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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惜别话情深 谆谆教诲铭于心 

——记 2020学年度毕业典礼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这早樱初绽的季节，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尽管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持续，且日

本一都三县仍然处于紧急事态宣言之中，但为了让毕业生们在中华学

校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学习画上圆满的句号，祝贺他们顺利毕业，踏入

人生新阶段，学校决定本次毕业典礼依旧本着“缩小规模，缩短时间”

的原则如期举行。 

3 月 10 日上午 9：00，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毕业生家长们和我校

全体教职员已经齐聚在学校六楼体育馆。此外，学园副理事长缪雪峰

先生以及熊猫幼稚园园长森田裕明先生作为学园代表参加了此次典

礼。2020 学年度，我校小学部 75 届及中学部 72 届毕业生共 128 名。

为了防控疫情，此次毕业典礼分小部和中学部两部先后举行，且为了

让未能出席的学生和家长也能同时感受到典礼现场的氛围，学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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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了专业摄像公司的人员进行了现场直播。 

 

 

 

 

 

 

毕业典礼由教导部长郑民财老师主持。主持人宣布典礼开始后，

首先进行的是欢迎毕业生入场，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和深情的乐曲声

中，我校小学部 75 届 75 名毕业生和中学部 72 届 53 名毕业生分别

在小学部班主任张丹老师、小川觉充老师以及中学部班主任陈柏老师

和中屋伶老师的带领下通过红毯先后列队入场。毕业生入场后，全体

肃立，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体育馆奏响，毕业典礼正式开始。 

接着，在郑民财老师介绍了出席嘉宾后，校长为毕业生们颁发了

毕业证书。由各班班主任点名后，毕业生一一上台从张岩松校长手中

郑重地接过毕业证书。在众人的见证下，每一位毕业生迎接了人生中

这一充满仪式感的属于自己的时刻。之后，校长又分别向获得优秀毕

业生奖、三年、六年和九年全勤奖的学生颁发了奖状和奖品。全场不

断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对毕业生们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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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张岩松校长进行了致辞。张校长首先代表中华学校全体

教职员和家长们对全体毕业生表达了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祝愿。校长

指出因为疫情的原因，学校不能

像以往一样为大家举办隆重的毕

业典礼，但是为了表达对大家的

祝贺，今天，学校在体育馆为大家

铺设了红地毯，这条红地毯曾经

迎接过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也可以说是中华学校最高级别也是最隆重的礼节，同时也是全体老师

对大家的心意。接着，校长语重心长地讲道，同学们有的在中华学校

度过了 6 年或者 9 年甚至 11 年的时光，在这里不但学习了中文和日

文，也学习和了解了中日两国的文化，校长希望大家能够把在中华学

校学习到的知识和本领运用到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继承和发扬母校

的精神和优良传统。 

对于不论是继续升入本校的同学，还是即将踏入新学府的同学，

校长都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无论大家今后身处何时、何地，横滨中华

学校都将是大家永远的家，中华学校的舞台永远是属于大家的舞台，

希望大家在毕业后能够继续心系母校，关注母校发展，常回“家”看

看。最后，校长祝大家在人生的新阶段学业进步、前程似锦。期间，

许多毕业生都留下了感动和不舍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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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深理事长因为不能亲临典礼现场而委托学园副理事长缪雪

峰先生代读了讲话稿。曾理事长首先指

出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大家不能像以

往一样汇聚一堂共同为毕业生们庆祝，

但是通过网络直播观看典礼，大家的心

是在一起的。过去的一年新冠肺炎导致

大家不能正常到校学习，很多时候只能通过网课学习，但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大家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理事长对师生和家长们的努力表示

最深切的敬意。理事长还指出中华学校是一所与众不同、不平凡的学

校。她是一所由华侨独立创办和经营的教授中日两国语言与文化的国

际性学校。她历经百廿风雨，传承延续至今。中华学校也非常注重培

育学生的“华侨精神”，即：勤劳奋斗，自力更生；团结互助，诚信

守则；敬祖爱乡，善邻友好；包容开放，进取创新。理事长希望毕业

们能够将之铭记于心。最后，理事长送给大家两句话：一是，“悲观

者在每一个机会中发现困难；乐观者则在每一个困难中发现机会。”

