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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动 态 ☆ 

癸卯玉兔迎春接喜  百廿华校再上层楼 

——记 2023 春节系列庆祝活动 

百廿侨校千人万饺，大年三十吉尼斯世界纪录™️荣誉挑战成功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成功获得“最大的饺子拼成的词语”吉尼斯世界纪录荣誉 

    2023 年 1 月 21 日，是中国传统佳节春节的大年三十，在这举国

欢庆喜迎新春的日子，百廿侨校——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传来了另

一个特大喜讯。这一天，全校千余名师生用 1 万多个饺子摆出了校名

——“横滨山

手中华学校”

这八个大字，

随着吉尼斯世

界纪录官方认

证官的一声宣

布：“横滨山手

中华学校‘最

大的饺子拼成

的词语’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挑战成功！”。自此，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成为该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的创造者和持有者。这无疑为百廿侨校

的历史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精心筹备 团结挑战 

要想通过吉尼斯的层层把关，成功获得认证，还要达到种种吉尼

斯所提出的种种要求。比如摆好的饺子之间不能有缝隙，在摆列时不

能掉下来；要绝对保证饺子的食品卫生安全，而且不能浪费；饺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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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融化，不能粘在一起等。为此，学校也反复进行了实验和演习。 

 

 

 

 

 

经过一系列的策划和紧锣密鼓的准备，在吉尼斯官方的许可和见

证下，中华学校全体师生共同写就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廿历史上重要

的一页。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学生们按照事先分好的组别秩序井然地

工作着，体育馆内一片喜悦祥和又紧张热烈的气氛。低年级的同学们，

然年纪虽小，工作起来却是一丝不苟，让饺子一个一个地排好队；高

年级的同学们也同样专注、努力地摆着饺子，同时也不忘互帮互助。

今天，春节的传统美食——饺子，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将发挥出新的

历史功能——形成巨大拼图的矩阵，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饺子拼成

的词语，使华侨华人完成其在海外传承传播春节传统习俗、欢欢喜喜

过大年的心愿。今天，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全体师生都在万众一心、

全力以赴地完成这个挑战，实现这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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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到，饺子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摆完了，经过移动

和拼接，“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八个大字赫然出现在大家面前。最后，

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完成官方认证及现场所有人员的共同见证

下，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最大的饺子拼成的词语”挑战吉尼斯世界记

录成功！全场沸腾！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成功挑战该

纪录的学校，这也意味着 125 年后，我校作为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所

华侨学校再次刷新历史，成为世界第一。 

 

 

 

 

 

 

 

 

 

 

 

张岩松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重心长地说道：“饺子是中华民族

春节传统习俗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中华文化在我校的传承已有百廿余

载的历史，已至华人华侨的第 6 代，

挑战成功也寓意中华传统文化在横滨

山手中华学校传承 6 代 120 年以上。

而且这项活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

是希望通过让师生们用自己的双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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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用自己的行动去传承，用自己的心去感悟，使大家建立起文化

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文化自觉。同时，这个新的世界纪录在我校的

诞生，相信这也意味着我校这朵在日本土地上盛开的中华文化奇葩定

会长盛不衰，校运永续昌隆！”  

传承创新 薪火永续 

摆完饺子，中华学校庆祝春节的传统活动也如期进行。教室里是

一派师生热火朝天地包饺子的景象，作为历年春节庆祝活动的重头

戏，让学生体验在农历大年三十亲手包饺子的活动一直深受学生喜

爱。饺子包完后大家听校长讲完春节传统习俗，就是开开心心地欣赏

由中华学校学生进行的春节联欢文艺表演，有民族舞蹈、民乐演奏、

武术表演、京剧队表演等节目精彩不断，每年的压轴节目要数学校狮

子队的同学带来的舞狮表演，把联欢会推向了高潮。 

 

 

 

 

很快，同学们亲手包的饺子已经煮好并被分送到各班级，热腾腾

的饺子吃在嘴里，幸福留在了心

里。只听喧天的锣鼓已响彻了中

华学校的各楼层，“狮子们”已

经开始进入各个班级跟大家问候

致意了。中华学校里一片热烈欢

乐的气氛，也把春节的年味儿带

到了每位师生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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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挑战活动由中国 BYD 公司独家冠名赞助，本活动还得到了

