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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我校 12 月全校早会于网上举行 

12 月 6 日，我校举行了全校早会。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本次早

会以在线的形式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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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开始，全校除中三外的各年

级陆续开始期末考试。校长提醒大家

考前一定要制定合理的复习计划，同

时规划好复习时间，如果遇到不懂的

问题要及时问老师或同学。考试结束

得知成绩后，要对成绩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并找出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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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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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天气寒冷干燥，校长还叮嘱

大家要多喝水。同时，做到睡眠充足，

均衡营养并适当运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预防流感。接着校长分析

了日本的最新疫情，指出目前虽然日本疫情整体趋缓且稳定，但是由

于新病毒变种的产生，未来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校长希望大家一定

不能松懈，要继续按要求做好各项预防措施，戴口罩、测体温、手消

毒、勤洗手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预防手段，一定要遵守，且在吃午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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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不要说话。 

最后，校长指出 12 月的实践重点

是“反省改善”。12 月是 2021 年的最

后一个月，第二学期也即将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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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同学们能够

在班主任老师更详细的指导下顺利完成本学期的学习任务，年末之际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十一届数学计算竞赛活动顺利举行 

为了提高学生的数学计算速度和准确性，激发学生们学习数学的

兴趣和积极性，我校数学教研组于 11 月 27 日举行了第十一届全校

数学计算竞赛。我校从小一到中三的全体学生都参加了此次竞赛。 

 

 

 

 

竞赛利用早读的时间进行，在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角逐之后，各

班成绩纷纷出炉。最后，各班分别评选出了班级前五名的获奖学生（同

一名次多人为并列）。具体获奖学生名单如下： 

 

 



 3 

2021学年第十一届数学计算竞赛获奖名单 
小学一年级： 

一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3班 

班级第 1名 闫越 张博允 黄康铭、吉田清 

班级第 2名 李天秀 刘宇宸  

班级第 3名 黄正树 入泽遥 大冢考真 

班级第 4名 内野未来 薛智彦、张俐仁 王宣彦 

班级第 5名 次富优那  秦耕时 

小学二年级： 

二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黄英仁 岳龙和 

班级第 2名 阮昊昕 沃晋维 

班级第 3名 矢野里纱、李诗音 盐田浩文 

班级第 4名  萩原和真、黄皆喜 

班级第 5名 赵星宇、张政裕  

小学三年级： 

三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川永弘阳 市源海翔 

班级第 2名 孙望宇 渡边悠真 

班级第 3名 陆俊辉 竹下夏央 

班级第 4名 菊池悠 刘泰哲 

班级第 5名 高振轩 林波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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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 

四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原田苍辅 蒋雨宸 

班级第 2名 铃木琥珀 徐子骞 

班级第 3名 陈远航 刘耿宇 

班级第 4名 费佳凛 木村佑希 

班级第 5名 铃木丽佳 矢野惠实 

小学五年级： 

五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卢裕俊 冯海音 

班级第 2名 孙友希 刘逸萱 

班级第 3名 郑皓允 内野来未 

班级第 4名 杨宇博 茅原翼 

班级第 5名 明哲天璐、高桥谅光  幸爱美、竹下莉央 

小学六年级： 

六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田口杏华、张咲名 高根泽友香 

班级第 2名  李凛可 

班级第 3名 姜韵学 杨皓康 

班级第 4名 赵梓彤、荒井心美 林旭彦 

班级第 5名  张博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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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一年级： 

中一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赤野义峰 高桥翔 

班级第 2名 徐新依 木村良 

班级第 3名 郑岭毅 铃木浩然 

班级第 4名 大冢美玲 王夏希 

班级第 5名 黄紫晶 金城贤宇 

中学二年级： 

中二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刘明轩 季杉实纱、锦织花菜、荒井勇太 

班级第 2名 鹤见香奈子 陈佳韵、舟山采慧 

班级第 3名 
陈瑛华、刘艺馨、 

西冈沙织、吴浩然 
 

班级第 4名   

班级第 5名   

中学三年级： 

中三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薛欢芯 高山华 

班级第 2名 石井采花 徐凯奕 

班级第 3名 黄圣哲、郭拓海 河野夏实 

班级第 4名 刘如杏、中川史菜 高桥幸辉 

班级第 5名  郑悠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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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学年度新小一家长说明会顺利举行 

