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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 

——记 2021学年度毕业典礼 

阳春三月，早樱初绽，又是一年毕业季。3 月 10 日，我校一年一

度的毕业典礼在学校体育馆如期举行。因为目前日本的新冠疫情尚未

平息，所以学校本着“缩短时间，缩小规模”的原则举行了此次毕业

典礼，目的是能为学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学习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

句号，并祝贺他们光荣毕业。此次典礼邀请学园理事长曾德深先生和

熊猫幼稚园园长森田裕明先生作为学园代表出席，典礼由我校教导部

长郑民财老师主持。2021 学年度，我校小学部 76 届及中学部 73 届

毕业生共 117 名。    

为了防控疫情，此次

小学部和中学部的毕业典

礼分为两部，分别于上午 9：

00 和 10：30 进行，且学校

聘请了摄像公司的专业人

员对典礼进行了全程现场

直播，除了毕业生和家长以及我校教职员亲临现场外，其他的学生和

家长均可通过网络进行实时在线观看。 

随着主持人郑民财老师的宣

布，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2021 学年

度小学部 76 届和中学部 73 届毕

业典礼正式拉开了帷幕。首先是毕

业生入场式，我校小学部 76 届 73
奏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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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毕业生和中学部 73 届 44 名毕业生分别在小学部班主任尹小慧老

师、张春秀老师以及中学部班主任荆秀姣老师和小林翼老师的带领下，

踏着轻快的音乐，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通过红地毯，先后列队入场。 

 

 

 

 

 

 

 

 

 

 

 

接着，张岩松校长分别为小学部和中学部的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

书。学生们在班主任点名后，一一走上舞台从校长手中接过这份充满

仪式感的沉甸甸的毕业证书。每一个同学的表情都显得庄重而严肃，

因为学生们从校长手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一份毕业证书，更是学生们六

年或九年学习与成长的明证。此刻的舞台属于他们每一个人，此时的

每一个画面与每一份心情都是值得永远铭记的宝贵回忆。 

 

 

 

 

73届中三 2班毕业生入场 73届中三 1班毕业生入场 

76届小六 2班毕业生入场 76届小六 1班毕业生入场 

校长为小学部 76届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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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颁发完毕后，校长为小学部与中学部的“优秀毕业生”

和“六年皆勤奖”、“三年皆勤奖”及“九年皆勤奖”的获得者颁发了

奖品和奖状，表彰和鼓励他们在小学与中学阶段刻苦努力、全面发展

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以及精勤向学的良好品质和习惯。全场不断响起阵

阵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对他们的祝贺。 

 

 

 

 

 

 

 

 

 

 

 

颁奖环节过后，张岩松校长和曾德深理事长分别进行了致辞。张

校长在致辞中首先向全体毕业生和在座的各位家长以及正在通过网

络观看现场直播的家长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同时也为疫

校长为小学部（左上）和中学部（右上及下行）获奖毕业生颁奖 

校长为中学部 73届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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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期间学校不能大规模举行毕业典礼

并邀请来宾到场参加而致歉。校长指

出，昨天学校全体教职员为大家精心布

置了会场，并专门为毕业生铺了红地

毯，这个红地毯也曾欢迎过前中国国家

主席，这也是老师们对毕业生的一片心意。校长还语重心长地说道，

同学们在中华学校同时学习中日两种语言和文化，希望同学们能理解

父母们把大家送到中华学校学习的良苦用心，并为选择了中华学校无

怨无悔。校长希望大家升入中学或高中后也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中华学

校的优良传统。希望大家今后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关注母校、支

持母校，时刻牢记自己是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毕业生。校长还对未来

进行了畅想，激励大家面对未来的未知和不确定，应该积极主动去面

对，不断学习、挑战、创新。最后，校长祝全体毕业生们学业有成，

前程似锦!  

