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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疫情阻隔 大乐园再度登陆日本 

——2022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亚洲园日本营顺利开营 

7 月 22 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山东省侨务办公室承办，

山东师范大学联合我校与睦新中文学校具体执行的 2022 年线上“中

华文化大乐园”亚洲园（第十二

期）日本营顺利开营。山东省委

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孙传

尚、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

文新、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与

合作处处长、港澳台侨办公室主

任周连勇、山东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贾海宁、山东师范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院长马茂祥、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校长张岩松、睦新中文学校

校长侯艳妹、巴拿马孔子学堂校长

刘科、教师代表山东师范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教授史洁以及大乐园部分

教师、志愿者和来自睦新中文学习

等日本各地 30 多所周末中文学校

连同我校的 250 余名学员以及各华

校教师和部分学员家长在线上参加了此次开营仪式。 

开营仪式上，首先由山东省委

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孙传尚

和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文

新教授分别进行了致辞。孙传尚主

任在讲话中谈到，中华文化大乐园

是一项旨在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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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界朋友了解中华文化的品牌活动。虽然受疫情影响，此次活动不

得不以线上形式举行，但我相信大乐园精彩纷呈的课程，一定能为各

位华裔青少年提供一次领略和感知中华文化的机会，并预祝第十二期

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亚洲园日本营项目取得圆满成功。 

张文新副书记指出灿烂的中华文化始终是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

精神家园，希望各位营员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亲身感受中华传统文

化，把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热爱转化为学习汉语运用汉语的动力，把

所学、所听、所看分享给更多的人，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山东故事。

最后，张副书记热情邀请海外华校的教师和同学们，在疫情过后到山

东参观学习，亲身体验中华文化、儒家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也祝同学们在大乐园里开心愉快。 

接着是我校张岩松校长致辞。张

校长指出，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是由孙

中山先生倡建的世界上第一所近代

华侨学校，已有 124 年的历史，中华

学校非常希望能够在中华文化的传

播和传承方面能和国内一道做更多

的工作。张校长还介绍了此次活动的渊源，并希望学员们能珍惜此次

学习的机会，认真感受和体验具有山东特色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张校

长也指出希望授课教师能够用最简单、最生动和最活泼的语言和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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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给大家展示学习内容。张校长强调，在日本疫情加重，中日双方付

出诸多努力的情况下举办此次大乐园活动非常不易，希望所有学员都

要珍惜此次学习的机会。最后，张校长祝愿 2022 中华文化大乐园日

本营圆满成功，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 

最后，教师代表山东师范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史洁教授进行了致辞。史

教授主要介绍了此次大乐园课程的

设计理念和开展方法，即以对中华语

言文化的兴趣为目标，以中华语言和

中华文化才艺的学习为内容，让大家

更好地学习文化知识和进行文化体验。史教授表示老师们一定会精心

布局、精心设计，完成与同学们的对接。 

致辞结束后，我校学生代表所有营员

在线上展示了大乐园的园旗及营服。最

后，省侨办主任孙传尚宣布 2022 线上“中

华文化大乐园”亚洲园正式开园！ 

接来下是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有程妙妙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声情

并茂的古筝弹唱《沁园春·雪》，有让大家连连称赞的儿童中华戏剧

表演──川剧《变脸》，还有济南非遗传承人木偶姐姐李秀平老师为

大家带来的精彩的木偶剧《少年闵子骞》，让大家深深感受到了中华

文化的多彩与魅力，也让大家对今后的课程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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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园仪式结束后，学员们也正式开始了此次大乐园第一天的课程

