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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谢
各界友人长年对我学园之鼎力支持

敬 祝
阖家安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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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动  态 ☆  

静赏箱根秋  乐游八景岛 

——75 届小六毕业远足纪实 

11 月 25 日至 26 日，我校 75 届小学六年级毕业生一行 74 人在

教导部长郑民财老师，班主任张丹老师和小川觉充老师的带领下分别

前往箱根和横滨八景岛海岛乐园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毕业远足。 

25 日，师生们先到达了此次旅行的第一站——箱根。在这里参

观的第一个景点是大涌谷，当登上山顶

时，同学们都被箱根美丽的秋景所震撼，

不禁发出啧啧赞叹。虽然当天山间雾气

氤氲，但更增添了一份梦幻的感觉。 

午饭过后，同学们来到了

箱根的第二个参观地点——关

所。在这里，大家参观了日本古

代用于安检的一系列物品，了

解了日本古代的安检制度。之后，同学们乘坐巴士来到了第一天行程

的最后一站——小田原城。一下车，同学们便被小田原城的壮观所吸

引。之后，大家分组进行了参观。一件

件日本的古代字画和武士盔甲，让大

家感受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

内涵。之后，大家一起登上了小田原

城的城顶，这里可以俯瞰小田原城，

大家也领略到了小田原城的秀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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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第一天的行程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结束了。 

令人期待的第二天到来了。一大早，大家在指定地点集合后，出

发前往今天的目的地——横滨八景岛海岛乐园。到达之后，同学们开

始分组进行参观游览。由于疫情的原因，园内人流较少，也让同学们

得以与大自然进行更为亲密的接触，同学们也能够更为畅快淋漓地在

园内进行观赏和游览，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

的，又到了离开的时间，虽然同学们还意犹未尽。下午 4 点钟，大家

驱车返回横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毕业旅行。 

由于受到“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外出旅行无疑会有一定

的风险，但学校为了学生们能够在小学的尾声留下一段美好而难忘的

回忆，在仔细斟酌和商讨后原计划定于 10 月份的小六神户毕业旅行

取消，旅行时间推迟至 11 月，且行程由原定的三天两晚缩短至两个

白天，同时，为了避免在室内人员密集，所以此次旅行皆为室外活动。 

为了在旅行过程中做好疫情防护工作，让学生们以放松的心情参

加旅行，真正达到愉悦身心、缓解压力的目的，对此，师生们也做了

充分的准备和精心的安排：首先，带队老师严格要求学生一定要戴好

口罩，勤洗手和多消毒，且要避开人员密集的地方等；其次，旅行全

程采用分小组活动的方式进行，以避免人员密集；此外，此次的午餐

也由原来的在饭店内享用改为师生自带午餐并在户外野餐的方式。 

虽然在疫情期间，旅行安排一切从简，但是相信在特殊时期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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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会以一种别样的情调珍藏在 75 届学生和老师们的回忆中。 

 

☆ 校  园  信  息 ☆ 

※我校 12 月全校早会于网上举行 

11 月 30 日，我校举行了 12 月份的全校线上早会。早会上，张

岩松校长发表了讲话。讲话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首先，张校长提醒大家要认真复习，

积极准备期末考试。从 12 月 2 日开始

全校各年级陆续开始进行期末考试。校

长 提 醒

大家考前一定要制定合理的复习计

划，同时制定好复习的时间，如果遇到

不懂的问题要及时问老师。考试结束

得知成绩后，要对成绩进行分析，确认是进步还是退步了，并想办法

解决出现的问题。 

其次，校长再次强调了预防流感

和加强防控疫情的重要性。由于最近

气温下降，天气变冷，温度变化大，

校长希望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此

外，天气不但寒冷而且干燥，校长还叮嘱大家要多喝水。最后，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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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要做到睡眠充足，均衡营养并适当运动，从多方面预防流感。 

随着天气变冷，日本的疫情也有加重的趋势，校长通过目前日本

全国感染情况的图表给大家展示了日本疫情的总体情况。其中，神奈

川县也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校长希望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一定

要按要求做好各项预防措施，除了测体温、手消毒、勤洗手、上厕所

保持距离排队等要求外，校长特别强调了戴口罩是十分重要的预防手

段，希望大家一定要戴着口罩，且在吃午饭时一定不要说话。 

最后，校长谈到了 12 月的实践重点是“反省改善”。12 月已经是

2020 年的最后一个月，一年就要结束

了，校长希望大家能对这一年的学习

和生活多多反省，找到不足，并采取

行动，加以改善。 

我校每个月都会为全体学生制定该月的实践重点，并在全校早会

上由校长进行发布和强调，希望全校学生都能按照既定的目标去实践。

每月一次的全校早会，虽然每次只有十分钟左右，但在指导全校学生

有目标、有方法地行动方面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也是我校重视育人

的重要环节和具体体现。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为我校举办在线培训系列讲座（二） 

10 月 23 日下午 15:30，我校与暨南大学合作项目之教师培训系

列讲座的第二场在网上顺利举行。讲座由张岩松校长主持，共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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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组及其他科目在内的 17位教