曾德深理事长首先对毕业生们所取

得的成绩表达了祝贺，对老师们的辛勤

指导表达了感谢。接着理事长触景生情，

有感而发，回忆了 70 年前自己毕业时

的情景。由于当时遇到“学校事件”，无

法正常在自己的校舍内举行毕业典礼，且开学后无法在自己的校舍里

学习，不得不到中华街华侨的家和店铺里上课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学习的内容也许已经遗忘，但是当时大家那种排除万难，坚持学习，

永不放弃的精神成为了理事长心中永久的记忆和不断前进的力量。而

且曾理事长还谈到，正是由于当时的一系列经历，让他认识到学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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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局限于从老师那里获得知识，也可以从家长，从周围的人和事以

及社会中来学习。虽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无法在自己的母校进

行，但是却让理事长对“母校”这一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即母

校并不是指一个建筑物，母校是由学校的学生、老师、家长和华侨社

会组成的共同体，母校应当存在于每一个学生的心中，是可以让大家

回忆起来感到温暖和亲切甚至是寻找寄托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常想想

母校，多回“家”看看。此外，曾理事长还谈到，在中华学校学习经

历的基础上，自己总结出了 32 字的“华侨精神”，即：勤劳奋斗，自

力更生；团结互助，诚信守则；敬祖爱乡，善邻友好；包容开放，进

取创新。理事长希望大家能够学习、继承并发扬这种精神，并带着它

走向一条光明的道路。此外，理事长还给大家准备了当年自己所亲历

的与中华学校有关的历史的资料，并将分发给大家作为纪念，希望大

家回去能够好好阅读学习一番。最后，理事长对毕业生们光荣毕业再

次表达了祝贺，希望同学们能够继续努力奋进，不断成长和进步。 

致辞结束后，校长还代表学校接受了小学部 76 届及中学部 73 届

毕业生向学校赠送的纪念品。最后，毕业典礼在全体师生深情的校歌

声中闭幕，全场以热烈的掌声欢送毕业生退场。典礼结束后，毕业生

以班级为单位分别与班主任和校长合影留念。至此，横滨山手中华学

校 2021 学年度毕业典礼圆满结束。 

 

 

校长接受小学部 76届和中学部 73届毕业生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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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现场 

小学部

76届2

班毕业

生与校

长、老

师合影 

小学部

76届 1

班毕业

生与校

长、老

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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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校园装饰（部分） 

中学部

73届 1

班毕业

生与校

长、老

师合影 

中学部

73届 2

班毕业

生与校

长、老

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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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获得各奖项及名单★∽∽∽∽∽∽∽∽ 

★小学部毕业生获奖名单： 

1.小学部毕业生〖优秀毕业生奖〗(5 名)  

金森瞳、张咲名、赵梓彤、张烨晗、申浩成 

2.小学部毕业生〖六年皆勤奖〗(3 名) 

荒井心美、手岛宁美、周华莲 

★中学部毕业生获奖名单： 

1.中学部毕业生〖优秀毕业生奖〗(4 名) 

高森美月、黄 琉、福林优佳、郑悠稀 

2.中学部毕业生〖三年皆勤奖〗(5 名) 

高森美月、刘如杏、薛欢芯、陈飞翔、郑悠稀 

3.中学部毕业生〖九年皆勤奖〗(1 名)  
朱毅贤 

 

 

 

 

 

 

 

 

 

小学部毕业生获奖学生合影 中学部毕业生获奖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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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中三学生赴东京迪士尼海洋进行毕业远足   为了放松心情，庆祝

中三的学生顺利完成升高中的考试，也为了给中三学生最后在校的日

子留下更多的美好回忆。3 月 3 日～4 日，我校中三 73 届毕业生在班

主任荆秀姣老师、小林翼老师和陈叔兰老师的带领下，赴东京迪斯尼

海洋进行了一晚两天的毕业远足。 

3 月 3 日一早，大家集体乘巴士

前往东京迪士尼海洋。9:00 准时到

达，之后大家按照事先分好的小组

开始自由活动。于是，学生们开始了

在迪士尼海洋里的欢乐与探险之旅。

晚上 8：45，师生按计划在迪士尼海

洋的地球仪前集合，一起前往预定的酒店。第二天，在酒店用了早餐，

稍事休息后，大家于 12：00 离开了酒店，合影留念之后集体乘车返

回横滨，结束了此次的迪士尼海洋毕业远足之旅。显然，从同学们那

开心的笑颜和欢乐的笑声中可以感受大家充分享受了此次远足带给

他们的美好和乐趣。 

整个活动过程中，学生们表现出了

很强的纪律性，做到了准时集合，按计

划行动，进餐过程中也做到了安静、有

序，展示了中华学校学生的良好风貌。

此次活动也是在日本疫情尚未平息的

情况下举行的，在保证做好防疫措施

的前提下，学校坚持给学生一个集体活动的机会，也是为了让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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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最后阶段能有更多难忘的体验和经历，同时也希望此行能弥补

