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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11年年  

99月月号号  
《《学学校校通通讯讯》》  
第第 668822期期  

（1）自 9 月 2 日(周四)起授课时间如下:

モ/晨 晨会 1 2 3 4 午休 5 6 集训 

8:30 8:45 9:00 9:50 10:40 11:30 12:10 1:05 1:55 2:45 

 ↓ ↓  ↓ ↓  ↓  ↓  ↓  ↓  ↓  ↓ 

8:45 8：55 9:40 10:30 11:20 12:10 1:00 1:45 2:35 3:45 

附注:①学校开门时间是早上 7 点 50 分。 

②一般学生离校时间是下午 4 点,课外活动部离校时间小学生是下午 5 点，

中学生是下午 6 点。

(2)9 月 20 日(周一)是日本节日“敬老节”，学校放假一天。

(3)9 月 22 日(周三)举行运动会预演(详细另发通知)。

(4)9 月 23 日(周四)是日本节日“秋分节”，学校放假一天。

(5)9 月 25 日(周六)举行 2021 年度运动会(详情另行通知)。

(6)10 月 1 日(周五)是中国节日“国庆节”，学校放假一天。

(7)10 月 2 日（周六）为全校学生做齿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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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0日(周二)鄭永熙先生为纪念中秋节“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捐 1万日元。

★8月 17日(周二)黄億年先生捐 500 万日元。

★8月 6日(周五)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捐排笙一架。

※ 联系事项·鸣谢·导读 ................ P2 

※ 暑特图片报道 ........................ P3 

※ 小学五年级夏令营活动报道 ............ P5 

※ 中二野营活动报道 .................. P11 

※ 图片报道 .......................... P17 

※ 体育消息 .......................... P18 

※ 盒饭消息 .......................... P20 

※ 校友会消息 ........................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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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五五甲甲  吴吴雪雪瞳瞳  

由于疫情，很多学校的活动都取消了，当我得知夏令营会如期举行的时候，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期待已久的夏令营终于来了。 

大巴开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青云之家。吃饭后，

我们进入了房间，房间比我想象的还要干净明亮。我们几个女生在一起叽叽喳

喳地玩得很开心。之后，我们换上游泳衣去河里玩水，河水清清凉凉的，很舒

服。我和大家一起玩水枪，打水仗，弄得全身湿漉漉的，但很开心。 

到了晚上，是夏令营的重头戏——篝火晚会。同学们演了《新型肺炎》、

《灰姑娘》、《美女野兽》，我们组演的是《猪雪公主》，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跳

舞，开心极了。 

今年的夏令营由于疫情虽然被缩短到了 2天，但是我们玩得都很开心，给

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回忆。 

 

小小五五甲甲  东东上上碧碧羽羽  

7 月 20 日是我们小五甲班的夏令营。为了夏令营，大家都很努力地练习

表演。 

夏令营当天，我出门得慢一点儿，所以迟到了。我被校长批评了！我们八

点五十分左右出校以后，坐了大巴。在大巴里有的人睡觉，还有人看电影！ 

到了青云之家，我们首先拍照。拍照完了以后听了说明，吃了午饭以后进

入了房间！我们女生是，和室。铺褥子后，我们去玩水了！ 

玩水非常好玩儿！首先我们向老师洒水！然后女生对男生，哪边赢了呢?

哪边都没有赢，分数是平局！ 

晚上我们举行篝火晚会！我们 D 组是第一个表演我们非常紧张！可是我觉

得我们做得很好！全组都表演结束后，玩了一点儿游戏！ 

7 月 21 日我们的夏令营最后一天。我们十点半左右开始玩游具！有五、

六种玩具都非常好玩儿！ 

玩完游具后，我们坐大巴回到了学校。回到学校后，发表了表演比赛的结

果。我们组是第一名非常高兴！ 

回到家后，我觉得这次夏令营玩得很开心！这次的夏令营给我们留下了美

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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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五五甲甲  高高桥桥莱莱奈奈  

