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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如歌  心向未来   

                           ——记 2022学年度毕业典礼 

春风拂面，新绿萌发，又是一年毕业季。3月 10日，横滨山手

中华学校的六楼体育馆迎来了久违的毕业典礼。自新冠疫情以来，

为了遵守人员限制的要求，我校已有四年没有举行如此盛大的毕业

典礼了。2022学年度的毕业

典礼，是学校恢复日常活动

后的首次毕业典礼。全体师

生以及家长们都怀着饱满

的激情与期待。 

2022学年度毕业典礼，

小四至中三的全体学生和老师，以及各界来宾、毕业生家长欢聚一

堂，祝贺小学部第 77届、中学部第 74届的同学光荣毕业。2022学

年度，我校共有毕业生 128名。 

在毕业生入场后，

全体肃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

曲》响起，毕业典礼正

式开始。首先由张岩松

校长向全体毕业生颁

发毕业证书。接着张校

长又分别向获得学业品行优良奖,一年、三年、六年、九年皆勤奖以

及三好奖的毕业生颁发了奖状和奖品。中国驻日大使馆、东京华侨

总会、横滨华侨总会、横滨华侨妇女会、横滨关帝庙理事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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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校友会的代表分别向毕业生们赠送了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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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岩松校长代表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全体教职员发表了讲话。张

校长首先对各位贵宾的莅临以及祖国大使馆和各侨会侨团的深情

厚意致以了诚挚的谢意，并且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发展的家

长及各界人士表达了感谢之情。 

张校长在发言中

首先表示，因为新冠疫

情的无情肆虐，我校已

经有四年没有举行如

此盛大、隆重的毕业典

礼。与此同时，很多学

校的活动和教育内容

都未能正常实施，对学生们抱有一丝丝的歉意。如今，新冠疫情已

经趋于稳定，学校生活也逐步恢复正常。在这次毕业典礼上能看到

毕业生们一张张可爱的笑脸，久违的看到学校师生和各位家长、来

宾将近 700人整齐地坐在这里，十分的开心与亲切。接下来，在对

毕业生们的讲话中语重心长的说到：“无论你们走到哪里，身在何

处，希望你们都不要忘记，你们是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毕业生，横

滨山手中华学校永远都是你们的母校。这里也是你们的家，也是你

们的精神家园。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困难，希望同学们能回到学校

看一看，心系母校，支持母校的发展。”对于中学毕业生，张校长

说：“进入中学部、高中部以后，还能继续发扬和继承我们中华学校

的优良传统。百尺竿头更上一步。”最后，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再次向

各位来宾、家长表示由衷的感谢。 

曾德深理事长代表学园理事会向各位毕业生表示祝贺，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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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辛勤培育、家长们

的关爱引导以及来宾

们的支持鼓励表示感

谢。曾德深理事长指

出，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是一所与众不同、不平

凡的学校，是一所华侨

创办、华侨经营以中日

双语进行教育的国际性学校，在全球化的今天其特殊价值日益凸显。

同时，它还是一所培育华侨精神的学校。作为一名老华侨，曾理事

长用 8句话总结了何为华侨精神：刻苦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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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深理

事长是于 1955 年从我校毕业的第 6 届毕业生，他回忆当年老师给

他们的赠言是“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今天再加四个字送给各位毕

业生——“走向世界”。希望同学们带着在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收获

的宝贵财富，向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扬帆远航，胸怀祖国，走向世

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日本大使馆公使参赞兼

总领事陈巍先生致辞。

他首先向全体毕业生和

家长表示祝贺，向张校

长和各位老师们表示诚

挚的慰问。陈巍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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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到学校历史之后，深切地感受到一座百廿侨校能够发展壮大

成今天的模样是多么的不容易。他还表示在这次毕业典礼上，身处

海外再次听到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内心十分的激动。并且，

陈巍总领事在发言中真切地向同学们说到，同学们应该为自己能在

这样一所中华文化氛围浓郁，团结有爱的学校学习而感到自豪。今

日以母校为荣，日后也应让母校以你们为荣，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交

流做贡献，祝毕业生们今后学业有成，一帆风顺！最后，他还表示

中国大使馆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华侨教育事业，

希望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能继续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中日友好事业、

祖国建设做贡献，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此外，为了祝贺小学部 77 届、中学部 74 届学生光荣毕业，神

户中华同文学校、横须贺学院、东京高等学校、横滨清风高等学校

等校也发来了贺电、贺信表示祝贺。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小学部、中学部在校生代表分别向毕业生致欢送辞，毕业生代

