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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动  态 ☆ 

※我校 2022 学年度开学典礼顺利举行 

阳春四月，万象更新。在这个樱花烂漫的时节，横滨山手中华学

校迎来了 2022 学年度开学典礼。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的开学典

礼仍分为在校生和新生两部进行。开学典礼的第一部于 4 月 6 日

8:30-8:45进行，我校小二～小六、中二、中三的学生在教室参加线

上开学典礼；第二部于 10:00-10:20 进行，由我校小一、中一的新生

和部分学生家长在校体育馆参加。典礼由教导部长郑民财老师主持，

且典礼全程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向全体家长进行实时播放。 

〈第一部：在校生〉 

8：30分，学生们已经穿着整齐的校服端坐在教室里，在雄壮的

国歌声中，我校 2022 学年度开学典

礼第一部正式拉开了帷幕。校长在线

上发表了讲话，校长首先欢迎大家返

回中华学校学习，同时指出虽然今年

不能像以往一样全体学生在体育馆

共同举行开学典礼，但是校长希望大

家可以同样以崭新、饱满的精神和热情迎接新的学年。 

接着，校长介绍了本学年我校的 6 位新任教师：三冢教佳老师、

俵田美芙老师、崔继红老师、刘淑钰老师、姜相雨老师和武本幸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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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校长对她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们尽快熟悉并投入

学校工作。之后，校长又向大家介绍了小二～小六、中二和中三的新

任年级组长和班主任老师。最后，校长希望全体学生都能团结协作、

努力进取，用饱满的精神和热情来迎接 2022 学年度，迎接一个新的

开始。至此，开学典礼第一部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第二部：小一·中一> 

上午 10：00整，在新生家长们陆续入场就座后，郑民财教导部长

宣布我校 2022 学年开学典礼的第

二部正式开始。首先是欢迎新生入

场，在老师和家长们期待的目光和

热烈的掌声中，我校本学年度小一

和中一的新生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迈着轻快的步伐依次步入体育馆。

之后，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体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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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张岩松校长向家长和学生们介绍了我校 2022 学年度小一

和中一的年级组长、班主任、各科任教师及其工作安排。接着，张校

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表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全体师生对

各位家长的光临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向今年新入学的小学一年级和

中学一年级的同学表示热烈祝贺，欢迎大家加入中华学校的大家庭。 

校长强调，中华学校是一所有

着 124年历史的由华侨创办、华侨

自主经营的，教授中日双语、中日

两国文化的全日制国际性华侨学

校，历经天灾、人祸、战争等各种

艰难困苦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是

因为华侨先贤矢志不渝的华侨精神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华学校。希望

同学们能了解、学习、传承华侨精神，做一名“自立自律、自信表现、

协动共生”的学生。 

此外，张岩松校长感谢了各位家长长期以来对中华学校的支持和

信任，感谢家长们把孩子送到中华学校来学习。在介绍 2022 学年度

小一和中一教师时，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就是对全体老师和中华学校的

认可和期待。家长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期待正是对全体教师的最大鼓

励和鞭策。校长指出，2022 学年度我校学生共 620 人，小一到中三

19个班，新校舍也进入第 13年。中华学校稳中求进，逐步发展壮大。

去年我们全校师生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断学习、挑战、创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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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情从容应对，顺利开展了有中华学校特色的教育内容。目前疫情

依然不容乐观，校长勉励全体师生继续努力进取，用饱满的精神和热

情来迎接 2022 学年度，迎接一个崭新的开始！最后，校长向新同学

们表达了衷心的祝贺，向家长们和老师们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最后，开学典礼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小一与中一新生分别与理事长、校长、年级组长、班主任合影 

 

   

 

 

 

 

 

 

 

 

 

 

小一①班师生合影 

小一②班师生合影 



5 

 

 

 

 

 

 

 

 

 

 

 

 

 

 
中一②班师生合影 

小一③班师生合影 

中一①班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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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学年度学校教职员 