我最盼望的夏令营活动从七月二十日开始了。本来夏令营活动是小学五年

级全体学生在一个地方共同举行的。可是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我们按班把举

行日期错开一天，分别参加了夏令营活动。这一点我感到遗憾。但是去年因为

新冠肺炎而取消了夏令营活动，这样想我们还算运气好，至少能举行。 

这次夏令营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篝火晚会。在夕阳下晚会节目各组的表演

开始了。我们班分四组，我属于 C组。各组演了已练习好的中文剧。首先演的

是 D 组，他们演了《新型冠状病毒》。他们演得很好，内容、构成、服装、台

词都很详细，很精彩。其次是轮到我们了，我们正在紧张的时候突然开始老师

们的表演了。我们暂时发呆了，可是马上回到现实，老师们的跳舞吸引了我们

的双眼，大家都享受了老师给我们的“惊喜”。然后我们组的表演，我们演了

《灰姑娘》。夏令营前，我们拼命练习，这天也拼命演了。可惜 D 组演得太好

了，我们只能得第二名。其他两组的《美女和野兽》和《猪雪公主》也演得不

错。途中点了火，火就马上传到木材形成了很大的篝火。我们一边听校长的关

于火神的故事一边看了熊熊的篝火。然后大家一起唱歌，玩儿小游戏。 

和老师同学度过的这两天的夏令营给我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小小五五甲甲  郑郑涵涵  

期盼已久的夏令营终于到了！我背上早就准备好的行李，兴高采烈地坐上

了去往青云之家的巴士。 

到达青云之家以后同学们和老师们一起戏水游玩，一起吃了晚饭，还一起

参加了篝火晚会。我最难忘的是篝火晚会，大家都为今天准备了精彩的表演，

有《灰姑娘》、《猪雪公主》、《美女和野兽》，还有我们组要表演的《新型肺炎》，

有的同学演病毒，有的演主持人、博士、医生、护士、感染者等等，其中最有

趣的是一位男同学演了女护士，逗得其他人哈哈大笑。我们的表演教会了同学

们洗手，预防病毒的重要性，这是一场多么有意义的活动啊！接着是火神，有

三位代表，我是其中之一。我紧张又激动地拿起火把，在奇怪的歌声中帮助一

表人才的校长，完成了点火仪式。我们围着火开始跳舞、唱歌、做游戏，直到

篝火晚会结束。 

这一次我学会了自立自强，这真是一场难忘的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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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五五甲甲  张张优优澜澜  

我们期待已久的夏令营终于在 7 月 21 日举行了。这一次的夏令营因为新

型肺炎的原因本来是为期三天日程变成了两天。本来能够跟乙班一起活动的也

只能分班去了。虽然这样但我还是很期待这次的夏令营。 

    在这次夏令营活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篝火晚会。当天晚上星空万里，真

是一个适合篝火晚会的好夜晚。我们坐在了老师给我们准备的树墩上。篝火晚

会开始了！！ 

    我们先表演节目，我们组表演的是【猪雪公主】，我表演了里面的猎人和巫

婆。还有人表演了猪雪，魔镜，旁白等等。我们是 A组第二个出场的。我们表

演得不是很好。但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表演结束后，几个老师上来表

演了跳舞。我感到很搞笑。平时看起来有点严肃的老师，在看到他们滑稽的舞

蹈时也感觉十分亲切了。老师们的参加把篝火晚会推向了高潮时，篝火被点燃

了。熊熊的篝火在我们【火之歌】的歌声中越烧越旺。紧接着校长给我们讲了

火的故事。最后这意犹未尽的篝火晚会在我们的 UFO GAME 后顺利地落下了帷

幕。 

    虽然这次夏令营因为新冠肺炎的原因缩短了日程但是我们玩得很开心。我

希望下一届的五年级能够按照传统的方法，日程进行，并且也能像我们一样留

下这难忘的美好回忆。 

 
小小五五甲甲  榊榊琴琴叶叶  

今天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夏令营！这次夏令营活动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

是篝火晚会。为了这次的表演，我们一组十个人每天拼命练习了好多次。 

当天晚上，我很不安。因为第一个是我们组最先表演，第二个是我们组里

的一个人休息了。篝火晚会开始了。第一个表演的就是我们组的《新型肺炎》。

我演的是医院的护士。我努力说出自己的台词。我们的表演终于结束了。第二

组表演的是《灰姑娘》。他们也结束后，突然听见歌声，然后老师们跳了舞蹈。

跳舞的几乎都是女老师。但其中有一个男老师。我睁开眼睛发现男老师就是班

主任王龙马老师。大家发现后，哈哈大笑起来。老师们的跳舞结束后，第三个

表演开始了。他们的表演不是《白雪公主》而是《猪雪公主》。意思就是说“白

雪公主”改成了“猪雪公主”。最后是《美女与野兽》，每一组的表演结束后，

三位代表们点燃了蜡烛。这时我觉得多么明亮，多么美丽啊！在点火时，大家

一起唱了《火之歌》，然后做了几个游戏。就这样我们的篝火晚会结束了。 

这次的夏令营活动，使我们了解了“团结友爱，互敬互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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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五五乙乙  中中村村泉泉希希  

