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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动  态 ☆ 

※2021 学年度“中华文化常识知识挑战赛”顺利开赛 

11 月 1 日，我校 2021 学年度“中华文化常识知识挑战赛”在中

国文化教室拉开了帷幕。当天下午在这里进行两场一对一的对决赛，

首场比赛的擂主是来自

小六2班的白土桢祥同学，

他将接受首位挑战者—

—来自小五2班的内野来

未同学的挑战，小五 2 班

的片山悠稀同学将作为

今天的第二位挑战者参与第二场比赛，他将与今天首场比赛的获胜者

进行对决。 

比赛尚未开始，中华文化教室里已经是座无虚席，同学们都对今

天的比赛感到既新奇又有趣，在

为同学加油的同时也想一探究

竟。16：05 整，一切准备就绪，

比赛在主持人郑红老师那幽默又

亲切的话语声中拉开了帷幕。首

先由两位参赛者各自抽出五道必

答题，之后就开始了激烈的答题环节。随着记分板上数值的不断改变，

场上的气氛也随之紧张起来。之后的抢答题环节更是让人激动异常。

抢答题不仅考察了答题者的记忆能力和反应能力，也同时是对其理解

力、应变力和心理素质的考验。最后，经过紧张的必答题环节和刺激

的抢答题环节，场上的比分已见分晓。最终，内野来未同学在两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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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中连续胜出，成为了新任的擂主。她将在星期三进行的比赛中接受

来自中一 1 班的郑惠心同学的挑战。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中华文化常识知识竞赛在比赛形式上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由以往的班

级代表参加竞赛改为以擂

台赛的形式进行。即首先

通过小五～中二的学生自

愿报名，选出擂主，之后

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挑战。

比赛过程包括必答题和抢答题，在逐轮对决后，选出周冠军和月冠军，

这些选手将在最后的总决赛中角逐总冠军。此次擂台赛的比赛时间将

从 11 月 1 日持续 2022 年春节, 利用每周一、三、五放学后的时间举

行，比赛地点主要在中国文化教室。学校希望借此活动以激发学生们

学习中华文化的兴趣与热情，使学生们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也能积极

地参与到中华文化常识的学习中来。为了营造出挑战赛的热烈气氛，

小五到中二每个班都制作了宣传海报并在赛前张贴在校园各处，同时

在学校二楼、三楼和五楼的楼梯口都设有电子显示屏，并对比赛的最

新战况进行滚动播报。 

至截稿日，挑战赛已经进行了 22 场，每场都吸引了许多同学前

来观赛，作为观众的同时，他们也积极地参与了思考和回答。同时，

也有更多的学生在课间拿着中华文化常识五百题的册子在默默地背

诵和互相提问，起到了激发和带动作用；同时对于参赛者而言，他们

的积极参与，通过一次次挑战的体验和经历，对他们自己不仅是一种

激励和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同学们的竞争意识，可以说，本

次活动不但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同时也收到了意外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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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 园 信 息 ☆ 

※ 72 届毕业生代表回校与中二学生进行经验交流     

10 月 30 日上午，利用第四节周会课的时间，我校 72 届毕业生

代表：陈莉莉花、五岛丽、高原杏佳、胡晶瑶、金原樱花、赵堂政、

泽田曾平回到母校与中二学生进行了学习经验与高中校园生活的分

享与交流。 

为了防控疫情，几位毕业生代表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在中二 1 班和

2 班进行了交流。班主任老师开场后，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几位学

长先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中三时学习和备

考的方法和经验，接着又通过让大家观看提前制作好的视频，向学弟

学妹们介绍了自己所就读高中的学习情况与校园生活。最后是互动提

问时间，中二的学生们也都抓住这宝贵的机会纷纷向学长们进行了提

问，如有同学问到了该如何备

考、如何调整心态等大家都非常

迫切想知道的问题等，几位前辈

也都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

经验并给出了诚恳的建议。同学

们都认真地聆听者，很多同学还

记下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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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十五分

钟，但大家都表示这样的交流互

动很好也很有必要，每个人都受

益匪浅。相信学长们的建议定会

对即将升入中三的 74 届学生起

到良好的指引作用，帮助他们更

好地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以更加坚定的信心积极努力地投入

到未来的学习和备考中去。 

※我校 11 月全校早会顺利举行 

11 月 1 日，我校在体育馆举行了全校早会。张岩松校长在全校

师生面前发表了讲话。首先，校长在

讲话中指出，这次早会是我校从 2020

年 1 月春节活动之后，因为疫情的原

因，时隔 1 年 9 个月，全校学生、老

师第一次在体育馆集合。面对疫情，

我们中华学校全校师生团结-挑战-创

新，克服很多困难，终于现在迎来疫情平稳的时期，10 月 23 日我们

刚刚在学校成功召开了运动会，今后校园生活要慢慢恢复正常。 

其次，校长谈到今天是

11 月 1 日，看到大家都能按

学校要求穿好校服外套在这

里开早会，说明同学们都有按

照计划、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整理好自己的物品。对于个别

没按要求穿校服的同学，一定要引起注意。此外，进入 11 月，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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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变冷，校长也提醒同学们要注意增减衣服，保持身体健康。 