二是，“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走向世界”。理事长希望同学们能够带

着在中华学校收获的宝贵财富，向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扬帆远航，祝

大家健康，并在未来取得丰硕的成果。 

致辞结束后，校长还代表学校接受了 75 届及 72 届毕业生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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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赠送的纪念品。最后，毕业典礼在全体师生深情的校歌声中闭幕，

全场以热烈的掌声欢送毕业生退场。典礼结束后，毕业生以班级为单

位分别与班主任和校长合影留念。我校师生和家长约有 360 人左右参

加了此次毕业典礼。 

中学部 72届①班合影 

小学部 75届②班合影 

小学部 75届①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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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毕业典礼校园装饰： 

 

 

 

 

 

 

 

中学部 72届②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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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获得各奖项及名单★∽∽∽∽∽∽∽∽ 

★小学部毕业生获奖名单： 

1.小学部毕业生〖优秀毕业生奖〗(6 名)  

郑惠心、福林优奈、樱川孝慈、张雨涵、松本绫佳、伊藤万里 

2.小学部毕业生〖六年皆勤奖〗(4 名) 

大冢美玲、福林优奈、金子力、奈良皋汰 

★中学部毕业生获奖名单： 

1.中学部毕业生〖优秀毕业生奖〗(10 名) 

高桥明里、高原杏佳、俞绘琳、田中望贵、曹维贤、陈莉莉花、 

林香织、何理慧、杨佳嫒、菊池凯 

2.中学部毕业生〖三年皆勤奖〗(9 名) 

野田夏实、谢里那、田中望贵、金井和奏、竹内叶奈、张哲源、 

金城都、谭莱琉、菊池凯 

3.中学部毕业生〖九年皆勤奖〗(3 名)  
高桥明里、陈莉莉花、林香织 

小学部毕业生获奖学生合影 中学部毕业生获奖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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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我校 3月份全校早会在线举行 

3 月 1 日，我校全校早会在线举行。校长在早会上进行了讲话。

校长的讲话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一是从 3 月 1 日开始学校已经恢复了正

常的学校生活，希望大家尽快适应。第三

学期期末考试刚刚结束，同学们知道成

绩后要分析考试分数，多做总结，加以改善。 

接着，校长强调大家要继续加强疫情防控意识。同时指出，现在

仍然处于紧急事态宣言中，虽然首都圈内感染人数有所下降，但是感

染总人数占了全国的 70%以上，疫情的严峻性仍然不容忽视。希望大

家继续做好戴口罩、测体温、勤洗手、手消毒、避免三密和不急不要

的外出以及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等防护措施。 

 

 

 

 

 

第三，校长指出 3 月份的实践重点——真情感恩。3 月份是毕业

升学季，无论是即将离开中华学校

升入新的中学或高中的学生，还是

中华学校即将升入新的年级的学生，

校长希望大家都要心怀感恩，感恩

老师的辛勤培育，感恩同学之间的

纯洁友谊，感恩中华学校为大家提供的共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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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校长鼓励大家道：“在 2020 学年最后一个月，全体老师和

同学们要继续加油，圆满完成各项工作和学习任务!” 

☆ 喜  讯 ☆ 

※第 72届中学毕业生(共 53人)升学情况 

公立高等学校(19 人) 人数  私立高等学校(32 人) 人数 

神奈川县立 荏田高等学校  1  郁文馆グローバル高等学校 2 

神奈川县立 神奈川总合高等学校    1  开成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 上矢部高等学校    1  庆应义塾高等学校 2 

神奈川县立 柏阳高等学校    3  帝京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 横滨国际高等学校   2  桐荫学园高等学校   2 

神奈川县立 横滨荣高等学校     2  东海大学附属相模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 横滨翠岚高等学校      1  东海大学附属高轮台高等学校 4 

神奈川县立 横滨立野高等学校   1  日本大学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 横滨平沼高等学校   1  桐光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 横滨绿ケ丘高等学校   1  丰岛冈女子学园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 横滨绿园高等学校   1  白鹏女子高等学校 1 