【学校干部】 

校长：张岩松 

教导部长：郑民财 教务部长：罗顺英 总务部长：郑浩志 

小学低年主任: 吴红涛 教务、招生主任(兼): 罗顺英 总务主任：严东洪 

小学高年主任: 田莉莉 课后加油站主任: 马  晶 事务主任:古川球绘 

中学部主任: 本间淳也 教务副主任：陈  柏  

保健主任: 翁直美 招生副主任: 苗凌哲  

 课后加油站副主任:山下真纪  

【年级组长及班主任】 

小一年级组长: 张延华    ①班：张延华       ②班：王晓璐   ③班：姜  涛 

小一副班主任：浅海雪绘 

小二年级组长: 郑  红    ①班：小川香那子   ②班：高  航 

小三年级组长: 吴红涛    ①班：川边彻       ②班：田倩倩 

小四年级组长: 苗凌哲    ①班：刘  奇       ②班：甘健星 

小五年级组长: 田莉莉    ①班：易馨慧       ②班：王  薇  

小六年级组长: 张  丹    ①班：小川觉充     ②班：姜  岚  

中一年级组长: 荆秀姣    ①班：荆秀姣       ②班: 押勇树 

中二年级组长: 陈  柏    ①班：中屋伶       ②班：陈  柏 

中三年级组长: 本间淳也  ①班：王  蕊       ②班：永田裕贵 

 

【科任教师及担当课程】 

郑民财:小四理科、中三数学       

罗顺英:小三·中学音乐 

本间淳也：小六·中三理科    

田莉莉：小一说话、小三·小四·小五·小六英文 

吴红涛：小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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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红：小二中文、中三文常                   

张  丹：小六历史、中二文常          

石川理启：小五理科、中三技家 

浅海雪绘：小一日文                      

张春秀：小二·小三·小四说话             

山下真纪：中一·中二·中三技家  

陈叔兰：中一中文              

三冢教佳：中一·中二理科 

高  源：小五地理、中一文常              

刘晓晶：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图工、中一美术 

小林翼：小三理科、中二·中三数学 

尹晓慧：小学部、中学部体育 

山本幸司：小六、中二·中三日社                

马  晶：小一·小二生活 

翁敏婷：小一·小六图工、中二·中三美术              

波田野美和子：中一日文 

路  翌：小六数学                      

张鸣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英文   

俵田美芙：小一·小二体育 

韩  达：小四·小五·小六书法 

 

【课后加油站】 

马  晶、山下真纪、桥本砂枝子、尹丽君、竹内真美子、张鸣玉、李娜、崔继红、

姜相雨、刘淑钰、俵田美芙 

 

【保健】 

翁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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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分组回家训练      4月 16日，我校全体师生举行了 2022学年第

一次分组回家训练。分组回家训练

的目的是为了在突发灾害时，学生

们都能顺利安全地回家。作为我校

非常重要的一项常规训练项目，每

个学期都会认真进行练习，以不断

强化师生的防灾意识。 

由于第一学期的分组回家训练是一学

年中最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初次参加分组

回家训练的小一学生来说，也是他们第一

次参加学校的集体性活动。为了训练能更

加顺利地进行，我校师生于 15日提前进行

了预演。在 16日的分组回家过程中，师生

做到了密切配合，学生们在移动过程中也

都做到了“快、静、齐”。最后，各个路线

的小组都在预定时间内有序地完成了训练

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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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参与中华街九龙壁作品展示    4月 8日下午，我校中

三学生在翁

敏婷老师、

刘晓晶老师

和严东洪老

师的带领下

在横滨中华

街九龙陈列

窗进行了春节作品展示。此次的展示作品由我校中三学生共同制作，

作品主题为：“動物たちのお花見（动物们赏樱花）”。 

由于疫情，学校的很多活动都不能照常进行，中三的学生们为了

祈祷疫情能早

日平息，希望

在樱花盛开的

春天，大家可

以聚在一起赏

樱花，所以精

心制作了该大

型作品，并展示在中华街的九龙陈列窗里。希望能为中华街和观光客

带来向往阳光和美好的气息。 

中三两个班级的学生互相互助，从企划到展示，历时两个多月的

时间，都是他们依靠自己动脑动手完成的。而且，这也是他们第一次

体验画 11 米长的大型水彩画，虽然制作过程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

们齐心合力完成了作品，准备过程中大家热情很高，做到了积极参与，

认真准备。相信通过这次活动，学生们的友谊越来越深，也留下了难

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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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①班 

九龙壁展示

集体合影 

中三②班 

九龙壁展示

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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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作品选刊 ☆ 

☆2021 学年度中文演讲会学生优秀作文： 

疫情中的奥林匹克 

中一 1 班 黄紫晶 

“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这句话是奥林匹克运

动会的格言，它的意思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运会是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的世界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每四年一

