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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11年年  

77月月号号  
《《学学校校通通讯讯》》  
第第 668800期期  

(1) 6月 29日(周二)、6月 30日(周三)、7月 1日（周四）、7月 2日（周

五）举行本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请家长注意学生的健康，并督促学

生温习功课。 

(2) 7 月 2日（周五）小学还卷日。 

(3) 7 月 3日（周六）期考后的时间表如下∶ 

モ/操 晨会 1 2 3 4 午休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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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学暑特球类比赛的练习及清扫时间 

(4) 暑期特别教育活动日程表 

  13日 

(周二) 

14日 

(周三) 

15日 

(周四) 

16日 

(周五) 

17日 

(周六) 

小 1～小 2 参观活动 校内活动 参观活动 校内活动  

 

结业式 

小 3 参观活动 校内活动 参观活动 参观活动 

小 4 参观活动 参观活动 校内活动 参观活动 

小 5～小 6 校内活动 校内活动 校内活动 参观活动 

中学 球  类  比  赛 

(5) 6 月 19日(周六)～７月 17日(周六)我校中学男、女排球队、男、女

篮球队、乒乓球队和棒球队，参加中体连主办的『第 61回神户市综合

体育大会』。 

(6) 我校拟定 7月 17日(周六)举行本年度第一学期结业式。 

从 7月 18日(周日)到 8月 24 日(周二)为止放暑假。 

(7) 7 月 20日(周二)至 7月 23日(周五)小五、中二分别举行夏令营、野

营活动。 

(8) 8 月 25日(周三)举行本年度第二学期开学典礼，当天不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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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事项 ............................ P2 

※ 鸣谢·导读 ........................ P3 

※ 第 57回朗诵演讲竞赛会获奖名单 ...... P4 

※ 第 57回朗诵演讲竞赛会获奖学生文稿 .. P5 

※ 图片报道 .......................... P18 

※ 体育消息 ..........................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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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友会消息 ........................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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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5日(周二)龐建志先生为纪念神戸中华同文学校建校 122周年捐 

3万日元。 

★5月 29日(周六)尾崎秀光先生捐口罩 5000 个，ハンドジェル 120瓶。 

★6月 16日(周三)信彦佳景株式会社何旭峰先生捐面罩 7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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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乙 小二甲

冠军 亚军

小1
小一甲 小一乙/小一丙

小2

庄 亦陈 朴 咲映/刘 滨

蔡 悦荷 阮 梓帆

小4
小四甲 小四乙

许 虹夏 竹川 湧翔

小3
小三乙 小三乙

徐 润爱 张 雅涵

小6
小六甲 小六甲

史 人仁 田中 爱菜

小5
小五乙 小五乙

阮 逸辰 中西 凰华

中2
中二乙

李 伊霖

中1
中一乙 中一甲

愛新　潤 唐 紫廷

中二乙

浦 英里

中3
中三乙 中三乙

山野井 佑树 久利 映瑠奈

季军

小二乙

崔 睿珍

小三乙 

杉原叶真

小四甲

林 心优

小五甲

郑 涵

小六乙

西尾 新・林 幸驰

中一甲

韩昕愉·汤翔麟

中三甲

吴川哲

中二甲

林 美鸾

22002211 年年度度  第第 5577 回回朗朗诵诵演演讲讲竞竞赛赛会会  获获奖奖名名单单  



5 
 

  

四四年年级级冠冠军军  小小四四甲甲  许许虹虹夏夏  

我的宝物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从今年四月我升到了四年级， 

从四年级开始可以参加课外活动部，而我选择了参加 

篮球部。有一天，爸爸带我去买篮球鞋。在第一家店里， 

爸爸给我选了几双鞋，但是我都不怎么喜欢。然后，我 

们去了第二家店，在那儿我终于遇到了一双一见钟情的 

篮球鞋！当时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我迫不及待地把鞋 

穿在脚上，感觉脚底特别软，特舒适。从那一天起，它变成了我的宝物。 

鞋的上面有一条条淡蓝色的线，系着两根白色的鞋带。篮球鞋和一般鞋子

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为了保护脚脖子，使它变成一双高帮鞋。记得我有一次上体

育课的时候，扭伤了脚脖子。那时我很难受，疼的不能走路，从此我再也不想

扭伤。但自从我穿上了这双篮球鞋后就觉得它在保护我，我很安心。 

亲爱的篮球鞋，因为有你在我的身边，所以我才能高高兴兴地打篮球。谢

谢你！今后我也一定会好好爱护你，希望你能给我一股力量，也相信通过我的

努力，我的篮球技术也会越来越高。 

 

四四年年级级亚亚军军  小小四四乙乙  竹竹川川湧湧翔翔  

我的宝物 

我有一辆穿着红色衣服的折叠式自行车。这是去年我过

生日时爸爸送给我的礼物。 

我刚得到自行车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开心。因为这不是 

我所期待的礼物，并且我也不会骑。但自从买了自行车之后，每周日爸爸都不

放过我，拉我去外面教我骑车。通过爸爸的热心指导，在不知不觉中我学会骑

了。现在，每次骑着它出门时，是我最开心的时刻。我很喜欢把车骑得飞快，

这时风从我的耳边吹过，很凉爽，舒服极了！ 

    自行车跟随我已经 1年了，我很喜欢它。它像一头小黄牛，忠心耿耿地为

我效劳。不管是晴天，还是刮风下雨，它都毫无怨言地驮着我。有了它，我爱

上哪儿就上哪儿，给我带来了不少方便。 

    我很喜欢我的自行车，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又锻炼了身体，很感谢爸

爸送给我这么好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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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年年级级季季军军  小小四四甲甲  林林心心优优  

