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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动  态 ☆ 
 
 
 
 
 
 
 
 
 
 

齐心合力勇挑战  超越自我展精神 

——2022 学年度运动大会纪实 

初夏时节，紫阳花开，天气晴好。6 月 4 日，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一年一度的运动大会在北方小学操场如期举行。清晨，前来准备的师

生们已经忙碌了许久，一切在大家的齐心合力努力下已经准备就绪。

迎着初升的朝阳，全校师生整齐地列队在操场上，只见一面面红旗迎

风招展，运动健儿们一个个精神抖擞，蓄势待发。同学们在老师的指

导下，已经进行了十多天紧张辛苦的集训与排练，今天正是展示自我

的时刻，前来观赛的家长们也已经各自就位，满怀期待。今年我校的

运动会依然本着疫情期间“缩短时间、缩小规模”的原则举行，同时

为了满足部分家长不能前来现场观看的遗憾，学校依然请了专业的摄

影公司对运动会进行了全程现场直播。 

上午 8：45，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北方小学操场上

空徐徐升起，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2022 学年度运动大会也正式拉开了

帷幕。升旗仪式结束后，紧接着是插校旗，由去年获胜的白组返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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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旗、优胜杯。最后由张岩松校长致开幕词，张校长指出今年的运动

会是全校师生自 2020 年 9 月以来再一次集合在起到北方小学的操场

上举行，也是自疫情以来第一次邀请家长们到现场观赛，同时也是中

华学校时隔两年再次举办全校性的大型活动。同学们认真努力，不怕

苦，不怕累，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艰苦训练，校长希望同学们能够

珍惜这次运动会的机会，团结友爱，齐心合力，努力拼搏，争创佳绩！

最后，张校长正式宣布：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2022 学年度运动大会正

式开幕！ 

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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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年的运动会减少了项目，但也可谓丰富多彩，高潮迭起。

有传统的短跑项目，如从高年级到低年级学生的 50 米和 40 米赛跑，

有游戏兼竞赛性质的项目，如小一“抛球赛”、小二的“外卖小达人”、

小三的“齐心合力”、小四“小拔河”、小五六的“骑马战”和中学生

的“大拔河”等，还有运动会的重头戏之一全校“表演操”，以及压

轴的红白接力以及让全体学生都为之沸腾的全校传球接力等。其中，

对于小一的学生而言，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次运动会亮相，虽然

没有经过预演，但他们在比赛和表演中那有板有眼的样子，显得非常

认真和投入，得到了现场观众和老师们的纷纷点赞。比赛过程中，田

赛和竞赛交叉进行，学校精心的安排加上学生们的全情投入，不由让

人感到精彩连连、刺激不断。 

 中学女子 50米赛跑 

 

 

 

 

 

 小四“小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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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 40米赛跑 

 

 

 

 

 小二“外卖小达人” 

 

 

 

 

 小三 50米赛跑 

 

 

 

 

 小五六“骑马战” 

 

 

 

 

 中学男生 50米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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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操表演 

 小一二表演操 

 

 

 

 

 

 

 

 

 

 

 

 小三四表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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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六表演操 

 

 

 

 

 

 

 

 

 

 

 

 

 中学部表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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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 50米赛跑 

 

 

 

 

 小一“抛球赛” 

 

 

 

 

 小二 40米赛跑 

 

 

 

 

 小三“齐心合力” 

 

 

 

 

 小五六 50米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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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部“大拔河” 

 

 

 

 

 

 低年级“红白接力” 

 

 

 

 

 

 高年级“红白接力” 

 

 

 

 

 

 全校传球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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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上，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红白两组的总分即

将揭晓，在大家紧张又期待的目光里……,3…2…1…，成绩揭晓：红

组获胜！操场上顿时一片沸腾。之后，张岩松校长为获胜组和获奖学

生分别颁发了奖杯和奖状。最后，张校长致了闭幕辞，肯定了大家在

运动会中表现出的努力和拼搏的精神。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张校长

宣布：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2022 学年度运动大会胜利闭幕！ 

闭幕式 

 