届，不超过 16 天，是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体育盛会。它包括夏季奥运

会及残奥会，冬季奥运会及残奥会等十个项目。 

这次举办的 2020 东京奥运会，是我第一次正式观看的奥运会，

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次的奥运会开在了严峻的疫情之中，所以场上没有观众，全世

界都通过电视屏幕观看。虽然场上风平浪静，没有了热闹激烈的气氛，

可是每个人都在电视机前加倍地给运动员鼓劲儿，相信运动健儿们也

会感受到支持关爱他们的朋友。 

在这次奥运会之中，我看到了运动员身上努力拼搏、坚持不懈、

不气不馁的优秀品质，很多瞬间都打动了我。 

14 岁的跳水运动员全红婵在这次十米跳水项目中获得了金牌，

五个裁判中三个给她的是满分。她的表现可称之为完美，在我看来甚

至是奇迹。后来记者采访了全红蝉的教练，她的教练说，她今天成绩

的取得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她每天的训练都非常刻苦，一天会跳 400

多次水。400 次？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没有反应过来。多么难

以置信啊！我连跳 400 次水的概念都没有。我才明白，全红婵得到的

那枚金牌，是她每天持之以恒、刻苦耐劳、拼搏付出的回报。她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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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无愧的冠军！ 

在这次奥运会之中，我最热衷观看的是乒乓球。这次日本队发挥

地特别精彩，跟乒乓球王国——中国展开了激烈的对战。中国拥有绝

对的实力，五个项目中四个都得了冠军。但是日本队也不可小视，以

前日本在奥运会的乒乓球项目中从没有得到过金牌，可是这一次，在

混合双打这个项目中，伊藤美诚与水谷准居然打败了中国，拿到了这

个项目的冠军。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与突破，让所有的日本

人民为之骄傲。同时，中国队教练也肯定了日本队的实力，夸奖日本

队给别的国家做了榜样，非常开心看到这样势均力敌的对手。 

还记得奥运会最后一天的下午，电视上播出了这 16 天的综合节

目视频。伴着奥运会的主题曲，电视上出现了很多出色的运动员获胜

时露出的无比灿烂的笑容与一些运动员失败时流出的遗憾的泪水。看

着这种情景，我非常感动。在我看来，无论他们成功与失败，我都为

他们加油点赞。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只要努力拼搏，都值得赞扬！ 

由于此次奥运会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得不延迟一年举行。这对运

动员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要知道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是不会很长

的，一般 30 多岁就退役了。四年一次的奥运，而 2020 东京奥运会要

再延迟一年，这意味着有很多老运动员如果体力跟不上了，只能放弃

比赛，可是他们为了比赛辛苦练了四年，其他运动员也要在严峻的疫

情中再苦练一年。 

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要付出全身心的努力。“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运动员们现在的成绩，都是他们每天持续刻苦训练好几

个小时，坚持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结果。每当想起他们战胜对手，战

胜自己时，看到他们拿到金牌露出的那灿烂的笑容，流出的那激动的

泪水时，我都会无比感动！ 

另外，这次奥运会与以往的区别是，在严峻的疫情之中，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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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医疗机关人员的辛苦工作，诸多支援者的无私付出，以及全体民众

的配合与支持，也无法举办成功。这恰恰体现了团结一致的奥林匹克

精神！ 

总之，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团结、拼搏与不气馁。奥运会也是为了

世界和平而存在的。运动员们又是对手又是朋友，“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 

“ Faster,Higher,Stronger —

—Together”,经过这次特殊的 2020

东京奥运会，我深刻理解了奥林匹

克精神与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深

刻含义。 

 

珍惜现在 

中一 1 班 郑惠心 

“啊！没时间了！”，“你什么时候有时间？”等等。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经常能听到“时间”这个词。 

在我们过去想象时间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瞬间想起的是各式钟

表。但钟和表都只是人们想象的时间的模样。其实我们看不到也摸不

着时间，但如果你家门前有一棵树，那么你就能从它的影子与树叶的

变化而感知到时间。 

时间就像是从过去到未来的单向直线。而过去与未来的交接点就

是现在。我们的现在，仅仅是一瞬间，稍纵即逝，但我们常常不珍惜。 

我有两个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起玩的好朋友。但我们三个却各

自上了不同的重点中学。虽然我们三个还经常联系，但是我好像觉得

我们的关系正慢慢地疏远。 

在小学我们三个一起的时候，我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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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经常会对我说：“我们是一生的好朋友。”但我却一次都没有主动

