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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动  态 ☆  

※我校 2021喜迎牛年春节活动顺利在线举行 

2 月 10 日，我校举行了喜迎牛年春节活动。由于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本次的春节活动改为在线举行。 

上午 9 点整，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2021 喜迎牛年春节活动在张岩

松校长的讲话中拉开了

帷幕。在讲话中，校长首

先代表中华学校全体教

师给同学和家长们拜了

个早年。接着，校长从春

节拜年时男女手势的不同讲起，通过 PPT 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春节的传

统习俗，其中包括腊八节、小年、除夕、元宵节等重要春节节日的含

义和习俗等。之后，校长继

续向大家介绍了中华学校

历年是如何庆祝春节的，校

长通过丰富的图片向大家

展示了每年学校都会进行

的春节装饰、中国文化常识知识竞赛、饺子会、春节联欢会、感谢前

辈教师、春节作品展示等系列春节活动。相信通过校长图文并茂的

PPT 展示和深入浅出的讲

解，同学们都学到了很多

关于春节的文化知识，也

了解和重温了中华学校历

年庆祝春节活动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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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同学们观看了春节

文艺节目表演，既有充满年味儿

又喜庆欢乐的民族舞蹈表演，也

有威武精神又不失活泼俏皮的

舞狮表演，文艺表演把此次的春节活动推向了高潮。之后进行的是由

各班自行安排的春节习俗讲解等活动。最后，本次的春节庆祝活动在

大家的意犹未尽中圆满结束。 

    我校每年都会在中国农

历春节之际举行全校规模

的春节活动，其主要目的在

于通过该活动使学生明确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让

学生从春节活动中学习中国文化常识，了解春节的传统习俗。每年的

春节活动全校师生往往很早就开始着手准备，包括进行春节装饰，举

行中国文化常识知识竞赛，全校师生包饺子、吃饺子，观看春节联欢

会，到中华街进行春节采青、学生作品展览和元宵节游行等，但今年

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些活动都不得不中止。此次为了防止感染而举行

的在线春节活动，一方面是学校希望不管是今年刚入学的新同学，还

是已参加过的学生，都能够了解和感受到春节这一最具中华特色节日

的文化习俗和喜庆气氛，同时，也是对我校全校欢庆春节这一美好传

统的延续和传承，虽然形式上

有所简化，但意义和兴味不减。

相信在这一特殊时期举行的

“特别的春节活动”也能给大

家留下一种别样的美好回忆。 



 3 

☆ 校  园  信  息 ☆ 

※我校 2021学年度新小一入学说明会顺利举行 

2 月 20 日，我校 2021 学年度新小一入学说明会在体育馆顺利举

行。会议由教导部长郑民财老师主持，张岩松校长、教务部长罗顺英

老师、课后加油站主任马晶老师等均从不同方面向家长进行了说明。 

下午 2点，说明会准时开始。

首先由张岩松校长致辞，张校长

首先对各位家长的到来表示了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大致情

况及我校对小学一年级学生和家

长入学前的基本要求。接着罗顺

英老师、苗凌哲老师和古川球绘

老师就新小一学生《入学须知》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说明，最后由马

晶老师对“课后加油站”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说明。 

我校每年新学年开始前都会举行新小一入学说明会。通过说明会，

不但可以帮助新小一学生顺利地开始在中华学校的学习生活，同时也

可以让家长们更好地理解和配合学校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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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校友会中三欢迎会 

2 月 27 日，一年一度的校友会中三欢

迎会在我校体育馆举行。张岩松校长、教

导部长郑民财老师，校友会潘永诚会长、

副会长、理事、国术团成员等校友及中三

学生和各位班主任出席了此次欢迎会。 

欢迎会上，潘永诚会长和张岩松校长分

别进行了讲话。首先，潘会长向大家介绍了校

友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各项活动，他非常欢

迎大家在毕业后能够加入校友会并积极参加

校友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校友会将成为大家坚强有力的后援。张校长

则希望大家在毕业后也要心怀母校，校友

会无疑为大家在毕业后能够继续和中华学

校保持密切联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平台。他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加入校友会，而