最后，校长希望同学们都能认真参加从今天开始的课后补习，认

真准备期末考试。小五至中二的同学要认真参加从今天开始的中国文

化常识知识竞赛。讲话之后，张校长为在小运动会上 40 米跑获奖的

同学颁发了奖状，并鼓励同学们再接再厉。 

 

 

 

 

 

 

※我校 ICT教育研究会教师与家长代表赴横滨国大附中参观 

为了解目前日本 ICT 教育推进先进校的实际情况，明确我校 ICT

教育推进计划，11 月 5 日，我校 14 名

教师和 5 名 ICT 教育家校共建委员会

的家长成员参观了横滨国立大学教育

学部附属横滨中学校。通过此次参访，

不但了解了该校终端设备的使用情

况，也对其实际授课情况进行了参观，最后国大附中的相关老师也解

答了我们的许多疑问。虽然只有半天的时间，但通过参观授课与互动

交流，大家都受益匪浅，不但打开了思路，也学到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据悉，由于横滨国大附中所使用的终端设备和应用软件与我校相

同，且国大附中作为日本开展 ICT 教育的先驱和重点学校，经过多年

积累，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许多成功的案例。因此，此次的参观

和交流无疑对我校 ICT 教育的开展具有极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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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ICT家校共建委员会成功举办工作坊(Workshop) 

11 月 6 日下午 13：30，我校 ICT

教育家校共建委员会要件整理小组

组织了一次工作坊（workshop），我

校 17 名教师和 16 名委员会的家长

成员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考虑到家校共建委员会中每一位成

员都有着不同的背景，故大家可以从不

同角度提出解决方案以及考虑问题和解

决方案的优先级，并制定出具体的共同

目标。希望通过此次研习会，使大家对

当前的问题统一认识，以最终达到培养分享意识、促成团结共进以及

整个团队共同努力实现目标的目的。 

 

 

 

 

 

※我校 ICT家校共建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与第三次全体会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13 日，我校 ICT 教育家校共建委员会在会

议室分别举行第二次和第三回全体会。 

在第二次全体会上，家长会陈亮副

会长首先介绍了当天会议的整体流程。

之后，张岩松校长发表了讲话，在讲话

中，张校长提出了 ICT 教育家校共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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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工作指导方针，即“大事着眼，小事着手”。推进 ICT 教育需

要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出发去考虑问题，也要在具体事情上一件件地

做好，逐步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张校长还指出，推进 ICT 教育不仅

能让学生更好地学习，也能减轻教职员的工作负担，让各项工作更有

效地进行。之后，各部门负责小组分别汇报了近期的工作进展情况。 

 

 

 

 

 

在 11 月 13 日的第三次全体会上，张岩松校长对 11 月 6 日组织

的研习会发表了感想。通过这次研习

会，家长们和教师之间进行了互相交

流、互相学习、互相弥补，起到了家

长与教师之间互联、互动、互补以及

共享、共建、共创的作用，并坚信通

过家长和教师们的共同力量，学校的 ICT 教育一定能站得更高、走得

更远。之后，各部门负责小组分别汇报了近期的工作进展情况。 

 

 

 

 

 

ICT教育家校共建委员会将继续对最新的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报道，

也希望各位家长通过家长理事成员给学校提出宝贵的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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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学艺大学师生与我校进行第五次交流 

11 月 10 日，教务部长罗顺英老师赴东京学艺大学与该校教育学

部教育支援系多文化共生专业的学生

进行了交流。该活动由东京学艺大学范

文玲老师发起并组织，目的是通过交流

以了解在日本的外国人学校的学生及

其学习情况。这也是东京学艺大学第五

次与我校进行交流，令人遗憾的是，由

于疫情的原因，学艺大学的师生仍然无法亲自前来我校参访，罗顺英

老师为了让交流更为充分，决定亲自前往该校进行线下的介绍和交流。 

为了配合对方学校的上课时间，罗

老师利用了下午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向学

艺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了我校的办学情况

和办学特色，并耐心解答了师生们的各

种疑惑和问题。此次的交流也借鉴了家

长说明会上所使用的“翻转课堂”的方式，提前给学生们发了我校的

介绍视频，交流会当天罗老师只做了简单的说明，把更多的时间留给

了学生进行提问。学生们也都积极踊跃地进行了发言和提问，对我校

的办学特色和情况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整个交流的过程十分顺畅，

所提问题也都非常具有针对性，由于时间充裕，使得交流也更为深入。

最后罗老师表示希望学艺大学师生与我

校继续保持友好交流的关系，并欢迎他

们以后有机会能亲自来我校进行参访。 

    交流活动结束后，罗老师收到了学

艺大学学生寄来的反馈报告。通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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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第一次了解了作为外国人学校的中华学校的各种情况，同时对我

