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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校校法法人人    神神户户中中华华同同文文学学校校  
                                            理理事事会会··评评议议员员会会  

家家长长会会··全全体体教教职职员员  
22002222 年年元元旦旦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感谢您多年来给予我们的关
怀与支援。 

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三好学生，我们将在建校 122
周年的基础上，“继承同文优良传
统，紧跟时代作育人才”，一如既
往办好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
为华侨华人社会、为祖国、为中
日友好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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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假是学生最盼望、最高兴的一个假期，也是全家人团聚的好时机。希望家

长们，尤其是平时因工作繁忙而很少与子女交流的家长，请趁此假期与孩子

多接触，多交流，进一步了解子女的各种情况，以轻松愉快的气氛迎接新年。 

(2)1月 7日(周五)举行第三学期开学典礼。 

(3)1月 10日(周一) 为日本成人节，学校放假一天。 

(4)1月 15日(周六) 举行新中一入学说明会。(详细办法另行通知) 

(5)1 月 17日(周一)至 19日(周三)，举行中三毕业考试。届时请家长注意子女

的健康，并督促子女努力学习。 

(6)1月 29日(周六)、1月 30日(周日)举行成绩展览会。 

(7)1月 31日(周一)因成绩展览会占用了周日，学校补假一天。 

(8)2月 1日(周二) 为中国的春节，学校放假一天。 

 

 

在本月号《学校通讯》截稿之前，收到下列侨胞及友人 

捐赠的财物，现将芳名公布于下，谨致谢忱。  

★11月 25日(周四)神戸中華総商会捐 10万日元。 

 

※ 新年贺词 .............................. P2 

※ 来自小一的新年祝贺 .................... P3 

※ 联系事项・鸣谢・导读 .................. P4 

※ 虎年话虎 ............................. P5 

※ 小六毕业旅行 ......................... P7 

※ 寒假生活注意事项 .................... P15 

※ 图片报道 ............................ P16 

※ 盒饭消息 ............................ P18 

※ 家长会消息 .......................... P19 

※ 校友会消息 ..........................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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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为百兽之王，人类对虎的形象可谓既畏惧又崇敬。虎不仅形态魁伟, 毛