学习。骆牛牛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网络学习平台综合应用》和《中国

及山东介绍》，史洁老师则为大家带来了《云游泰山》。课程结束后，

华校教师以及学员家长们纷纷发来反馈，有的家长表示，“孩子一天

都特别有激情，然后各种分享，提出特别多问题，我回答不出来问题

的还积极自己调查，收获特别多。”也有家长写道，“刚才骆牛牛老师

的课内容非常有意思，结合 PPT 不断与孩子们的互动，两位老师语言

风趣幽默。”我校教师也为授课教师点

赞，表示，“老师们的课讲得特别好，

设计巧妙、讲解生动有趣，这是我参

加过历次大乐园、冬、夏令营课程最

好的一次。”授课教师也表达了对组织

教师和学员们的感谢与称赞，“感谢老

师们的线上支持，你们从组织到陪伴很是细致。从今天跟学生们的互

动可以看出你们平日常态的教学非常扎实，卓有成效，学生们的学习

习惯、语言水平相当好，为学生点赞，为你们点赞，我们会继续努力，

更好地为学生们教好课。” 

据悉，此次“中华文化大乐园”(亚洲园)为期 10 天，将为学员

们带来丰富多彩的课程：有中国画、济南皮影、民族舞蹈、太极文化、

民歌、中华武术、中国美食、手工、茶艺、书法、中华经典朗读、趣

味汉语等中华才艺与语言课程；也有云游泰山、曲阜、蓬莱仙境等“网

上实地游教”课程，共计 79 个学时，将通过直播为主，辅以录播的

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为学员们展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希望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实现“五个一”的基本目标，即

学会“一首歌、一支舞、一套拳、一幅画、一件手工艺”。相信同名

们已经满怀期待，也相信通过这十天的学习大家一定可以领略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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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美，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并在自己小小的心灵里埋下

一颗亲近并热爱中华文化的种子。我们也期待着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开花的那一天……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从 2016 年起开始承办“中华文化大乐园”日

本园项目，已有多年的经验。今年再次作为日本的主要承办单位也发

挥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力量，报名信息一经发出便得到广大侨校的积

极响应，各个周末学校都纷纷咨询并踊跃报名，同时也得到了各华校

的支持和协助，才使得此次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今后，中华学校将继

续同大家一道努力，不断为振兴日本的华教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2年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亚洲园日本营”圆满落幕 

7 月 31 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山东省侨务办公室承办，

山东师范大学联合我校和睦新中文学校协办的 2022 年线上中华文化

大乐园亚洲园（第十二期）日本营圆满落幕。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

学院马茂祥院长、张岩松校长、睦新中文学校侯艳妹校长以及大乐园

的全体营员及家长、全体授课教师、大乐园志愿者及各华校教师 300

余人在线上参加了闭园仪式，见证了这一难忘而又令人感动的过程。 

 

 

 

 

 

 

此次闭营典礼的形式不同以往，山东师范大学的史洁教授和骆牛

牛老师共同担当了此次闭营仪式的主持人。随着两位主持人亲切的开

场白，通过对大乐园期间开设的各类课程进行简要的回顾以及学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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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展示，再加上主持人恰到好处的点评，把大家的回忆又拉回到

曾经的每一次精彩的课程和充满乐趣的学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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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马茂祥院长进行了致辞。

马院长首先祝贺大乐园顺利开展，

并向此次活动的承办单位山东省侨

办和海外联系单位日本横滨山手中

华学校、日本睦新中文学校以及为

本项目顺利开展付出辛勤工作的中

日双方项目组成员表达了诚挚的谢意。马院长指出“中华文化大乐园”

是一个沟通华裔子弟与祖籍国交流的平台。疫情期间，为了给海外学

员提供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大家共同努力将“大乐园”课程搬上云

端。本次线上大乐园活动每位教师都精心准备，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文

化知识，还设计了丰富的动手活动。231 名学生先后参加了 23 种不

同的活动并提交了多幅作品。相信大乐园的课程都让身在日本的学员

们感受到了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马院长希望，等疫情结束，日本的

同学们有机会来到祖籍国，来到山东师范大学，亲身游览祖国的大好

河山，学习汉语知识，体验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也希望学员们能够

在学习中华文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接着张岩松校长和侯艳妹校

长也分别进行了致辞。致辞过程

中，张校长还提议让山东师范大

学国际教育学院常庆丰主任也和

大家见见面并讲话。作为此次活

动的幕后主要策划、实施负责人，

常主任也有感而发，表达了对这次活动得以成功举办的感谢之情：常

主任不但感谢日方校长对此次大乐园活动的支持与配合，也感谢所有

任课老师的专业和日方当担老师们的敬业，还感谢学员家长们的支持

以及所有幕后团队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才使得大乐园完美收官。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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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也接着常主任提到的大乐园活动缘起，进一步介绍了此次活动组

