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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动  态 ☆ 

不畏艰难迎挑战  团结一心创佳绩 

——2020 学年度运动大会纪实 

9 月的横滨，秋意阵阵，微风飒飒，天气格外凉爽舒适。9 月 21

日，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运动大会。今年由于新冠疫

情的原因，原本计划在 6 月份举行的运动大会不得不推迟到 9 月份

进行。在经过为期十天紧张辛苦的集训与排练后，全校师生再次齐聚

在北方小学的运动场上，只见运动健将们一个个精神抖擞，跃跃欲试，

激动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所有的工作单位准备就绪后，中华学校

一场特殊时期的运动会即将拉开帷幕。 

                

上午 8：40 分，开幕式在升旗仪式那雄壮的国歌声中徐徐开启，

在插校旗，由去年获胜的白组返还优胜旗、优胜杯后，郑民财教导部

长致开幕词，他希望全体师生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迎接挑战，

本届运动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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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今年的运动会圆满成功。最后，郑民财教导部长正式宣布：横滨山

手中华学校 2020 学年度运动大会正式开幕！ 

开幕式 

 

虽然今年的运动会减少了项目，但是也可谓花样繁多，精彩纷呈。

有从高年级到低年级学生的 50 米、40 米和 30 米短跑比赛，有游戏

兼竞赛性质的项目，如小一“抛球赛”、小三“齐心合力”、小四“小

拔河”及中学生的“人桥大战”等，还有运动会的重头戏之一全校“表

演操”，以及压轴的红白接力赛等不一而足。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小学

一年级的学生，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次运动会亮相，虽然没有经

过预演，但他们在比赛中那有板有眼的样子，俨然是经验丰富的小运

动员一般。小学二年级的新项目——“外卖小达人”在原有项目“搬

不倒翁”的基础上进行了翻新，可以说给运动会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总体而言，今年的运动会在保留了传统比赛项目，增加了如“外卖小

达人”、“龙腾虎跃”等新项目的同时，也基本上对所有项目都进行了

一定的调整，可谓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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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女子 50米赛跑 

 

 

 

 

 

小二“外卖小达人” 

 

 

 

 

 

小一 30米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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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齐心合力” 

  

  

 

 

 

 

 

 

 

 

 

中学男子 50米赛跑 

小四 40米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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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六“龙腾虎跃” 

 

 

 

 

 

 

 

小一二表演操 

 

全体表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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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四表演操 

 

小五六表演操 

 

中学生表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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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抛球赛” 

 

 

 

 

 

 

 

 

 

 

小二 30米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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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 30米赛跑 

 

 

 

 

 

小四“小拔河” 

 

 

 

 

 

 

 

 

 

 

中学生“人桥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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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 40米赛跑 

 

 

 

 

 

小六 40米赛跑 

 

 

 

 

低年级红白接力（小一—小四） 

 

 

 

 

 

 

 

 

 

 

 

高年级红白接力（小五—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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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上，教务部长罗顺英老师为获胜的个人和组别颁发了奖状

及奖品。今年还新设了奖项——最佳表演单位奖，由全校学生对小一

二、小三四、小五六和中学生四个表演团队通过投票决定，最终，中

学生的表演操《面对挑战，团结一心》以 249票获胜。紧接着，激动

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红白两组的总分即将揭晓，今年又将是

哪一组斩获桂冠呢？在大家期待的目光里……,3…2…1…，成绩揭晓：

白组再次获胜！运动场上顿时一片欢呼雀跃。最后，教务部长罗顺英

老师致了闭幕辞，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宣布：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2020 学年度运动大会胜利闭幕！ 

闭幕式 

 

 

 

 

教务部长分别向赛跑、接力和 

最佳表演单位的获奖者颁奖 



 11 

 

