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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课内齐发展  动手动脑乐中学 

——2022学年度春季校外活动纪行 

为了让同学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和

增强同学们礼貌待人的意识，6 月 23 日，我校小三至中三的同学在

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外活动。其中包括参观科学馆、

美术馆、博物馆，海洋教室和一些横滨近郊的历史古迹等。同学们走

出课堂，通过参访、观察、实践等形式，到校外去感受和探知自然和

社会这所更大的课堂。这也是自疫情以来我校第一次重启校外活动。 

<小三·横滨儿童宇宙科学馆> 

小三的同学们由吴红涛、川边彻、田倩倩

和小林翼四位老师带队来到横滨儿童宇宙科

学馆进行参观。为了让同学们的参观留下更为

深刻的印象，74 名同学被分为 12 个行动组进

行参观。随之，同学们便开始了此次的宇宙探

险之旅，大家难掩兴奋之情，置身科学馆仿佛

来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宇宙的奥秘在这里

通过图片、视频、模型、仪器等生动地展示了出来，大家一边探索发

现一边进行着体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下午两点多校外参观结束了，

但快乐和兴奋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满载着收获回到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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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森永食品工厂> 

小四的同学们在教导部长郑民财老师、苗凌哲老师、甘健星老师

和刘奇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位于鹤见

的森永食品工厂。同学们也分组进行

了参观，首先同学们观看了介绍森永

制果的历史及糕点制作的流程；之后

在工厂的展示区，同学们还观看了森

永旗下一系列商品的制作技术和方法。此外，工作人员还为大家介绍

了森永制果的明星产品，并给同学们赠送了糖果小纪念品。大家专心

地听着，发现原来这些好吃的糖果点心背后还有这么多的知识和技术，

同学们既学到了知识，又品尝到了好吃的糖果，都感到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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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东京都立美术馆> 

小五的同学们由田莉莉老师、易馨慧老师、王薇老师、刘晓晶老

师和高源老师带队来到了东京都立美

术馆进行参观。在这里，同学们同样分

小组开始参观，大家仿佛来到了一个艺

术的海洋，不由得被眼前琳琅满目的艺

术作品所吸引，用心地欣赏着每一幅画

作，每一幅画似乎都在向大家诉说着一个故事，传达者一份情感。每

遇到让自己心仪的作品，同学们便把作品名和自己的感受认真地记下

来。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了，午餐过后，大家回到学校解散。这次

参观既是一次美术作品欣赏之旅，也是一次审美体验之旅，相信大家

小小的心灵深处一定因为这些美好的体验而变得更加丰富和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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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 

小六的同学们在张丹老师、小川觉充老师、姜岚老师和张春秀老

师的带领下参观了东京国立科学博物

馆。博物馆分为地球馆和日本馆两个

部分，为了避免人员密集，两个班的

同学分别到两个场馆进行了轮流参观。

博物馆里从天文到地理，从自然到人

文可谓保罗万象，精彩纷呈。同学们

分成行动小组带着任务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参观，大家如同遨游在知识

的海洋里，探索着一个又一个神奇又神秘的领域，都用心地观察着、

阅读着、记录着……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标本和生动的模型，加

上丰富的图片和相应的信息说明，仿佛让大家坐上了时空穿梭机，完

成了一场超时空的跨越之旅。一晃，时间就过去了，大家依依不舍地

离开了这座知识的宝库，但相信每个同学都从这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让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变得更加充实，眼界也更为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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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海洋教室&村田制作所> 

中一的同学们在尹晓慧老师、押勇

树老师、三冢教佳老师和陈叔兰老师

的带领下来到位于樱木町的海洋教室

（帆船日本丸）和村田制作所进行了

参观和学习。早上 9：15 分大家在樱木

町车站集合，为了避免人员过于密集，

中一的两个班分别到两个目的地交替进行了参观。上午一班的参观地

点是海洋教室，二班则去了村田制作所。在帆船日本丸的海洋教室，

工作人员先向大家介绍了船长和其他将进行相关知识讲解的“老师”