横滨市立 金泽高等学校    1  法政大学国际高等学校   2 

横滨市立 みなと总合高等学校 1  山手学院高等学校 1 

横滨市立 横滨ｻｲｴﾝｽﾌﾛﾝﾃｨｱ高等学校 1  横须贺学院高等学校 4 

横滨市立 横滨商业高等学校 1  横滨学园高等学校 3 

   横滨艺术高等专修学校 1 

   横滨翠陵高等学校  1 

海外留学(2人)   横滨创学馆高等学校   1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1  横滨隼人高等学校   1 

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 1  早稻田大学本庄高等学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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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届中学部毕业班还有 49人次通过了以下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 

学校名 人数  学校名 人数 

市川高等学校 2  法政大学国际高等学校 1 

樱美林高等学校 1  法政大学第二高等学校 1 

庆应义塾志木高等学校 1  明治学院高等学校 1 

庆应义塾女子高等学校 1  明治大学付属中野高等学校 2 

驹场学园高等学校 1  山手学院高等学校 6 

巢鸭高等学校 1  横须贺学院高等学校 2 

中央大学附属横滨高等学校 1  横滨学园高等学校             1 

桐荫学园高等学校 9  横滨清风高等学校 1 

桐光学园高等学校 1  横滨创学馆高等学校             3 

丰岛冈女子学园高等学校   1  立教新座高等学校 2 

日本大学高等学校 4  早稻田摄陵高等学校 1 

日本大学第三高等学校 1  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 1 

广尾学园高等学校 1  早稻田大学本庄高等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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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参加第三届“华文创想曲” 

海外华裔青少年创意作文大赛获奖学生名单 

一等奖 

小六1班木村良       小五2班高根泽友香 

二等奖 

中三2班菊池凯       小六2班李佳悦        小六2班郑馨宇 

中一1班王鑫灏       小五2班马依萌 

习作奖 

中三2班陈莉莉花      中二1班高森美月      中二1班关根希 

中二1班薛欢芯        中一1班大冢勇斗      小六2班高木子 

小六2班林津如        小六2班张雨涵        小六2班郑惠心 

小六2班谢安宁        小六1班福林优奈      小六1班黄紫晶 

小五2班申浩成        小五2班张烨晗        小三2班蒋雨宸 

小三2班木村佑希      小三2班矢野惠实 

✽获奖学生作品选刊✽ 

窗外的世界 

         小六 1 木村良 

每当我打开窗户看窗外，有件事就会浮上我的心头，并一直在我心里盘旋。

我读小二那年的春天搬到了新家，门外有一座美丽的大山丘。春天的时候，五颜

六色的花开在草丛里；夏天的时候，一棵棵树苍翠茂盛；秋天的时候，山丘被秋

叶染成一片橘黄色；冬天的时候，树上的叶子都变黄了，让我感觉到山丘也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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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在更换新装。 

刚搬到新家我就发觉新家对面的爷爷在周围喂养了很多只野猫。晚上猫儿

们接二连三地叫着，吵得我难以入睡。我感到猫群又吵又让人难以忍受，不理解

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渐渐地，我发现其中有一只白白胖胖、非常可爱的猫常坐在

对面的爷爷家门前，正好在我家的窗外。那只猫每天都对着我喵喵地叫，似乎想

找我聊天。我刚搬到这里，还对周围的邻居感到很陌生。我有不开心的事的时候，

就到窗户向小猫倾诉心事。它好像能听懂我的话，眼睛会一直看着我，还会用清

脆的叫声回应。很自然的，这只可爱的猫就变成了我的好伙伴，我给它取了个名

字叫小白。 

第二年的春天，我刚巧看到小白在爷爷家门前生了三只像棉花团的小猫。从

那天起我更关心小白了。每当我们家里香喷喷的菜味飘出窗外，就会吸引小白带

着可爱的小猫们来到窗前仿佛要和我一起吃饭。一个深秋的傍晚，我正在屋里吃

晚饭，忽然听到窗外小白在大声地吵着，小白一直都很温顺，不知道为什么那天

发脾气了。那天我功课很多，所以没有打开窗户看看，饭后我做完功课就睡着了。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小白一直都没出现。虽然窗外没动静了，我还是开着

