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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三周年！ 
※国庆活动系列报导※ 

*国庆典礼隆重举行      在这金风送爽的10月，我们又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国庆节。1日上午9:00，时隔两年，我校全体师生再次齐聚六

楼体育馆，隆重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3周年国庆典礼。典礼由教导

部长郑民财老师主持。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校师

生肃立，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国庆典礼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接着分别由小学部和中学部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发言。首先发言

的是小学部代表林淑惠。她首先满怀深情地祝福祖国 73 华诞生日快

乐。指出了祖国 73 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所取得的成绩让所有的中

华儿女都感到自豪。作为一名学生，爱

国就是要做到热爱自己的学校，努力学

习，并像爱护自己一样维护学校的形象

和荣誉，尊敬老师，互爱互学，不断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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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陈瑛华同学则代表中学部的

同学进行了发言。她首先代表全体中学

生表达了对祖国生日的祝福，并为祖国

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而倍感自

豪。然后指出今天的幸福、安定与美好

生活都是革命先烈们艰苦奋斗的结果，作为在日华侨更要牢记今天的

幸福生活是中日先贤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中华学校的学生，要好

好学习，勤于思考，关心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发挥中日双语的优势，

以中日友好为使命，架起中日友谊的桥梁。最后，她代表全体中学生

表达了对祖国美好明天的衷心祝福和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良好祝愿。 

之后，张岩松校长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讲话。张岩松校长

首先问大家：“今天是什么日

子？”全场异口同声地回答：

“国庆节！”接着，张校长向全

校师生介绍了中华学校和横滨

华侨庆祝国庆节的历史和传统。

最后，张校长希望同学们牢记

“三好五爱”中的第一个爱——“爱祖国”，也就是要爱国爱乡，孝

亲敬祖，学好中文，传承文化，做合格光荣的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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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之后，全校师生一起欣赏

了国庆文艺表演。我校民乐队、舞

蹈队、武术队等依次为大家献上了

精彩的节目，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

声。最后，由中学舞狮队带来的舞

狮表演把全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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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之后，全校师生赴中华街

参加了国庆游行活动。为了迎接

这一天，全校师生利用课余时间

已经进行了十多天的训练，这也

是自2019国庆游行后的第一次游

行，大家个个都精神饱满，翘首以

盼。上午11：00，天气晴好，阳光

和煦。在换好服服装，带齐道具

后，全校师生以游行小组为单位

整齐地列队在操场上，整装待发。

大家或身着特制的国庆红色T恤

衫，或穿着表演服饰，一个个精神

抖擞，笑意盈盈，整个操场上都洋溢着欢乐和喜庆的气氛。合影留念

之后，游行队伍朝着集合地点——中华街山下町小公园出发了。 

国庆典礼学生代表发言稿 

小学部学生代表发言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微风习习，红旗冉冉，在这秋高气爽、气候宜人、装满收获的金秋十月，我

们迎来了伟大祖国母亲 73岁的生日，中华儿女用智慧和勇敢创造着人类历史上

发展的奇迹，祖国正走向繁荣昌盛、前途一片光明，我们以五星红旗的名义向全

世界证实了我们的力量。 

此时此刻当我们站在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礼堂，唱起雄壮激昂的国歌，注目

庄严的五星红旗时，我们心潮澎湃，回顾 73年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国人振

奋，神州兴旺，国力强盛，让华人自豪。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2北京冬奥会

上国歌频频奏响，奥运健儿不断取得骄人成绩，抗击疫情不仅祖国在努力，世界

各地也都在努力，这时国与国密切联系，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命运共同体! 春

的脚步，不会因为一场风雪而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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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来爱国呢？作为学生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热爱自己的学校。

学校为同学们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环境，这里的老师为培养同学们成才而兢兢业

业，这里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我们作为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学生，希望大家像爱

护自己一样维护学校的形象和荣誉；尊敬老师，互爱互学，一起欢乐成长！精金

百炼，大浪淘沙。请相信自己，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奋斗吧!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同学们加油! 

              小学六年级代表：林淑惠 

2022年 10 月 1日 

                                                      

中学部学生代表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在金风送爽的十月，我们迎来了祖国 73岁的生日。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所有

的中学生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我们歌唱祖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四十多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

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四十几年沧桑巨变,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

近百年的梦想! 