 

 

 

 

 

 

 

 

 

此次运动会的主题为“超越”，从策划到实施经过了师生们的共

同努力和精心准备，本着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能

动性，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原则设计与筹划，在此过程中不断挑战

自我，超越自我。此外，为了更好地让家长们了解运动会从准备到排

练到比赛的整个过程，我校家校融媒共建委员会的家长们亲自到现场

进行视频录制，之后编辑成短视频在家长中发布，起到了很好的宣传

效果，不但让家长们从多个角度对学校的活动等增加了了解和认知，

同时也拉近了家长与学校的距离。 

校长向获胜组颁发奖杯·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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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个人成绩】 

   小一男生 4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一年级②班     林  谅介 

   小一女生 4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一年级②班     孙  蓝馨 

   小二男生 4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二年级②班     李  金隆 

   小二女生 4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二年级②班     佐佐木 夏莲 

   小三男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三年级②班     何  羽星 

   小三女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三年级①班     夏  京花 

   小四男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四年级②班     孙  韶良 

   小四女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四年级②班     钟  美晴 

小五男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五年级①班     陈  昭旭 

   小五女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五年级②班     林  俐香 

小六男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六年级②班     徐  由明 

   小六女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小学六年级①班     牧内 七音 

中学女生 50 米赛跑第一名     中学一年级②班     手岛 宁美 

中学二年级②班     福林 优奈 

中学三年级②班     陈  佳韵 

中学男生 50米赛跑第一名      中学一年级①班     林  伯昊 

中学二年级①班     牧内 赞和 

中学三年级②班     丸山 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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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公开授课参观      6 月 16 日～18 日，时隔两年，我校再次举

行了授课参观活动，即全校所有科目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都面向在

校生家长开放参观。我校课程囊括了从中文、说话、日文、英文、数

学、日社、理科等文化课程。此外，还有包括音乐、体育、美术、图

工、技家在内的各类技能课程，不

仅在学生智育的发展上严格把关，

在学生体能、美育、动手能力等方

面也下足了功夫，可谓力求让学生

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 

为了保证授课参观顺利有序进行，全校师生在教学和接待等方面

做了精心准备。在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的基础上，家长们可以通过扫

码查询授课参观课程表以提前了解公开授课的具体情况，做好观摩安

排。课堂上，老师们充满激情，做到

“以学生为中心”，把课堂的主动权

教给学生，引导学生不断动脑思考，

鼓励学生勇于表达。学生们也积极

思考，踊跃回答，课堂气氛十分活

跃，融洽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校园的墙壁上、走廊里，到处都张贴着学生们精心完成的作品，

或是一篇篇书写工整的中文作文，或是一首首设计精美的日文短歌、

英文介绍，或是一幅幅色彩缤纷的图画，或是一份份图文并茂的历史

人物介绍手抄报、或者是一件件用心制作的手工艺品，从形式到内容，

可谓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家长们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孩子的作

品，一边点着头并发出会心的微笑，原来不知不觉中孩子们已经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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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么多知识，参与过这么多活动，有这么多奇思妙想和丰富的内心

世界，不禁感到十分欣慰。 

 

 

 

 

 

 

 

 

 

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学习热情和一幅幅展示的学习成果，让家长们

感受到了他们的进步和成长，同时家长们也为学生在校园里的学习生

活与健康成长感到欣慰又欣喜。不少学生家长在参观后都纷纷表示，

为孩子们在中华学校充实而又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感到欣慰，看到孩子

们在学校健康成长，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们的辛苦付出。同时，家长

们也对我校能在疫情期间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以保证学生在校期间

学习和生活等活动等正常进行表达了肯定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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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参观活动无疑在学校与家长之间搭建起一个互动沟通的平