织的不易，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张校长也指出

十天的文化大乐园活动就好比是一场文化的盛宴，孩子们学习热情高

涨，担当的老师们也都不辞辛劳，利用休息时间积极组织准备，常常

很晚还在提交学生们的作品，这也反映出海外小学员们对于中华文化

的学习热情；此外，张校长曾特别指出此次大乐园成败的关键在于授

课教师能否以最简单、生动、直白的语言和图片向大家介绍中华文化，

十天的课程效果显示出授课教师们都做得非常好，并对授课教师们的

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希望通过合作日后能为海外的学员们创造更多的

学习机会。张校长还强调此次大乐园的一大优势是家长们可以深入参

与，授课教师们也可以入群和学员们亲自进行交流，对学员们进行有

针对性的指导，希望这种联系能一直保持下去，为孩子们的学习提供

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帮助。张校长还指出大乐园也不应受到时地的限制，

而应采取精准化、常态化的开展模式，甚至是可以分散用力，变成每

月一次的“小乐园”，让每个学生都能不断做到心中有火，眼中有光，

让中华文化大乐园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的种子逐渐成长并成为孩子们

心中的灯塔，为他们照亮前行的路。 

    最后，侯艳妹校长也进行了致

辞。侯校长表示，看到同学们所展

示的作品，同学们的进步让人感到

非常惊讶，感觉大乐园就像施了神

奇的魔法，让同学们在短短的十天

内，就化身成了一个个中华文化的

小能手，人人都学到了几手绝活儿，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相信

各位老师、家长和同学们自己也都觉得特别惊喜和自豪。这都是各位

老师精心授课，同学们认真学习和家长们全力支持的结果。侯校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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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动的主办方国侨办表达了感谢，也感谢山手中华学校和大家的共

同努力，希望每一年的夏天，孩子们都能回到这个神奇美丽的大乐园。

最后，侯校长对山东师范大学的各位授课老师和全体工作人员表达了

感谢，感谢他们的精心准备和辛苦工作。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参加

线下的大乐园活动，和山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们再次相逢。 

    之后，是与学员们的互动环节，为了复习和检查学员们的学习成

果，主持人以游戏的形式对这九天内所学的内容进行了回顾和复习，

并对学员们进行了提问。大家都踊跃举手，只怕叫不到自己，被叫到

的同学也都非常自豪且自信地回答着题目。接下来，是宣读结业学员

名单和优秀学员名单，入围的同学都将获得相应的学习证书和获奖证

书作为鼓励。 

 

 

 

     

 

 

最后，展示了家长们陪伴孩子们学习的图片和视频以及各个华校

教师的感言视频。我校由中社组组长郑红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表

达了对此次活动的感想。郑老师强调此次的大乐园精良的组织、精英

的团队、精品的课程、精准的课后

答疑解惑，无一不让人震撼。孩子

们、家长们好评如潮。同时她也代

表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老师和学

生表达了对主办单位对各位任课

老师、助教及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10 

 

的感谢。郑红老师还指出，这次我校作为日本方面的组织者、承办方，

集结了差不多日本各大知名周末中文学校参与，充分发挥了全日制华

校和华文教育示范学校的优势，相信今后在山东侨办、山东师大的大

力支持下，我们会在后疫情时代寻求多角度多渠道的合作，为在日华

裔青少年及各周末华校组织更多学习中文、中华文化的活动。对此我

们充满期待，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至此，2022 年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亚洲园（第十二期）日本营毕

营仪式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隆重落幕。此次大乐园活动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我们相信营员们的中华文化学习与体验之旅才刚刚开始，而大乐