们，接着大家带着调查任务分小组开始了在船上的参观和训练，主要

包括对船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参观和学习，跟“老师”们一起学习和体

验展帆训练和结索训练等。虽然是看似简单的技能，其中却蕴含着许

多技巧和学问，大家感到既新奇又有趣，学得津津有味，意兴盎然。 

 

 

 

 

 

 

 

 

 

午餐过后，一班的同学步行抵达了村田制作所，二班的同学则来

到了海洋教室进行参观。村田制作所是一所以开发和研制电子产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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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的科技公司，“创新”是该公司的

核心理念。在这里，同学们仿佛置身

于一个未来的电子世界，不但了解到

很多科技和电子方面的知识，也学习

并体验了很多科技原理的实验过程

和该公司的展出的许多新型科技产

品，让同学们大开眼界，不由感叹现代科技的飞速进步及其对人类生

活的深刻影响。体验结束后，大家带着满满的收获和对未来的无限憧

憬，意犹未尽地离开了村田制作所。最后，中一两个班的学生再次在

樱木町会面后解散，结束了此次的校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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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聂耳纪念碑&镰仓> 

中三的同学们由教务部长罗顺英老师、本间淳也老师、王蕊老师、

永田裕贵老师带领到镰仓进行了参观和游览。上午 9:30，大家来到

位于藤泽的聂耳纪念碑前进行集合。在这里，大家听罗老师讲了聂耳

先生的生平、贡献以及在此遇难的经过。之后，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

在聂耳先生的纪念碑前献上了鲜花，表达了缅怀之意并合影留念。最

后，藤泽市的工作人员还为同学们发了纪念品作为留念。 

 

 

 

 

之后，大家前往镰仓开始了分组自由活动。在这座富有历史和文

化气息的静谧古都里，同学们拿着地图

搜寻着一个个历史名胜，探访着一处处

古迹。镰仓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特色鲜明

的神社庙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大家在圆觉寺集合，一起体验了

坐禅。在大家听完主持和尚的讲解后，便开始了坐禅的体验，随着一

声木鱼声响起，大家不知不觉中感到周围的一切都静了下来，同时也

听到了许多虫鸣鸟叫等大自然的声音，每个人都用心体会着禅定给人

的内心带来的平和与宁

静。体验结束后，同学们

都反映这是一次特殊而

有意义的体验，美好的回

忆将会永远保存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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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园 动 态☆ 

※ 明治学院大学学生来我校进行交流       6 月 20 日，明治学院 

大学的师生一行十人来我校参访和交流，张岩松校长和教务部长罗顺

英老师以及我校课后加油站的老师们对其进行了热情接待。 

在明治学院大学的师生抵达后，张

校长和罗老师先带着大家在校内进行

了参观，并对学校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说明。接着，他们来到课后加油站，与

学生们进行了友好而热烈的交流。 

此次交流的主题是围绕着“SDGs”

的相关内容开展的。为了对明治学院大学的师生们表示欢迎，学生们

还跳了欢快的欢迎舞蹈，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也拉进了大家

之间的距离。接着，明治学院大学的学生分成三个小组分别与课后加

油站的学生进行了交流。他们通过

PPT 展示，游戏等方式让学生们了解

了“SDGs”的具体内容。活泼新颖的

形式和内容使得学生们都热情高

涨，大家都非常积极地参与着，整个

交流活动十分顺利，达到了良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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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明治学院大学的学生们也发来了他们的感想，大家