台,在展示我校教学风采和教学成果，让家长们更好地了解我校教学

工作和学生学习情况的同时，也能及时吸收各方面的反馈，促使我校

在教学和管理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为此，学校设立了“意见箱”，

同时也开通了手机扫码网上填写意见的渠道，让家长能够随时记录，

随时进行反馈。根据家长们的反馈，学校及老师们会及时总结经验，

发扬优点，改进不足，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中华学校更快乐地学习、

更健康地成长。由于疫情的原因，我校授课参观活动已经被迫中止两

年，家长们长时间未能到校参加授课参观活动，对于孩子们的学习和

成长情况已疏于掌握，此次的授课参观不但让家长们能够有机会亲眼

目睹孩子们在中华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同时也拉近了学校和家长

之间的距离，受到了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和一致好评。 

※我校与东京大学进行交流    5 月 26 日，我校教务部长罗顺英老

师应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综合教育学科比较教育学系额贺美纱子副教

授邀请，作为客座讲师赴东京大学与该系学生进行了交流。 

今年已经是两校第

六次进行交流互动，主

要目的是东京大学教

育学部综合教育学科

比较教育学系的师生

们想通过了解日本外国人学校的具体情况来考察日本外国儿童的受

教育权，鉴于我校的代表性，由此两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 

此次交流活动亦借鉴了“翻转课堂”的理念，即事先将介绍我校

校史、学生与教师构成等内容的视频发给东京大学的师生们，以方便

大家提前进行观看和了解。讲座的当天罗老师主要讲了我校的教育特

色及学校资格等方面的内容，重点介绍了我校作为华侨学校对华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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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及多元文化理解十分重视等富有特色的教育

内容，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主要内容介绍完

后，罗老师还耐心回答了在座师生的提问。现场

的互动十分热烈，同时由于大家提前看过相关

的视频，因此所提问题不但更加深入也更具有

针对性，交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最后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东大师生们也表示在听了罗老师的介绍后收获很大，感触颇多。

但由于受到新型肺炎疫情的影响，东大师生未能亲自前来学校进行考

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亲自到中华学校来进行现场参观与学习，罗

老师也表示非常欢迎大家今后来中华学校进行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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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音乐欣赏会顺利进行         6 月 9 日，受横滨中 ROTARY 

CLUB 的邀请，我校小三全体同学在张岩松校长、教务部长罗顺英老

师、小三年级组长吴红涛老师、班主任川边彻老师和田倩倩老师的带

领下赴神奈川县立音乐堂进行了音乐欣赏活动。 

欣赏会开始前，ROTARY CLUB

会长萧敬意先生（我学园理事，我

校第 32 届校友）发表了热情的讲

话，对大家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之

后，神奈川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

不但为同学们带来了优美的音乐，并为大家介绍了管乐和弦乐等乐器，

同时大家还欣赏了精彩的室内乐表演。 

音乐欣赏作为我校艺术教育活动的一

部分，在陶冶学生性情，提高学生音乐审

美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学校每

年（2020 年小三音乐欣赏会活动因疫情原

因中止）都会组织不同年级的学生参加音

乐欣赏会。每次活动结束后，同学们都表示，通过参加音乐欣赏会，

不但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还可以学到很多音乐知识。 

※我校中二学生与西金泽学园学生进行交流        6 月 10 日，横

滨市立西金泽学园中学部的师

生一行 70 多人来到我校进行

交流。我校中学二年级的同学

们在中屋伶老师、小林翼老师

和郑红老师等的组织和带领下

对其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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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式上，我校学生表演了民族舞和舞狮子，表达了对西金泽师生