园也正是给所有学员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和起点，带着这份热情

与信念，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在这条路上走的更稳、更远，并收获更多

的知识与快乐…… 

   大乐园虽已落幕，但余温不散，学员家长们纷纷发来致谢感言： 

 

 

 

 

 

 

 

（以上为部

分家长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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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动 态 ☆ 

✽校友生联欢会圆满举行      8 月 20 日，由横滨中华学校校友会

主办的“校友联欢会”在我校

操场举行。由于疫情的原因，

校友联欢会时隔两年再度举办，

再次给大家搭起了一个交流想

法、沟通情感的平台。此次联

欢会有包括校友生、在校生、

学生家长及学校教职员在内的

800 多人参加，久违了的新朋故友齐聚一堂，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

融，整个会场洋溢着欢乐、融洽的气氛。 

下午 4：00 整，主持人宣布联欢会开始，现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

声中。一边是欢快喜悦的歌舞表演，一边是热火朝天的售卖场景，加

上大家心间那久别重逢，酒逢知己的感觉，个个相谈甚欢，现场气氛

十分热烈，如同一片欢乐的海洋。 

 

 

 

 

 

 

每年的校友会都会由在校生和校友生为大家准备精彩的节目表

演。今天首先出场的是由我校中学三年级和一年级的学生为大家带来

的狮子舞。雄狮们一出场便赢得了一片掌声。只见狮子们在锣鼓声中

或起身飞跃或俯身致意，现场掌声笑声不断。接着出场的是学生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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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狮队，伴随着欢快的音乐，一头头狮子仿佛化身现代感十足的舞蹈

家，摇头摆尾，闪烁着大眼睛，俏皮可爱的样子赢得了大家阵阵热烈

的掌声。还有由我校中学武术队的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英姿飒爽的武术

表演。此外，我校中一中二的同学组成的中学舞蹈队还为大家带来了

少数民族风情十足的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优美的舞姿仿佛把大

家带到辽阔的草原之上。精彩的节目接连不断，校友们及学生、家长

则围坐在一起畅叙校友之情，现场气氛既温馨又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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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过半，接下来校友会潘永诚会长、张岩松校长分别进行了致

辞。张校长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

欢迎，他表示这不仅是中华学校

校友们的联欢，更是整个横滨地

区华侨的节日。潘永诚会长代表

校友会，将校友们共同捐助的 35

万日元呈赠给学校。 

精彩的节目还在继续进行着，国术团的校友们分别为大家带来了

舞蹈《花样年华》和《梦里水乡》，舞姿曼妙，令人赏心悦目；同时，

国术团也同样带来了两组威武的舞狮表演，显然前辈们表演的舞狮技

高一筹，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让人拍手叫绝，花式花样也让人耳目一新。

最后，狮子们还来到观众们中间和大家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把

狮子的福气与祥瑞带到大家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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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异彩纷呈，台下热

火朝天。在操场上的摊位

中还有许多中华学校的老

师和校友生在为大家默默

服务着，他们或是售卖酒

水饮料，或是呼唤大家前

来品尝各种小吃和美食，忙得不亦乐乎。 

接下来是让人紧张刺激又惊喜连连的抽签环节，随着一个又一

个的奖项被揭开，晚会的气氛也渐渐被推向高潮。美好的时光总是短

暂的，不知不觉中，校友联欢会也接近了尾声，虽然大家仍然意犹未

尽，但相信这份回忆，这份

情谊仍然流淌在大家的心

中，内心的不舍或者小小的

遗憾只会让大家更加期待来

年的再次相聚。最后，在大

家的掌声中和期待中，本次

的校友联欢会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课后加油站”暑期报道 ✽ 

    暑期的横滨骄阳似火，中华学校里的暑假加油站活动也开展得如

火如荼。7 月 25 日至 8 月 31 日，我校暑假课后加油站开展了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活动，主要由我校课后加油站主任马晶老师负责。“课后