7月 22 日，是一个让我盼望已久的日子。这一天，我们五年级同学要去参

加学校举办的夏令营。 

经过 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此次活动的目的地——多可青云之家。

经过简单的开营式之后，我心心念念的玩水环节终于要开始了。换上衣服，带

上水枪，来到小河边的我们，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冲下水，开始了我们的打水战。

途中老师们也加入到水战中来，让我们的兴致更高了！1 小时后浑身湿透的我

们仍旧意犹未尽，可却到了吃饭的时间。来到食堂，大家纷纷猜测今天的晚饭

是什么?有的说是中华料理，有的说是寿司、日本料理。可我猜的是炸鸡块，

结果谁也没答对。今天的压轴大戏要登场了，那就是隆重的篝火晚会。晚会上，

大家围着篝火团团而坐，在昏暗的光线下，火苗格外耀眼。我们安静地听张校

长的故事。一阵掌声过去。同学们努力准备的各个节目就要开始表演了。我和

另外几位同学表演的是魔术，虽然有些紧张，但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演出，就

等最后老师和同学们的评分了！篝火晚会的最后，在黄老师的吉他和大家的歌

声中结束了快乐的一天。 

2天 1夜的夏令营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自己独立过集体生活的乐趣，期待明

年夏天，再有这样的机会！ 

 

小小五五乙乙  王王嘉嘉逸逸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也是第一次跟随团队到外面住宿两天。受新冠疫

情的影响，我们甲乙两班分别出发去夏令营。虽然有点小遗憾，但是老师们为

了这次夏令营的努力和付出，让我们的夏令营梦成真。使我从心底感到感谢和

珍惜。 

在这两天一夜的活动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篝火晚会。我们入场的时

候天还亮着，但是当篝火点燃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晚会正式开始，

第一个上场的就是我们组。我们表演的节目是舞台剧桃太郎，我的角色是旁白。

因为是第一个上台，我很紧张，但是我们的表演还是很成功。当所有的节目都

表演结束以后，我们又唱歌又做游戏，大家玩得都很开心。 

小学生活进入到五年级，已经临近尾声了。在这特殊的疫情年，我们在漂

亮的青山绿水中，完成了一次夏令营生活。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同时体验了

同学们在一起集体生活的快乐。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一夜，但是这一次的夏令

营将会成为我小学时代的美好回忆。这是一段甜蜜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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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五五乙乙  彭彭悠悠然然  

今年因为新型肺炎的影响，夏令营活动由原来的两宿三天变为一宿两天，

有点小遗憾。 

在乘坐大巴去目的地的途中，大巴司机给我们放了冰雪奇缘和小新的动画

片。同学们都很安静地看着视频，很快就到达了这次的活动地点“青云之家”。

集合栋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设施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后就去食堂吃午

餐，用完餐后换好泳衣就去玩水了。大家都带着水枪互相喷水嬉闹，在烈日下

我们都玩得很开心，我还捉到了一只小螃蟹。老师怕我们中暑还很贴心地准备

了很多运动饮料。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我最期待的篝火晚会。在篝火晚会中

我和一名女同学一起给同学们领舞，其实我有点紧张和害羞，但是在这种欢乐

的气氛中还是克服了紧张和害羞完成了表演。途中还有游戏活动，同学们都玩

得很开心，完全放飞了自我在伴着星星的夜色中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在公园游玩以后就乘坐大巴回学校了。这次的夏令营活动虽然比往

年缩短了一天的行程但是大家在老师的带领下玩得很开心，也让我在活动当中

了解到了什么是「团结友爱，互敬互助」的意义，感谢和同学们度过了一次很

难忘很开心的夏令营。 

 