的热情致意与欢迎。随后，我校中二学生与西金泽中学的学生们分

组进行了丰富多彩、热情友好的交流活动。 

在此次交流活

动中，我校师生精

心准备了学中文、

舞狮、民族舞、象棋、

刻画、中国结等小

组活动，细致耐心地教给西金泽中学的同学。显然，西金泽中学的师

生们对这些有中国特色的活动也非常感兴趣，积极认真地模仿和学习

着，都乐在其中。大家一边学习，一边交流。虽然只是短暂的时光，

但从大家的欢声笑语中可以感受到大家心中已然生起融融的情谊。 

 

 

 

 

 

随后，两校学生齐聚在体育馆，西金泽中学的同学们为大家表演

了拉网小调（ソーラン节）舞

蹈。欢快的节奏，宏大的阵势，

把交流活动推向了高潮，赢得

了大家的一片掌声。下午，大

家又一起游览了中华街和山

下公园等地。一天下来，两校

学子已成了亲密的朋友，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离别时刻，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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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西金泽中学是友好学

校，两校间定期互访、参观交流，

已持续 20 多年，今年是第 23 次

交流活动，两校间已结下深厚的

友谊。但因疫情原因交流活动已

经被迫终止了两年，今年再度开

展交流，对两校学生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与互动的机会。今

后，两校将继续加强合作交流，不断增进两校友谊。 

※ 2023学年度内部家长说明会成功举行      6 月 11 日，“2023 学

年度小一家长说明会”在我校体育馆成

功举办，张岩松校长、罗顺英教务部长

向各位家长详细介绍了学校情况及招生

政策，并耐心解答了家长们的疑惑和问

题。上午 9：30 至 10：20，为学校面向

各位前来与会家长的授课参观时间，家长们深入课堂进行参观，进一

步加深了对学校教育教学情况的了解。 

 

 

 

 

※2022学年度家长大会顺利召开       6 月 18 日上午，2022 学年

度家长大会在我校体育馆举行，曾德

深理事长、张岩松校长、谭优矢家长

会长及各位副会长出席大会，共有

138 名家长参加了大会。首先，曾理

事长和张校长先后进行了致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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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理事干部针对 2021 年的活动第一次做了详细报告。之后，谭优

矢会长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大会通过了 2022 学年度的

活动计划及预算方案。 

会上，张岩松校长还针对我校 ICT 教育的目的进行了详细的说

明。张校长指出，简单来说我校

导入 ICT 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三

种重要能力，即：情报力、思考

力和表现力。目前我校 ICT 教

育仍处于探索阶段，未来希望

也能通过 ICT 教育进一步加强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联系。最后，大会在

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闭幕。 

※学生电脑发放顺利开展      6 月 8日至 10 日，我校为小四至中

二的同学统一发放了订购的电

脑，这也是我校 ICT 教学导入过

程中的重要一步。发放工作主要

由教务部长罗顺英老师和我校

ICT 小组的几位负责老师主持进

行，并在发的同时就学生电脑如

何登录与使用等问题和相关注意事项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指导。今后，

学校将利用早读时间以“ICT 小课堂”的形式继续向学生就 ICT 教学

中将使用到的相关电脑知识和软件进行进一步的指导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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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讯 ✿ 

近期，我校学生参加了由“横滨中央城市节庆执行委员会”（セ

ントラルタウンフェスティバル）主办的 2022 年“梦之城绘画大赛”

（夢の街絵画コンテスト），共有三名同学在众多投稿作品中脱颖而

出，荣获奖项。祝贺她们，希望她们再创佳绩！ 

神奈川新闻社奖:小五①  铃木 琳华 

优秀奖:小四①  海锋 结彩 

优秀奖:小三②  崔 馨心 

 

 

 

 

 

 

 

 

 

 

 

 

 

 

 

 

 

铃木琳华 海锋结彩 崔馨心 

左图为获奖学生作

品在横滨中华街九

龙陈列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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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稚 园 信 息  

 
   