加油站”一直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暑假课后加油站”更因其活动的

多姿多彩与富有特色而在孩子们中颇具人气。 

今年参与暑假课后加油站的学生人数达 100 余人。活动内容也是

丰富多样，别具一格，不但为学生们安排了校外参观、小远足、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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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等，同时还以“中华文化体验周”的形式增加了更为丰富的中华

文化体验内容，如：京剧体验与学习、水墨画学习、狮子舞和腰鼓的

体验和学习等，深受孩子们的欢迎和喜爱。每项内容的学习时间虽然

不长，但是，孩子们都学得有板有眼，乐此不疲。在欢声笑语和举手

投足中，小小的文化之种已悄然留在了孩子们的心间。今年的盛夏虽

然酷暑难耐，但难以阻挡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大家都积极参与，认真

学习，暑假里学习到了很多平时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做到了在“做中

学”、“乐中学”，一个暑假下来可以说收获颇丰。 

〈校外参观、烹饪学习活动〉 

 神奈川警察本部厅舍参观学习 

 

 

 

 

 

 森永天使博物馆鹤见工厂参观学习 

 

 

 

 

 

 参观横滨儿童科学馆之天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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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和森林公园野外竞技 

 

 

 

 

 

 午餐学做冷面 

 

 

 

 

 

 神奈川县立保土谷公园游泳池游玩 

 

 

 

 

 

 B-PUNP 攀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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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东芝科学馆 

 

 

 

 

 

 横滨港参观学习（マリンルージュ乘船） 

 

 

 

 

 

 参观 JICA 横滨海外移民资料馆 

 

 

 

 

 

 风力发电ハマウィング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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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体验周活动（8.1-8.5）〉 

 京剧工作坊（一） 

 

 

 

 

 

 水墨画 

 

 

 

 

 

 京剧工作坊（二） 

 

 

 

 

 

 狮子舞&太鼓 

 

 

 

 

 

 腰鼓 

 



19 

 

 

 

 

 

    “课后加油站”也是校友生们志愿工作的“服务站”，许多毕业

生常常利用自己的假期休息时间来参与协助课后加油站活动。今年暑

假共有 14 名志愿者前来课后加油站进行帮助，其中 11 名是我校 72

和 73 届的毕业生，此外还有两名已分别在北京和美国留学的校友生

和一名来自中国并于筑波大学攻读教育学的博士在读生，也都利用暑

假休息时间前来帮助。这种帮扶形式一直传承至今，也是中华学校的

教育特色与育人成果的体现，体现出我校学生毕业后仍不忘母校、关

心母校、感恩母校的情怀。 

此外，课后加油站还坚持采用“每事反思”的教育理念。每次活

动结束后，指导老师都会要求学生写出总结，一方面可以强化学生的

的学习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学生养成及时总结与反思的好习惯。

据马晶老师反映，参加过“暑假课后加油站”的学生都感到非常开心，

因为每次都会学到新知识，交到新朋友；家长也对加油站活动有着积

极的评价，他们认为加油站活动不但使得学生在课余时间学到了更多

的课外知识，愉悦了身心，增强了动手、动脑及与人沟通的能力，同

时也养成了诸如自己乘坐电车、定时做记录等良好的习惯，而这些好

习惯会让孩子受益终生。 

“课后加油站”是我校的特色教育内容之一，主要是为了保障和丰

富孩子们放学后的生活，同时支持家长们能兼顾职业工作和养育孩子，

使孩子能够通过课后加油站期间多种多样的游戏、相互学习、活动体

验等机会，以提高孩子们的生活能力、交际能力，同时丰富孩子们的

课外知识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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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第一学期结业典礼顺利举行       7月 20 日，我校第一学期结业