中华学校也将是大家永远的大后方。 

校友会还邀请了目前在各个高中和大学在读的毕业生校友和中

三学生一起进行了座谈，和大家畅聊高中和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无疑，中三学生也对自己即将开启的新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期待，通过

座谈也可以让学生们能够提前感知新生活并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从

而更顺利地步入人生的新阶段。由于疫情原因，大家不便聚餐，校友

会则为大家提供了横滨名产崎阳轩的便当。最后，欢迎会在一片热烈

而且亲切的

氛围中圆满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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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习作✽ 

看日出 

小五 1班   林伯昊 

一个冬日的早上，爸爸妈妈带着我去看日出。 

清晨，山上的空气格外清新，我“贪婪”地长长吸了一口气。你

听，鸟儿也起了个大早，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唱起歌来了。 

放眼望去，天空起初还是灰色的，过了一会儿，东边的天际开始

一点点地亮了起来。不一会儿，天空渐渐被染成了淡红色。接着，范

围越来越大，把附近的云也染上了一层粉色。一眨眼，天空变成了更

深的红色，云好像披上了一层红色的面纱。就在刹那间，天被拉开了

一道口子，露出了太阳的一条弧形的边，并且，这条边在努力地上升

着，跳跃着。你看，太阳已经露出了一半的脸，在天边有节奏地跳动

着。一会儿的工夫，它穿过朝霞，全身跃出。一轮红日挂在了天边。

火红火红的，就像一个燃烧着的大铁球似的。无限的光芒照在了我和

爸爸妈妈的身上，暖暖的，舒服极了。 

看着这美丽的日出，我感叹道：再深的黑夜也会被光明打破，迎

接我们的将是顽强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希望！ 

 

 

 

 

 

 



 6 

新冠病毒之我感 

小五 2班  高根泽友香 

日本自新冠疫情爆发后，在我身边发生了各种让我感到吃惊的事

情。 

我每天坐电车上学。我首先发现的是，在从学校回家的电车上，

乘客坐的位置和站立的位置都自然而然地保持了社交距离。在电车上，

明明并没有人告诉大家：“请保持社交距离吧”，但乘客们都会自觉地

空出一个座位而坐。我对这种自然发生的现象感到非常吃惊。与此同

时，大家对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意识非常高，所以我只要“效仿”大

家就可以安心地学习和生活了。 

此外，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对消毒液的意

识并没有那么深，但因为新冠疫情，现在，进店、

出店时，我发现每家店门口都必有消毒液，自己

也会经常用消毒液给手消毒，并且对使用消毒液

这件事已变得很敏感。 

之前，看到了一则新闻后我还有一个发现，自从大家都理所当然

地戴口罩之后，今年的流感患者跟 2019 年相比创纪录地减少了很多。 

据说厚生劳动省汇总了从每年 9 月至第二年 5 月底

之间流感的发生情况。在过去的一年，从开始统计到

15 周统计结束的累计患者数约为 9 万人，与此相对，

在 2020 年同一时期，仅仅出现了约 383 人。我认为，

一直持续采取的新冠病毒感染对策与预防流感感染息息相关。 

最后，我认为，即使新冠病毒疫情平息了，最好也要根据当时的

情况，倡导大家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和勤消毒的习惯。因为从此以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要试着学会怎么和各种病毒和平相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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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想法 