窗户盼望着能再看到小白。听对面的爷爷说小白应该是到山丘去了。爷爷还说野

猫临终的时候不给人类带来麻烦，所以会去找个安宁的地方静悄悄地告别这个

世界。我想起那天傍晚小白会不会是来道别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小白并

没有不告而别，只是我没有理解它的来意。小白的确很温和，见到我也不躲避，

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过着孤独的野猫生活。 

小白的存在虽然不引人注目也无人喝彩，就算这样它仍然坚强地生活着，陪

我度过了一段孤单的日子。小白虽然是住在窗外，可是，我用怎样的心情看窗外，

窗外便会伴着怎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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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小五 2 高根泽友香 

    我现在正在向着梦想努力。 

    我的梦想是将来当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因为我的外婆患有名为心绞痛的心

脏病。在我两岁的时候，曾经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直到现在，还在和病魔做斗争。

我在这样的外婆身边一天天地长大了。所以，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治好外婆的病”。 

    患有心绞痛的病人，在上下楼梯，跑步或者做剧烈运动时，由于无法很好地

呼吸，心脏会被揪着似的疼。直至呼吸平稳才会感到舒服一些，所以平时很少能

做运动。 

    据给我外婆做搭桥手术的医生说，手术时，会将取自于身体其他部位的血管

用针和线缝合于阻塞的冠状动脉两端。通过缓解心肌的供血不足而使外婆的症

状得以改善。之后，我通过查阅资料得知，手术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暂停心脏

的工作，给身体装上人工心肺来代替心脏工作的方式；另一种是不使用人工心肺，

心脏可以照常工作的方式。据说，我的外婆选择了暂停心脏工作的手术方式。 

    我觉得我的外婆简直是太伟大了。而且，我对给我外婆成功手术的医生也是

崇拜不已。因此，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一名不仅被日本，还被中国和世界

上的其他国家所认可的医生。一名通过对患者的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就能知道患

者哪里不舒服，得的是什么病，并且，能马上给患者正确的治疗建议的医生。为

此，即使成为了一名医生，为了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也会在医学的道路上不

断地学习和研究。 

    据说，我的外婆在被确诊为心绞痛之前，跑了很多家医院，也做了很多检查。

并且，多次住院，耽误了很多时间。或许，如果能早点儿被确诊，她就不需要做

那么大的手术了。 

    我现在刚刚上小学五年级，为了我所憧憬的未来，我一直在想，我现在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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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么呢？ 

    我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从幼儿园开始，我就上了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至今，

我都还记得我和父母一起去寻找我想去的幼儿园时，参观了这所学校的幼儿园。

当时，看到了挂在教室里的狮子装饰物，我特别感兴趣。于是，我对爸爸妈妈说：

“我想上这所学校的幼儿园。”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这所学校的很多事物感兴趣。 

    现在，为了能够更好地吸收在中华学校所学到的内容，取得良好的成绩，并

且能够开阔眼界，我在考虑利用学校的留学制度前往上海的学校留学。我想在诸

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大国的中国好好学习一番。并且，为了能够成为医生，上大

学以后，我要好好地学习相关知识，并且，考取医师证。 

    我迫切地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架起中日两国友谊桥梁的医生，为此，我将

努力奋斗，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自信就是力量 

中三 2 菊池 凯   

今年，我已经是中三的学生了。对未来有着期待，也有着一些不安。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在日本的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学习。我非常喜欢这所学

校。我在这所学校学习的九年中，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想介绍一下其中的两个。 

    第一件事情是中文演讲会。我们每年有一次这个活动。我最难忘的是小学五

年级时的中文演讲会。那一次，我通过预选赛，初次被选为班级代表。在大会当

天，我非常紧张。连早饭也没吃下去就去了学校。上舞台时，我的紧张快到极限

了。就在那个时候，同班同学向我大声喊到:“加油!”我感动得不行了！紧张的

心情也都飞走了！我在舞台上发挥了我的一切能力。那时候的情景，到现在我还

记忆犹新。永远都忘不了。那次中文演讲会之前，我对自己缺乏自信。无论挑战

什么事情，首先会产生担心的情绪。但是自从那次演讲会，我发现了自己潜在的

可能性。我完全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很多老师也对我说：“你像变了个人一样！”