一下 73 届学生不能前往中国进行毕业旅行的遗憾。 

 

 

 

 

 

 

 

 

 

 

 

 

 

 

 

※小六学生赴读卖乐园进行毕业远      3 月 11 日，我校 76 届小学

六年级毕业生一行 70 人在小六年级组

长田莉莉老师，班主任尹晓慧老师和张

春秀老师的带领下前往读卖乐园（読売

ランドー）进行了毕业远足一日游。 

3 月 11 日早上 8：45，同学们集合

驱车前往读卖乐园，一路上大家难掩兴

奋与激动之情，对此次的出游充满了期待。到达目的地合影留念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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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了分组活动，在乐园内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与

发现。下午 4：00，学生们再次集合，乘车返回

横滨，结束了这次短暂而愉快的旅行。学生们在

整个活动中都能够做到听从指令，有序行动，集

合时也做到了快、静、齐，一天的活动进行得十

分顺利，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学校学生的

良好素质与风貌。 

据悉，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76 届小六毕业生的神户毕业旅行不得不取消，但学校为了学生们能

够在小学的尾声留下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在仔细斟酌和商讨后，

将小六的毕业旅行推迟至今年 3 月，且行程由原定的三天两晚缩短至

一天。为了让学生们以放松的心情参加旅行，真正达到愉悦身心、缓

解压力的目的，在旅行过程中也同样要做好疫情的防护，如带队老师

严格要求学生一定要戴好口罩，勤洗手和多消毒，且要避开人员密集

的地方等，且午餐也由原来的在饭店内集体用餐改为分散用餐的方式。 

虽然在疫情期间，毕业远足不得不一切从简，但是相信在特殊时

期的旅行也依然会成为大家心中一段特别而又难忘的回忆。 

 

 

 

 

 

 

 



12 

 

※第三学期结业典礼于线上举行     3月 25 日，我校第三学期结业

典礼于线上举行。早上 8：40，同学们都已穿着整齐的校服端坐在教

室里，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响起，结业典礼正式拉开了

帷幕。 

典礼由教导部长郑民财老

师主持，张岩松校长在典礼上

发表了讲话。校长的讲话主要

强调了三个方面：首先，校长一

起和我们回顾了 2021 学年。校

长指出，在这一年中面对疫情，

中华学校全体师生团结一致，共克时艰。从 4 月开始的个别班级停止

登校以及同时进行网上授课，到 9 月份的时差自主登校+网上授课，

10月全校在疫情中举行了创新运

动会，一直到第三学期的时差自

主登校和网上授课同时进行，在

此期间，我们还举行了线上线下

中文演讲会、春节活动，不断探

索着新的活动形式，并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老师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 

接着，校长再次强调了在春假

期间继续防控疫情的重要性。校长

要求同学们要做到我们一贯执行的

防疫措施，戴口罩、测体温、勤洗

手、手消毒；回避三密，避免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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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的外出等；同时也要保证充足

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并适当运动，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第三，校长强调

了在春假期间同学们需要注意的一

些事项，希望同学们能够做到张弛

有度，劳逸结合，过一个充实而又愉快的春假。 

之后，校长还指出三月的实践

重点是“真情感恩”，希望同学们

在升入更高的年级也要继续努力，

并常怀感恩心，不忘同学情、师生

情。最后，校长向大家介绍了今年

即将离职的两位老师，并对他们

在中华学校的辛勤工作表达了感谢。 

2021 学年度第三学期结业典礼也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

束。同时，这也意味着 2021 学年度正式结束，典礼后同学们将进行

集体换教室、大扫除等，他们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学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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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讯 ☆ 