色庄严美丽, 而且嗅觉发达, 行动敏捷,一旦发怒, 则虎啸龙吟, 威风凛凛。

因此，虎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威武、勇猛、雄健和生气勃勃的代名词。 

    一般认为，虎是在 200 万年前虎起源于东亚。中华大地本来就是虎类生

长繁衍的地方, 不仅有最凶猛的东北虎,而且还有华南虎。华南虎是虎的八个

品种中唯一中国独有的品种。虎同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在中

国上古，虎是一种被众多民族所崇信的动物图腾，其地位甚至曾经在龙这一

后世帝王象征的神物之上。1987 年 8 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仰韶文化墓

内，曾经发现了一组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左虎右龙，根据战国以前的帝王

礼仪（左为上，右为下），当时虎的地位显然是要高于龙的。古人以阳为主，

阴为辅，在《淮南子》中我们也能看到，苍龙被视为“阴物”，而与虎阴阳相

对。汉代公孙宏解的《风后握奇经》，相传为伏羲所制，其中有一种阵势以“……

天地之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围绕之义也。虎居于中，张翼以进”，反映出

了虎的核心地位。上古的许多帝王都与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说中的中

国人的始祖伏羲，《三墳》、《洞神记》称其姓“风”，《易·乾》中又曰：“风从

虎。”可见虎是伏羲氏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列子·黄帝篇》载：“黄帝与炎帝

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羆、狼、豹、虎为前驱。”可见虎氏族是黄帝部落的重

要一支。《礼纬·稽命征》说夏“禹建寅（虎），宗伏羲”，与虎的关系紧密；

殷周有“虎方”（即以虎为图腾的民族聚居区）。据考证，虎的形象在古羌戎族

也有出现，但在我国西南地区最为流行。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彝族

等）沿袭着古时祭祀虎祖的仪式。与虎崇拜相关的一些习俗经过漫长的历史

的发展，演化成崇虎的文化意识，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共有的文化观念。千

百年来，虎文化贯穿于华夏文明之中，并有着丰富的内涵及巨大的影响力，渗

透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至今仍绵延不止。君王崇虎，因虎

有威慑群兽的特点，符合统治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需求，所以，礼仪制度、兵

符、使节等表现权力的事物常常与虎的形象、名号相连。百姓崇虎，因仰其威

而惧其猛，又想借此佑护全家，这种因爱而崇、因惧也崇的复杂心理使虎在民

间被赋予无穷的力量及神性。汉代应劭《风俗通义》有言: “虎者，阳物，百

兽之长，能执搏锉锐，噬食鬼魅”，虎的避邪驱魔也决定了老虎的吉祥、勇敢、

护卫生灵的寓意，所谓“万物有灵，焉不拜之”。对虎的崇拜与信仰辗转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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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已演变成各种形式出现在民间生活中。 

千百年来，这些蕴藏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文化观念催生了虎的艺术，

虎的艺术又汇聚成虎的文化。从古至今，虎的艺术造型比比皆是。从发掘或流

传的古代的工艺美术品中, 我们不仅能见到各种虎的英姿, 而且其中的一些

作品也已成为我国的艺术瑰宝。比如，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虎食人卣，造型

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怪异的思

想，它的饰形与别类性质让人感受到虎的神秘与狞厉。以虎造型的虎符，因郭

沫若的五幕话剧《虎符》而为世人所周知。虎符是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

符,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伏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其中一半交给将帅,另一

半由皇帝保存,只有两个虎符同时使用,才可以调兵遣将。虎符最早出现于春

秋战国时期，当时采用铜制的虎形作为中央发给地方官或驻军首领的调兵凭

证。最著名的虎符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所藏有的“西汉堂阳侯

错银铜虎符”。在汉代石刻艺术中虎的威猛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汉人的心目

中, “ 虎者, 阳物, 百兽之长也, 能执搏锉锐, 噬食鬼魅风俗通义” 。它

可以张开巨口大肆吞噬象征鬼魅的怪兽, 亦可以在升仙图中起镇慑作用,一

身兼御凶、瑞祥之二任。汉代的工匠艺术家们在进行创作时, 不拘泥于固有

的、一成不变的记载和客观自然物的简单摹写, 而是通过丰富的想象, 抓住

其外部形态和性格特征, 刻画出了虎的迅猛、雄健的各种姿态。如著名的汉

代霍去病墓前的伏虎石雕，工匠以虎造型, 按照石材原有的形状、特质，顺

其自然，以关键部位细雕、其它部位略雕的浪漫主义写意方法，突出对象的神

态和动感，这种借石还魂所形成的艺术效果摄人心魄。 

    在我国民间, 虎形艺术的影子处处可见：孩子一出世, 

为人父母者就喜欢让孩子戴上虎头帽, 穿上虎头靴, 希望 

孩子勇敢、机智的心情跃然而出。过年时，木版年画镇宅 

神虎纸和木版印刷术使虎年画贴遍百姓门户，虽然，传统的虎形图式在这里

已留下了刀刻版印的痕迹和艺人的匠意, 镇宅神虎也已失去汉代时画像虎的

山野之气, 但民间的虎形艺术却又在威严中显现出了几份人情。同时，民间

剪纸老虎也进入农家,随乡人俗, 在妇女们的刀剪下，虎形更多地被赋予了人

间诗意、亲情与祝愿。传统虎形图式的世俗化，在民间艺术中得以实现。 

    如果说龙和风是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一个美丽的神话, 那么,虎是大自

然赋予我们最美丽、真实的野生动物了。几千年悠久文化的沉淀, 虎已成为

“智”“勇”“力”的象征。                   （以上资料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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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甲 史人仁 