NHK、CCTV、新华网等多家中日知名电视与媒体的支持与报道。此外，

该活动还得到了来自我校家长会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同时，学校还邀

请了学园理事、理事评议员和我校退休老教师前来参与。本次的挑战

活动还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向全球的华人华侨进行实时播放，截至目

前，总观看量已超过 36 万次。可以说这是一场在中华学校的学生、

教师、家长和众多嘉宾共同参与及全球众多华人华侨共同见证的一场

挑战盛典。挑战活动的圆满落幕不但振奋了人心，也为中华学校迎接

新一年的挑战开了个好头。愿这一新春喜事为大家平添祝福，也为中

华学校的未来更加增色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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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毕业旅行顺利举行       为了使学生能够接触社会生

活，体验大自然，进一步提高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通过参观学习，进一步

开拓视野，深入了解中日两国

的交流历史，从而培养集体观

念，并进一步提高大家的语言

运用能力、工作能力和适应能

力，2022 年 12 月 14 日至 17 日，我校中二的 67 位学生在教务部长

罗顺英老师、班主任陈柏老师和中屋伶老师的带领下赴关西地区（京

都、奈良、大阪和兵库）进行了毕业旅行。这也是自疫情以来，在赴

中国毕业旅行尚不能成行的情况下学校积极为学生寻找新的毕业旅

行目的地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14 日中午，大家乘坐新干线来到了此次毕业旅行的第一站——京

都。京都作为日本文化的源点，

也是日本文化的象征之地，有

“千年古都”之称。在这里同

学们先后参观游览了世界文化

遗产——鹿苑寺（金阁寺）、大

本山天龙寺和岚山公园等，感

受了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化，发

现了许多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相似与迥异之处，也欣赏了岚山优美

的自然风光并了解了与岚山有关的中日友好的历史。 

第二天，大家先来到了以“千本鸟居”而闻名的日本著名神社

——伏见稻荷大社，在这里感受了日本神社的文化氛围。下午大家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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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来到了位于奈良的著名寺庙——东大寺（大严华寺），这里拥有世

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在这里大家也体验了佛教寺庙的庄严与静穆。

之后，大家来到奈良公园并观赏了这里的鹿儿们，第二天的行程也在

不知不觉中结束了。 

第三天的目的地是位于大阪的

电影主题游乐园——环球影城。在

这里，同学们尽情地体验着各个设

施和游戏项目，在玩乐中和欢笑中

释放着青春的激情，在此过程中，

同学们的感情也更深了。 

随着 17 日的到来毕业旅行也接近了尾声，大家一早到达了此次旅

行的最后一站——位于兵库县的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同学们先与

同文学校中二的学生进行了热切

而充分的交流，既畅谈了自己的

想法，也结交了新朋友。交流结

束后，大家一起前往日本三大中

华街之一的南京町进行参观学习，一起感受和游览了在神户这条与横

滨中华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充满中国气息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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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三天的毕业旅行转眼之间就结束了，大

家就要踏上归途，虽然大家心中充满不舍，但是相信每个人都是满载

而归，三天的时间虽短，但也更显得宝贵，这三天的记忆一定会成为

大家心目中一段永恒而美好的回忆。 

在此次的毕业旅行

中，学生们充分发挥了

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做到了目标与分工

明确，依计划进行，事

后总结并加以改善。大

部分的活动都是分组进行，且各项活动都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学生们不但体现出很强的集体观念，同时同学间也做到了团结互助，

关心他人并积极合作，展现了我校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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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生滑雪活动顺利进行            2023年 1月 4日至 6