古人讲“饮水思源”，作为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华侨，能够安心快乐地生活，

这都要归功于中日先贤们共同努力所创造的和平年代。作为中华学校的学生，我

们首先应该好好学习，勤于思考，关心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中日一衣带水，一

苇可航；两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同时会中日双语的我们更应该以中日友好为

使命，架起中日友谊的桥梁。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倍感自豪，中华民族是一个历

史悠久、坚强不屈的民族。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中日两国

进一步增进了解，友好相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更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 

同学们，让我们牢记自己的使命，更加努力地学习，用实际行动让自己变得

更加强大，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为中日友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我们乘着十月,为祖国歌唱。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

未来。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最后，祝愿我们的祖国风调雨顺、国

泰民安、更加繁荣富强。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之际，也祝中日两国，携

手共进，世代友好！ 

中学生代表：陈瑛华 

                                   2022年 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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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师生参加国庆游行与采青活动        国庆典礼结束后，我校

全体师生参加了由横滨华侨总会主办，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协办的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游行活动。此外，由于今年也是中日邦交

正常化50周年，故今年的游行活动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上午11：30，我校全体师生和

其他游行队伍在中华街山下町小

公园集合。游行活动的出发仪式由

张岩松校长主持，首先大家齐唱中

国人民共和国国歌。接着，横滨华

侨总会会长谢成发先生致了辞。中

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的施泳公使也亲临现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施泳公使肯定和赞扬了旅日侨胞对祖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的贡献，作

为中日间的纽带，指出国庆游行活动更是表达了新时代旅日侨胞的爱

国情怀。希望旅日侨胞们继续发扬光荣的传统，为祖国的发展与建设

和中日间的友好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出发前张校长带领大家齐声

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日友好万岁”的口号，现场的气

氛愈加热烈，在燃放炮竹后，游行正式开始。 

 

 

 

 

 

 

正午时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顿时，锣鼓齐鸣、鞭炮

震天，横滨中华街大游行在一片祥和喜庆的气氛中正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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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从小四到中三，分别组成了舞狮队、舞龙队、舞蹈队、花束

队、腰鼓队、京剧队等，来自港中学校的38名师生也加入了此次的游

行队伍，为大家一路吹奏着管乐，更增添了节日的喜气。声势浩大的

游行队伍在热闹繁华的中华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盛装巡游。 

 

 

 

 

 

 

 

 

 

 

 

 

 

此时的中华街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游行队伍中，曼妙

的舞姿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喜气洋洋；

一路上，欢腾的巨龙和威武的50头狮

子翻滚跳跃，引得大量的中日民众和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并

竞相拍照留念。此刻的中华街人山人

海，俨然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盛大国庆游行活动不但充分展现了我

校师生对祖国的美好祝愿，同时也表达了对中日世代友好的深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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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校教师及舞狮队的学生还与横

滨华侨总会、校友会的前辈们一起进行了舞

狮采青活动。下午四点，伴随着阵阵锣鼓声，

狮子队兵分六路同时开始向目的地进发，他

们将分别到中华街六个片区的各店铺开展采

青活动。伴

随着喧天

的锣鼓和

阵阵鞭炮声，只见雄狮舞动，采吉

纳福，精彩的狮子舞吸引了众多游

人前来观看，为因疫情而经营受到

影响的店铺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福运。疫情期间的采青活动人气更

胜从前，也寄托着大家祈望疫情早日结束，平安吉祥常驻的心愿。采

青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多才结束，虽然辛苦，但各队伍依然精神

饱满、喜气盈盈，顺利圆满地完成了国庆采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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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学生赴神户毕业旅行    10月18日～20日,我校小学六年级77

届学生一行72人在张

丹老师、小川觉充老

师、姜岚老师和易馨

慧老师的带领下前往

神户进行了两晚三天

的毕业旅行。这也是

自疫情以来，时隔两年，小六师生再次前往神户进行毕业旅行。 

18日一早，张岩松校长到新横滨车站给大家送行，祝大家行程顺

利圆满。之后大家集体乘坐新干线前往神

户。下午，学生们首先来到了我校姊妹校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访问和交流。同文

学校的师生们为我校的毕业旅行团举行

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李俊吉校长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讲话。张丹老师也代表我校师生

向同文学校师生的热情接待表达了感谢

之情。两校学生还一起聆听了两校间友好交往的历史，深切感受到两

校的密切关系和深厚友谊。 

之后，两校同学进行了分组交流，同学们还交换了提前准备好的

自制名片，为了让同学能进行更广泛

地接触和交流，小组之间还进行了轮

流进行了座谈，交流的场面十分热烈，

大家很快就打成了一片。一个下午的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家在意犹未尽

中结束了交谈，但在此过程中大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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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友谊。 

 

 

 

 

 

交流活动结束后，下午大家到达了神户的华人聚居地——著名的

南京町，并在这里共进晚餐。这里

和横滨的中华街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风格类似的店铺和街道，熟悉

的食品与味道，这一切都让大家

倍感亲切。而且神户也有一座关

帝庙，里面同样供奉着华侨们共

同的精神寄托——关圣帝君。这

些似曾相识的场景和建筑让大家感到十分亲切，更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17日，同学们参观了日本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姬路城，不但