※第 73届中学毕业生(共 44人)升学情况 

公立高等学校(8 人) 人数  私立高等学校(33 人) 人数 

国立 东京学艺大学附属高等学校 1  日本大学高等学校 3 

神奈川县立 横滨明朋高等学校 1  淑德巢鸭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 横滨南陵高等学校    2  朋优学院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 新羽高等学校    1  柏木学园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 横滨冰取泽高等学校   1  桐荫学园高等学校   1 

横滨市立 横滨综合高等学校 1  白鹏女子高等学校 1 

横滨市立 樱丘高等学校 1  东海大学附属高轮台高等学校 2 

私立高等学校（33 人） 人数  横滨高等学校 2 

早稻田大学本庄高等学校 1  横滨创英高等学校 2 

武相高等学校 1  自由ヶ丘学园高等学校   1 

秀英高等学校 1  橘学苑高等学校 1 

庆应义塾志木高等学校 1  法政大学国际高等学校   2 

法政大学第二高等学校 1  明治学院高等学校 1 

横滨隼人高等学校   2  镰仓女子大学高等部 1 

横滨清风高等学校 2  关东国际高等学校 1 

多摩大学目黑高等学校 1  相模女子大学高等学部 1 

横滨创学馆高等学校 1    

海外留学(3 人)   1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2    

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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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届中学部毕业班还有 13人次通过了以下高等学校的入学

考试： 

学校名 人数  学校名 人数 

东海大学附属高轮台高等学校 1  法政大学第二高等学校 1 

荣东高等学校 2  山手学院高等学校 1 

武相高等学校 1  横滨学园高等学校             1 

桐荫学园高等学校 3  横滨清风高等学校 2 

横滨创英高等学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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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演讲会优秀演讲稿选刊✽ 

它变了 

中二 1 班  林紫恩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

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讲一下我童年时曾经生活的地方吧!我童年最好

的时光都是在中华街度过的。它知道我的笑容、我的眼泪、我的愤

怒和我所拥有的一切。它很能包容我！ 

   我喜欢中华街的灯笼、店铺、味道等所有的一切!但是最近, 我

感觉跟中华街疏远了，也不仅仅是搬家的原因，而是我不像以前对中

华街那么感兴趣了。可是暑假里的一天，我因有事情去了一趟中华街，

经过了童年时几乎每天都会去的小公园。那天下着雨，公园里没有孩

子们的欢声笑语，只听到沙沙的雨声，特别安静。小时候,感觉挺大

的玩具,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大了。 公园里小卖店的姐姐，我也已经

好几年都没有见到过她了。公园里的保育园也移到我们学校的一楼。

小公园似乎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样子了。不仅是小公园,中华街的店

铺也有所改变。它的改变让我感觉

伤心、难过、寂寞。因为,它的改变

让我有些不认识它了! 

    时光不能倒流，它也不会再回

到我认识的那个样子。但是,我记忆

中的它，永远会保留在我心中，绝不

会消失！因为我的童年就在那里度

过，因它而感到幸福与快乐，我爱你

——中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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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所感 

中二 1 班 木村嘉弘 

去年,就在我们的附近东京，举行了一场特别精彩的大会----东

京奥运会。这次奥运会因为疫情的原因，推迟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在本次奥运会中，有两百零五个国家和地区，外加难民选手团

参加。在开幕式的时候，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会场。其中当然少不

了中国选手团！在开幕式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象形图表演，他们表

演了五十个项目的动作。我觉得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那么多的

动作，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这次奥运会中,我最关注的项目是乒乓球比赛。因为它是我最

喜欢的体育项目。在这个项目当中，我最期待的是男单，选手是马龙

和樊振东。他们两个人都是世界上球技特别强的选手。比赛结果是马

龙获得了冠军。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是中国队的选手。这让我格外兴奋! 