* 幼儿交通安全教育 

6月 10日，横滨市道路局交通安全课的指导员来到熊猫幼稚园，

使用纸偶的形式，声情并茂、生动明了地给孩子们讲述了交通安全的

重要性，以及简单的交通规则。 

 
*保育参观 

  在春雨绵绵、繁花似锦的六月,熊猫幼稚园举办了保育参观活动。

今年因疫情的影响,大、中、小三学年分别于不同的日程开展了保育

参观。 

    首先是 6 月 13 日大班的保育参观。上午十点半，家长们步入整

洁美丽的园舍，就聆听到孩子们响亮的

歌声。无论是中文歌曲《茉莉花》还是

日语歌曲《篝火晚会（キャンプだホイ）》

都是元气满满。来到二楼映入眼帘的是，

张贴在走廊墙上的水墨画《熊猫》。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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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开始用蜡笔，到中班用水彩，再到大班用水墨，画大熊猫成了幼稚

园的传统表现活动，大熊猫也成了孩子们最为熟悉和喜欢的动物。在

这次的保育参观中，大班老师为家

长展示了：早会（包括值日生活

动）、时钟手工制作、垫上运动游

戏、午饭准备这四个环节。对于将

要升入小学的大班孩子来说，学会

倾听老师的指示并付诸于行动，是

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在日常保育中

大班老师也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

这方面的能力，做好幼小衔接工

作。通过保育参观，家长既可以感

受到孩子们在集体中的成长，也能

意识到自己孩子的不足之处，从而

为今后的家园共育提供了契机。 

    接着是 6 月 14 日中班的保育参观。每周二是例行的体操教室。

10点 50分结束体操活动后，中班家长进入二楼保育室进行保育参观。 

迎接家长的是孩子们可爱的歌声

《とけいのうた（时钟之歌）》、《あ

めふりくまのこ（雨中的小熊）》，

和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紫阳

花》。此外，保育室的墙面上还张贴

着中班这个月的中文歌曲《小雨沙

沙》、动物系列图片以及绘本的介

绍。在这次保育参观中，中班老师

为家长们展示了：早会（包括值日

生活动）、划线练习（はじめてのせ

ん）、音乐游戏（じゃんけん電車、

あくしゅでこんにちは）、午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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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环节。升入中班后，作为饮食教育的一环，每周二幼稚园为孩子

们提供统一的午餐。孩子们吃习惯了

妈妈亲手做的便当，要改变口味吃统

一的午饭是件挑战自我的事情。经过

这两个月来老师们的引导，孩子们基

本上适应并欣然接受幼稚园的便当，

让爸爸妈妈们消除了孩子是否偏食

的担心。 

    最后是 6 月 17 日小班的保育参观。入园以来，家长们还是第一

次这么近距离地参观孩子们的活动。11 点 50分家长们迫不及待地步

入保育室，孩子们已经洗干净手，正在

准备吃午饭。按照老师的要求，孩子们

将便当和水壶摆放在布垫上，唱着《午

饭歌》做好准备。等到老师一说：“请用

餐（いただきます）！”，便迫不及待地

拿起了饭勺吃起了午饭。爸爸妈妈们

一边观看孩子们的墙饰作品《可爱的

青蛙》，一边看着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吃

着香喷喷的便当，早已忘却了做便当

的辛劳，心中甚是欣慰。入园才两个

多月，大部分的孩子已能在规定的时

间内吃完午饭，并且能自己上厕所、

穿好园服做好放学准备，令家长不禁

感叹老师教导有方，也为孩子的成长

感到惊喜。 

本次的保育参观,不仅让家长们

了解到幼儿的在园生活和成长状况，

也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同时，我园也旨在通过保育参观，不

断提高教育质量，增进家园理解，共同促进幼儿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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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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7 日，收到(株)新光贸易义捐茶叶 800 盒，特此致谢！ 

6月 3日，收到一般社团法人横滨关帝庙义捐价值 100,000 日元

的口罩，特此致谢！ 

6 月 4 日，收到孙勇利先生(我校第 5 届毕业生)义捐 10,000 日

元，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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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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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