了解了姬路城的相关历史，也对其精巧古朴的建筑风格和坚固森严的

防卫工事发出啧啧赞叹。下午，同学们参观了世界上最长的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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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石海峡大桥，无不对这一宏大的建筑表示惊叹并在此合影留念。 

 

 

 

 

 

 

 

 

 

 

 

 

最后，大家参观了孙文纪念馆，进一步了解了孙中山先生的生平

和事迹。大家不禁对这位曾首倡创立中华学校的伟大革命先行者肃然

起敬，也更懂得了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18日，学生们来到神户世继山的布引ハーブ花园，并乘坐缆车观

赏了神户全景。坐在缆车中，神户的美景尽收眼底，大家也被眼前的

优美风光深深吸引，也为大家的毕业旅行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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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毕业旅行转瞬即逝，转眼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在这短短

的三天时间里，通过交流学习、参观和访问，学生们不但在同侪交流

的过程中交到了新朋友，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在参观的过程中不仅

了解日本的地域文化，通过体验，也加深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在日本

的保留与呈现的认识；通过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既放松了身心，也开

阔了眼界。总之，通过毕业旅行，不但增强了大家的集体意识,增进

了同学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也让大家接触到了书本之外的社会生活,

进一步锻炼了自立和自理的能力。相信大家在旅行中的见闻与感受必

定会促使同学们以一个全新的面貌来迎接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秋季校外活动顺利开展     10月19日，我校小一至小五以及

中一、中三的全体学生在各带队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校园，进行了秋

季校外参观学习活动。 

中三的同学们在本间淳也老师、王蕊老师和永田裕贵老师的带领

下前往东京国会议事堂和浅草寺进行参观游览。早上10:00同学们都

准时到达了集合点，在老师说明了参观要求和注意事项并合影留念后，

全体同学开始分组行动。中三的同学们都深深感到集体活动的机会在

渐渐减少，所以大家对这样的集体活动机会都非常珍惜，都认真地做

好每一项要求。校外参观活动不但让大家了解了日本的特色文化，同

时也锻炼了大家的独立行动能力并培养了大家的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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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的同学在秀姣老师、押勇树老师、三塚教佳老师和陈叔兰老

师的带领下前往日本科学未来馆进行了一

场科学探险。在指定车站集合后，同学们在

老师的带领下步行来到了科学未来馆，这次

的集体行动，同学们比上一次已经有了明显

的进步，已经可以做到集合准时，行动整齐、

迅速。入馆后，大家先观看了球幕电影——

宇宙的诞生。立体的感觉仿佛让大家置身于

宇宙，电影真切地还原了宇宙与星球等的生成过程，声像效果让人叹

为观止，不禁感叹人类科技的先进。之后，大家开始了分组参观，同

学们带着参观任务开始了自己对科学与未来的寻访与探索之旅。大家

都看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在科技与未来的知识海洋中遨游着…… 

 

 

 

 

 

 

小五的同学们在田莉莉老师、王薇老师、尹晓慧老师和高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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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领下，前往帆船日本丸·横滨みなと博物馆和KONICA MINOLTA 

PLANETAIUM进行参观。为了避免人员密集，两个班的同学采取两个地

点交替参观的方式进行。上午一班先来到帆船日本丸和横滨みなと博

物馆进行参观学习，大家不但了解了帆船日本丸的相关历史和航海知

识，还对帆船日本丸的内部进行了参观，了解了船上配备的各种器械

与用具以及一些特殊设计的用意。 

 

 

 

 

 

午餐过后，下午，一班的同学前往KONICA MINOLTA PLANETAIUM观

看了关于宇宙的球幕电影，在体验并

学习了科学知识的同时，大家无不被

电影所带给大家的那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所震撼。二班的同学则来到帆船

日本丸和みなと博物馆进行参观。通

过观看实物展示和介绍横滨开展港

的影片及VR展示展帆过程等，学生

们不但了解日本丸的相关知识，同

时也了解了横滨的开港历史，这对

同学们增加对居住地的了解无疑

是非常有益的。一天的参观下来可

以说是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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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的同学们由苗凌哲老师、刘奇老师、甘健星老师和张春秀老

师带队前往横滨市资源循环局金

泽工厂参观。同学们首先听了工作

人员的讲解，学习了有关资源回收

的知识，然后分组参观学习了垃圾

分类、资源回收及再利用的具体过

程和处理方法。通过参观学习，同

学们了解了资源回收的原理和重要性，也更加明白了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意义，相信大家也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应用在今后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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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年级的同学在吴红涛老师、川边彻老师、田倩倩老师和小