小小五五乙乙  陈陈峻峻澈澈  

我们 7 月 21 日到 7 月 22 日去了多可青云之家。我 7 月 20 日晚上睡不

着，7月 21日我早早地来到学校，和同学说话，大家都来了，老师也来了。然

后老师讲一下在夏令营时的注意事项，然后九点出发，在那时放了雪之女王。

一个半小时后，在休息站停下休息，二十分后又出发了。又一个半小时后，到

了多可青云之家。我们在那里照了相。然后去吃午饭，去了我们睡的地方。我

睡在最上面的床，相原在下面的床，林幸辉也在上面。 

我们去了河边玩儿。中西抓了很多鱼。我们大战了老师们，很好玩。玩完

以后回去吃饭，然后去夏令营的表演。很好看！我们表演的是人类大战僵尸。

大家表演以后就回去洗澡，然后回房间玩。我们在玩游戏。10 点钟大家睡觉

了，我也睡了。 

7 月 22 日我们早上吃饭，然后放好被子。去了公园，没有那么好玩儿。

回去吃了午饭，然后回到了巴士回学校。这就是开心的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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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五五乙乙  阮阮逸逸辰辰  

夏令营是在五年级里大家都最期待的集体活动，在七月二十一日就要开

始了。 

七月二十日我在家兴奋地准备了一大堆东西，放在了书包里，书包看上去

快要撑爆了。夏令营当天，我一大早就起床了，我穿衣服，吃早饭就出发了，

我跑着去了学校，但书包太重，不到一分钟我就跑不动了，大大的书包快要把

我的肩膀压断了。总算到了学校以后大家一起坐上了大巴，在大巴里我们坐了

两个多小时后，到了叫青云之家的地方，小五乙的夏令营正式开始了。在夏令

营中有很多的活动，比方说，玩水，在公园游戏设施上玩耍，玩水时大家都要

拿来自己的水枪玩儿，在公园我们要玩游具，这都是我印象很深的活动，但还

有一个印象更深的活动那就是篝火晚会，在这个活动里集体唱歌，跳舞，还要

分成四个组表演呢！首先老师和校长在中间，那个火特别漂亮，它就像一只凤

凰一样，表演的时候我是 A 组，A 组要演的是浦岛太郎，我们是第三个出场

的，舞台亮亮的很耀眼，我们 A组演完以后最后一组也演完了，他们演得也很

精彩，这样火也灭掉了，夏令营的第一天也结束了。 

这次的夏令营比原来少了一天，但还是跟大家一起生活的话很开心。 

 

 

 

小小五五乙乙  高高野野葵葵  

这次夏令营跟普通的夏令营不一样。普通的夏令营是三天两夜但是变成

了两天一夜。但这次的夏令营也非常好玩。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节目就是篝

火晚会。 

当天早上我早早地起来上学校，教室里的同学差不多都到了，看来我起得

还不够早。老师组织我们坐大巴出发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目的地——青

云之家。下了车大家都很开心也很期待。这次夏令营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玩水，

玩得非常开心。然后就是我最期待的篝火晚会。篝火晚会开始以后张校长来讲

了一个故事。讲完以后来了三个火神。然后就点燃篝火了。点完篝火以后我们

来唱《火之歌》。其次就是我们的表演。我们 D组是最后演出的。我们的表演

内容是跳舞和魔术。我吹口风琴。我觉得这个篝火晚会非常有趣，非常精彩。

这样又有趣又精彩的篝火晚会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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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二二甲甲  胡胡瑛瑛琳琳  

    我在 7月 22日到 23日里参加了 2021年度第 78届的中二野营活动。在这

次活动中，我最有深刻印象的是篝火晚会。 

    到了傍晚，我们吃了美味的晚饭，带着十分兴奋，期待的心情到了篝火晚

会的会场。会场是一片沙滩，娱乐的同学已经给我们准备了。我们开心的篝火

晚会开始了。 

    在篝火晚会里，娱乐的同学们给我们准备了几个非常有趣的游戏，还有学

生们也出了演剧，跳舞还有喜剧等各种节目。我也是跟朋友一起在大家面前跳

了一个舞，我们组是最后一个表演的。已经出了几个星星，漂亮的夜空下，我

们俩被大家用手电筒的灯光照亮了，从我来看那些光都像一个聚光灯，亮得非

常漂亮。我们跳得也非常开心，这是从野营前几周开始一直练习的结果。 

    第二天下午我们回到了学校，在学校里举行发奖。结果，我们组得到了篝

火晚会娱乐部门的冠军！这给我的学校生活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活动，我觉得是很成功的。通过几个体验，我再次认识到我们 78 届