师聆听了讲座。此次讲座的培训

专家是来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

华文教育系主任周静教授。周老

师以《怎样上好一堂华文课》为题，

从如何进行课文教学、教学目标的确定原则、一堂完整课的教学环节、

一篇完整课文的教案撰写及教学质量的保障机制等 5 个方面，结合具

体的教学实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生动详实的讲解。 

周老师先从课文的两种类型讲起，分别通过举实例讲解了如何

对对话体和篇章体这两种类型

的课文进行处理，并介绍了课文

教学的常用方法。之后，周老师

又从教学目标的具体化原则、靶

向层级原则和可验收原则三个

方面对教学目标的制定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此外，周老师还讲解了一堂完整的华文课都包括哪些课堂教学

环节，并强调了学生对活动的参与要贯穿到各个教学环节中，同时各

个环节的任务要具体、可验收，也指出教师课堂讲授的各板块要清晰

连贯。此后，周老师还以《汉语》初中版和小学版的两篇课文为例，

讲解了如何撰写一篇完整的课文教案，并以《中文》（初中版）第一

册第十课的 PPT 教案设计为例进行了实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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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周老师又讲解了中文教学

备课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创造性三

原则及如何具体地进行教案设计。最

后，周老师分别从学校、课程组、教

师及学生的差异特点方面对教学质量的保障机制进行了阐释。 

整个讲座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可以说是内容丰富、信息

量大、干货满满，极大地满足了我校教师们在教学方面的各种需求，

解决了许多老师们困惑已久的问题。有老师反应，“周老师的讲座非

常及时，而且非常适合我校的情况，讲得太好了！”也有老师评价道，

“周老师的讲座对我们的教学帮助很大，很有启发性，也为我们指明

了今后中文教学上可以改进和努力的方向，这样内容丰富的讲座，要

多听几次才能好好消化。”此次讲座也是我校与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合

作进行精准师资培训的第二场讲座，随着两校合作的继续深入，后续

针对我校的教师需求将会有更多的系列讲座呈现。 

※2021 学年度新小一线上家长说明会顺利举行 

12 月 12 日，我校举行 2020 学年度新小一线上家长说明会。张岩

松校长、郑民财教导部长、罗顺

英教务部长及有关老师出席了

说明会。会上，张岩松校长和郑

民财教导部长首先介绍了用视

频向家长们介绍了小学一年级

学生在学校一天的学习和生活。之后，由各位负责老师分别对我校学

费、制服、保健和课后加油站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说明。最后，

对家长们提出的疑问进行了解答。 

我校每年的新小一家长说明会定期于 11 月召开，受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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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家长说明会推迟至 12 月才

举行。同时，由于说明会是首次在

线上召开，许多资料无法当面发

放，为了方便家长们更好地了解学

校的各项规定和相关情况，学校决

定提前将所有会议资料以邮寄的方式发放给家长，也便于家长们提前

了解情况，说明会当天能够更加有的放矢地聆听和发问。 

 

ICT 教育研究专栏系列报道(二) 

12 月 4 日，学校专门请来 Microsoft 公司的相关人员为老师们

举行了学习会。会上，该公司演示人员介绍了应用软件 Microsoft 365 

Education 的功能及使用方法，并说明了此软件在今后的 ICT 教育中

将会起到的作用。除了介绍应用软件以外，还让老师们实际操作了该

公司推出的平板电脑 Surface Go2。该公司称，若在今后的 ICT 教学

和电子化办公中导入这些应用软件及平板电脑，将会在丰富我校现代

化教学手段及提高我校办公效率方面起到显著的效果。 

https://rd.listing.yahoo.co.jp/o/search/GU=8bA6Pu1xDuMxIGoqK7JHi6OQC6C8AfNLLAFdsVJ_xIyaYScwx7uX1rVmVENnl_qBNPBQ6awbzzVEHL.9dhf4z1cUuMNxnMZL.lmosEYGrbzxTyKSL5XaXQ2JRXS3zm6DtHOu3Jg1jt_G9Dl3QzjuDq4XWcg4B1QYx.hSGOFXD2XP;/?ep=LdeHJPBwHqq5gt9aZMHZaWXMQt3Cu5b1Tjamwc6qUW.ziY3SXBJr..0UIjtFRtuRKZ2Xt47PNjkLxVeyXz9ZJ.9VpuIfzeILwzikbwkgH91TG8YS5iIBA_t7oLdL0DsGVQ--&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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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我校 ICT 小组成员在线上参加了关于 Google for 

Education 软件说明的讲座，演示人员主要介绍了该应用软件的功能

及使用方法。 

除了 Microsoft 的说明会和本次的讲座以外，近日还有几家公司

为我校导入 ICT 教学所需要的平板电脑等设备提出议案。 

为了让家长们能更好地了解学校 ICT 教育的一些动态，今后将

定期通过这个专栏向家长及华侨社会介绍。 

 