林翼老师的带领下前往野毛山动

物园进行参观。在到达动物园后，

同学们依然是分小组活动，显然动

物们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大家

按照动物园的地图一一寻访，生怕

错过一个观察地点，仔细地寻找着

问题的答案，认真地记录着看到的

信息。野毛山动物园成立于1951

年，位于横滨市内中心的位置，动

物园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动物种类

繁多，飞禽走兽可以说样样都有。

看着大家在参观时那开心的笑脸，

看得出大家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充实而有意义的时光。 

 

 

 

 

 

 

小学二年级的同学们在郑红老

师、小川香奈子老师、山下真纪老师

和刘晓晶老师的带领下，前往三菱み

なとみらい技术馆进行参观。抵达目

的地后，同学们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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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单开始分组参观。馆内按主题分设

为“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几大参

观区域，可以分别体验不同的版块，同

时还设有参观和互动体验区，让参观

者能亲身感受科技带来的变化。在技

术馆里大家通过学习和体验各种高科

技来感受未来的生活状态。显然，大家都被眼前的各种新奇“事物”

给吸引了，不论是参观还是体验都津津有味。显然，在三菱みなとみ

らい技术馆的参观体验不但让大家学习了很多新的知识，同时也开阔

了大家的视野，并把科技的种子种在了孩子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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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的同学由张延华老师、姜涛老师、王晓璐老师、浅海雪绘老

师和桥本砂枝子老师带队去了金

泽动物园。园区里不仅有大象、长

颈鹿等各种动物，还有种类繁多的

植物。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

地观察着，游览着，还聆听了工作

人员对动物知识的讲解，在学习了

很多课外知识之余，也感受了大自然的美好。最后，同学们怀着愉快

的心情，带着满满的收获，结束了本学年度的秋季社会参观活动。 

 

 

 

 

 

 

 

 

 

 

 

 

 

 

 

 



 19 

我校一年一度的秋季校外活动曾因疫情原因两度中止，今年再次

举行已经是时隔两年之久。校外社会参观活动作为课堂内学习的有益

补充无疑是一个让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进行学习的良好机会。该

活动通过参观和学习，以使学生达到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目的；同

时通过学生独立行动与小组互动相结合的方式，以培养学生互助友爱、

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事实也表明，在一次次的活动和实践中，学生们

的自我管理和独立行动能力不断得到加强，团队合作意识也得到强化，

学生们在活动的过程中，自身不断获得进步与成长，并为今后的学习

和生活提供了多方的支持和动力。 

 

☆喜  讯☆ 

◆10 月 9 日,在秋季乒乓球大会区预赛中，我校乒乓球队选手奋勇拼

搏，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此对他们表示祝贺。 

中学一年级 男子：第三名 隆康裕      第四名 渡边阳真  

中学二年级 男子：第五名 古屋仁徕    第六名 赤野义峰 

中学二年级 女子：第八名 大冢美玲 

以上同学将于 10 月 29 日出征横滨市大会,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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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6 日，收到横滨福建同乡会义捐 100,000 日元，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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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稚 园 信 息 

 
* 熊猫幼稚园第十三届运动会         

受雨天的影响,我园运动会延期至 10 月

16 日在学校操场隆重举行。今年运动会的项

目基本上恢复疫情前的正常。当天,老师和孩

子们的热情高涨,每一个竞赛都吸引着每位

家长。 

星星班的表演操,小朋友们手戴亮晶晶

的绒球，可爱的舞姿跳出了童年的童真与帅

气。在小朋友们的赛跑比赛当中,小朋友们用

尽全力向前跑，努力争夺第一。另外, 星星

班的「小司机」对抗赛里,小朋友们开着漂亮

的小电车努力向前

跑，每位小司机最能

干开得最快! 

 

彩虹班小朋友们的赛跑,他们的赛跑

的距离比星星要长一些,个个都争夺第

一。彩色气球表演, 虽然每套动作都有很

大的难度，通过小

朋友们每天练习

的成果，给大家带

来很多惊喜。还

有,两人一组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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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比赛。孩子们推着比自己还要大的球,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孩子

们努力加油坚持到底，迎来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除此以外, 彩虹和

太阳的小朋友们还进行拔河比赛。虽然绳子很粗，但是小运动员们齐

心合力努力拔动着绳子。 

 

太阳班小朋友们给大家带来的

袋鼠跳, 两个班级的孩子们谁都不认

输, 进行真正的较量。时隔三年太阳

班的组合体操,各样漂亮的招数让在

场的观众惊叹不已！最后压轴的接力

赛跑，把整个运动会推向高潮,在全

场呐喊助威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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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整个运动会活动都离不开

各位家长理事的帮助和支持。在此感

谢各位家长的理解和关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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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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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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