12 月 4 日，我校举行 2022 学年度

新小一家长说明会。张岩松校长、郑民

财教导部长、罗顺英教务部长及我校招

生小组等有关老师出席了说明会。此次

说明会将 76 位家长分为两组进行，在

一组参加说明会的同时另一组则进行校内参观，避免了人员的密集。 

会上，张岩松校长首先介绍了学

校的总体情况和家长入学注意事项，

郑民财教导部长做日文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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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结束后，学校

安排家长们在学校进行了参观。为了避

免人员过于密集，家长们分成了三组，

在不同负责老师的带领下分头进行了

参观，并回答了家长们的提问。 

由于疫情的原因，近两年的新小一

家长说明会都改为线上举行，家长们

也一直没有机会到学校进行参观。在

疫情趋缓的大前提下，我校首次采用

了这种分组说明、分头参观的形式，受

到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这也是我校重建并加强家校

联系的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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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赴镰仓深泽小学参观  

    12 月 9 日上午，我校 ICT 家校共建

委员会的 13 位教师和 2 位家长共同赴镰

仓深泽小学进行了教育参观。通过到课堂

进行现场观摩等，不但了解到该校 ICT 教

育推进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在我校将进行

ICT 教育的开展方面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和想法。 

据悉，此次参访是在镰仓市教委的引介下我校才与镰仓市深泽小

学建立了联系，而该校作为该市 ICT 教育

推进的重点学校，其在 ICT 教育方面的方

法和经验，无疑对我校尤其是小学部 ICT

教育的开展会起到很多借鉴和帮助作用。

镰仓市教委表示，希望今后有机会能派相

关人员亲自前来我校进行更进一步的指导和交流。 

※大使馆施泳公使一行来我校参访  

12 月 9 日下午，中国驻日本

大使馆施泳公使、詹孔朝总领事、

李万鹏领事等一行 4 人到我校进

行参访。横滨华侨总会会长谢成

发及各位副会长，横滨山手中华

学园理事长曾德深和各位副理事长以及张岩松校长等人在我校会议

室对施泳公使一行进行了接待。 

在宾主落座并进行简单介绍之后，

参访团对我校的校舍进行了参观。在校

史展览室，张岩松校长为施公使等人介

绍了我校的百廿校史，施公使在听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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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讲述后表示深受感动。同时，通过参观学校以及曾德深理事长

的介绍，施公使也了解了我校的总体情况，并对我校目前的办学情况

和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表示大使馆今后会继续支持我校的华文教

育事业。最后，双方互赠了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随后，施泳公使等人又移步到横滨中华街，访问了横滨华侨总会

及关帝庙，同时表达了对横滨侨届的关心和慰问。 

 

 

 

 

※横滨中区核心咨询支援中心相关人士来我校交流咨询 

12 月 13 日，横滨市中区社会福祉与儿童家庭生活支援的相关人

士来到我校进行交流咨询。张岩松校长、罗顺英教务部长负责接待。

鉴于我校有着多年处理华人华侨儿童问题的经验，尤其是在与中日家

长的交流与沟通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故此次交流是中区核心咨

询中心的人员希望在如何与中国家庭或人员进行沟通方面得到我校

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罗顺英老师首先介绍了我校的整体情况，之后对我校个别应对的

案例进行了说明和分析，突出了在中日文化背景不同的基础上的一些

有效的沟通方法和手段。与会者表示通过此次交流收获很大，很受启

发，希望以后能开展更多和更深入的类似交流。这也是我校在多元文

化共生时代努力构建友好的地域关系并积极为社区做出贡献的体现。 



 9 

✽ 学 生 作 品 ✽ 

 

 

 

 

 

 

 

 

 

 

 

 

 

 

 

 

