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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柳绿春光好 中华学子踏青归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2022年春令营纪行 

为了丰富大家的课外生活，培养同学们团结友爱、互敬互助的优

良品质和关心他人、善于与他人合作的团体意识与团队精神，让学生

养成勤动手、多动脑的好习惯，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22 日，时隔两

年，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再次举行了春令营活动。全体学生按中学部、

小五六、小三四和小一二等四个分队各自进行活动。虽然疫情有渐趋

平复之势，但整个活动过程中将依然采取戴口罩、勤洗手和消毒等严

格的防疫措施，以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学生的安全。 

 

 

此次中学部的队伍由中一和中

二的学生组成，活动的主要地点是

神奈川县立爱川交流村。三天两晚

的活动丰富

多彩、紧张

而又充满了

乐趣，让同

学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4 月 20 日清晨，同学们集体乘坐巴士前

往本次活动的第一站：东丹泽绿色公园。由

于雨天湿滑的原因，原计划在这里举行的野

外竞技活动改成了参观“宫ヶ濑”水坝。在

中学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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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同学们观看了水坝放水的宏大景象，感受了这里优美的自然风

光。午饭过后，同学们再次集体驱车前往此次春令营的最终目的地

——爱川交流村。 

一下车，大家就被这里绿树成

荫，春意盎然的幽雅自然环境深深

吸引了。首先，举行了入村式，村

内工作人员主要讲解了入村须知和

各种设施的使用说明，大家都聚精

会神地聆听着，工作人员幽默的讲

解不时引得大家一阵笑声，最后入村仪式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接着，同学们先到自己的房间放好行李，然后在村内进行了参观。

之后，大家在体育馆进行了激烈的躲避球比赛。只见同学们快速地腾

挪，跑动、跳跃，球像一阵风一样飞来飞去，大家也跟着左躲右闪，

比赛在大家的呼喊声、跑跳声和掌声中达到了高潮……此时，成绩已

经不是重点，而是大家在一起欢笑和一起奔跑中建立起来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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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餐过后，同学们在活动

室自己亲手制作了木柄勺子，别看

只是一把小小的勺子，很多同学都

用心地对其进行着打磨和雕刻，有

人还画了图案，让这把勺子成为了

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作品。 

中午时分，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

的野炊活动。野炊活动同样分小组

来进行，每个小组都有中一和中二

的同学。小组内分工明确，有的同

学负责切菜，有的负责淘米，有的

负责生火，总之，现场一片有条不

紊的忙碌景象。对于中一、二的很

多同学而言，野炊还是第一次，中二的学长们也主动肩负起帮助低年

级同学的责任。其中，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是生火，因为很多同学都是

第一次用报纸、木炭和木柴生火，所以，除了手忙脚乱之外，还让浓

烟熏到了眼睛，但经几经努力，从小小的火苗到熊熊燃烧的火焰，炉

子里的火总算生起来了，大家都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 

 

 

 

 

 

 

没多久，一阵阵奶油味的饭菜香飘来，一锅锅的奶油炖菜和奶油

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纷纷出炉。接着，大家有序地分发了食物，开



4 

 

心地吃了起来，吃着通过自己的劳动做成的美食，大家脸上都流露出

一种满足和自豪的欣喜。中一的同学们对学长的照顾和关怀表示由衷

的感谢，并表示明年也要成为新中一学生们的榜样。 

 

 

 

 

 

 

 

下午又进行了有趣的冒险拉力赛等户外活

动，同学们仍然以小组为单位参加各个项目的

挑战，这个比赛考验的是大家是否可以团结一

致地完成所有动作，新鲜刺激又充满挑战，有

的组虽然在多次失败后才挑战成功，但相信他

们会更加懂得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的重要性。 

晚上的活动同样令人期待，由于下雨的原

因，原本计划在户外进行的篝火晚会改成

了在室内举行的烛火晚会。晚会在激动人

心的点火仪式中拉开了帷幕，每个班级都

表演了准备的节目。为了这次表演，同学

们已经苦练了很久，终于有了向老师和同

学们展示的机会。同学们精心准备的舞

蹈、歌曲、炸弹游戏、传话游戏等，都别

开生面。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乐曲声、

欢笑声、掌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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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欢乐的氛围中，伴着温馨的烛光，同学们之间的心更近了，情谊也