同学的团结力，也让我喜欢上了 78届的同学们。 

中中二二甲甲  沈沈丽丽兰兰  

我们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初中二年级一宿两天的野营活动，在这活动中

我能学到了“团结友爱，互敬互助”的重要性。在这各种各样活动中，有些活

动让我深深地感到团结和互助的力量。那就是划船活动。 

第一天下午，我们在炎热的阳光下，走到船场前听说明，那里的职员用实

在的用具给我们清清楚楚地说明操作方法，还给我们说几个注意事项后，我们

到乘船场，开始划船了。一开始，老师们先喊“一、二、三、四”接着我们也

跟着喊口令开始划船。可是大家的动作极不协调，船不怎么前进。我这时候才

明白划船的辛苦，这时我班的同学说“我们努力吧！一、二、三！”我们听到这

一句，开始努力划船，我们船的速度开始快起来，动作也渐渐齐起来，我们都

很高兴，因为有了大家的“团结”，有了齐心协力，所以船开始快速地前进，这

样我们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划到很远了。这时我真的感动，再次能感受到

“团结”形成的力量。 

这次野营活动告诉我们团结的重要性。长大以后我一定不会忘记这时候美

好的笑容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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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二二甲甲  王王翠翠莲莲  

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我们到淡路岛南边举行野营活动。本来野营活动

有两宿三天，但从去年一月开始流行新冠肺炎，被缩短了一天。不过在这个情

况能举行野营活动是老师们的努力，真要感谢老师们了。 

野营活动有几项活动。最有印象的是篝火晚会。 

篝火晚会在海边举行。大家心里都感到很激动，而我有一点寂寞。因为我

要跳两组舞蹈。第一组的人齐了，第二组的人里有两个人的体温超过三十七度，

有一个人身体不舒服，剩下三个人不能跳舞。在跳舞中移动位置的次数多，而

且最有精神的同学不在，心里很不安。心不在焉地跳了第一组舞蹈，失败了几

次。跳了第一组的舞蹈明白了，我不能一直这样，要接受现实享受活动。看了

别的组的表演，又有精神了，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第二组的舞蹈之前，我们

听到了我们一组不能一起跳的一位同学能来看跳舞，组员都激动起来。我忍不

住掉眼泪，别的组员鼓励了我。为没能参加的同学们努力跳，又向来看的那位

同学表示感谢。跳完了，很多同学都为我们鼓掌，那位同学也给我鼓掌了。可

是看了那位同学的表情虽然是笑脸，但是含着寂寞，悲伤，并用羡慕的眼睛看

我们。回想起又辛苦又愉快的练习，可惜那三位同学。活动完了之后，老师们

开会决定找一个时间给没能参加的同学们开表演会。听了这件事，那三位同学

都很高兴。虽然人少，跳得有点寂寞，但是这是个人人生中唯一的中二野营，

感到很高兴，希望新冠肺炎赶快结束，明年的毕业旅行大家都能参加。 

 

中中二二甲甲  杉杉本本香香铃铃  

今年我们又迎来了夏天。今年的夏天和往年不同，就是大家期待的野营活

动。由于新冠肺炎的原因，两宿三天改为一宿两天。可是现在的情况能去野营

活动，真的是奇迹啊！ 

这次的篝火晚会上我和 6个同学一起跳舞。我们从一周前开始练习。这个

舞看起来很可爱一旦跳起来很细致。第一天练习的时候大家跳得乱七八糟。我

们想：怎么能把七个人一起跳好呢？就是要“团结”。从那以后，我们齐心协

力，跳得越来越进步了。 

当天，大家开开心心地等着篝火晚会的时间，突然老师告诉我们 3个身体

不适的全员都是我们组的同学，还送来了信。信里写着原来 7个人跳的地方要

由我们 4个人跳。大家读完这个信的时候都哗哗地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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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篝火晚会不是一直这么伤心的。途中有一个游戏，是⚪×问题。内容