Microsoft 学习会                 公司向学校提案 

 

 

☆ 喜  讯 ☆ 

◆11 月 1 日,在横滨市大会中，我校女子乒乓球队选手

奋勇拼搏，获得了团体赛第五名优异的成绩,在此对她

们表示祝贺。接下来，她们将代表我校出赛 2021 年 1月

30日神奈川县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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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稚 园 信 息 
 
 
 
 

* 熊猫幼稚园唱游会     

十二月十二日，在我园游戏室迎来了本学年度的唱游会。为了充分展示幼儿的

艺术风采，以及我园的中日文化特色，各学年的老师们精心编排了表演剧、舞蹈、

合唱、合奏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中班 

① 日文话剧--「小矮人鞋匠」 

彩虹班的孩子们载歌载舞，台词也比小班时

的 要多。他们每天努力练习，勇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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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女孩舞蹈 

伴随着时下最为人气的电

影「灭鬼之刀」的插曲—炎舞，

彩虹班的女孩子们手握着彩扇，

翩翩起舞。 

 

 

③ 男孩舞蹈 

彩虹班的男

孩子们化身一匹

匹骏马奔驰在广

阔的草原上。健美

明快、刚柔相济的

舞姿，展现出蒙古族男儿的潇洒强劲。 

 

 

 

④ 合唱 

孩子们演唱日文名曲

「彩虹」时，配合歌词加上

可爱明了的动作，演绎的歌

曲旋律优美沁人心田。中文

歌曲「快乐的音乐会」里汇

集了多种乐器，孩子们用形

象的动作展现出独特的民

族特色。 



 11 

 小班 

① 日文话剧—三只小猪 

星星班的孩子们虽说是初次挑战表演剧,但是每天认真地练习台词和歌曲,

努力地表演好各自担当的角色。 

 

 

 

 

 

 

 

② 男孩舞蹈 

星星班的男孩子们带来中国风舞蹈「小

道童」。他们个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跳出

了茁壮成长的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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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女孩舞蹈 

伴随着熟悉的旋律,星星班的女孩子们身

着霓虹色的裙子表演「小男孩」，跳出了女孩子

们的童真。 

 

 

 

④ 合唱 

星星班的小朋友们用童稚的歌声,演唱了中日文歌曲――「おひさまになり

たい」、「我的朋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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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 

 

① 大班家长特别节目 

太阳班的家长们利用空余时间精心准

备,为本次唱游会带来了一个特别节目。随着

电影「灭鬼之刀」主题曲的响起，爸爸妈妈们

刚健有力的舞姿让在场的孩子和老师们惊叹

不已，迎来大家的阵阵掌声。 

 

 

 

 

 

 

 

 

② 童话剧—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是孩子们喜

爱的经典童话故事。太阳班的

小朋友们在幼儿园这个小舞台

上,初次尝试用中文来表演，吐

字清晰的中文台词，熟练的动

作，迎来了现场的家长们的阵

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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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男孩舞蹈 

中华武术起源于古老的中华传

统文化，在中华历史上绵延数千年，

内涵丰富。太阳班的男孩子们表演

了刚劲有力的武术。 

 

 

 

 

 

 

④ 女孩舞蹈 

伴随着明快的节奏,太阳班的女孩子们踏着整

齐的舞步，跳起了欢乐的舞蹈，给全场带来了幸福

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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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合唱・合奏 

日文歌曲「ゆめびよ

り」,虽然歌词长曲调也有

些复杂，但是太阳班的孩子

们不怕困难,乐于挑战。中

文歌曲「幸福的脸」是一首

非常优美的歌曲。孩子们一边表演手语一边演唱,个个

脸上写满着幸福 

最后表演的是合奏「小星星」,孩子们第一次尝试

用手铃来演奏，虽然有些紧张，但是他们全力以赴，

把手铃的纯美音色展示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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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为了防控疫情，在唱游会的各个环节做了改

变。首先是各学年分散登园，其次是幼儿的节目以学年

为单位发表，另外，当天因有大班家长的特别节目，所

以只限大班的一名家长参加。我园为了弥补小中班的家

长们不能亲临现场的遗憾，为各学年的家长现场拍摄，

并进行了现场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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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孩子们的动作和表情，效果并不比到现场观看差。 

通过本次唱游

会展示出我园的教育硕果和润物细无声的艺

术教育。在此还要感谢大班的家长们的特别

演出,有了你们的表演整个大会才圆满地拉

下帷幕。同时，非常感谢全体老师们的团结协助，有了老师们的精心指导才使整

场大会顺利进行。 

祝愿我园的教育之花万紫千红。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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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收到本校家长会义捐教育补助金 500，000 日元。

特此致谢! 

12 月 9 日，收到万达国际㈱代表取缔役周维先生义捐酒精消毒

液 18箱。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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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