更浓了，相信晚会的画面也在同学们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22 日，春令营已进入最后一天。早上

在食堂用完早餐后，先举行了退村式。原计划的登山由于天气原因也

改为在体育馆举行小运动会。与传统的运动会形式不同，此次的小运

动会在竞技的基础上带有更多趣味性，比如团体跳绳比赛、运球拉力

赛、班级接力比赛和抢尾巴游戏，各个项目都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在

欢呼声和呐喊中，同学们的团结和友谊得到了升华，赛场上的欢笑和

激烈也成为孕育互助精神和深刻友谊的土壤。 

 

 

 

 

 

 

午餐过后，同学带着几分不舍与留恋，也满载着收获，离开了

留下许多美好回忆的爱川交流村，乘车返回了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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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六年级的春令营在神奈川县三浦交流村举行。在三天时间

里，同学们进行了海边捡贝壳活动、防灾训练、步行智力竞赛和烛光

晚会等活动，还亲手制作了贝壳相框，在野外亲自做咖喱饭。同学们

在短短的时间里不但与大自然进行了亲密接触，还亲身体验了劳动的

过程和快乐，锻炼了动手、动脑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关心他人和与他

人互助合作的团队意识。 

20 日早上 9 点 45 分，小五六

的同学从学校出发，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车程，到达了此次春令营的目

的地——三浦交流村。吃过午饭，

大家首先来到了海边，一望无际的

大海令人心旷神怡，海边的微风也

轻轻召唤着大家，似乎在向大家问

好。第一个项目就是大家到海边进行捡贝壳活动。同学们仿佛放飞的

小鸟一样立刻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一边欣赏着优美的海景，一边仔

细地地探寻着一个个来自海洋的惊喜，这绝对是一个与大自然亲密接

触的好机会。 

 

 

 

 

 

捡贝壳活动结束后，大家返回交流村举行了入营式。村内的工作

人员主要向大家讲解了入住须知和各种设备的使用说明。然后大家进

小五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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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安放和整理了各自的行李。之后举行的是防灾训练知识讲座，工

作人员向大家介绍了各种与灾害及避难等有关的知识。防灾训练后，

工作人员还为大家安排了紧张有趣的“步行智力竞赛”，其目的一来

是为了让大家尽快熟悉交流村的环境和周边设施，同时也可以把刚才

学到的防灾知识以趣味的方式加以运用。大家拿着标满了各种符号的

地图，按图索骥，要找到与符号对应的各个避难所并标上名称。一路

上，小组内的同学们互相提醒着，遇到困难，大家共同解决。最终，

同学们都顺利安全地完成了任务。  

 

 

 

 

晚餐过后，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烛光晚会。首先，在一片黑暗之中，

全场寂静，现场的神秘气息让大家激动又紧张。这时“火神”手持蜡

烛缓缓走来，在大家的欢呼和掌声中，“火神”利用手中的火种依次

点燃了各班代表手中的蜡烛。最后，当蜡烛树上插满了点燃的蜡烛时，

大家心中的热情似乎也被点燃了。最后大家在温馨的烛光中一起玩了

“货物列车”游戏，随着音乐声响起，游戏开始，同学们感到既紧张

刺激又十分有趣，整个晚上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 

 

 

 

 

第二天的重头戏是野炊活动，即大家一起动手做都喜欢吃的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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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在老师的指导下，各组同学先进行了分工，然后分头行动准备各

种食材。只见有的同学切菜，有的切

肉，有的淘米，有的准备咖哩粉，一

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最后，食材

按顺序一一进入锅中，不一会儿就闻

到了浓浓的咖喱的香。虽然制作过程

中遇到许多难题，但同学们都积极地

想办法解决了这些困难，大家不但体会到了集体生活的乐趣，也感受

到了集体的力量和温暖。 

很快，香喷喷的咖喱饭就做好了。大家都有序地分发了食物，愉

快地品尝着自己亲手做的咖喱饭，脸上显示出开心和满足的表情。吃

完午餐，大家在老师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收拾好餐具和炊具，一会儿

功夫，一切都洁净如初。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大家的团结协作中完成，

集体的力量是巨大的，但这种力量是建立在每个个体密切配合，建立

在大家都默默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的基础之上，相信大家对团结合

作都有了更深的感悟和体会。 

 