12 月的 1日和 2日，我们在广岛开始了为期两天的毕业旅行，我觉得挺不

错的，没发生什么事儿，和校长说的一样：高高兴兴地出发，平平安安地归来。 

到达广岛之后，我们首先去了和平纪念公园。那里的解说员和我们说了关

于原子弹的危害及当时的受灾情况。他说道：“原子弹落下后造成严重损失的

不是爆炸，而是爆炸时的高热风，它使以爆炸地为中心方圆四公里的市区变成

了废墟，使一座繁华城市转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当然，其他的像核辐射造成

的损失及污染也是非常巨大的，只是和热风比起来就显得很小了。我们需要知

道的是，无论以前发生了什么，都是昨天，而世界的明天，却是属于我们，过

去的黑暗和落后早已过去，美好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只有将这个世界建设

得更加美好、和平，才可以对得起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人，使其可安息于九泉

之下。 

这一次的毕业旅行除了学习之余，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购买礼品的时间，

可能是因为景区的缘故，买的东西都挺贵，感觉还没买什么钱就没了，真是花

钱如流水呀。 

这一次的毕业旅行，不仅让我们了解了战争的残酷性，还学习了在集体生

活时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开心，也更加期待中三去北京的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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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甲 白恩赫 

2021 年 12 月 1日和 2日，我们去广岛举行了小六毕业旅行。早上 8点，

我就怀着期待的心情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新神户车站集合。集合时间是 8点

20 分，可是大家都来得很早，大家都很开心、很兴奋。集合后老师们先做了说

明，校长和家长会会长也来为我们送行了。 

在 8 点 58 分，我们顺利坐上了光速 535 号新干线出发了！因为有老师们

跟随，大家在车上都比较安静。10点半左右到达了广岛车站。广岛的新干线车

站很大。可遗憾的是我们不可以在车站买土特产。于是我们直接坐路面电车去

了和平公园。导游给我们讲解了和平公园的历史由来。公园里有资料馆，在那

里形象地描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原子弹所造成的恐怖景象，表达了人们对

和平的向往。中午，我们吃了特别好吃的午餐，大家都吃得很高兴。下午 2点

半，我们在原子像前举行了默哀仪式，大家既严肃又认真。3点左右，我们坐

高速船离开和平公园到达了宫岛。 

宫岛很冷，风很大。在那里，我们买了礼品和各种土特产，最后来到了住

宿的旅馆。我们整理物品、吃饭、洗澡都很顺利。在自由时间里，我们在自己

房间玩扑克类的卡片游戏，大家开心极了！在当晚 9点半左右，我们熄灯睡觉

了。但我由于太兴奋，很晚才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们 6点半起床整理了房间，吃完早饭离后开了旅馆去参观

了严岛神社。严岛神社景色很美，建筑风格非常庄严而华丽。耸立在海上的大

型鸟居被称为“日本三景”之一，遗憾的是由于它正在整修中，没能看到。接

着我们又去了水族馆，在那里看到很多水生物，都很有趣。最后我们去买礼品。

虽然感觉时间很短，但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事儿。下午 3 点左右，我们坐上了

返程的新干线电车，离开了广岛，结束了我们的小学毕业旅行。 

这次是我们小学六年来第一次的住宿旅行，也是最后一次。虽然只有短暂

的两天，但却让人难忘。期待初中后还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去更远的地方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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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甲 田中爱菜 