就是中 2的班主任的私事。虽然题目很难，可我竟然猜中了。哈哈！真没想到，

我还藏着这样的力量呢！ 

这回的篝火晚会对我的打击很大。可是从野营活动中学到了“团结”，还

有很多事让我成长了。想把这学到的事在学校生活中活用活用。 

 中中二二甲甲  浅浅中中鸿鸿达达  

在闷热的炎天下，终于到了我在这一年最盼望而期待的野营活动。这次活

动里我感到很有趣的是划船活动。 

我乘的 1号船就慢慢移动到了大海，就这样划船活动开始了。听老师的口

令“一、二、三”，我们划了一次桨，可是船一点儿也不动。这时我才知道了划

船的难度和团结的重要性，做了几次之后我们动作渐渐齐了，船快速地前进了。

划了一会儿，船长说了：“我们要胜 2号船和 3号船！”大家一听这句话。我们

的喊声又大又齐，一瞬间就到了 2号和 3号船的前面。我非常高兴，这样设一

个目标，大家一起努力行动，这才表示着团结的重要性。 

通过这次野营活动，我再次理解了团结的重要性。在这次活动中，我经历

了许多事，学了很多经验，我想把这经验用在学校生活上。这美好而快乐的回

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中中二二甲甲  植植永永梦梦  

我们在七月中有一天听到“我们会举行野营活动”。这句话，我很高兴。因

为去年由于疫情被取消了。我很担心今年会不会举行，所以很期待这次野营活

动。 

第一天到了淡路岛后，第一举行了划船活动。那天下午，天气特别热，水

壶里的水马上就没有了。听了指导员的说明后，我们乘船出发。我从船上看到

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我平时看不到海，所以我看了就兴奋起来了。 

我们组乘 2 号艇，到了海上我们第一开始划船。因为划船用的浆很重，划

起来比较累。刚开始的时候节奏不一致，行进的速度慢，很快就被 1号・3号

艇超过了。再过一会儿跟其它船离得很远了。这时老师喊“我们一起努力赶上

前面的船吧！”大家就团结起来，一起喊“一、二、三!”慢慢地我们的节奏齐

了，船的速度也渐渐快起来，赶上了 3号艇，最终也赶上 1号艇了。最后我们

平安地到了港口。这时候我知道了团结多么厉害。 

这次野营活动教给了我们团结的重要性。我想把这些收获应用到生活上。

虽然有的活动因为疫情被取消了，但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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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二二乙乙  杨杨谕谕希希  

每年初二的野营都是大家翘首以盼的活动。今年以为新冠疫情的影响不能

去了。但当听到老师的好消息，我在激动的同时，更是觉得这是一次难能可贵

的体验。 

这次野营我们做了划船活动、篝火晚会和第二天的沙滩活动。而在我印象

里最深刻的是划船活动。 

在毒辣的烈日之下，我们乘船到辽阔的大海，老师开始喊口令，我们也跟

着喊，我本来以为划船很简单，真正开始划时才发现划船要是不能齐心协力是

划不好的。可我们也一直不放弃地努力向前划。 

在我汗流满面快没力气的时候，旁边的同学鼓励我说：“加油！我们一定

会成功的。”这么一句话，让我无穷的力量油然而生，和大家一起努力划到了

终点。 

以前团结就是力量，对我来说只是一句口号，但通过了这次野营，让我认

识到了齐心协力的强大。只要大家团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这是一次难忘而又有意义的野营。 

 

中中二二乙乙  赵赵祐祐喆喆  

每到中 2的时候，暑假都有一次很大的活动就是野营。如果问我校的毕业

生在校期间最有印象的活动是什么的话，很多学生都说是：中 2的野营或中 3

的毕业旅行。所以，野营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期待的一次活动。然而，因为新冠

疫情的出现，今年的野营活动由 3天 2夜改为 2天 1夜了，虽然感到很遗憾，

但想一想，总觉得比取消了这次活动要好，就又高兴了起来。 

这次野营最重要的两个活动就是划船和篝火晚会。划船活动是同学们最期

待的一个活动。活动开始后，大家坐在一艘船上，然后每两个人拿一个很大的

船桨，船桨很重，因此划船的时候必须要齐心协力，方向一致，不然船就不能

顺利地前进了。于是有人喊着一、二、三、一、二、三，大家用力划着，船快

速地向前行驶着，这是我深深感受到了大家齐心协力的重要。一个人不管再用

劲，其他的人如果不配合的话，小船都不会顺利地向前行驶的。这样我联想到

了学校的生活，想到了在学校里没法感受到的团结的力量和在划船过程中自然

而然产生的友情和快乐。 

虽然晚上的篝火晚会和第二天沙滩活动也很精彩，但是对我来说划船活动

更让我难以忘怀，同时也期待明年的毕业旅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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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二二乙乙  阮阮圣圣婷婷  