日，时隔三年，我校冬季滑雪活动再

次举行。今年的日程还是两晚三天，

活动地点在长野县的菅平高原滑雪

场。参加滑雪活动的中学生有 84 名，

为历年最多。此次滑雪活动由教导部

长郑民财老师、教务部长罗顺英老

师、班主任陈柏老师、中屋伶老师和押勇树老师带队。 

4 日下午，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兴

致勃勃地来到了滑雪场。壮丽的雪景让

人心醉，大家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迫不

及待地想要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在热身

训练后，专业的滑雪教练分组对学生们

进行了指导，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的滑雪项目增加了单板滑雪，更加

激发了大家的兴趣。练习结束后，很快地，只见同学们一个个如同雪

上的飞燕，自由地徜徉在这美丽的冰雪天地之间。在接下来的两天时

间里，随着同学们的滑雪技术愈加娴熟，大家滑得更加酣畅淋漓，尽

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恩赐的美好。 

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虽然短暂，但

大家都收获满满，感到愉快而充实。滑雪

活动不但让同学们的体能得到了锻炼，也

使大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集体生活的重

要性，同时也加深了同学们之间的情谊。

此外，在活动过程中学生们所表现出的敢于挑战自我和互助互爱的良

好的精神风貌也必将对其今后的生活和学习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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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家长新春联欢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横滨山手中

华学校教职员和家长会共同主办的新春联欢会在横滨中华街玫瑰酒

店（Rose Hotel Yokohama）举行。参加此次联欢会的教职员、家长、

来宾以及家长会顾问近 200 名。这也是时隔三年再次举办的教师家长

新春联欢会。大家再次相聚实属不易，既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更充满

了欢聚一堂的喜悦。 

首先是嘉宾致辞，中华学校家长会会长谭优矢先生先行发言，他

从家长们的角度，谈到家校之间

的交流机制是极其重要的，能凝

聚人心，化解分歧，有利于华校

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感谢了

中华学校教职员们的辛苦付出。

接着，学园理事长曾德深先生向

来宾和教师们致以新年的祝福。之后是张岩松校长和横滨华侨妇女会

会长李香玳女士分别发言。张校长向大家汇报了学校自疫情以来所面

临的挑战，以及面对挑战大家团结一心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中华学校

在不断创新中取得的新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并

向长期以来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家长们表示了诚挚的谢意。最后，横

滨华侨总会会长谢成发先生致祝酒

辞，联欢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拉开

序幕。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家长围坐

一起，畅聊叙旧，围绕学生，共同

探讨教育话题，教师们也听取了很

多来自家长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合影之后，联欢会在一片欢欣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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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冬季长跑竞赛活动        2022 年 12 月 21 日，我校中学部的学

生在中学部老师的带领下到根岸森

林公园进行了冬季长跑竞赛活动。冬

季长跑活动也是我校一项冬季例行

的活动，由于疫情原因不得不中止举

行，今年也是时隔三年后再次举行，

大家都难掩激动的心情。 

上午 9:00，大家准时到达根岸森林公园集合，在老师和大家讲

明要求之后，大家先熟悉了路线，并进行了热身，之后男生组和女生

组分别进行了长跑竞赛。在老师的发令枪响之后，学生们如脱缰的小

马一样向前冲了出去，虽然当天北风阵阵，冬意十足，但大家热情不

减，比赛进行得也十分激烈，每位同学都坚持到了最后。优胜奖获得

者将在结业典礼上进行表彰，校长将为获奖者颁奖。以下为获得优胜

奖同学的名单： 

 

 

 

 

 

 

中学部女生 中学部男生 

第一名 中一 1  安田 果瑛   第一名 中三 1  西崎 寿    

第二名 中一 2  岩本 心优 第二名 中二 1  川野 璃周 

第三名 中一 1  陈 佳慧 第三名 中三 1  三浦 优斗 



 12 

※早稻田大学师生来我校参访      2022 年 12 月 22 日，早稻田大

学师生一行 10 人到我校进行参访。此次的参访队伍由早稻田大学教

育·综合科学学术院教育学部·教育学研究科（应用言语学）的原田

哲男教授带领，目的是想了解我校

作为在日的外国人学校的办学情况

及双语教学情况。张岩松校长和教

务部长罗顺英老师在会议室对其进

行了接待。 

首先，罗老师通过 PPT 向参访师生对我校的办学情况和办学特色

进行了说明。之后，在罗老师的带领下参访团在校内进行了参观，并

利用第四节课的时间进行了授课参观。在最后的交流互动环节中，罗

老师则对参访团的提问进行了详尽的回答。 

参访师生表示此次的参访活动让他们很感动，也对中华学校的办

学情况非常感兴趣。2018 年原田哲男教授曾来我校进行过参访，时

隔三年再次来访，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同时对中华学校在三年

间的变化之大感慨颇深。原田教授希望能继续与中华学校保持友好交

流的关系，也对中华学校的未来和发展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2022第二学期结业典礼      12 月 24 日，我校第三学期结业典礼