 

 

 

 

下午同学们进行了手工制作，内

容是将大家捡回来的贝壳做成一个

相框。同学们都做得非常投入，都

决心要把自己最富有创意的想法通

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功夫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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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不久之后，一个个美丽又独特的相框在大家的巧手制作中纷

纷亮相了。看着自己的作品，大家都感到成就感满满。 

最后一天的早晨，所有的同学在早餐之后打扫房间、整理行装，

准备退营，同样做到了安静、有序，行动迅速。在退营之前，大家还

参加了小远足活动，大家沿着海边的沙滩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步行到了

长井海之手公园，既欣赏了沿途优美的风光，也锻炼了徒步远足的能

力。尽管天气炎热，沙地难行，但一路上同学们互帮互助，不怕苦累，

所有同学都坚持了下来，整齐地到达了指定地点。更有高年级的同学

主动背起一位受伤的低年级同学，在学长的帮助之下，两人也随大部

队到达了指定地点。这也无疑也是在集体活动中所培养出的互帮互助

与同理心的体现。午餐之后，小五六的同学们举行了退营式，准备出

发。三天的时间一晃而过，短暂而又快乐的春令营就这样在大家的意

犹未尽中结束了。 

 

 

 

 

 

 

 

小三四学生们去的是横滨市野岛青

少年研修中心。由于下雨的原因，第

一天的活动改为参观品川水族馆。在

水族馆同学们观察了各种海洋生物的

形态和特点，大家对海洋鱼类产生了

深深的好奇，同时感叹这些生物的多姿多彩。还观看了海豚表演，聪

小三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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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海豚完成了各种难度的动作，非常可爱，给大家留下来深刻的印

象。希望同学们在参观完水族馆后可以对大自然产生更多亲近之感，

并产生保护海洋生物的意识。 

 

 

 

 

 

 

 

 

 

 

返回学校吃完午饭之后，大家又再次乘坐大巴抵达横滨市野岛

青少年研修中心。首先举行了入营

式，主要聆听了工作人员的要求并

确认好避难路线和方法，老师们安

排和指导学生入住宿舍后是小组自

由活动。到了晚餐时间，大家都安

静有序地排队领餐，虽然可口美味的晚餐让每个人都激动不已，但是

大家都能遵守纪律保持默食，且在用完晚餐后，能够按照要求将食物

残渣和杯盘分类摆放，体现出了中华学校学生的良好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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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大家首先出色

地完成了归还床单以及对宿舍

进行彻底清扫的任务。吃完早饭

后，举行了退营式。仪式上，学

生代表对在此的收获进行了总

结，还把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写的感谢寄语送给了野岛青少年研修中心

的工作人员们，表达了同学们的感想和感谢。工作人员们很感动，希

望孩子们能再次回到野岛进行研修和学习。 

 

 

 

 

 

 

 

 

 

 

 

离开了研修中心后，大家来到了野岛的海之公园，在海边进行了

捡贝壳活动。同学们兴奋地在沙滩上走

着，仔细地寻找着目标，每当发现了漂

亮的贝壳便会高兴地将它捡起来，其他

同学也会好奇地过来观看，大自然带给

大家的永远是神奇和惊喜。不知不觉中，

第二天的活动也渐渐接近了尾声，虽然充满了不舍，但午饭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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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怀着收获的喜悦准时集合乘车返回了学校。 

 

 

 

 

 

第三天，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校同样以小组为单位对这两

天的活动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总结和发表。大家认真总结和反思了在

此次春令营中的收获和不足之处，希望明年能有更精彩的春令营。 

此外，同学们还把自己捡回来的贝壳粘贴成了一幅幅精美的作

品。这些经过同学们用心设计，仔细粘贴的作品无疑是对此次春令营

美好回忆的一份精美纪念。 

 

 

 

 

 

 

 

 

 

 

 

 

 

 



13 

 

 

 