7月 22 日至 23日是我们盼望已久的野营活动。今年的活动因为有了疫情

的原因缩短到了一宿两天。 

在这两天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天晚上的篝火晚会。在负责老师和

娱乐同学们的热烈指导下，有了六个组的表演。里面有的组在跳舞，还有的是

做搞笑。天开始黑起来的时候，有两位同学和老师要准备点火，但在这时出现

了演坏人的几位同学。他们要阻止点火，这时突然出现了火超人，他帮我们打

败了坏人，终于火点燃了。接着我们又继续欣赏了同学们的精彩表演，最后还

有两位老师的圈叉游戏，就这样我们的篝火晚会表演也圆满结束。那以后大家

望了望天空，天上有无数闪亮的星，就这样大家都依依不舍地结束了第一天的

野营活动。 

通过这两天的野营活动，我们能够体会到了“团结友爱，互敬互助”的重

要性，也学到了不少知识。这次的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中中二二乙乙  张张晓晓帆帆  

7月 22 日到 7月 23日一宿两天的野营活动里，给我无上宝贵的体验。回

想一下我这两年没去旅游。这次我到达了淡路岛。我眼前开阔茫茫一片蓝色的

海洋，我自然地感觉到心直跳。 

我最有深刻印象的是沙滩活动，活动是从早上 9点半开始。盛夏的太阳不

客气地毒晒沙滩，虽然我穿着凉鞋，我感到我的脚被加热就化，并且又感到太

阳透过白帽烧尽我的头顶。 

最先我们赛了抹消样子的比赛。我们分成四组。每一个人用红白布条把眼

睛蒙上，拿着海绵软棒去打别人。我努力敏锐自己的耳朵。我听到周围的笑声

和波浪。我犹豫不定，我该要做什么。我不移动，不停地用力挥动棒，没想到

留到最后三个人最后也被打败了。 

第二场我们做了水枪比赛，那以前我负责的沙滩组长要搬运很多满水的水

桶。我很意外这工作需要体力，我很后悔轻易地当了这工作。但比赛一开始，

包括我全员的同学忘记暑热，冒很多汗开心地玩儿。我看到这情景很高兴。 

这次野营活动，虽然期间很短，但在我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回家后摘

口罩，用镜子看了自己的脸，我很吃惊我的脸好像有猫的胡须。这证明我过了

愉快的野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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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二二乙乙  贺贺勇勇辉辉  

在 7 月 22 日，我们中学 2 年级盼望的野营终于来了。地方是淡路岛最南

方的“淡路青少年交流之家”。 

第一天，我们的划船活动开始了。首先那里的服务员给我们说明划船的方

法，在海上的注意事项等，然后到码头登船。登船后，我们的母船把我们带到

海上，开始划船。看着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很累，累得手臂都要断了，这么累，

船行走的速度很慢，我就觉得大家的力量没统一，没团结起来的话，船永远是

很慢的。划船活动结束后，我们就吃晚餐，吃完晚餐，大家应该都很期待的篝

火晚会来了。娱乐的同学们办的游戏，同学们的表演都很有趣，很有意思。篝

火晚会时的火，好像是个心脏一样的不断地一直在那燃烧，非常神秘的。 

第二天，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来到我们这里，就是说勾玉体验没有了，详细

的事情是不知道。但是大家也没那么失望，因为虽然勾玉体验没有了，但还有

沙滩活动。 

沙滩活动特别开心，同学们都拿着自己带来的水枪互相射击。也有沙滩活

动负责的同学们设计的游戏，蒙眼剑斗。活动结束后，我们就换衣服，吃午餐，

整理一下行李，开了闭营式，我们就从那里出发了。回到学校后，有了发奖，

就是给表演的那些同学和认真服务了的同学们发奖。可惜我没拿到服务奖，但

拿到了游戏胜利奖。还有，老师们说勾玉体验，找一个时间会在学校做。 

虽然，这次的野营比往年少了一天，变成了一宿两天，但是我们十分满足

了这次野营，还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和知识。也学到了“团结友爱，互敬互

助”的重要性，我非常感谢努力计划这次野营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这次野营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中中二二乙乙  浦浦英英里里  