盼望已久的毕业旅行终于举行了！坐在新干线上，我激动的心情一直无法

平静下来。一个小时后，我们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广岛。 

第一站，我们首先来到了和平公园。公园里是原子弹爆炸遗址。听导游讲

这里原来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很多人聚集到这里，有卖东西的，还有小孩们玩

耍的。因为战争，这里却变成了冷冷清清的遗址。午饭后，我们聚合在一座儿

童雕像前，举行了仪式，为在爆炸中失去生命的儿童们默哀，还献上了六年级

全体同学制作的千纸鹤。愿千纸鹤带去我们每一位同学为世界和平祈愿的心

情。 

仪式结束后，我们乘船来到了宫岛。刚才沉重的心情立刻变得轻松了许多。

这里是日本三大景区之一，还是世界遗产。第二天我们又参观了有名的严岛神

社。走在小路上，到处都能感受到历史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美好。 

通过这次毕业旅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在和平公园的场面。战争太可怕了，

我们要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要好好学习、不断壮大自己，才可以为世界

的和平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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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甲 森本璃音 

12 月 1 日星期三，我们从神户出发去广岛毕业旅行。我们坐上新干线，

在车里我跟朋友一起聊天，很快就到达了广岛。 

参观完和平公园后我们坐高速船去了宫岛，开始坐船的时候速度不快，但

突然会变得快了起来。我一直看着窗外的美景。船开起来后，外面溅起了漂亮

的水花，只见海面上泛起了一道道小小的美丽彩虹。船的四周也像下了雨一

样，水花打在船舱的玻璃上，显得格外漂亮。这时，我的左侧肩膀突然变得很

重，我的视线从外面的风景中移回来一看，哦！原来是我的朋友睡着了，靠在

了我的肩膀上。 

到达了宫岛后，我们期待的购物开始了。大家都兴奋得好像中了彩票一

样。购物开始了。我的组员们看也不看别的商店，直接一头扎进了卖红叶馒头

的商店里，买了好多红叶馒头，也买了很多可爱的小挂件。 

到了宿舍，我们开始吃饭了，我们的晚饭简直像高级餐厅的料理一样，看

起来非常好吃。我立刻吃了一口，嘴里冒起了一股香气。我吃着吃着，很快吃

饱了，但还是剩了很多，于是我向朋友求助，让她帮我吃一点儿，但朋友说现

在是疫情期间，很危险 

所以不行，最后我只好 

一个人努力吃完了，好 

饱啊！ 

这次旅行我了解了 

很多关于战争的事情， 

今后也想把在这次旅行 

中学到的事情利用在生 

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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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乙 林幸驰 

12 月 1、2 日两天，我们六年级举行了毕业旅行。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活动

中还没有体验过去外面住宿，所以大家都非常兴奋。当然，我也很期待！ 

当天，我们到达了广岛后，先坐了路面电车到达了和平公园。在和平公园

里我们按小组分开后，一边听导游的话，一边参观了和平公园，了解了很多跟

战争有关的内容。参观了和平公园后，我们进到资料馆里面。在资料馆里有了

一些录像、视频和很多当时拍下来的相片，以及破了的衣服等实物摆件，能感

受到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悲惨的景象。然后我们去原子像前面做了默哀仪式，祈

愿和平。最后照了集体相后，坐高速船去了宫岛。 

在宫岛，我们先购买了土产品。购买土产品时天已经快黑了，但大家既兴

奋又愉快。我们抵达旅馆后吃了晚饭，然后去洗了澡，又玩了一会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先去参观了严岛神社，然后去了水族馆。在那里看了许

多可爱的动物。也按小组在我们想要合影的动物面前，照了小组相，时间很快

就过去了。 

吃完午饭后，我们坐船到达了宫岛口，又坐电车回到广岛站，再坐新干线

返回了新神户站， 

毕业旅行就这样 

结束了。 

这次毕业 

旅行我过得非 

常开心，没有 

一点儿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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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乙 李少华 

12 月 1日、2日，我们小学六年级全体同学跟着老师们，去广岛举行了一

宿两天的毕业旅行。这次毕业旅行的目的是了解战争的残酷性，也让我们对

“战争”一词有了一个具体的认识。在毕业旅行中，有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跟

朋友开心地玩、一起参观、一起过集体生活等等。但在这其中，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在和平公园的两座建筑物。 