表也分别致答谢辞。张校长还代表学校接受了毕业生们向学校赠送

的纪念品。 

 

 

 

 

 

 

充满感动的毕业典礼临近尾声。全体毕业生们眼含热泪，心怀

眷恋，高声唱起了《毕业歌》，情真意切，感人肺腑。随后，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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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毕业生献上了《欢送歌》。“再见吧，

亲爱的同学们，祝你们前途无量！再

见吧，亲爱的同学们，祝你们身体健

康！”最后，全体师生深情齐唱校歌，

深情厚意，溢于言表。 

当天众多嘉宾莅临我校观礼，他

们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

大使馆公使参赞兼总领事陈巍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一

秘兼领事王宝锋先生、东京华侨总会会长陈隆进先生、横滨华侨总

会会长谢成发先生、横滨华侨妇女会会长李香玳女士、横滨关帝庙

理事林伟珊先生、学园理事长曾德深先生、前校长潘民生先生、横

滨中华学校校友会会长潘永诚先生、本校家长会会长谭优矢先生、

学园副理事长缪雪峰先生、学园副理事长陈亮先生、学园副理事长、

保育园小红园长张爱玲女士、熊猫幼稚园园长森田裕明先生、学园

理事朱铭江先生、学园监事张玉人先生、学园评议员符顺和女士等。 

毕业典礼在全体师生嘹亮的校歌声中落下帷幕，全场热烈鼓掌

欢送毕业生退场。典礼结束后，毕业生与家长合影留念。当天有师

生、来宾、家长共约 700人参加了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由教导部长

郑民财老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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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①班毕业生家长合影 

 

小六②班毕业生家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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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①班毕业生家长合影 

 

中三②班毕业生家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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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部在校生欢送辞 ★∽∽∽∽∽∽∽∽ 

亲爱的小六的哥哥姐姐们： 

你们好！ 

三月草长莺飞，樱花初放，毕

业如期而至。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

很荣幸作为在校学生代表发言。谨

此代表小学部全体在校生向你们表达我们最真挚的感谢和祝福。 

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和鼓励，难忘运

动赛场上你们矫健的身影，难忘春令营时你们悉心的关照，教室里

你们朗朗的读书声犹在耳畔，还有开学时你们牵着小一新生的手，

那是多么温暖的力量啊。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有所成念吾师。中华学校这个大家庭，给

了你们成长的土壤，而今你们完成了小学部的学习，即将升入中学，

请你们一定要感恩父母和老师的培养，学会尊重他人，珍惜友情，

成为一名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人。也请你们记住，毕业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请你们在新的人生阶段，也继续保持好的学习习惯

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自己的梦想不断奋斗。 

我们也一定会继承你们的优良传统和学习精神，用更加努力的

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路漫漫其修远兮，请你们勇往直前，相信未来的日子，依旧会

有美好的颜色。愿你们：轻装策马青云路，人生从此驭长风。 

                          小学部在校生代表：竹田爱莉 

                       2023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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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部毕业生答谢辞 ★∽∽∽∽∽∽∽∽ 

尊敬的各位来宾、家长们、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代表 77 届全

体同学发表毕业感言。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相聚，向小学生涯道别，向尊敬的老师

道谢，接受小学在校生的祝福。还记得六年前小一的开学典礼也是

在这里举行，那时我完全不会说中文，不会读拼音，可现在的我不

仅可以用流利的中文交流，还能写很长的毕业作文了，六年前的我

们懵懂好奇，而六年后，我们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合作，学会了信

任，也学会了超越自己，我们一起创造，一起经历了六年的小学时

光，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在熟悉的校园里留下了我们成长的

点点滴滴。 

感谢老师们，是您们的耐心教导、无私奉献才让我们共同迎来

了这充满喜悦的丰收季节，是您们的表扬和鼓励激励着我们一次次

勇往直前，换来了我们的进步和成长。 

感谢母校，在这里我们收获了友谊、知识、快乐，特别是今年，

在中国最重要的节日除夕那一天，我们用饺子一起创造了新的吉尼

斯世界纪录，我很激动，爸爸妈妈们也非常自豪吧。所有这些温暖

的记忆、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老师们、爸爸妈妈们请你们放心!升入中学部后我们会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将以更高的热情好好

学习，去迎接更多的挑战，今天我

以母校为荣，明天我为母校添彩！ 

最后，我代表 77 届全体学

生，感谢母校为我们举行了这么

盛大隆重的毕业典礼，祝愿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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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家长、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愿弟弟妹妹们、哥哥

姐姐们学业有成，祝愿我们共同的母校明天会更加美好！更加灿烂

辉煌!  