校的特殊办学情况都非常感兴趣，感触颇深，收获颇丰。大家也对不

能亲身来我校进行访问交流表示遗憾，希望以后能有来校访问的机会。 

※我校小三四同学参加“中华街盖章拉力赛”活动 

11月 18日和 25日，我校小三四的同

学利用第五和第六节课的时间到横滨中华

街进行了“盖章拉力赛”活动（中華街スタ

ンプラリー）。活动内容包括到横滨关帝庙、

妈祖庙、横滨华侨总会以及中华街上的一

些标志性店铺进行参观、访问学习并盖上该处的印章。 

为了避免人员过于密集，此次活动分为小三四 1 班和小三四 2 班

两个大组于 18 日和 25 日分别进行。学生们在教务主任兼小四年级组

长罗顺英老师，小三年级组长张延华老师，小三班主任刘奇老师、甘健

星老师以及小四班主任苗凌哲老师和田倩倩老师的带领下，首先在山

下町小公园集合，之后便以小组为单位分头开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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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首先要按照事先发的中华街地图上标好的路线找到目的地，

然后完成学习和盖章任务，整个过程都要独立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们既要做到有礼貌地跟相关人员打

招呼，也要在不给对方添麻烦的情况下

完成提问和盖章的任务。活动一方面锻

炼了学生的胆量，也锻炼了大家在小组

内互助合作的精神和独立行动的能力。

此次活动还特别安排了学生们去中华街的标志性建筑——“关帝庙”和

“妈祖庙”进行参拜，为此，在出发前学生还对参拜礼仪进行了学习。 

下午 14：40，

学生们已准时在

山下町小公园再

次集合。当看到学

生们盖章完毕，收

获满满，带着开心而满足的微笑归队时，也印证了这是一次成功的集探

索学习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社会

实践活动。相信这一活动必定可以

加深学生们对横滨中华街的印象，

同时增进大家对横滨中华街华侨

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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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生 作 品 ✽ 

 

 

 

 

 

 

 

 

 

 

 

 

 

作品说明: 

以下作品是小一的同学们在图工课上制作的撕纸拼画，即用手把彩

色纸撕成大大小小的形状后，发挥想象，再把这些形状组成一幅图画，

贴在画纸上来完成。 

 

1年 1班·李金隆·火龙和怪物 1年 1班・陆艳琪·夕阳下的小猫 1年 1班·樱井佑茉·小兔子和小熊猫 

1年 1班·伊藤陆·大象找到了一个苹果 1年 1班·源隆一·The end 1年 1班· 莫霜· 火龙鸟的回忆 

1年 2班·陈煜·三兄弟的鲤鱼旗 1年 2班·大冢枫香·电车之国 1年 2班·顾朱莉·狗和猫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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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 2班·刘骁锐·小鱼快跑 1年 2班·武上英·被月亮吸走的电车 

1年 2班·薛智彦·冰淇淋兄弟 1年 2班·樱井健翔·夜晚的公寓 

1年 3班·铃木丽芯·圣诞节 1年 3班·大塚考真 

1年 3班·岩谷勇辉·电车和隧道 1年 3班·商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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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稚 园 信 息 
 

* 熊猫幼稚园第十二届运动会         

今年因新冠疫情的关系，幼稚园决定以录播的形式让家长们观看

各个项目的细节与整体效果。录播视频的制作不受时空限制，也可以

把更多的惊喜和创新之处展现在大家面前 

。 

☆彡星星班☆彡 

『舞蹈』 

伴随着音乐,孩子们手拿着亮晶

晶的绒球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一边努

力地模仿着老师的动作,一边确认自

己的位置,每个孩子都是好样的! 

『准备运动』 

从练习的第一天开始,孩子们就

喜欢上了欢快有趣的「拉面体操」。跟

随着音乐一边唱一边做体操，可爱极

了! 

『对抗赛』 

孩子们特别喜欢电车，自豪的说

「我是司机小能手」! 开着帅气的小

电车努力向前跑，每位小司机都能干

开得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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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班🌈 

『准备运动』 

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孩子们跳起

了 [鲨鱼宝宝]的体操。孩子们灿烂

的笑容和可爱的舞姿渲染着我们每

个人! 

 

『单杠和垫上运动』 

从第一学期开始,彩虹班的体操

教室就开始了[单杠和垫上运动]。孩

子们不怕困难，一次次地突破和挑战

自我。 

『对抗赛』 

渡过平衡木,翻过跳箱,彩虹班

的孩子们正在进行激烈的「障碍物赛

跑」。每个孩子都团结奋进,争夺第一。 

 

 

 

☼太阳班☼ 

『准备运动』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

股扭扭，常做运动身体好。伴随着[健

康歌]，孩子们开心地做准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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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操』 

孩子们一边动作协调地挥舞着

毛巾,一边配合同伴变化着队形,跳

起了节奏欢快的韵律操。 

 

 

 

『接力赛』 

小运动员们不断地练习接

力棒的传递和赛跑。不到最后一

刻，孩子们绝不放弃。孩子们拼

命冲刺奔跑,洒脱的冲刺身影让

我们感受到孩子们在幼儿园中

的成长和希望。 

  美好的童年在一次次冲越中战胜自己、成长自己、完善自己。翘

首期待熊猫幼儿园每位小朋友们永远都是最棒的，未来属于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