我们先去看了一座在和平公园中让原子弹炸毁、但被留存下来一部分墙

体的建筑——原爆栋。这里本来是一所博物馆，但在 1945年 8月 6日 8点 15

分，由于美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整个广岛被炸得面目全非，这座建筑恰恰位

于爆炸中心地，所以只剩下了骨架。过了 51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让人们

知道核武器有多么恐怖，于是把它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从此，全世界的人

们都知道了这里。每年有大批游客来这里参观学习。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建筑是原子像。这是一座手里捧着千纸鹤的小女

孩站在原子弹弹头上的石像。这个小女孩她叫佐佐木祯子，她在两岁时经历了

这场原子弹爆炸，幸存了下来，但 10年后祯子被告知换上了白血病，为了祈

祷她快点好起来，她的同学们为她折了一千三百只千纸鹤，但她仍然没有好

转，在八个月后去世了。后来她的同学们有了“永远不要忘记那一天的事情，

把我们的希望传达给世界！”的这个想法。于是在 1958 年 5月 5日，建成了这

座“原爆之子的像”——原子像。这让我知道了，因为爆炸产生的后遗症，很             

多人一生都处于  

苦难中，很可怜。 

这次参观让

我明白了战争的

恐怖，我想我们人

类要共同努力，不

该再因为任何自

私的理由引起战

争，我们应该肩负

起责任，共同保护

这片美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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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乙 罗佳铃 

一转眼，我们 6 年级的毕业旅行很快结束了。在 12 月 1 日、2 日的那两

天，我们去了广岛和宫岛。 

我们的集合地点是在新神户车站，那一天是妈妈送我去的。我们先是坐了

新干线，在车上大家都很开心。有的人在打扑克牌、还有的人在聊天，大家都

是满面笑容的。然后我们坐了广岛特有的路面电车，我是第一次坐，很高兴。

这两天我坐了很多次电车和船，我发现出去旅行一次要用到不少交通工具！我

们在广岛参观了和平公园，去了原爆资料馆。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关于战争的、

原子弹的各种资料。 

这一次让我最期待的是和朋友一起开心地买各种土特产。我买了给家人的

和同学的、弟弟妹妹的礼物，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份。到了旅馆我们先吃了晚饭，

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菜品。到了准备睡觉的时间，我跟朋友们躺在被褥上，一边

聊天儿一边准备睡觉，不知不觉地，我就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我们去有名的严岛神社和水族园。水族园里有很多五颜六色的

小鱼，它们都十分漂亮。最后，在宫岛的参观也结束了，我们坐上新干线回到

了神户。 

这次小六的毕业旅行是我的第一次旅行，也是最后一次。广岛给我留下了

很多美好的回忆。这次在新冠肺炎流

行期间也可以去毕业旅行，我很高

兴，也很感谢老师们和学校为我们做

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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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乙 韩思媛 

2021 年 12 月 1日，我们期待已久的毕业旅行终于到来了。我早早地到了

新神户车站集合。 

我们大概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新干线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广岛。接着又坐了 20

分钟的路面电车到了第一个目的地——和平公园。1945 年 8 月 6 日上午 8 点

15 分，就是在这片土地的上空（660m），无情的原子弹掉落下来，整个城市一

片火海，很多无辜的普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和自己的家园。直到今天，还有很

多人留下了由于原爆导致的后遗症，癌症或白血病，但他们仍坚强地生活着。

战争是残酷的，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我们要带着所学的知识，努力向上，要

倍加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参观完资料馆，我们接着去了原子像前做默哀仪式，

为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生命的人们祈祷。 

告别了广岛，我们来到宫岛买土产品。商店街里到处都有种各样味道的枫

叶馒头、看起来香甜可口，还有带有神社标志的、小鹿标志的可爱挂件、饭勺

子等纪念品。我给课外活动部的同学们和我的家人买了很多枫叶馒头。 

第二天早上，我们先去了严岛神社、又去了水族馆。严岛神社自古以来就

被认为有神明居住着，是一个充满了灵气的地方。涨潮和退潮时，神社的景色

十分美丽。在水族馆，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动物，有聪明的海豚、可爱

的企鹅和活泼的小鱼等。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两天一夜的旅行就结束了，我们还没玩够呢！期