 

 

作品说明: 

以下作品是小六的同学们在图工课上制作的彩纸剪贴拼画，即用多

种颜色的彩纸剪刻出来的图形经过再拼贴来完成制作。通过制作以让学

生们理解不同颜色和形状的重叠搭配所表现出的视觉效果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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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稚 园 信 息 
 

 
* 熊猫幼稚园唱游会     

寒意浓浓,疫情也有所减轻。在我园礼堂正热情洋溢地迎来了本

学年度唱游会。12月 18日星期六,在各位家长们的期盼中,星星班的

日文话剧拉开了唱游会的序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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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小班 

① 日文话剧—手套 

星星班的小朋友们不仅很快地

记住了小动物的台词，而且在平时

的玩耍中也运用了[让我们一起玩

吧!][请!]的台词,学会了和同伴友

好相处。 

② 男孩舞蹈 

星星班的男孩子们带来「帅气男

孩」。他们个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 

为大家献上最炫、最酷的舞蹈。 

③ 女孩舞蹈 

身着圣诞盛装的女孩子

们拉着手,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就像是一群可爱的小兔子在

草地上尽情地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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⓸合奏 

星星班的小朋友们配合着《圣

诞老人》和《快乐的小星星》的音乐，

小朋友们手拿铃铛和响板敲起了欢

快的节奏。 

 

 

中班 

① 日文话剧--「去当音乐家」 

彩虹的孩子们努力地记住

长长的台词,模仿小动物的体态

动作,个个生动逼真、活灵活现! 

⓶女孩舞蹈 

身着华丽的服装,跳起了欢快

的舞蹈。请欣赏彩虹女孩子们为

大家带来的优美舞姿和灿烂笑容。 

⓷男孩舞蹈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著名的英

雄。彩虹男孩子们变身成一个个

帅气的成吉思汗,伴随着欢快的

乐曲勇敢向前,战胜一切困难。 

⓸合奏 

中班小朋友十分喜爱演唱的

一首歌曲,曲调明快,充满了梦幻

色彩。小朋友们用各种乐器把歌

曲演绎得更加委婉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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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 

⓵童话剧—小熊请客 

太阳的孩子们第一次挑战中文

话剧。虽然台词很长，但每个孩子

都能快速投入,演绎好自己担当的

角色。通过话剧让孩子们知道：做

任何事情都不要懒惰，不劳而获是不对的。 

⓶男孩舞蹈 

伴随着十分人气的流行音乐，

太阳男孩子们载歌载舞、帅气十足

地跳起了「神奇宝贝」。 

 

⓷女孩舞蹈 

傣族舞是中国云南省少数民

族的传统舞蹈。太阳女孩子们模

仿孔雀饮泉、戏水，用优美的舞姿

塑造出孔雀展翅、开屏等造型。 

⓸合奏 

太阳班的孩子们每天坚持用手摇铃、铁琴、木琴等练习乐器演奏。

将他们振奋人心的练习成果呈献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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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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

精彩节目。让在场的

孩子和老师们惊叹不已，迎来大家的阵阵掌声。 

今年的疫情虽然有缓解，但为了继续防控在唱游会的个别环节上

做了些变动。首先，取消了孩子们合唱的节目，全部换成了乐器演奏。

其次，限制入场观看节目的人数。小中班的家长一名，大班家长两名

入场观看。同时，由严老师等各位老师分工现场拍摄，并进行了实况

直播。让很多家长也可以观看现场直播。 

通过本次唱游会更充分地展示出我园的教育硕果和润物细无声

的教育艺术。在此除了要感谢大班的家长们的特别演出,还要感谢我

们的家长理事们的助力,有了你们整个大会才能顺利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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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教学工作，并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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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收到杨仕元先生义捐水墨画画册一本，特此致谢! 

12 月 7 日，收到广东要明鹤同乡会义捐教育补助金 100,000 日

元，特此致谢! 

12 月 10 日，收到横滨华侨小红之会理事长刘燕雪女士(第六届

毕业生)义捐小学生图书一册，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