中一 1班 大冢勇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它在全世界蔓延，有人

称这种病毒为“人兽感染”。在人类所知道的 300 多种传染病中，除

了十余种只感染人类之外，其余的都是人兽共患传染病；而全世界最

近 30 年来发现的 40 余种传染病，基本上也都是人兽共患传染病。通

过一些新闻报道，新冠肺炎的根源有可能是来自蝙蝠。（目前还未得

到证实）蝙蝠的免疫力强大，即使病毒寄生在蝙蝠身上，对它而言也

是毫无反应的。因为蝙蝠持有强大的免疫力，所以病毒不断变异。 

    比如传染病有从牛出现了天花和结核；从猪和鸭子出现了流行性

感冒；从羊和山羊出现了炭疽；从老鼠出现了鼠疫；从狗出现了狂犬

病等。 

    人类同病毒作斗争的历史很漫长。例如曾经爆发的西班牙流感、

中世纪欧洲的鼠疫、从埃及的极伊找到了天花等。人类在与病毒的斗

争中消灭了天花，开发了抗菌素和菌苗，研制出了传染病的治疗方法

和预防方法。 

    最近在新闻上出现结核、梅毒和风疹等传染病増加和流行的话题。

专家们也想唤起世人的注意，齐心协力消灭各种传染病！ 

    这次日本政府对控制新冠肺炎传染，提出了很多注意事项，但还

是有很多人聚集到一起，或到像弹弓店这种密封场所或是外出观光等，

总是不能意识到这种事态的严重性。 

    我想在信息社会里，我们

要正确取舍信息，大家快速行

动起来，一起抵抗疫情吧！相信

不会太久，我们的生活就能恢

复正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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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同 新风貌 

中一 1班 王鑫灏 

2019年2月因妈妈工作调动，我就跟着家人从北京来到了日本，现

就读于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是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出生在北京。

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带我去胡同游玩。胡同里充满了各种小时候

欢乐的记忆。离开北京已经一年多了，我很盼望着再去胡同旧地重游。 

胡同是什么呢？胡同是最具北京特色的建筑形式之一，它是北京

城的脉络，也是连接北京四合院，供人通行的道路空间。四合院是

一般由四间房子围成一个口字，中央是一个庭院，庭院中种满了花草树

木，有的还建有假山，金鱼池等，远处传来小鸟和蛐蛐们的歌唱声，别有一

番情趣。而这一个又一个四合院之间的道路就是胡同了。它遍布全北京

城，数也数不清。它长短不一，规模不相同。 

这些胡同也承载着这个城市几百年来的变迁。胡同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七百多年前的元朝，当时人们把街边的小道叫做胡同，胡同也是由

蒙古语翻译而来的。像史家胡同，则被称为“一条胡同，半个中国”。

史家胡同东起南小街， 西至东四南大街，长700多米，这里曾经有80 

多个四合院。从明朝开始就没改过名字。这里住过很多像徐向前、华国

锋、傅作义、荣毅仁这样的高官名流。也曾接待过英国威廉王子的

专程拜访。这里还建有北京第一个胡同博物馆:史家胡同博物馆。博

物馆中有胡同的各种介绍，也有各个时代生活用品的展示，还有老北京

吆喝的各种录音，关于胡同的问题这里都会有解答。而烟袋斜街，这整条

街从东头到西头在地图上看就像一只烟斗。也因为当时清朝的旗人很喜欢

抽烟，这条街就开满了烟店。听大人说，胡同有一段时间被严重破坏

了。战乱的纷扰打碎了它的安静；人口的增加及对胡同重视程度的下

降，胡同破落了。四合院从一个家庭的住所变成摆满废品、自行车，

甚至随意私搭乱建的大杂院，显得杂乱不堪。胡同中残破的建筑长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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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修整，停满了各种车辆，杂乱无章的树木也无人修剪，私搭乱建等也

使胡同变得破败不堪。一些老胡同也被拆除，失去了胡同本来的面目，

也失去了老北京的文化韵味。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加强了对胡同和四合院的保护和整治。

拆除私搭乱建，修缮残破房屋，整顿车辆的乱停乱放，种树、种

草、种花，让胡同重新红砖掩映、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使得步

行、骑车、居住、观景等空间得到各自的分配，使得古老的胡同

重见生机，也找回了那曾经失去的城市记忆，使北京这座国际大

都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形式焕发青春。那久违的胡同吆喝声“冰

糖葫芦”也又重新回到了胡同。脱胎换骨的胡同名声鹊起，吸引

了无数海内外观光客的到访。 

每条胡同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只有细细品味，才能体会到它的

魅力。而我最喜欢的胡同则是南锣鼓巷。在那里，冬天有大串儿的冰

糖葫芦，夏天有冰爽爽的雪糕冰棍儿和各种老北京小吃，最后再吃

一顿“烤肉宛”的烤肉。满足了胡同美食的诱惑后，沿着曲折蜿蜒的

胡同，可以停下脚步和胡同里热情的长辈们聊聊天儿，倾听他们自己的

故事，感受着老北京人浓浓的人情与局气；也可以漫步到什刹海划船，

登白塔远眺。胡同，就这样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愉快的周末游！ 

自从我来到日本，就更加能感受到胡同的独特价值了！真心

希望今后北京能在建筑规划上继续把保护古建筑和保护胡同文

化作为重点，把一个古老又年轻的胡同文化呈现在世人面前，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我为这中华古老的文化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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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什么 