待下一次还能跟老师和同学们再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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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盼望已久的寒假终于开始了，因为新型冠状肺

炎疫情仍然在蔓延，希望同学们假期中彻底做好个人防

护，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要戴好口

罩，避开“三密”空间，防止感染。 
       同时敬请家长协助以下事项，以便让学生们过一个

有意义的假期。 
厉厉行行节节约约多多储储蓄蓄  

希望家长要特别嘱咐学生厉行节约多储蓄，并经常

告诫子女不要买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同时掌握好压岁

钱的使用。 
★ 请请家家长长注注意意以以下下事事项项∶∶  

① 经常掌握子女的交友情况(特别是与本校外的人或与异性

交往的情况)。 
② 关心子女日常生活态度，如有沉默或粗暴等反常现象时，

需多方面了解其原因。 
③ 尽量找机会与家人交流，互相交换意见，时常予以勉励，

以便加深对子女的了解。 
④ 希望家长以孩子的学业为主，不要让子女到社会上去打

工。 
⑤ 学生外出时要注意服装、态度等，以免发生意外。日落后

绝对不要让子女单独外出，特别是女孩子更要小心。 
⑥ 不要让子女到游乐场(ゲームセンター)游戏。 
⑦ 不要轻易让子女到朋友家过夜。 

★ 请请家家长长协协助助学学生生注注意意以以下下事事项项∶∶  
① 不要突然跑到道路上或在道路上游戏，以免出车祸。 
② 过马路时要走斑马线，确认安全后再过马路。 
③ 骑自行车时要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注意安全。 
④ 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信息，也不要把自己、亲戚、朋友

的个人信息发布出去。绝对不要和网友见面。 
⑤ 要控制好时间，不要玩太多电子游戏和手机游戏，不要看

太多视频。 
⑥ 不要理睬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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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6日（周二）、17日（周三）

举行授课参观。 

11 月 21 日（周日）舞狮部参加

たからづか民族まつり。 

美术组刘贝妮、谭莉汐和何辰昊

三位同学在国际现代艺术展览中以

优异的成绩分别获得金奖、银奖和铜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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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診療療科科目目＊＊

内内科科 / 外外科科 / 整整形形

外外科科 / 児児童童精精神神科科

皮皮膚膚科科 // 放放射射線線科科

リリハハビビリリテテーーシショョンン科科

各各種種健健診診・・人人間間ドドッックク・・アアンンチチエエイイジジンンググ
ドドッックク

〒〒665500--00002222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央央区区元元町町通通77丁丁目目11--1177
TTEELL::007788--336622--55001100 FFAAXX::007788--336622--55002200
病病院院HP: hhttttpp::////wwwwww..kkoobbeehhaakkuuaaii--ttooggeenn..cco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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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763-0074

香川県丸亀市原田町2255番1

TEL：0877-43-2826 FAX：0877-43-2827

-------- Cathay Group --------

大連今嘉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大連市旅順経済開発区興港路16－1号

TEL：86-411-8620-2319

大連今海船務有限公司

大連市中山区長江路123号

TEL:86-411-8252-9451

大連嘉世維商貿有限公司

旅順経済開発区興港路16－1号

TEL：86-411-8620-0965

今嘉設計新技術開発

(呼和浩特)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賽罕区大学西路36号

学府康都B座13F

TEL:86-471-3382641

http://www.cathay-j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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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rt@ktd.biglobe.n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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