此刻，每个同学都值得为自己的表现而自豪，他们不只是在运动

会中展现了顽强的拼搏精神，而且在整个运动会的排练和准备过程中，

也展现出了努力和坚强的一面。此次运动会的主题为“挑战·团结”，

正是当前疫情大形势下，中华学校的全体师生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各

种挑战并争取胜利的真实写照。整个运动会从暑假之前就开始策划和

筹备，许多老师也牺牲了假期的休息时间来做运动会的准备工作。在

运动会的排练期间，全体师生更是齐心合力，克服了学生在经过长期

休校，运动量减少，体力下降等诸多现实困难，圆满地完成了辛苦的

排练和体能训练等任务。 

作为 2020 学年的第一个大型活动，中华学校的初衷也是希望学

生们能借着运动会的机会加强体能训练，逐渐恢复体力，从而让身体

状态和精神状态都逐步恢复到休校之前的水平。当然，运动会在团结

和凝聚一个集体力量上的作用依然不容小觑，尤其是在今年疫情期间

这个特殊的时期，更是有着特殊和非凡的意义。因为同学们在圆满完

成运动会的各项任务的同时，不止是战胜了种种困难，更是一种自我

的战胜，自我的提升，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良好契机。 

教务部长向获胜的白组颁发优胜旗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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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控疫情，今年的运动会以缩短时间、减少项目的形式进行。

排练时间比往年有所缩减，同时，也取消了预演的环节。而且不能如

往常一样邀请各位家长和嘉宾们前来现场观看，但这丝毫没有减少师

生们的参与热情。同时，为了弥补家长们不能亲临现场的遗憾，学校

特地邀请了日中电视台的专业摄影人员前来现场拍摄，并对所有家庭

进行了实时现场直播，希望家长们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运动

会赛场上的洋溢的激情。会后，很多家长在观看现场直播后表示，这

种新的形式很好，可以更真切和多角度地观看到孩子们比赛的情形，

效果并不比到现场观看差。 

“挑战·团结”正如此次运动会的主题一般，相信，在全校师生

的精诚团结之下，再大的挑战我们都能从容应对，并在应对挑战的过

程中把握改进的机遇，从而让中华学校不断进步和完善，我们也期待

中华学校的明天更加美好。 

美丽的幕后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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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个人成绩】 

   小一男生 3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一年级③班     村上瑛祐 

   小一女生 3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一年级③班     邵  心彤 

   小二男生 3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二年级①班     孙  韶良 

   小二女生 3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二年级①班     钟  美晴 

   小三男生 3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三年级①班     陈  昭旭 

   小三女生 3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三年级①班     王  雨彤 

   小四男生 4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四年级②班     安田狮音 

   小四女生 4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四年级②班     邓  萌希 

小五男生 4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五年级②班     铃木辉石 

   小五女生 4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五年级②班     手岛宁美 

小六男生 4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六年级①班     牧内赞和 

   小六女生 4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六年级①班     伊藤万里 

中学男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中学一年级①班     三浦优斗 

中学二年级①班     朱  毅贤 

中学三年级①班     村冈繁树 

中学女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中学一年级①班     岳中爱奈 

中学二年级①班     中川史菜 

中学三年级②班     金井和奏 

※最佳表演单位奖         中学生    表演操《面对挑战，团结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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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2020 学年度第二学期小一防灾训练顺利进行 

8 月 29 日上午十时左右，随着猛然间一声地震警报的拉响，本

学年度的小一防灾训练也正式展开。此次的防灾训练主要是针对小一

的新生，防灾内容包括：火灾、地震和海啸的避难训练。 

在警报发出之后，小一新生们头戴

防灾头巾，捂住口鼻，在老师们的带领

下，按照指定的路线，快速、安静地从

各自的避难通道移动到了学校操场上。

随后，各班级按照计划到达指定位置，

清点了班级人数并进行了上报。 

整个训练的过程中，同学们能够做到听从指挥，移动过程中也做

到了“快、静、齐”，避难训练达到了预期效果。 

※2021 学年度第二次新小一招生说明会顺利举行 

9 月 5 日，上午 10：00，我校第二次新小一招生说明会在网上举

行。张岩松校长和教务部长罗顺英老师主持并参加了说明会。 

此次报名参加说明会的家长有 30 多名，报名者主要是对我校感

兴趣及计划未来有可能让孩子入读中华学校的家长，想来借此机会提

前对我校的办学理念及特色进行了解，可谓未雨绸缪。 

虽然此次的说明会也在网上进行，但是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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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要求参会家长提前观看介绍我校的说明视频（即前两次说明会