                           小学部毕业生代表：内野来未 

                                2023 年 3月 10日 

∽∽∽∽∽∽∽∽★ 中学部在校生欢送辞 ★∽∽∽∽∽∽∽∽ 

亲爱的中三的哥哥姐姐们： 

    你们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体中学

部在校生向哥哥姐姐们表示衷心

的感谢。感谢你们多年来对弟弟

妹妹们一贯的关心、爱护、照顾

和帮助。 

同时祝贺你们以优异的成绩圆满地完成了中华学校的学习生活，更

为你们即将跨进用不懈努力迎来的理想高中而热烈祝贺。 

在中华学校这个大家庭里，我们与你们有着许许多多共同的回

忆。在学生组织会上，你们总是无微不至地帮助我们；在课外活动

中，你们也对我们无比细心地关照，与我们共同成长；在运动会时，

奔跑在哪挥洒汗水的跑道上，你们更是意气风发；还有成绩展览会

时大家一起费尽心思创作的作品；还有那无数个一起玩耍一起嬉戏

打闹的课间… 

在此，我想衷心地感谢哥哥姐姐们一直以来的照顾与帮助，也感谢

中华学校让我们相聚在这里。相信无论过了多久，这些点点滴滴都

必定会是我们之间最珍贵的永不沉淀的宝藏。 

从今天起，我们也会成为这所学校最年长的哥哥姐姐们了。记

得曾经，看到你们班上贴的班级目标“做好全校弟弟妹妹们的榜样”。

请你们放心，即使你们离开中华学校，就算你们不在我们身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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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会像你们一样去关心、去照顾、去帮助弟弟妹妹们。 

哥哥姐姐们不久就要步入高中，开始一段崭新的旅程。希望哥

哥姐姐们在高中也能不忘初心，追逐梦想。也希望你们不要忘记，

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母校都会一如既往地关心你们的成长和进步。

母校永远是你们的精神家园和坚强后盾。 

亲爱的哥哥姐姐们，我们会时刻挂念着你们的。而你们，请尽

情挥洒你们的画笔，把高中生活描绘得五彩缤纷的吧，请奋力向前

方奔去吧，我们在为你们打气加油。愿你们能开心地度过每一天，

面对未来，勇往直前。愿你们的人生一帆风顺，鹏程万里。 

中学部在校生代表：郑馨宇 

2023年 3月 10日 

∽∽∽∽∽∽∽∽★ 中学部毕业生答谢辞 ★∽∽∽∽∽∽∽∽ 

尊敬的校长、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和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 74 届的毕业生代表林紫恩。今天,我很荣幸能代

表全体毕业生站在这里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 74 届的全体学生

向在九年间一直陪伴我们、支持我们的辛勤园丁和关爱我们的父母

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是您们教给了我们知识;是您们教给了我们做

人的道理，是您们给了我们无数次鼓励的话语和一次又一次坚持下

去的勇气。 

在这九年间，我们告别了浮躁，走向了沉稳。经历了许多波澜，

也留下了很多记忆犹新的美好回忆。这些都将成为我们最宝贵的经

验和难得的经历。它也会加快我们前行的步伐，更稳，更快地完成

今后的一个个任务！感谢父母把我们送到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如果

九年前没有您们的正确抉择，也没有今天的我们。您们的选择让我

们遇见到慈祥又严厉的老师们和互帮互助、一同进取的同学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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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通过这九年的历练让我们拥有了一把利器――中文。会讲

中文是我们一生的财富，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无论我们走

到哪里，会讲中文都会让我们无比自信。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够

像中文这样充满无穷的魅力!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工具，也是为我

们打开未来大门的金钥匙。同学们请珍惜在中华学校学中文，说中

文的机会吧!今天，74届的我们将在这里为自己的中学生活画上圆

满的句号。在大家各奔东西之际，作为毕业生一员的我也想对同窗

多年的你们说:“青春在于我们的把握与执着,要正视我们脚下的

路,它虽然坎坷,纵使波折,也要脚踏实地、无怨无悔地走下去。因

为我们活着就要把生活继续，生命的存在就要有拼搏，能够洒脱的

面对伤痛的人,我坚信他们就是强者!为了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在各

自的舞台上继续努力,前行吧!但也请不要忘记孕育我们成长的家

园,我们的母校――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最后请再允许我代表 74 届

全体毕业生,祝愿我们的母校更

加蓬勃的发展;祝愿我们尊敬、

可爱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

利;也祝愿在场的所有同学们学

习进步、前程似锦! 