    除此之外，中国队一共获得了三十八枚金牌,是奖牌总数第二名

的队伍。对我这个中华学校的学生来说，中国队获取的金牌越多，我

就会越高兴，越自豪！ 

我感觉这次东京奥运会举办得相当精彩！

通过电视直播我也认真观看了在北京举行的

冬季奥运会，同样也是精彩连连！中国队选

手不负众望,奖牌总数排行第三名。 

中国奥运健儿们，你们真棒！我为你们加

油!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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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就在这时 

中二 1 班 刘明轩 

  我的爱好是钓鱼，钓鱼能使人心情放松，还可以锻炼身体。 

  周末的时候我常常和爸爸一起去海边钓鱼。在出发之前，我都会

写好计划表，几点出发，需要带的鱼具，以及目标钓到几条鱼等等。 

  到了海边，我需要先做一下钓鱼的准备工作。把鱼竿组装好，鱼

钩浮漂装到鱼竿上，再把鱼饵挂到鱼钩上。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我

就把鱼竿竖起，把鱼线使劲扔进大海。然后两眼紧紧地盯着水面上竖

起的浮漂，等鱼上钩。过了一会儿，只见浮漂上下抖动起来，就知道

鱼咬着鱼钩了，赶紧收线，鱼就钓上来了。因为我很好地掌握了钓鱼

的技巧，每次都能钓上来很多鱼。回家之后，虽然很累，但我仍然坚

持在网上写一篇钓鱼日记，记录下钓鱼的过程和感受。然后再把钓上

的鱼拍成照片传到网上，就会有很多人给我留言点赞，让我备受鼓励。 

  钓鱼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让我变得更加热爱钓鱼了。 

同学们，你们不想在业余时间体验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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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家乡 

中二 2 班 张诗淇 

   因为这次疫情，我已经好久没回福建看望亲戚朋友们了。还没爆

发疫情时就打算回福建一些有名的景点看看，再去看望一下亲戚朋友

们。为了给下次出行做好准备，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福建有名的景点。

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首先，我最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坊七巷。他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

的城中心历史文化街区，也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坊街区。因他西侧有

三坊，东侧有七巷，所以被简称为“三坊七巷”。从这里走出了许多

名人志士，被誉为“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 

   第二个想介绍的是鼓浪屿。它的面积不到 2 平方公里，人口约 2

万。在鼓浪屿除了环岛电动车外，不允许机动车上岛，有“海上花园”，

“万国建筑博览会”和“钢琴之岛”的美称。 

   最后，我想介绍的是南普陀寺。他是一座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佛教

寺庙，南普陀寺始建于唐代末期。当时，被称为“四洲”，占地约 3 万

多平方米。听了我的介绍大家有没有想去福建看看的想法呢？我想她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我爱我的家乡——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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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的力量  

中二 2 班 荒井勇太                    

“奥运会”是全世界的运动员们都很向往的大舞台。在这次东京

奥运会上，日本队获得了二十七枚金牌，十四枚银牌，十七枚铜牌。

获得奖牌数占全世界第五位。这些奖牌是运动员的荣誉，也是日本国

民的荣誉。当然，没有获得奖牌的项目也有，其中，排球也包含在内。

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他们坚持拼搏的气魄让我感动！

最突出的是一位身高一米七左右的矮个排球选手。比赛之前他留下了

句名言：我们作为选手，必须要有 “责任心”和“自信心”。 

    “责任心”表示觉悟有担当，“自信心”表示既坚信又自豪。这

句名言充分体现了那位选手的可贵精神。我觉得这个精神不只是选手

应有的精神，也是我们做人应有的精神。对自己要有自信心和自豪感，

事情才会成功！那位选手用行动来证明了他的信念。虽然比赛输了，

但他并没有后悔，因为他已经尽他所能了！ 

    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出现了不少名人名言。他们的名言会给我

们力量，鼓励我们不断前进。两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上又会出现什么

名人名言呢？我拭目以待地期盼着名人名言的出现，更期盼着选手们

因他们的拼搏努力而成功的那一刻！ 

 

 

 

 

 

 



21 

 

运动精神 

中二 2 班 陈佳韵 

    我很喜欢运动，从小就喜欢看各种比赛。足球世界杯，美国橄榄

球赛，冬季和夏季奥运会，残奥会等等我都会关注。所以我也曾非常

期待去年夏天在日本举行的奥运会。那次的奥运会和往常不一样，因

为新冠病毒肆虐，日本决定将奥运会延期一年，在新冠中及严谨的防

疫措施下举办。 

    奥运会的延期也给选手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疫情他们不能

正常训练和参加比赛，精神上也会受到影响。虽然一切都很困难，但

他们依旧拼尽全力超越自己，不断挑战。这种运动精神让人敬佩，也

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运动的原因。他们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向目标前