说过。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经常见面了，到现在我才后悔，当时没能

这样做或那样做……但我又怎么能回到过去呢？ 

还有不到两个月我就初二了，好多同学也都上私塾了。两年之后

的中考像大山一样压着我，让我透不过气，以至于每次睡觉都不敢闭

眼，觉得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就到了初三，马上就要考试了…… 

在这种矛盾、焦虑的心情中，时间一分一秒地像沙子一样从指缝

间流了出去…… 

这个时段，正是我复习中文知识竞赛的时候，问题集里有一个讲

曾国藩的题，为了了解他，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一句

名言：“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意思是做好眼

前的事，不要过度担心未来，也不要留恋、纠结已发生的事。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专门为现在的我说的一样，我的那些后悔、焦

虑反而白白浪费了时间。我也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对我说的话，“不

要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后悔”。 

时间是无限的，但每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

的，属于一个人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假如你现

在正在犹豫、消沉也没有关系，不要气馁。现

在此时此刻一点也不晚，因为未来有着无限的

可能。今天是我们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 

著名的教育家孔子说过：“逝者如斯夫，不

舍昼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应该珍惜

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把握住现在。改变未来，

从这一刻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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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与美 

中一 2 班 郑馨宇 

外表，一直是当代社会的热门话题，人们为了追求美的方式也层

出不穷，比如美颜相机、化妆、整容等等。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外表

真的那么重要吗？美，又是什么呢？ 

如果给自己的外表打分，1～10 分，大家会打多少分呢？我呢，

大概会打 5 分吧。不过话说我也曾憧憬过 10 分的容貌，看着身边的

人，一个比一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心里有时也会埋怨上天的不公，

可外表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也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我发现其实

我的自身价值并没有能力支持一副美貌，那这美貌便是难以控制的，

也容易让人模糊自己的定位，打个比方，一名奢侈品的销售员，每天

接手大量名牌，难免产生一些认知误差，对一些人抬起下巴，而他真

的和那些普通人不一样吗？离开了这个柜台没有“自身价值”，也只

是个普通人，而这柜台就像一张高分的脸，它真的是你本真理所应当

的价值吗？ 

近年，网络中火起了一个词——容貌焦虑症，因为外表而自卑，

我觉得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没有必要让大

众的审美束缚以及定义自己。美，绝对不是公式化的定义，这可能是

很老套的话，但我一直很认同。美，看不见，摸不着，又是谁去定义

的呢？而且美，绝不只是从脸表露出来，它可以是春风下的莞尔一笑，

面对困难时坚定不移的眼神，也可以是奔跑时拂起的长发，阳光下舞

动的身姿……100 个人便有 100 种美，比起努力迎合大众的审美，何

不在提高自我的同时发掘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美呢？ 

以上仅是一些个人对外表与美的见解，大家是怎样看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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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第一学期 

中一 2 班 李佳悦 

一个人的生命记录是被不断更新的。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

有很多次新的开始，每一年，每一天，每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可

以是一个新的开始。面对这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注定要用新面貌来

适应它。我也迎来了新的开始。 

今年四月份我升上了我们学校的中学部。那天我背着中学部的书

包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学校的大门前，我激动不已地迈出了新学年的第

一步，踏进教室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我那紧张的

心突然放松了下来。我们开学后，疫情还是一如既往地严重，甚至有

段时间我们都是上网课和自主登校同时进行的，等到全体学生上学时，

班里坐满了人，我又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欢笑声。我也开始明白网课

好是好，可以防护，也可能比在学校上课轻松一些，但是在学校上课

会有学习气氛，也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带着欢声笑语上课，这也让我更

加珍惜可以在学校上课的机会。我觉得小学和中学最明显的区别是上

课的难度还有心态的变化。我也成长了不少，不再因为一件小事而计

较，开始有了目标，也变得自觉。宫崎骏的电影里说过：“成长是一

笔交易，我们都是用朴素的童真与未经人事的洁白交换长大的勇气。” 

新学年开始了，一切已成过往，何必再去记挂，它们只不过是旧

档案而已。在新学年，以一个全新的面貌来面对即将开始的一切，不

留遗憾，向旧纪录挑战，不要害怕，所有现在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

终究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让我们明白坚持的意义。因为我始终都相

信一句话：“彼方尚有荣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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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学生图工课作品欣赏： 