小一二同学的春令营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参观横滨八景岛水族馆、

咖喱午餐会和在学校体育馆聆听交通安全教育和安全防范讲座。希望

通过集体生活，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培养大家互相帮助、

团结一致的精神。 

活动第一天原计划是去金泽动

物园进行参观，同样由于天气的原

因改为参观八景岛水族馆。到达目

的地后，大家按照事先分好的小组，

分头开始了水族馆的探秘之旅。老

师要求同学们要仔细观察水族馆里

的生物，并锻炼自主行动的能力。当孩子们在水族馆里看到自己喜欢

的海洋生物时都兴奋地叫了起来，大家还观看了精彩的海豚表演，不

但为大自然里有这么多神奇多样且聪明的生物而感到惊叹，也激发了

大家热爱自然，爱护海洋生物的意识。   

 

 

 

 

 

 

 

 

 

 

小一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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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孩子们在学校里举

行了“咖喱午餐会”。同学们要

自己动手制作咖喱饭，于是，在

老师的指导下，大家一起削土

豆、剥洋葱、切胡萝卜。由于孩

子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

动，老师们亲自示范，手把手地

教学生如何切菜、削皮等。小二的学生也主动地照顾着弟弟妹妹们，

良好地体现了互助友爱的精神。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热腾腾、

香喷喷的咖喱饭出锅了，大家一起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脸上洋溢

着开心又幸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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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在学校体育馆举行了交通安

全和安全防范讲座。学校特地邀请了横滨

伊势佐木警察署的警察前来为学生们开

展讲座。警察们通过身体示范、模拟现场、

交通指示牌等道具为同学们讲解和演示

了过马路的注意事项和正确方法等基本

的交通知识，并在现场通过情景模拟的方法让学生体验和练习如何正

确地过马路。这一活动不仅让学生掌握了相关的交通安全常识，并且

可以让学生树立起交通安全的意识，是一堂非常重要的常识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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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学生赴长崎毕业旅行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我校中三学生仍然无法到中国进行毕业旅

行，故学校安排中三学生利用此次

春季活动的机会赴长崎进行毕业

旅行。位于日本西端的长崎是当今

世界上传承和保留中国古老文化

的名胜之一，希望通过此次毕业旅

行，同学们不但能够继续加深友

谊、培养互相帮助和团结合作的精

神，同时也希望通过对长崎历史和

文化的感知来加深对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的了解，发现更多中日文

化交融的元素，从而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4 月 20 日，中三全体同学在中三

年级组长本间淳也老师、石川理启老

师、班主任王蕊老师和永田裕贵老师

的带领下从羽田机场出发，乘飞机前

往位于九州岛的长崎市。中午时分，

飞机顺利抵达长崎，在用过午餐后，

大家来到了此次旅行的第一个重要参

观地点——福建会馆，在这里大家聆听了工作人员对于长崎华人华侨

历史的相关介绍，对长崎和中国的历史渊源进行了了解。 

接着大家来到了第二个参观地点——

原爆资料馆和平和公园，通过参观资料馆

里的各种图片、介绍和实物展示，大家不

但了解了原子弹可怕的杀伤力，感受到了

战争的罪恶，更加懂得了生命的可贵与脆

弱，以及对现在和平美好生活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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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餐后，大家集体出发前往孔子庙。通过参观，大家对

中国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及其

教育理念的理解加深了，更加了

解到孔子对中日两国文化的深

远影响。参观完孔子庙后是分组

行动，大家按照行动组开始分头

行动，自由参观。新地中华街，

作为长崎的标志性的景点之一，

也作为中国文化的集中区域，无疑成为了大家的首选。在那里，大家

不但欣赏到了富有中华特色的建筑和装饰，还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

食，大家都不禁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此外，大家还参观了眼镜桥、

哥拉巴园等，在开阔视野、愉悦身心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豪斯登堡亦是让大家难以忘怀的地点之一，也是大家入住的宾馆所在

地，大家都被那里绝美的夜景所折服，夜晚伴着习习的清风，欣赏着

眼前的夜景，不由得令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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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用完早餐后，大家再次分小组开始行动，享受着此次长

崎毕业行最后的欢乐时光。12:30 大家准时集合，准备出发。17:30

飞机顺利抵达羽田机场。 

至此，短暂而又美好的三天的毕业旅行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旅行

的时间是有限的，但相信旅途中大家结下的友谊与收获的感悟将会是

永恒的，因为它将成为大家一生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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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 防灾避难训练      4 月 26 日上午，我校师生进行了防火、防