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中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我对每一次的中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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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都付出全力。 

    第二件事情是夏令营，冬令营和毕业旅行。在这些活动中，我们能跟同学和

老师一起去中国。我们不仅能在中国使用中文，还能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比如，

我在小学六年级时去的北京夏令营中，我们体验了中国武术，参观了万里长城，

故宫等很多名胜古迹。我们还品尝了有名的北京烤鸭。特别好吃。在那次旅行中，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街上看到的快递，共享单车和支付宝。这些新的发明让我

非常惊讶。因为我小时候去中国时还没有那些东西。那时我感觉好像到了未来的

世界一样！在那次旅行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让我感受到中国的发展。我度过了

非常充实而愉快的时间。每一次中国旅行都让我更了解中国，也让我更爱中国。 

    这样，我在这所学校不仅学到了中日双语，还学到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文化。 

    将来，我想用这两国语言来做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有时我会想:“用两国语

言来做什么呢？”我的心中有一些焦虑和不安。 

    就在这种心情下，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网上演讲。题目是关于人生的

梦想。他在演讲中说：“如果你想要找到自己的梦想，你就要了解自己。你喜欢

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要沿着这样的思路来想。”他还说:“如果你找到了自己

的梦想，你就要相信自己的可能性。绝对不能以为自己做不到。”听了之后，我

感觉眼前一片光明，对未来的所有的不安都消失了。是的！做什么事情，首先都

要相信自己。 

    现在，我的梦想是通过自己的演讲来影响大家！用两国语言来向更多的人提

供有意义的东西。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得到。 

挑战一个事情时，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对事情要有乐观、积极的想法。可

能有时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不能绝望。这样也能给周围的人带去自信。无

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相信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自信会让我们产生无限的力量，

奔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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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回忆 

  小六 2 李佳悦 

每个人都有最难忘的回忆吧？我最难忘的回忆是今年发生的新冠病毒事件。 

因为今年的新冠病毒事件的发生，每个国家都变得很危险。我生活在日本，

前段时间日本宣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当时我就开始觉得很可怕，那个时候一天的

感染者特别多。我每天看着新闻上的感染者人数越来越多，我就越来越害怕。我

每天都不敢出门。之前听说中国的学校已经停课了，没想到忽然有一天，我们学

校也停课了，我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就是云生活。云生活就是通过互联网进行

交流。学校一开始停课的时候，我们就是简单地在家里看看电视，写写作业，玩

玩游戏什么的。后来有一天学校说过几天就要开始上网课了。我很激动，也很兴

奋。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面临小学毕业的六年级了，不再是从前那个五年级学生了。

很快，开始上网课了。上网课的第一天我又期待又紧张。一周过去了，我也慢慢

适应了这种环境。现在，我们已经上了将近三个月的网课了。我们每一天都过得

非常充实。5 月 25 日，安倍首相说可以彻底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了。那个时候我

非常开心，因为如果解除了的话，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开学。我特别渴望开学，

因为开学以后可以见到同学们和老师们。我马上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班新来的

同学，她是从中国来的，我和她在第一天上网课的时候就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所以我现在是她专属的翻译师。我告诉她了以后，她也高兴坏了，因为她也特别

渴望开学。5 月 26 日，也就是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第二天，我们学校就通知说

6月 1日到 6 月 12日继续上网课，从 6月 13 日开始一周去学校上一天课，然后

过一周加一天，其他不上学的时候继续上网课。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

太太太高兴了，因为前一天我才跟新同学聊天说真的太想开学了，没想到第二天

学校就说从 6月 15日开始可以上一天学。我马上告诉她，她高兴极了。我们俩

天天都在为开学做准备，现在就在等待着开学那一天了。 

因为这次的新冠病毒，我们的生活和交流也要用互联网开启了。通过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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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我知道了，一定要珍惜自由的时光，开心健康最重要。所以这次的新冠

病毒事件就变成了我最难忘的回忆。最后，希望新冠病毒快点结束，生病的人都

快点好起来，我们也可以再次开心地上学。 

我有一个朋友 

  小六 2 郑馨宇 

我有一个朋友，她满腹经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她多才多艺，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我们没有语言交流，但她却能时而令我捧腹大笑，时而令我感动涕零。

