20
个，大约为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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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 of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9 of the Constitution

有斐阁出版的《六法全书》，包含条约在内，长达
6500页。岩波书店出版的《广辞苑》也是约3000页
的份量。

放弃战争，谋求和平的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
撰文摄影 /JQR 编辑部

安倍政权所提出的 “ 因安全保障环

被称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宪法
第九条 ｡ 让我们来阅读一下
《广
辞苑》
中的相关内容

境有所改变，要解禁集体自卫权 ”
的议案，现今仍在国会进行议论。
众所周知，此议案受到许多宪法学
家的非议，也激起众多国民的强烈

描 但不可思议的是，想要实

绘和平的景象极为容易。

现和平却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人
类不断重复着争战，丝毫没有接受
教训，一直用仇视的血染红历史。
日本也曾经发动战争，结果葬送了
众多国民的生命，侵略近邻诸国，
强迫其遭受了无法挽回的牺牲。
二次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
法》
。其第九条，明确写到 “ 日本
国民永远放弃战争 ”。尽管如此，

反对。其受到指责的原因在于安倍
政权与自民党改变对宪法第九条的
解读。
安倍政权是否真的改变了对宪
法第九条的解读？宪法第九条是原
本就可以进行各种解释，
错综复杂，
难以理解的条文吗？
于是笔者尝试再次阅读宪法第
九条。现将该条文刊载于右页，希
望大家也读读看。再翻开
《广辞苑》
查阅词汇的意思，
将其整理为右表。
笔者认为它实际上是不可能错解其
意的非常简单明了的条文，您觉得
呢？
安倍首相的说法是 “ 安全保障
环境有所改变 ”。但如果真的要推
动积极和平外交，相较于持有武力
进行交战，
宣扬宪法第九条的精神，
不是更能符合这个宗旨吗？
顺带一提，我翻阅《广辞苑》
查阅了 “ 侵略 ” 一词的意思，写的
是 “ 入侵他国并略夺其领土与财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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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九条中出现的单词与《广辞苑》的解说

正义

正确的道理。人类应该遵循实践
的正确道路。

秩序

事物的条理。事物的正确顺序·
道理。

和平

没有战争，世间和洽安宁。

衷心

对待他人或工作，诚恳且蕴含
真心。

谋求

期望并设法寻求。

国权

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支配
·统治权。

发动

开始动作。发起活动。

战争

动用武力的国家之间的斗争。

武力

军队的力量。兵力。

威胁

凭借武力与威力胁迫。

行使

实际使用权力·力量等。

争端

纠纷争斗。争执。

①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

解决

妥当处理问题或纠纷事件。

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手段

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具体做法。

②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

永远

永久持续不变。

交战权。

放弃

不使用自己的权利·利益，使其
丧失。

宪法第九条虽然只有短短的八行，却揭示了人类的理想·目的。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

2015 vol.24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