7月 22 日到 23日，我们中学二年级在淡路岛举行了野营活动。在这一宿

两天的活动里，我学到了许多事情。其中，我最印象深的活动就是篝火晚会。 

傍晚，在食堂吃完晚餐后，我们盼望已久的篝火晚会就要开始了。我在篝

火晚会上做个些表演，我心里实在很兴奋的。但，老师对我们说的几句话把我

兴奋的心情一下子变得着急。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一组里有一位同学不能参加篝

火晚会的事情。说完以后，老师就哭起来了。看着老师我也变得伤心起来。同

时，也想起表演的事情。那个同学的角色是主要人物之一。我们实在很着急。

那时，我们一组的一位女同学说：“不用那么着急的！我做他的角色吧！”听到

她对我说的话，我心里安心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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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7日（周六），举行第一学期

结业式。 

大阪总领事馆与我校联合主办的《总领馆杯“我了解的中国”知识竞

赛》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周一）在我校小学五、六年级进行。7 月 10 日举

行了发奖仪式。各年级学生分别获得特等奖一名，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

三等奖五名。张述洲校长代表主办单位向获奖学生颁发了奖状和奖品。 

 

篝火晚会就要开始了。我们是第三项节目的。快要轮到我们一组了。我紧

张得拿了麦克。那时，那位女同学又对我说：“没问题，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演着演着，我们终于演完了！虽然有了些失败，但是我觉得很成功。 

我在这野营活动里学到了朋友的重要性。以后，我也想成为像她一样，朋

友在苦恼的时候，能够伸出手的温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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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学学乒乒乓乓部部  
第第 6611 回回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総総合合体体育育大大会会  卓卓球球競競技技のの部部  第第 55位位  

2021年 7月 4 日 

我校 3：0 歌敷山             55、、66位位決決定定戦戦 

我校 3：1 岩岡               我校 3：1 友が丘 

我校 3：1 鈴蘭台             我校 3：1 有野北 

我校 1：3 井吹台             获获得得出出场场县县大大会会的的资资格格  

第第 6655 回回  兵兵庫庫県県中中学学校校総総合合体体育育大大会会  

2021年 7月 25 日 
我校 0：3 日高西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  カカデデッットト中中央央区区大大会会  

2021年 7月 17 日 

中中 22シシンンググルルスス  

優勝  大谷知也 

準優勝 趙祐喆 

第 3位 王優仁 賀勇輝 

第 5位 李鵬心 

中中 11シシンンググルルスス  

第 3位 陸太祐 甘凱文 

第 5位 戈若愚 

ダダブブルルスス  

優勝  大谷知也 王優仁 
準優勝 賀勇輝 陸太祐 
 
全全日日本本卓卓球球選選手手権権  カカデデッットト神神戸戸市市予予選選会会  22 年年生生シシンンググルルススのの部部  
第第 33位位  2021 年 8月 3日 

我校（大谷知也） 

3：0 広陵 

3：1 灘 

3：0 星陵台 

3：2 伊川谷 

3：1 灘 

0：3 北神戸 

 
  
  

体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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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学学男男生生篮篮球球部部  
第第 6611 回回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総総合合体体育育大大会会    

ババススケケッットトボボーールル競競技技のの部部  ベベスストト 88  

2021年 6月 26 日，7月 3日、4 日、10日 

我校 72：31 櫨谷 

我校 73：37 舞子 

我校 55：39 横尾 

我校 41：45 有野 

 

中中学学女女生生篮篮球球部部  
第第 6611 回回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総総合合体体育育大大会会  女女子子ババススケケッットトボボーールル競競技技のの部部    

2021年 6月 26 日，7月 3日、4 日 

我校 49：30 太山寺  

我校 30：25 高取台  

我校 31：56 夢野   

  
女女生生排排球球部部  
第第 6611 回回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総総合合体体育育大大会会  女女子子ババレレーーボボーールル競競技技のの部部    

2021年 7月 10 日、11日  

我校 2：0 神陵台 

我校 0：2 淡河 

  
小小学学棒棒球球部部 

令令和和 33年年度度  中中央央区区長長杯杯トトーーナナメメンントト杯杯  第第 55位位  获获得得出出场场市市大大会会的的资资格格  

2021年 5月 30 日，6月 13日，7 月 4日 

我校 0：1  湊 A      

我校 8：1  港島   

我校 1：2  湊 A   

第第 6622 回回  神神戸戸市市少少年年団団野野球球リリーーググ全全市市大大会会  

2021年 7月 18 日  
我校 0：15  井吹台 A1  

  
中中学学棒棒球球部部  
第第 6611 回回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総総合合体体育育大大会会  野野球球競競技技のの部部    

2021年 6月 20 日  

我校 1：3 岩岡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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