在我失败受挫的时候给我力量，在我迷惑不解的时候让我豁然开朗。说到这里，

你们应该都猜到她是谁了吧？对！她就是人类的好朋友——书籍。 

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杜甫也曾说过“读书破万卷，下

笔如有神”。书籍是我们的精神粮食，多读书，读好书，肚子里面有墨水，走遍

天下都不怕。 

记得我小时候看的第一本书是本看图识物的卡片书，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卡

通图片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迫不及待地抓在手里，咿咿呀呀地跟着妈妈

念了起来。当我渐渐长大，可以独立阅读了以后，妈妈便给我买了《安徒生童话》、

《一千零一夜》、《伊索寓言》等等这类既有趣又好懂的书籍。到后来童话故事已

经满足不了我了，我便开始自己挑书，《草原上的小木屋》、《鲁宾逊漂流记》、《城

南旧事》……虽然学习在不断加重，但我还是不忘见缝插针地看自己喜欢的书，

与书为伍，我不亦乐乎。 

记得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要举办一场演讲比赛，由老师先从全班同学里选

拔出几个代表再去参加学校的比赛。我非常想参加这次比赛，早在一个月前就开

始积极准备，我查阅了许多书籍，绞尽脑汁，斟字酌句，反复练习。终于到了选

拔的那天，我小心翼翼地走到讲台上，同学们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我的

脑袋顿时一片空白，紧张到直冒冷汗。我表情僵硬，磕磕巴巴地演讲着，像个没

有感情的机器……结果可想而知，我落选了。没想到用心准备了这么久却是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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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丢脸，我心灰意冷地大哭了一场。此后，我不再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因为我

害怕历史重演，害怕发现自己原来干什么都不行。直到后来我看到了《假如给我

三天光明》里的海伦・凯勒，她出生没多久就因为生病而失去了听力和视力，但

即便如此，她一点也不懦弱悲观，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大量阅读，学习

写字，完成学业，还出了十几本书……渐渐地我又燃起了斗志，比起海伦・凯勒，

我这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我有什么理由不积极勇敢呢？如果我不去战胜自己，

那我永远都只能是一个失败者。于是我又重拾斗志，开始积极地参加学校里面各

种各样的活动。这就是书籍给我的力量。 

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我们有

了电脑、IPAD、手机等各种智能工具，可以简单快捷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以及

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于是许多人渐渐地放弃了读书的习惯，总是埋头于手机或

者电脑，把自己沉浸在这华丽喧嚣的世界里乐此不疲。这些智能工具确实可以带

给我们快乐，也能丰富我们的大脑，但书籍带给我们的那份纯净和安宁是任何东

西都无法代替的。不管再过多少年，多少个世纪，书籍都会是人类最真诚、最踏

实的好朋友。 

我和“它” 

小五 2 马依萌 

我们家有一只超级顽皮的小狗，因为长期休假，为我和“它”创造了难得的

相处机会。那我俩是怎么相遇的呢？ 

三年前的一天，我们一家来到了一家宠物店，一只全身雪白的泰迪宝宝，用

它那双明亮清澈，特有的淡蓝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在对我说：“我想

有个家！”由于我是独生女，所以爸爸妈妈讨论了好久之后，终于决定为我买下

这只小狗跟我做伴。也就是从那天起“它”开始出现在了我的生活当中，而且做

了很多可爱的，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它”在我打哈欠，昏昏欲睡时，悄悄地从门缝里溜了进来，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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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我的视线，还特意小心翼翼的，绕道沿着床边来到了我身后的垃圾桶旁边。

粉色的小鼻子有节奏地上上下下地闻着，好像在找好吃的。还挺巧，垃圾桶里正

好有我刚吃完的方便面。“它”想都没想，一头扎进垃圾桶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

来。等小家伙吃完了，舔了舔舌头，满足地抬起头来，瞟了我一眼，突然发现我

在看“它”，马上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好像在对我说“姐姐，我什么也没干啊！”