                         中学部毕业生代表: 林紫恩  

                                2023 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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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 欢送毕业班音乐会         

3月 4日，在我校

六楼体育馆举办了欢

送毕业班音乐会。因为

新冠疫情的影响，距离

上一次音乐会已经时

隔四年。由于目前的新

冠疫情还未完全消失，

为了防止感染，合唱表

演的同学都被要求全程佩戴口罩。即使这样，也没有影响到同学们

激动的心情和嘹亮的歌声，仿佛透过口罩能看到孩子们一张张可爱

的笑脸。所有班级在音乐老师的指导下准备了节目，他们用发自肺

腑的歌声传达着自己的情感，祝贺毕业生们顺利毕业、升入更高年

级。小六的同学用《向未来出发》《我的中国心》表达了自己对未来

的期盼以及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对祖国的热爱；中三的毕业生

满含激情的齐唱了《旅立ちの時》《校歌》，抒发了对母校和同学们

的依依不舍和由衷

的感恩之情。这次音

乐会还邀请了约 200

位家长前来观看，看

到孩子们久违的合

唱表演，被如此纯真

干净的嗓音所打动，

有的家长甚至留下

了感动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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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4届中学毕业生(共 56人)升学情况 

国公立高等学校(17人) 人数 私立高等学校(39人) 人数 

神奈川县立横滨绿之丘高等学校 1 横滨创学馆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柏阳高等学校 1 武相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岸根高等学校 1 山手学院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神奈川综合高等学校 1 横滨翠陵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横滨立野高等学校 3 秀英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横滨平沼高等学校 2 クラーク纪念国际高等学校  1 

神奈川县立新羽高等学校 2 法政大学国际高等学校 2 

横滨市立樱丘高等学校 1 东海大学付属高轮台高等学校 3 

横滨市立横滨商业高等学校 1 横须贺学院高等学校 6 

川崎市立川崎综合科学高等学校 1 日本大学高等学校 2 

中国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学校 2 横滨高等学校 3 

Sir Wiston Churchill Secondary School 1 横滨清风高等学校 3 

私立高等学校(39人) 人数 横滨创英高等学校 4 

品川翔英高等学校 1 桐荫学园高等学校 3 

明治大学付属中野高等学校 1 自由之丘学园高等学校 1 

白鹏女子高等学校 1 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 1 

中央大学付属高等学校 1 LUCA international school 1 

另外，本届中学部毕业班还有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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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文馆グローバル高等学校 1  横滨高等学校 1 

自由之丘学园高等学校 2  横滨清风高等学校 3 

中央大学附属横滨高等学校 1  横滨创英高等学校 1 

桐荫学园高等学校 3  立教新座高等学校 1 

日本大学高等学校 3  早稻田佐贺高等学校 1 

明治大学付属中野高等学校 1  早稻田摄陵高等学校 1 

目黑学院高等学校 1  荣东高等学校 1 

山手学院高等学校 3  横滨学园 2 

横须贺学院高等学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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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稚 园 信 息 

 
*  食 育 会 

2月27日我园的家长会理事为幼稚园的小朋友们策划并主办了

肉包食育会。活动当天，妈妈

们准备了精彩的舞蹈，同时分

别扮演成不同味道的蔬菜和水

果（酸-柠檬、甜-草莓、苦-

苦瓜、辣-洋葱）。还准备了酸

甜苦辣的水果蔬菜请小朋友们

一起来认识和品尝。酸甜苦辣

的表情在小朋友们的脸上表现

的淋漓尽致，特别的可爱。 

随后小朋友们在保育室里品尝了美味的熊猫肉包还有苹果和

草莓。脸上洋溢着无尽的幸福和快乐的笑容。 

感谢理事妈妈们的精心准备，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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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幼稚园 2022学年度毕业典礼 

3月 15 日，熊猫幼稚园在游戏室举行

了 2022 年度的毕业典礼。祝贺熊猫幼稚园

第十三届幼儿顺利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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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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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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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届毕业生为母校义捐购买图书专款 300,000日元，

特此致谢！ 

小学部第 77届毕业生为母校义捐购买图书专款 113,611日元，

特此致谢！ 

熊猫幼稚园第 13届毕业生义捐磁力片积木三套，特此致谢！ 

熊猫幼稚园家长会义捐购买午饭推车专款 100,000 日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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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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