都对这次交流

活动感到非常

满意。其中有

人提到，整个

活动的准备过

程也是一个自我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受益匪浅。也有人写道，除了自

身学习方面的收获，在交流过程中还有很多意外的收获，如在被孩子

们的热情与活力感染的同时，也感受到孩子的视角与成人视角的不同，

同时也对儿童教育工作的不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大家也表示对这次

在疫情之中能有机会到中华学校进行交流感到很开心，活动很有意义，

也非常珍惜，希望以后能有更多和中华学校进行交流的机会。 

据悉，此次活动是明治学院大学先通过该校的志愿者中心进行人

员募集，感兴趣的学生报名后又在网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才

得以成行，到校参访当日也是大家的第一次会面。课后加油站的老师

们表示希望这样的交流活动能继续下去，在暑假期间也将安排与明治

学院大学学生的交流活动，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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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学年度第一回外部家长说明会顺利举行        6 月 25 日上

午，我校 2023 学年度第一回外部

家长学校说明会顺利举行，共有

200 多人来校参加，同时约有 30

名家长在线上参加了说明会。由

于有关学校的相关视频等资料已

经提前发给家长们观看，所以说明会上校长对学校历史和与招考相关

的内容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后，主要对家长们的提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家长们还利用第二节课的时间深

入课堂进行了授课参观，从不同方面

了解了我校的整体情况。说明会与参

观的整个过程都十分顺利，并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中文检定考试顺利举行     6 月 26日，中文检定考试在我校顺利

举行，共有小六至中三学生及校友生 68 人次分别参加了三级、二级

和准一级的考试。考试过程秩序井然，十分顺利。 

我校作为考点承办中文检定考试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具有丰

富的组织经验。中文检定考试作为一个为中文的学习者提供中文水平

检定的平台，既对我校的中文教学提供了一项标杆，同时也对学生们

的中文学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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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全校早会       7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第二节课后，全校师

生齐聚在体育馆举行了全校早会。校长发表了讲话，主要强调了以下

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校长指出，期末考试即将到来，希望大家都能

认真复习备考。第二点校长强调本月的实践重点是“坚持计划”。从

开学到现在已经三个月，大家已经显得疲惫，第一学期很快就要结束

了，校长希望大家能规律作息，继续保持不迟到、不早退的好习惯，

坚持到底。第三点，校长指出，还有两个星期就要放暑假了，希望大

家能够合理安排假期时间，制定好自己的假期计划和目标。最后，校

长还叮嘱大家现在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和补充水分。同时由于

近期新型肺炎感染人数上升，希望大家继续做好防疫，不要松懈。 

※中学生参加救急讲座         7 月 8 日，我校中学部的全体学生

利用下午第五、六节课的时间在礼堂

参加了“生命的教室”救急讲座。此次

讲座中，学校特地邀请了相关专业人

士为大家普及急救知识。讲座活动由

教务部长罗顺英老师主持。 

担任此次讲座主讲教师的是原意

大利超联女子足球队选手内山穗南女士。首先，内山老师为大家介绍

了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以及急救知识的重要性。之后，通过视

频讲解让大家学习了急救的相关

知识和动作要领，并利用发放的道

具指导同学们进行胸外按压的练

习，同时教授了 AED（自动体外除

颤器）的意义和正确使用方法。同

学们在听讲过程中积极、投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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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态度和出色的表现得到了讲座老师的称赞。经过多番练习，同学

们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个急救小能手了。 

最后，同学们还就此次讲座的学习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有同学表

示，通过此次讲座，不但学会了

许多急救的知识与技巧，而且相

信这些实用的知识与技巧在今

后的日常生活的突发情况中将

起到重要的作用，还有同学表示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对

该怎么去进行急救有自信了。我

校急救讲座活动每年都会针对中学生开展，目的是让学生思考生命的

重要性和理解第一发现者的重要性，同时也通过反复的实践练习来掌

握急救的技巧。由于疫情

的原因，不得不中止，此

次讲座也是自疫情以来首

次恢复该活动。当天，融

媒家校共建委员会的家长

以及 Trip7 的记者也来现

场进行了采访和拍摄。 

※我校首次举行数学检定考试        7 月 9 日下午，我校首次举行

了数学检定考试，共有从小三到中三的 72 名同学参加了考试。从报

名到考场准备和测试，均由我校教师进行组织，考试过程十分顺利。

我校之所以决定引进数学检定考试也是应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学习需

求，相信该考试不但能够为同学们的数学学习提供一个检测平台，同

时也希望其能够进一步提升大家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该考试每年将进

行三次，每个学期都进行一次，下一次考试预计在今年十月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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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作 品✿ 