这个小偷，做贼心虚了吧？ 

    其实，除了宠物狗以外，世界上还有很多为人类服务的狗。比如导盲犬，导

聋犬，介护犬等等。它们大多数来自于庇护所。身世，背景都很可怜。但却因为

这样的经历，一旦有机会让它们过上正常的生活，接受专业训练，它们的忍耐力

和专注力都是十分出色的。最终成为有才能的，人类不可缺少的伙伴。可是，有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导盲犬在站台上引领主人的时候，被

一个陌生人用针刺伤。之后，他一声不吭地忍受着疼痛，继续完成了它的工作。

为什么有些人会如此残暴，如此无知呢？看到这则新闻以后，我十分气愤，我从

心底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理解它们的工作，能够欣赏它们对人类的忠诚。 

    跟它们相比，我觉得我家的“这位”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世界上有许多

狗得不到主人的爱，被抛弃后，只能在外面流浪，其中有一些可能会被庇护所暂

时收养，但是，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人来认养的话，就会被处理掉。我希望看

到我这篇文章并且有意养宠物的人们，可以不用去宠物店，花高额的价钱购买宠

物，直接去庇护所收养这些小生命，如果我们能伸出援助的手，用心去挽救它们，

它们将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讲到现在，我想再次带大家认识一下我家的“它”。正是因为有了它，我才

慢慢地意识到爱护动物，保护动物，保持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重要性，那么，你

们知道我的它叫什么名字吗？偷偷告诉你们，“它”的名字叫“HERO”（英雄）。 

（备注：本次获得二等奖的中一 1班王鑫灏同学的作文《老胡同新风貌》已

于 2021年 2月份的《学园通讯》中刊出，故不再重复刊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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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稚 园 信 息 

 
 
*熊猫幼稚园 2020年度毕业典礼 

 在樱花盛开的季节里,熊猫幼儿园

迎来了 2020 年度第十一届毕业典礼。

今年毕业典礼因疫情影响,与往年不同,

人员有所限制。每个家庭只限一名家长

参加。虽然缺少了往年热闹气氛,却也

添加了今年典礼的严肃紧张氛围。 

当天在优美的旋律中拉

开了典礼的序幕,小朋友们个

个兴高采烈,身戴毕业花神采

奕奕步入了会场。学园代表横

滨山手中华学校张岩松校长

出席,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响起时,整个典礼被推

向了高潮。由园长向每位孩子

颁发了毕业证书。小小的毕业

证书承载了深深的自豪感,见

证了每位孩子的成长。典礼中

孩子们齐唱了毕业歌曲。每一

个旋律都让家长和老师们共

同见证了孩子们人生的起点

和历程。让我们深深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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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对幼儿园的感激和

眷恋。最后家长们还为老师

精心安排了「感谢老师的

会」。在会上家长感人肺腑的

心声,让我们从中感受到家

长们对幼儿园的教育管理,

以及各位老师对孩子们三年

幼儿园生活的指导和陪伴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感谢。  

我们收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成果,

激励我们以励再战。 

 

 

 

 

 

孩子们明天就要踏进新的旅途,有不安和不舍,有希望更有期待。

深信你们会用自己小小的翅膀,在蓝天中自由翱翔,演绎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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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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园和学校毕

业典礼期间，收到如下款物。在此特将芳名刊出，谨致诚挚谢意！ 

 

中学部第 72 届毕业生为母校义捐购买图书专款 310,214 日元，

小学部第 75 届毕业生为母校义捐购买图书专款 365,245 日元，特此

致谢！ 

熊猫幼稚园第 11 届毕业生义捐购买积木专款 40,000 日元，特

此致谢！ 

幼稚园和学校毕业典礼上，有以下单位向毕业生赠送了纪念品，

在此特将单位名称刊出，谨致诚挚谢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     东京华侨总会 

横滨华侨总会                     横滨华侨妇女会 

横滨中华学校校友会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家长会 

熊猫幼稚园家长会 

 

3 月 1 日，收到东升株式会社魏航先生(第 75 届毕业生家长)义

捐消毒液(100ml)840 瓶，特此致谢! 

3 月 17 日，收到张毅先生(第 72 届毕业生家长)义捐饮茶机一

套，特此致谢! 

3 月 18 日，收到林治国先生(第 19 届毕业生)义捐购买图书专款

200,000 日元，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