震和海啸避难训练。首先进行的是

火灾避难训练。当火灾警报发出后，

全体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戴好防灾

帽，分年级、迅速有序地从各自的

避难通道转移到了操场。随后，各

班级按计划进入到指定位置，清点

了班级人数并进行了上报。紧接着是防震避难训练，当广播中传来地

震发生的信息时，学生们立即迅速、安静地躲避到课桌下方进行避难。

最后进行的是海啸避难训练，当海啸警报发出后，全体同学按照老师

的指示，安静迅速地沿着指定路线到避难场所——六楼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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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防灾训练，不但激发了

师生的防范意识，还切实提高

了学生在灾害突发时的应变能

力。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同学

们行动迅速，秩序井然，做到

了“快、静、齐”，防灾避难训

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 全校身体检查和体力测验顺利进行       28 日，我校全体学生身

体检查顺利进行。此次身体检查学校委

托了外部专业公司，检查团队由来自医

疗法人社团（こころとからだの元気プ

ラザ  ）的包括眼科、牙科医师、齿科

卫生士等在内的 40多位专业医师组成。 

此次学生身体检查的内容共分为：计测、眼科、视力、耳鼻喉、

齿科、听力检查（除小四、小六、中

二外年级检查）和心电图（仅小一、

中一检查）七个大项。身体检查的整

个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在老师们的

指引下，学生们快速、安静、整齐地

完成了排队、按顺序体检等流程，良好地体现了我校一直以来对学生

行动“快”、“静”、“齐”的整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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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我校全体学生进行了

每年一次的体力测验。测验项目包

括：立定跳远、握力、仰卧起坐、

坐式体前、投球、折返跳等。由老

师们分组负责，带领各工作组的同

学逐一为全体同学做了测试。在整

个测验过程中，工作的高年级同学认真负责，有效地协助了老师们的

工作，接受测验的同学们也做到了安静有序，积极配合，快速且高效

地完成了测验任务。 

 

 

 

 

 

 

 

 

※ 5 月全校早会在体育馆举行        5 月９日星期一，我校五月

全校早会在学校体育馆举行。这也

是时隔两年后我校全体师生第一次

在体育馆集合开全校早会。张岩松

校长进行了早会讲话，主要从打招

呼的要求、增减衣物，继续防控疫

情和和 5 月实践重点三个方面对同学们进行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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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校长希望同学们要做到认真打招呼，同时根据气温变化增

减衣物，防止感冒。其次，要继

续加强疫情防控意识，做好戴口

罩、测体温、勤洗手、消毒、避

免三密等防疫措施。最后，校长

指出，五月份全校要准备一年一

度的运动会，五月份的实践重点是“整齐勤练”。希望同学们在行动

和训练的过程中要做到“快、静、齐”，不怕辛苦，多多锻炼，同时

也增强身体素质和免疫力。 

最后，张校长为我校在东京中华学校举办的“第十九届春节杯学

生书法比赛”中获奖的同学颁发了证书和奖品，并希望同学们以他们

为榜样，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锻炼自己的各项能力。 

 

 

 

 

 

※ 中三学生参加音乐欣赏会         5 月 14 日，我校中三学生在

教务部长罗顺英老师，中三年级组长本间

淳也老师，班主任王蕊老师和永田裕贵老

师的带领下，赴“muza 川崎音乐厅”进行

了音乐欣赏活动。从 2007 年开始，我校中

三每年都会参加由日本爱乐交响乐团（日

本フィルハーモニー交響楽団）举办的横滨定期演奏会，这也是我校

中学音乐鉴赏课的内容的一部分。因为疫情的原因，2020 年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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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活动不得不取消。去年，爱乐交响乐团的四位演奏家亲自来到我