进，为国争光。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表面，却不知道他们在背后付出

了多少汗水和心血，也想象不到他们承受了多少压力和痛苦。然而，

他们认真对待每一次机会，永不放弃，努力做到最好，通过挑战运动

极限给我们带来了感动，鼓励和希望。 

    我要向他们学习，在困难中也一直继续努力，坚持到底。我希望

这种运动精神能保持和传递下去，给更多的人带来希望与梦想，让生

命更有活力，让世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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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 1班 竹下莉彩·雨天的森林 

小二学生美术作品欣赏 

 

 

 

 

 

 

 

 

 

 

 

 

 

 

 

 

 

 

 

 

 

 

 

小二 1班 汤绫音·大自然的圣诞节 
小二 1班 罗笃隆· 

漂亮的叶子太多了 

采集来，摆一摆，贴一贴 

到了秋天，外边的世界变得色彩斑斓，为了让孩子们在繁忙的学习之

余多多观察自然，感受生活，小二的学生们通过观察自己采集的叶子，树

枝，树果的不同颜色，形状，发挥想象拼贴成一幅画来留住秋天的记忆。 

 

小二 1班 高海博·岛 小二 1班 段皓翔· 橡子雨的世界 小二 1班 李诗音·叶子的世界 

小二 1班 汤博约·小村庄 

小二 1班 赵辰心·大自然中的植物 小二 1班夏京花·循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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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 2班 刘轩睿·藏起来的叶子 

 

 

 

 

 

 

 

 

 

 

 

 

 

 

 

 

 

 

 

 

 

 

 

 

小二 1班矢野里纱·自然的世界 小二 2班 洪知非·自己的秋 小二 2班 奥村心波·吉祥鸟 

小二 2班 萩原和真· 

叶子组成的大自然 

小二 2班 森清良·叶子人 
小二 2班 樋田怜璃·橡子的散步 

小二 2班 李雨宣·舞蹈 

小二 2班 窦子涵·秘密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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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园信息 

 

 
*熊猫幼稚园 2021学年度毕业典礼 

3月 15 日，熊猫幼稚园在游戏室举

行了 2021年度的毕业典礼。祝贺熊猫幼

稚园第十二届园儿顺利毕业。伴着音乐，

太阳班的 40 名幼儿配戴着胸花,神采奕

奕地步入会场。 

首先由森田裕明园长向全体毕业生

颁发保育证书和一年努力奖。为表示对

毕业生们的祝贺，东京华侨总会、横滨

华侨总会、横滨华侨妇女会、横滨中华

学校校友会、学园理事会、熊猫幼稚园

家长会等各侨会侨团、家长会也分别向

毕 业 生

们赠送了纪念品。同时，森田园长也代

表幼稚园接受了毕业生及家长向幼儿

园赠呈的纪念品。 

接着，森田园长代表幼稚园全体教

职员向毕业生和家长表示祝贺，为孩子

们在这三年来的成长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希望孩子们升入小学后结交



25 

 

更多的朋友、快乐健康的成长。最后毕业班的全体幼儿献上了毕业歌。

动听的歌声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毕业典礼在温馨而恋恋不舍的气

氛中圆满结束了。 

深深地祝愿全体毕业生在未来的日子里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早

日适应新的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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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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教学工

作，并为我校的教育事业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物。幼稚园和学校毕

业典礼期间，收到如下款物。在此特将芳名刊出，谨致诚挚谢意！ 

 

中学部第 73 届毕业生为母校义捐购买图书专款 286,528 日元，

小学部第 76 届毕业生为母校义捐购买图书专款 100,000 日元，特此

致谢！ 

熊猫幼稚园第 12 届毕业生家长义捐购买软投球专款 22,990 日

元，特此致谢！ 

熊猫幼稚园家长会义捐空气清新机一台，特此致谢！ 

幼稚园和学校毕业典礼上，有以下单位向毕业生赠送了纪念品，

在此特将单位名称刊出，谨致诚挚谢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     东京华侨总会 

横滨华侨总会                     横滨华侨妇女会 

横滨中华学校校友会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家长会 

熊猫幼稚园家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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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