内容的回放视频），在说明会上张岩松校长和罗顺英部长则主要负责

在对我校情况进行简单说明后对家长的提问进行解答。也可以说此次

的新小一说明会是在前两次说明会基础上的一个有益补充，既节省了

时间，提高了效率，也为更多的想了解中华学校的家长提供了便利和

可能，说明会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鸣    谢 

 

长期以来，广大华侨华人和日本友人热心关注学校和幼稚园的 

发展，并为我学园的教育事业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物。在此特将芳 

名刊出，谨致诚挚谢意！ 

8 月 29 日,收到朱铭江先生(第 32 届校友)、朱铭生先生(第 33

届校友)兄弟义捐已故令堂梁慧珍女士遗德 100,000 日元。特此致谢！ 

 9 月 2 日，收到王滨先生义捐酒精消毒液 4L 一瓶、18L 一瓶，特

此致谢！ 

9 月 3 日，收到上新原功先生义捐 2,000 日元。特此致谢! 

9 月 8 日，收到株式会社东升义捐口罩 15,000 枚。特此致谢! 

9 月 30 日，为了庆祝中秋节，学园理事长曾德深先生给幼稚园、

学校全体师生义捐月饼 867 块，特此致谢! 

9 月 30 日，为了庆祝国庆中秋双节，株式会社王府井给幼稚园、

学校全体师生义捐红白喜包 799 份、月饼 799 块，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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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难训练 防患未然 

 

第二学期的第二天（ 9月 2

日），熊猫幼稚园举行了防灾避难

训练。按照森田园长的指示，本

次活动在园庭开展了火灾避难训

练。旨在让小朋友们分清避难路

线和避难方法，避免幼儿发生混

淆而造成避难混乱。整个训练过

程中，教职员紧密配合,幼儿情绪

稳定、迅速有序。今后，我园还

将继续总结经验,改善不足,争

取做到在面临灾难时临阵不惧,

保障幼儿们的生命安全。 

 

 

 

* 巧手绘彩狮 欢喜迎国庆 

幼 稚 园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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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庆

节。这一天，可谓是

「五星红旗迎风飘，

小朋友们拍手笑。各

族人民同庆贺，祝福

祖国生日好。」当然，

熊猫幼稚园也不例

外！在国庆前夕，我

园各学年小朋友以手工制作的

形式来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这

些充满童真稚气却不乏想象力

的作品，不仅表达了孩子们迎接

国庆的喜悦之情，而且也让家长

们感受到熊猫幼稚园独有的中国

文化教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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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交通安全指导 

9月 4日在本园游戏室举行了一

年一度的幼儿交通事故安全指导

活动。在孩子们好奇目光期待下,

紧随主讲老师优美的声音,拉开了

本次活动的帷幕。活动中孩子们在

老师的引导下,通过图画讲解,猜

谜游戏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充分

理解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在

活动中利用孩子们耳熟能详

的音乐,把黄,红,绿灯的各个

信号特点,通过音乐和韵律游

戏链接在一起,让孩子们在快

乐的游戏中识别黄,红,绿灯

的规律，收益非凡。 

通过本次活动让我园孩子们

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基

本的交通规则,同时提高了安

全意识。最后希望我园的孩子

们迎着曙光在未来的学习生活

中安全健康的成长。 

 

 



 

广告尺寸 每月价格 广告尺寸 每月价格 

一页(B5大小) 40,000日元起 四分之一页 10,000日元起 

四分之三页 30,000日元起 八分之一页 5,000日元起 

二分之一页 20,000日元起   

 

           欢 迎 刊 登 广 告

我校《学园通讯》创刊已近47年,目前每月发行1,100多本,
几乎覆盖日本全国侨会侨团及中国主要涉侨部门。
2008年5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亲临我校,
更加提高了我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学园通讯》
了解我校的人士与日俱增。我们衷心希望各位热心华文
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能继续赐予我校大力支持和积极协助,
敬请在《学园通讯》上刊登广告。
谨致由衷谢忱。垂询方式见封面,具体价格如下:













中国食品・中華材料・中華銘酒・中国名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