校为中三学生们进行了现场演奏，得到了同学们的强烈反响。同时，

由于横滨港未来音乐厅（みなとみらいホール）在装修中，所以今年

的演奏会地点改为“MUZA 川崎音乐厅”。 

爱乐交响乐团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校师生。首先，他们安

排学生们观看了乐团彩排的过程。之后，工作人员向同学们介绍了音

乐厅与后台有关的一些知识，如说明音乐厅的特殊构造、音响效果的

成因，介绍即将演奏的曲目内容等，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工作

人员还耐心地回答了同学们在参观后提出的各种问题。 

 

 

 

 

 

彩排结束后，工作人员还安排了中三学生和此次演奏的指挥家黄

佳俊（Kahchun Wong）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黄先生不但详细地

解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也向同学们介绍了此次演奏乐曲的精彩之处，

更加引起了同学们的观赏兴趣。参观和交流的部分结束后，即将开始

的是观看激动人心的现场演奏了。17:00，演奏正式开始，有了刚才

的预热环节，同学们都听得更加聚精

会神，同学们也表示，在听了黄先生

的介绍后，乐曲听起来更有亲近感。

同学们表示此次的音乐欣赏不但让

大家学到了很多现场和书本之外的

知识，也感受了交响乐的魅力，更激发了他们对于音乐的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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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学年度家长理事会职务名单】 

◎部长   〇副部长  有下划线者为学年代表理事 

会   长：谭 优矢（小一①） 

副 会 长：陈  亮（小三②）  温 馨（中三①）  孙 金霞（中三①） 

监    事：牧内 爱玲（小六①） 

会    计：闫  丽（小四①） 

总 务 部：◎大塚  翠玲（中二①） 

〇上宫 春菜（小三①） 

林  琳（小一②）   韩 英花（小一②）  张 兰香（小三②） 

俞 凌瑜（小三②）  徐 旭东（小六②）  山浦 遥（中一②） 

马  晓红（中二②）    

保健福利部：◎林 悠以（小五②） 

〇韩  旭（小一②）  〇吴  菁菁（小四②） 

石 珊珊（小一③）   杜  夷（小六①）  武上 春绮（小六①） 

陈  敏（小六②）    于 海凤（中一②） 杨  海悦（中二②） 

广 告 部：◎巫 威宇（小五②） 

〇李 军（小一③）    〇张   亮（小二①） 

  沈  礼彬（小一①）   张  伟（小一①）    宋  瑞（小一③） 

马 欢欢（小二②）   平野  宏子（小三①） 邱 嘉宏（小四②）    

李 欣怡（小五①） 

文 化 部：◎菊池 优香（小四①） 

〇白 雪（中二①）   〇陈 清汉（中三②） 

大塚 文姫（小二①）  内野みどり（小二②） 王 琦琦（小六②） 

雷 蕾（中一①）     王  征旭（中一①）  木内 阳子（中一②） 

成 桃花（中二①）    

<家長会担当老師> 

王 晓璐（小一②班主任）小川 觉充（小六①班主任）中屋 伶（中二①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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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理事评议员成员 2022-2024】 

◆学园理事 19名 

理 事 长:曾德深 

副理事长:缪雪峰、陈  亮、张爱玲  

事 务 长:林启良 

理    事:张岩松、森田裕明、谢成发、余  凯、萧敬意 

           朱铭江、安齐民穗、潘永诚、郑民财、罗顺英 

           谭优矢、罗亭亭、巫威宇、郑浩志 

           (※画线的 9名理事兼任评议员) 

◆学园监事 2名 

  陈钜金、张玉人 

◆评议员 39名 

议  长:朱铭江 

副议长:罗明珠 

评议员:刘燕雪、符顺和、新仓洋子、江洋龙、黎启榕、杨义智 

      杨文惠、诸根雄、任贤治、谢明华、陈国良、大矢慧馨 

      魏木兰、陈宜华、郭联辉、黄巧玲、孙金霞、罗  维、张  亮 

杨旭峰、李  军、次富俊輔、高松权、梁濑秀辉、藤井翔 

郑  红、张延华、雷秀玲、唐文英 

         (※还有 9名评议员由理事兼任) 

◆学园顾问 3名 

  夏东开、梁庆安、张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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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讯 ✿ 

我校学生在参加东京中华学校举办的“第十九届春节杯学生书法

比赛”中凭借自己扎实的功底，在众多书法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佳

绩，祝贺他们，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最优秀奖:中一 萩原纱希 

优秀奖:小六 魏恋乔、中一 詹惠琳 

佳作奖:小五 杜心春、小六 曾根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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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7 日，收到上新原功义捐 1,000 日元，特此致谢！ 