在六楼体育馆举行。8:50，全校师

生在齐聚六楼体育馆，主持人为教

导部长郑民财老师。随着雄壮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响起，全体向

国旗行注目礼，结业典礼也随之拉

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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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由张岩松校长在典礼上

进行了讲话。首先，校长希望同学

们在拿到成绩簿后要结合自己本

学期的成绩和表现进行反省；其

次，校长指出在寒假期间疫情防控

依然不能松懈，一定要在日常生活

中继续做好防护措施，同时提高自身免疫力。第三点，校长强调了寒

假期间的注意事项，希望同学们规律作息，不要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等，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最后，全体师生齐唱校歌，

结业典礼结束。 

接下来是校长向获奖学生的颁奖环节，本次的颁奖对象为在中学

部冬季长跑竞赛活动中获得前三名的同学以及我校在全球华裔青少

年器乐展演中分别获得“集体展演奖金奖”的民乐组同学和获得“集

体展演奖银奖”的竖笛组同学。获

奖学生在大家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中登台领奖，校长对他们取得的优

异成绩表示祝贺，也希望其他同学

能够以他们为榜样，不断进取，不

断挑战和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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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三学期开学典礼         1 月 10 日，我校第三学期开学典

礼在六楼体育馆顺利举行，全校同学

再次穿着整齐的校服回到了学校开

始了新学期的学校生活。典礼由教导

部长郑民财老师主持，首先由张岩松

校长在典礼上进行了讲话。校长向全

体同学提出了新学期的希望，希望同

学们把假期的收获报告给老师，希望同学们尽快调整自己，恢复校园

生活，在新学期能有新的气象。同时校长也再次强调疫情并没有结束，

希望大家一定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护，用饱满的热情和健康的身心迎接

新的学期。接着，郑民财老师对三名插班生同学进行了介绍。最后，

全体齐唱校歌。2022 学年第三学期开学典礼在大家整齐深情的校歌

声中落下了帷幕。 

※无预警防火避难训练       1 月 12 日，我校进行了无预警防灾训

练。上午，第二节课正在进行中，广播中突然发出火灾警报，提醒大

家马上进行避难。在事发突然的情况下，师生们做到了迅速有序地行

动和应对。全校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带着防灾帽，用手帕掩着口鼻

迅速、有序地来到了操场集合。在最后的总结讲话中，校长表扬大家

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进行的防灾训练中做到了“快、静、齐”，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达到了预期的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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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回家训练顺利进行       1 月 14 日，2022 学年度第三学期分

组回家训练顺利进行。虽然是雨

天，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同学们

都能做到安静地听从指挥和快

速、整齐地行动。在师生的密切

配合下，秩序井然地完成了训练

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 

 

☆ 喜  讯 ☆ 

◆ 2023 年 01 月 7 日，我校小学篮球队出征神奈川县大会。他们拼搏

奋战，首战告捷，展示了我校小学篮球队的风采。第二场虽然惜

败，但最终入围前十六强，同时达到了实战练习和结识朋友的目

的。祝愿他们在今后的比赛中能够不断超越，勇创佳绩！ 

◆ 2022 年 2 月～6 月，我校原小二至小六（现小三至中一）先后共

有23名同学的美术作品分别被刊登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校办刊

物——《华文学苑》（第 66 期和第 68 期）上，每人同时获得纪念

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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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我校“课后加油站”除了常规的学习内容外，也为学

生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去野毛山动物园看明年的生肖,学画

水墨画梅花和踢ベース,クリーン大作战和手工毛毛虫游戏,纸牌比

赛和手工福笑い游戏,根岸森林公园新年寻宝和制作七草粥和杂煮等，

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和欢迎。 

 

 

 

 

 

 

 