中二 2班 范文隽 

“爱”这个字，是一个温暖又有力量的字，生活中处处可以体会

到它。父母对孩子的疼爱、长辈对小辈的宠爱，朋友之间的友爱，对

小动物的怜爱，又或者是对橱窗里的一件衣服的喜爱。 

生活中处处有爱，爱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仔细观察，身边处

处都有爱。车厢里，有爱心专座，我们看到老弱病残也会主动让座。

商场里，推着婴儿车的妈妈，时不时地俯身照料着车里的小宝宝。 

每当我生病的时候，妈妈对我悉心的照料那是爱。每当家人团聚

在桌前，边吃边聊的时候那是爱。每当我和远方的亲人们语音聊天的

时候那是爱。每次冬季长跑，当我跑得精疲力尽想放弃的时候，同学

们在一边为我鼓励呐喊那是爱。当我考试成绩不理想时，老师对我的

指导叮咛那是爱。 

疫情当下，每天出门之前，爸爸妈妈提醒我戴口罩是爱。进学校

前，同学们为大家量体温也是爱。 

每一天，我们被爱着，也努力去爱，这样世界才能越来越美好。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爱就像风雨中递来的一把伞，寒冬中送来的一

杯热牛奶，一句关爱的话，就有可能带给别人无穷的力量。你也试着

观察一下，身边那些微不足道却又充满能量的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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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学生美术作品选✽ 

 

 

 

 

 

 

 
李凛雪 

林香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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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长期以来，广大华侨华人和日本友人热心关注学校的教育教学

工作，并为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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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8日，收到横滨福建同乡会义捐 50,000日元，特此致谢！ 

2 月 19 日，收到广东要明鹤同乡会义捐 100,000 日元，特此致

谢！ 

 

赵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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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稚 园 信 息 
 
 

★撒大豆驱邪气★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时,熊猫幼儿园迎来了一年一

度日本的传统节日「节分」。我

园小朋友们按照日本的习俗,

当日由老师扮演鬼的角色,小

朋友们用大豆来打鬼驱赶厄运,

象征着明年迎来好运吉祥的一

年。各年级小朋友制作装豆的小手

工,各式各样别具一格。当拉开活

动序幕时，小朋友个个精神抖擞大

声呐喊着民间的口号,手扔豆子追

赶打鬼天真活泼的情景，让老师们

感受到孩子们的童真和成长,同时

把本次活动推向了高潮。    

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更加理

解日本的传统文化,体现出我园中日

文化教育特色。希望孩子们通过该活

动能够驱赶心灵的厄运,让我们共同

迎来新的吉祥年。期待明天更美好,

让幸福健康同在,让吉祥平安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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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作品展览会★ 

在万木迎春的季节里,我园

两年一次的作品展览会因疫情

的影响,决定利用网络视频形

式展示给家长。今年的展览会

与往年有所不同, 独具匠心。

孩子们的作品伴随着老师们惟

妙惟肖的解说文,通过网络媒

体的形式活灵活现地向家长们

展现，使家长们更好的观看孩

子们每幅作品,并在作品中深

深体会到孩子们日积月累的成

长和进步。遗憾家长们不能亲临我园参观感受,但是孩子们一幅幅别

致的作品都获得了家长们的认可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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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非常感谢家长们对本次活动的理解和支持。希望通过本次

线上展览会能让家长们更加了解我园的教育方针和内容，同时也进一

步感受到每位孩子童年中快乐成长的足迹。 

 

 

 

 

 

 

 

 

 

 

 

 













中国食品・中華材料・中華銘酒・中国名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