5 月 23 日，收到一般社团法人横滨关帝庙教育补助金 4,000,000

日元，特此致谢！ 

 

最优秀奖 优秀奖 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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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稚 园 信 息  

 
   

 

* 春游活动 

【大班---岸根公园】 

    5 月 18 日，大班小朋友们乘坐幼稚

园巴士前往岸根公园进行了春游活动。

岸根公园虽然路途较远,但孩子们一到

目的地就忘记了乘车的疲劳，迫不及待

地开始玩耍。公园里有着大型的攀爬玩

具，孩子们一会儿渡过吊桥，一会儿翻

过攀岩，一会儿钻进隧道，一会儿进入

忍者阵地，往返挑战乐此不疲。尽情玩

耍之后，大家在大草坪上席地而坐，在

春光明媚的大自然之中品尝妈妈精心准

备的午餐，别提有多惬意了。 

   春游活动不

仅锻炼了孩子们

的体能 ,也培养

了挑战困难的信

心，提高了对户

外活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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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野毛山动物园】 

    5 月 19 日，中班小朋友乘坐幼稚园巴士来到了「野毛山动物园」。

在和煦的春风中，孩子们身背双肩包，从停车场徒步穿过树林到达动

物园。首先，在动物园正门前集体合影,留下了美好的瞬间；然后，

在老师的引导下依次观看了长颈鹿、斑马、鸵鸟、孔雀、鳄鱼、乌龟、

大猩猩、狮子等动物；最后，来到紫藤架下一边晒着温暖的太阳一边

品尝午餐。春游活动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相信爱护小动

物的情感也已萌发在孩子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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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根岸森林公园】  

5 月 25 日，小班小朋友们第一次

参加春游活动, 个个兴高采烈地乘

坐着幼稚园巴士来到「根岸森林公

园」。当天阳光灿烂,公园里四处郁郁

葱葱，生机盎然。小朋友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有秩序地排好队,迈着稚嫩的

步伐穿过大草坪到达目的地。听完老

师讲解的游玩规则后，孩子们就在公园内追逐奔跑，有的在玩长长的

滑滑梯，有的在玩攀爬玩具，有的在草地上采摘蒲公英……尽情玩耍

之后，品尝妈妈亲手做的爱心午餐显得格外美味！春游活动，不仅让

孩子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也促进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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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训练---防患于未然 

4 月 22 日，我园举行了本年度第一次地震和

火灾避难训练。在老师的指导下中大班的幼儿井

然有序地排好队，依照「不推、不跑、不讲话、

不返回」四个原则迅速撤离, 体现出大哥哥大姐

姐的规范意识。小班幼儿则在保育室内进行地震

避难练习，做到不慌不乱。本次训练初步培养起

孩子们的防灾意识，也加强了教职员果断迅速的防灾组织能力。 

* 2022年度 熊猫幼稚园家长会(PTA)组织 

5 月 10 日如期通过网络召开了新年度的家长大会。回答电子问

卷共 116 件,有效回答数为 114 件,议案 1～5 百分之百赞成通过。针

对个别家长提出的问题,森田园长在家长理事会上给予了解答。 

新年度的幼稚园家长会组织如下: 

〔会  长〕夏 彩（太阳一班）〔副会长〕王 罡（彩虹二班） 

〔书  记〕雨宫可南子（太阳二班）、姜 盼（星星二班） 

〔会  计〕朱 畅（星星一班） 

〔监 查〕白 露（彩虹一班）、唐 文英（熊猫幼稚园主任） 

〔总  务〕崔 允美（太阳二班）、王 罡、尾下ゆかり(星星一班) 

〔广  报〕张天舒（太阳二班）、位 多（彩虹二班） 

南峰玉（彩虹一班）、大友めぐみ（星星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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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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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店（センター店）

横浜市中区山下町 95-2（中華街パーキング隣）

TEL 045-681-5172   FAX 045-681-6161

横浜中華街 ・ 1949 創業

中国食材 ・中華材料 ・中華銘酒 ・中国名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