 

 

 

学生们在假期可以参加各种加油站在平时无法实现的活动，既在

快乐和游戏中学到了知识，也接触了社会，同时也锻炼了学生动手和

动脑的能力，让大家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愉快的假期。 

   “课后加油站”播报 

宝探し 



 17 

※中文演讲会校级奖学生作文选登 

性格与社交 

中一 1 牟星田 

现在的生活中社交是必不可少的，但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导致

社交成了有些人的一大难题。现在有个用语叫做“社牛”和“社恐”。

“社牛”指的就是生活中大大咧咧，而且在社交方面很厉害的人；而

“社恐”则就是对社交有恐惧，不敢在大众面前发言的人。但其实现

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性格的人，每一种性格的人都有他自己的魅力。

而不管什么性格的人，他都不是完美的，都有他自己的优缺点。我有

一句喜欢的话“一个人最大的魅力不是才华横溢，不是能说会道，而

是懂得将心比心，让人舒服。” 

现在，人们对性格也有些偏见。比如，外向的人更优秀，内向的

人心里比较封闭等等。但我觉得那些性格内向的人只是不太擅长表达

而已，性格内向不代表不好，性格没有优劣之分，内向并不是缺点。

生活中，我们所需要面对的社交其实很复杂，但所谓适合社交的性格

是不存在的。每一种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人们好像往往会用社交

方式来定义一个人。但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用社交方式来定义，所以

我们看待一个人，不要因为他不爱社交而去否定他。 

希望大家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评判身边每一位不爱社交的朋友，

只有拥有一颗包容、开放的心，才能拥有更加美丽、广阔的世界！ 

谈谈水资源浪费的问题 

中一 1班 沈佳亭 

大家想过，如果世界上没有水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水，人们就

不能洗澡、做饭；如果没有水，人类就不能生存；如果没有水，万物

都会失去生机。因为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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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水资源正在被大量地污染和浪费。联合国在 2015 年发

布了《世界水资源报告》，从中可以得知，水资源的问题也是人类面

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比如现在非洲的孩子还没有足够的干净的水可以

使用，可是我们每天都在大量地浪费着水。那么我们中小学生可以为

世界，为我们和未来的子孙后代做点什么呢？ 

今天我要介绍两个方法，大家听完以后可以去试一试。第一个方

法是，家里的自来水用完后要及时拧紧水龙头，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可

以开小一点，不要开得太大，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做的话，积少成多，

就可以节约很多的水。第二个方法是，如果有可以重复利用的水的话，

可以选择二次利用。比如，把洗完衣服的水用来洗拖把，把淘了米的

水用来浇花等，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节约用水了。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有的话可以尝试去做。以上就是我

对水资源浪费的看法和解决方法，希望大家积极地行动起来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减少浪费，节约用水，让我们的生活和地球变得越来越美

好吧！ 

最美的颜色 

中一 2班 赵梓彤 

你怎么理解颜色这个词语呢？人的肉眼可以辨别 1600 万种颜

色。那么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对我来说，我喜欢的颜色是紫色，它象

征着勇气。但是你要说是最美的颜色，我想最美的颜色就是——白色。 

自从新冠疫情蔓延全球，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害怕以来，大家都退

缩了，但是只有这样一群人，却没日没夜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同病毒斗争。没错，他们就是白衣天使。医生的职业装就是一身白大

褂，这个穿白大褂的职业在平时就是非常伟大的，他们奋斗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救死扶伤。他们帮助别人获得更加健康的生活，帮助人

们走出病痛。疫情爆发，所有的人对这个病毒有的只是恐惧。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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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只有这样一群人，明明知道要与死神面对面抗争，却没有退