 

 

 

 

 

 

 

 

 

 

 

 

 

 

 

 

 

 

 

 

作品说明：以下均为小三学生的作品，在孩子们用偏光板看到了光

的颜色后，他们把感动画在了这张“我的图形，闪闪亮”作品中。 

使用画具：彩色铅笔 

小三 1班赵星宇·各种颜色的图形 小三 1班奥村心波·ピーナッツ ア 

小三 1班夏京花·彩虹色雪的结晶 小三 1班鹿岛莉那·冰雪世界的聚会 

小三 1班樋田怜璃·森林里的各种植物 小三 1班段皓翔·五彩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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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 1班李诗音·闪亮的美好的夜晚 小三 1班李千禾·清爽的颜色和形状 

小三 1班林芯兰·丰富多彩的形状 小三 1罗笃隆·闪闪亮的钻石 

小三 2班下村爱佳·春天的散步照片  小三 2班村上瑛祐·自由的世界 

小三 2班小野一咲·世界的各种小兔子 小三 2班董弘毅·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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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 2班邱雨浓·图形王国 小三 2班李雨宣·糖果之城 

小三 2班俞奕君·漂亮的世界 小三 2班刘鹏飞·闪亮的世界 

小三 2班张馨然·精灵之海  小三 2班张雨嘉·亮晶晶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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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稚 园 信 息  

 
   

*与峰冈幼稚园的七夕交流活动 

每逢七夕时节，熊猫幼稚园和峰冈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欢聚一堂，

共度佳节。受疫情影响中止了两年的七夕活动今年重启，我园大班 40

名小朋友在森田园长和 3 名老师的带领下，于 7 月 5 日来到峰岗幼

稚园共度七夕节。 

首先，峰岗幼稚园的西山

园长对我园师生的到来致欢迎

词，并和两园师生共同演唱[七

夕之歌]，以表达两园相聚的喜

悦之情。在我园孩子的带动下，

大家一起跳起了拉面体操，热

身运动之后开始自由交流一同

游玩。峰岗幼稚园的大型绳索

攀登网和室内攀岩深受我园孩

子的喜欢。虽然两园的孩子有着

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但

孩子们交流起来是那么的开心，

那么的融洽。快乐的时光总是显

得格外短暂，在依依不舍之中两

园师生挥手道别。明年七夕，我

们相约在熊猫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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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西瓜活动 
  7月11日，我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日本传统消暑活动—打西瓜。

往年这是一项亲子活动，爸爸妈妈会前来观战助威，并一同品尝西

瓜。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没有邀请家长参加，由大中小班孩

子分别在大走廊下开展了打西瓜活动。星星班的孩子虽说是初次上

场，在老师的引导和同伴的加油声中毫不怯步，举起手中的竹棍用

力打西瓜；彩虹和太阳班的孩子则是带上熊猫眼罩蒙住眼睛打西

瓜。虽说是难度加大了，但也挡不住孩子们跃跃欲试的勇气。“哇！

打中啦!”“嗨，太可惜了!”不管打没打中，孩子们可爱的表情和勇

往直前的干劲都引来了阵阵掌声。孩子们依次上场之后，大班的老

师也上场助威，挥臂一打，终于把大西瓜打开了。在孩子们的欢呼

雀跃之中，打西瓜活动顺利完成，孩子们也在活动中体验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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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文化习俗。最后，孩子们回到班级，其乐融融地品尝了西

瓜。可谓甜在嘴里，乐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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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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3 日，收到リカルド协同组合(代表为小二家长)义捐价值

口罩 6,000枚，消毒液 600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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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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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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