典礼顺利举行。因近期日本

疫情日趋严重，感染人数急

剧增加，结业典礼采用了线

上的方式举行。校长在典礼

上发表了讲话，主要从以下

三个方面进行了强调。首先，

要总结反省第一学期。校长指出，大家在第一学期完成了春令营、运

动会、授课参观和校外活动，同学们和老师们都辛苦了。现在期末考

试已经结束，大家在拿到成绩和评价后要认真总结自己的问题，分析

原因并想办法解决问题。其次，校长强调要继续防控疫情。由于日本

疫情仍然存在且有加重的趋势，校长希望大家在暑假期间仍然要把戴

口罩、测体温、手消毒等常规防控手段坚持到底，同时注意回避三密、

充足睡眠、加强营养、适当运

动等，不能松懈。最后是暑假

注意事项。校长提醒大家要

制定好暑假计划，避免长时

间看电视或使用电子产品，

并叮嘱大家一定要保证正常

的起居生活，外出一定要向父母报告等。最后，结业典礼在大家热烈

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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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参加“关帝诞”巡游活动        7 月 22 日，因疫情而

两度被取消的年度庆典——“关帝诞”活动再次在中华街隆重举行。

曾德深理事长和张岩松校长代表我校参加了纪念活动。我校中学舞狮

队的同学在严东洪老师的带领下与中华学校校友会国术团的毕业生

们一起在中华街进行了舞狮巡游。 

虽然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关帝诞”

活动缩小了规模，但大家依然进行了精心

的准备和刻苦的训练。在关帝庙举行完参

拜礼后，伴随着喧天的锣鼓声和阵阵鞭炮

声，繁华热闹的中华街顿时增添比以往更

为热烈喜悦的气氛，前来观看的人潮也挤

满了大街小巷。只见一头头威武的雄狮腾

挪舞动着，在中华街的各条街道上进行巡

游，也将关帝的福威带到各处，同时也寄

托着大家祈望疫情平息、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 

“关帝诞”是横滨中华街重要的文化庆典活动之一，也是凝聚华

侨华人及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活动。我校中学生舞狮队每次都会努力

排练，积极参与，

可以说这不但是

我校学生体验中

华文化的第二课

堂，同时也是培

养学生作为在日

华侨对华侨精神

和优秀传统文化

加以传承与发扬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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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参加全日本中学英文演讲比赛横滨地区预选会      

7 月 27 日，我校荆秀姣老师带队参加了由横滨

市立中学校教育研究会主办的全日本中学英文

演讲比赛横滨地区预选会。来自我校中学三年级

的木村嘉宏同学以《My school》为题进行了演

讲，不但介绍了中华学校的历史和特色，还述说

了他在中华学校学习的经历和感受，并表达出他

对中华学校的感激和热爱，情真意浓，言辞恳切，

深深打动了在场的评委和听众。最后，凭着自己稳定而出色的发挥，

木村嘉宏同学在 55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 7 名的佳绩，

并荣获“努力奖”。作为我校学生的代表，木村嘉宏同学在此次比赛

中所取得的成绩，一方面展示了我校学生优秀的英文水平和口语表达

能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我校英文教学的积极成果。 

我校每年都会派选手参加全日本中学英文演讲比赛横滨地区预

选会，今年已经是第 20 年，鼓励学生参加英文演讲比赛，既给学生

提供了一个展示和锻炼的平台，也在鼓励学生加强英文书面和口头表

达能力上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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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篮球队与校友举行“联欢交流会”       7 月 30 日，我校中

学篮球队和校友生们于六楼体育馆举行了“联欢交流会”。此次交流

会也是因疫情时隔两年后再度举行，共有在校生和校友生 60 余人参

加。在校生和毕业生共聚一堂，以球会友，通过篮球比赛来切磋球技，

交流情感。一个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家在酣畅淋漓中惜别，

期待明年再聚。 

 

 

 

 

 

☆喜  讯☆ 

◆8 月 23 日和 24 日，我校小学和中学乒乓球队出征横滨市カデット

夏季乒乓球大会，经过奋力拼搏，再创佳绩，在此向他们表示祝贺。 

 中一男子组  小组第一名 渡边阳真；小组第三名 隆康裕 片山悠希 

 中二男子组  小组第三名 赤野义峰 

 中一女子组  小组第二名 邓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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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3日，收到上新原功先生义捐 1,000 日元，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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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覆盖日本全国侨会侨团及中国主要涉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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