缩，迎难而上，争分夺秒。他们是多么地坚强！ 

为什么说白色是最美的颜色呢？不止他们救死扶伤，不止他们勇

敢无畏，更是他们的伟大奉献精神。他们也无比坚强。医护人员每天

都要穿上厚厚的防护服，由于防护服不透气，加上高强度的劳动，出

汗是理所当然的，一整天下来，全身都湿漉漉的。防护服是一次性的，

为了节约有限的资源，医护人员每天都在让自己少吃饭、少喝水、少

去厕所。不仅如此，由于他们一整天、一整天地戴着口罩，脸上、鼻

子上都勒出了深深的痕迹，他们是多么地坚强啊！如果不是我在新闻

报道中看到听到，真的难以置信。 

从此，我对白衣天使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不仅仅是医者，更是战

士，与病魔斗争的战士！他们有的不只是一颗善良的心，他们更是有

着一颗勇敢奉献、无所畏惧的心，这就是白色，这就是我认为的最美

的颜色。 

打造美丽的地球家园，从我们做起 

中一 2班 祝周咏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很多绿色。绿色带给我们平和，

绿色带给我们朝气，绿色是我们地球的生命之泉。可是大家知道吗？

世界森林资源评价表显示，各地的植物生长都在减缓，地球已经停止

变绿 20 年了，这让人听着实在感到惊恐。因为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绿

色，我们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 

还记得幼儿园暑假的时候，我曾经和外婆回她的老家去访亲会

友。外婆的老家在浙江省的一个古镇，那时，万里无云的蓝天，习习

凉风吹来的森林，小鱼游淌的清澈河流，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刻

的印象。疫情前一年，我再次陪外婆回到她的家乡。古镇已被认定为

5A 级旅游小镇，游客人来人往，车流熙熙攘攘，一派热闹繁华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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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我们很开心小镇的发展，可是到了晚上入睡时，房间却极其闷热，

连不喜欢空调的外婆也难以忍受。打开空调后，虽然吹来的凉风让我

们感到很惬意，可是却让我们极其思念八年前在夏日凉风下安然入睡

的美好时光。相信每个人对酷热难耐的天气都有切身的感受。 

可如今，人类文明致使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造成地球

气温上升、天气类型变化，可饮用水供应量短缺等等。这些对于包括

农作物在内的世界大部分植被来说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地球上的

绿色也在慢慢地减少，绿色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减少，又会加剧全

球变暖，我们的地球家园陷入了环境变化的恶性循环。再这样，地球

上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再这样，森林面积连年减少；再这样，海洋

污染越越来越厉害；再这样，地球上的气温年年上升。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的地球家园将会变成人类无法生存下去的环境，我们将会失去我

们的家园！ 

那我们作为地球的一个公民，应该为我们的家园做些什么呢？很

多人会认为，占地球人口 70 亿分之一的我，能做什么？对于这么大

的地球，我一个人的行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其实全球变暖、空气

水分减少和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有很大的关系。70 亿分之一的我们，

如果每个人从日常小事上开始努力，会是一份多么大的力量呀！我们

可以节水、节电，尽可能不使用塑料，减少热排放，就是对环境保护

的一份很大的贡献。比如说，在家里使用空调时，把冷房调高 1 度，

暖房调低 1 度；再比如说，减少喝塑料瓶的饮料，多坐公共交通，用

环保袋购物，随手关灯、关水龙头，不用一次性筷子等等。就算是很

小的事情，只要大家一起做，一定会变成巨大的力量！ 

让我们从我们做起，多一份关注，打造美丽的地球家园吧！让我

们从现在开始，坚持每一天，努力每一天，行动起来吧！打造美丽的

地球家园，从我们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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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稚 园 信 息 
 

 

 

 

* 避难训练 防患未然 

第三学期到来之际，届时熊猫幼

儿园在１月 18 日举行了地震、火灾避

难训练。孩子们因为有此前几次避难

训练的基础，所以在听到避难指令后，

都能从容不迫、很镇定的躲到桌子下

面、拿出自己的小手帕捂住嘴巴，在

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井然有序地撤离

教室。在迅速到达园庭的安全地带后，

孩子们全神贯注、静心聆听园长的讲

话，本次训练活动圆满完成。 

整个训练过程中，孩子们能

遵守「不推、不跑、不讲话、不

返回」四个原则，做到了有条不

紊迅速撤离。本次地震火灾避难

训练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避难

训练的意义和重要性。整个训练

过程中，教职员紧密配合,幼儿

情绪稳定、迅速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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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手绘制  喜迎新春 