 

 

 

 

 

 

 

 

 

 

 

 

 

 

 

 

 

 

 小五 1班·津田大地 

作品说明： 

作品名：「ゆめいろランプ」 

创作意图：希望同学们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半透明塑料

板的灯具用切，剪，折，粘接等手法变形，并尝试赋予其各种色彩的

方法，做出自己梦幻色彩的作品。 

 

小五 1班·武上凯 小五 1班·刘茗蕙 

小五 1·班山田玲安 小五 1班·关口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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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 1班·费佳凛

 

小五 1班·闫卓 小五 1班·陈晴香 

小五 2班·胡嘉益

 

小五 2班·手岛宁彦

 

小五 2班·森纱兰

 

小五 2班·神作太惺

 

小五 2班·中泽心海

 

小五 2班·夏井星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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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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8日，收到公益财团法人东华文化教育交流财团教育补助金

3,000,000 日元，特此致谢！ 

 

小五 2班

·林创介 

小五 2班

·巫柔嘉 

小五 2班

·刘千瑜 

小五 2班

·郑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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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稚 园 信 息  

 

 

* 2022 年度 熊猫幼稚园入园·升班典礼 

当园舍里的樱花盛开时,我们迎来了 2022 年新年度。由于疫情的

影响,熊猫幼稚园分开两日举行了升班典礼和入园典礼。 

首先是 4 月 7 日的升班典礼。一大早,中大班的孩子们就精神抖

擞地来到幼稚园,急不可待地在揭示板上确认了新班级。有些孩子看

到和好朋友在同一个班级欢呼雀跃;有些孩子对新班级新老师充满了

期待。进入游戏室后,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升班典礼拉

开了序幕。在典礼上,森田园长说到:在幼稚园这一年里,我们用眼睛

能看到的是大家个子长高了,用眼睛看不到的却是心理的成长。我们

可以通过和其他朋友互助友爱来促进心理的成长，这是很重要的。希

望大家能在新学年里学会了关心新入园的弟弟妹妹,善待朋友。在座

的家长们也十分期待孩子们在新学年里能有更大的成长。 

 

 

 

 

 

 

 

 

【彩虹一班纪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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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二班纪念合影】 

 

 

 

 

 

 

 

 

【太阳一班纪念合影】 

 

 

 

 

 

 

 

【太阳二班纪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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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亦是春光明媚,熊猫幼稚园接着举办了入园典礼。在典礼致

辞中，森田园长先是对新入园幼儿及家长表示了祝贺,祝愿孩子们早

日适应集体生活，在幼稚园快乐地游玩并交到新朋友。也希望家长能

在育儿过程中善于等待,善于仔细地观察孩子的行动、耐心地倾听孩

子的语言、温柔地等待孩子的成长。我园全体教师十分欣喜地欢迎 40

名新入园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加入熊猫幼稚园这一大家庭，并衷心

地祝福孩子们能在熊猫幼稚园健康快乐地成长! 

此外，在典礼上,森田园长还介绍了新年度幼稚园教职员工的人

事安排。典礼结束后,各班级幼儿、家长还与老师合影留念。 

 
 
 
 
 
 
 
 

【星星一班纪念合影】 

 
 
 
 
 
 
 

【星星二班纪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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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 熊猫幼稚园教职员工  * 
【幼稚园干部】 

   园  长：森田 裕明 

   副园长：雷 秀玲 

主  任：唐 文英 

 

【各班级班主任】 

小班―星星①班(20 名)：王 巍 

         星星②班(20 名)：若林 芽生 

 

中班―彩虹①班(20 名)：中田美绪 

         彩虹②班(20 名)：罗 爱娟 

          

大班―太阳①班(20 名)：林 娟 

      太阳②班(20 名)：藤井 航  

 

【全体辅助教师】柳 彦(5 月份进入产休)  高启惠 

【延长保育教师】侯 倩  中村美穗 

【事务担当】张 美智 

【保健教师】翁 直美(兼任) 

【园车担当】严 东洪(周一至周四)  郑 浩志(周五)(兼任) 

【体操专任教师】冈野 圣(每周二) 

【律动(全学年)·音乐教室(大班)专任教师】近藤 实枝(隔周四) 

 

 

在此特意感谢 

 

第十二届毕业生赠送的纪念品: 投掷球玩具一套 

2021 年度家长会赠送的纪念品:空气净化器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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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