1 月 22 日是农历的一月一日,也是中国最古

老的传统节日－春节。这一天是阖家团圆的日

子，是热闹喜庆的节日，也是我们每一个海外华

侨华人的新岁情结！虽身居海外,每逢春节,我们

也不忘挂灯笼、贴春联、欢聚一堂吃年夜饭，吃

饺子。今年 1 月 21 日的除夕这一天全园幼儿和

老师共同欢聚在游戏室，欣赏迎新年文艺

表演。然后回到保育室吃饺子，看舞狮，

让这一传统文化的根深植四方，世代相

传。同时熊猫幼稚园的小朋友也以手工制

作的形式来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星星班

的小朋友制作的「年年有余」,祈福国泰民安

五谷丰登幸福更上一层楼。彩虹班的小朋友

用剪纸和福字制作了可爱的兔子中国结，希

望 2023 年扬眉兔气、平安顺遂;太阳班的小

朋友以梅花为主的「梅花报春,喜迎兔年」,

寓意孩子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像梅花

一样,不畏严寒、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孩子们灵巧的双手绘制出的

一件件手工作品，不仅表达了喜迎新春之情，也祈愿新年里吉祥如意、

健康快乐、幸福平安……这一件件手工作品，充满着喜庆，洋溢着浓

浓的中国情结。 

今年的春节小朋友们

和学校的哥哥姐姐还一起

参加了吉尼斯纪录的挑战

活动。大家齐心协力，用饺

子摆成“横滨山手中华学

校”八个大字。小朋友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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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围裙，戴着帽子，口

罩，手套，变身一个个

可爱的小厨师。摆饺子

的时候神情是那么的认

真，小心翼翼，生怕把

饺子掉到地上。最后经

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终于

挑战成功。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幼儿园时代就能参加吉尼斯挑战是多么

幸福和难忘的事呀。通过这次活动小朋友们对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春节”也定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在此,我们也预

祝大家在新的一

年里人和家顺百

事兴，富贵平安福

满堂。 

 
 

 
 
* 捣年糕活动  

1月 28日熊猫幼稚园在园庭举行了一年

一度的《打年糕》活动。这一天，风和日丽，

在阳光的照耀下孩子们忘却了冬季的寒意，

个个精神抖擞、兴高彩烈地参加了本次活

动。 

三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分别进行《打年

糕》活动。首先是彩虹班的小朋友们，虽然

是开阵先锋却不恐慌、知难而上，高举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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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打着年糕，非常神气。全场呐喊“加油，加油”的助威声，激发了

孩子们齐心合力向上的动力。之后是幼儿园最小的星星班的小朋友

们，虽然是第一次体验打年糕活动。但在老师的带领下，每个小朋友

都笑容满面，开心投入到活动的气氛中。最后是大哥哥大姐姐太阳班

的小朋友们，打年糕的样子格外认真。看到自己亲手打好的年糕就好

像是愿望被实现般无比兴奋和快乐。 

通过本次活动，让孩子们更加了解到日本的传统文化，深深的体

会到自己创造的劳动果实来之不易，感受到自己亲手打制的年糕的美

味。本次活动能够顺利的结束，离不开家长们的助阵和家长理事们的

热心帮助，为此对家长们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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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4日，收到横浜シッピング(有)公司义捐 100,000 日元，

特此致谢！ 

1 月 12 日，收到一般社团法人日本中华总商会义捐图书 30

册，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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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浜中華街 ・ 1949 創業

中国食材 ・中華材料 ・中華銘酒 ・中国名茶

新築・建替え・土地探し・不動産売却
リフォーム・外構・内装工事など

建築・不動産の事なら何でも
ご相談ください。

〒235-0013 横浜市磯子区広地町7-3
株式会社三峰エンジニアリング

TEL:045-761-5412
Email:info@mitsumine.net

FAX:045-761-5419

Email:info@ymf21.net

■不動産の事は
株式会社横浜元町不動産
〒231-0862横浜市中区山手町184-21-1階

FAX:045-628-2432TEL︓045-628-2433

https://mitsumine-eng.net











本社・横浜支店・所沢支店・市原支店

代表取締役　小林　吉勝 
   （４１届　楊　紹財）

0120-80-7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