我的宝物 

我有一架贵重的钢琴，是五岁的时候妈妈给我买的。

虽然现在我学习很忙，但是天天用它来练习钢琴的曲子。

当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它会陪伴我一起渡过了寂寞的

时光，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它全身穿着黑色的礼服，看起来像个高贵又冷傲的绅士。但是一打开盖

子，它就会把温柔的一面展现在我的面前。五十二个白色的键和三十六个黑

色的键，光滑而有质感，常常为我演奏美妙的曲子。当白键和黑键跳动的时

候，有时它像欢快跳跃的孩子，有时他又像安静慈祥的老人。它还有一个小

秘密，它的下面还有三个踏板，而且每一个踏板的分工都不一样，刚开始的

时候我常常被它们弄糊涂了，真的很让我头疼啊！当我没有集中精力练习的

时候，它就会嘲笑我:“不好好练习，我就不和你合作了，看你什么时候能弹

好？”但是当我努力练习的时候，它就会露出满意的笑容说：“你真棒！” 

我爱我的钢琴，它是我的宝物，希望它永远伴随着我。 

 五五年年级级冠冠军军  小小五五乙乙  阮阮逸逸辰辰  

使我难忘的一件事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虽然很多都已经淡 

忘了，但有一件事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记。 

     这件事就是中华杯演讲比赛。我参加过两次中华杯。 

第一次是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站在演讲台上，看着下面 

坐着很多很多人，我紧张地在台上快要哭起来了。忽然，我想起了练习时老

师对我说的话：“不要害怕，把前面的人想成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把他们

都想成了牛肉。这样我真的就不会怕了。演讲结束后，主持人要宣布名次了。

我又开始紧张起来了。按照顺序。鼓励奖、第三名。我离胜利越来越近了。可

就在这时。第二名阮逸辰。我与冠军失之交臂，我又差点儿哭起来。 

有了这次经验，我决心下次的中华杯一定要得第一名。 

    第二年的中华杯如期而至。我又来到了中华会馆。与上次不同，这次我

既不紧张也不害怕，因为我在家刻苦努力了，所以我大大方方地很有自信地

在大家面前完成了我的这次演讲。主持人公布名次了。鼓励奖、第三名、第二

名，我越来越有希望了。就在这时，第一名阮逸辰。是我，是我，我如愿以偿

地得到了奖杯，高兴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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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两三年了，但我依然难忘。因为这件事是在我这十年

的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最美、最好的事。也会使我终生难忘。 

 

  

五五年年级级亚亚军军  小小五五乙乙  中中西西凰凰华华  

使我难忘的一件事 

我在读二年级的时候，在中华杯演讲比赛中取得了第一 

名。作为中华杯的奖品，我被邀请参加了中国河南省的体验 

之旅。 

    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不仅参观了美丽壮观的龙门石窟和以传播孔子教育

而闻名的儒教圣地。还去了古朴的嵩阳书院等世界遗产。而且让我很惊叹的是，

伟大的黄河真的是黄色的呀。而这次河南之旅成为了我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 

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盛行少林拳的登封市，在 70 万人口中竟有

七万人学少林拳，几乎看不到胖子。还有，有一天，我们在回酒店的时候迷路

了，我不小心走进了一个宴会场。在那里看见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穿着休闲

服，享受着卡拉 OK 和丰盛的饭菜。正当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不知道怎么好，

感到尴尬的时候。他们却过来热情地邀请我吃桌子上的葵花籽。从小在日本长

大的，我哪里吃过这个呀。心想：“这不是喂小动物的吗？”这时导游过来告诉

我这是婚礼宴，葵花籽是可以吃的，而且很美味。我这才知道了，在中国，葵

花籽是可以当作零食吃的。热情的河南人民不仅让我体验了民俗，而且还让我

品尝到了人生中第一次的葵花籽。能够看到体验到不同于日本的文化，真的使

我很兴奋。 

    作为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人，通过这次难忘的经历，也让我懂得了。

只要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努力，一定会得到满意的结果，获得更多的发现。我

会向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努力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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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年年级级季季军军  小小五五甲甲  郑郑涵涵  

                            使我感动的一件事 

一遇到雨天，我就会想起爷爷。想起

那件使我感动的事。 

                                  记得那是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本来

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阴暗下来，教室里的灯也亮了起来，原来是下起了雨。但

是谁会料到这雨竟然越下越大。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糟糕了。因为我没带伞，爸

爸妈妈今天也不来接我。虽然我家离幼儿园不算太远，平时走着就能回家，可

今天下这么大雨，就算回家也会被浇成落汤鸡。感冒发烧是小事，万一打雷了

可怎么办？太危险了吧。 

看着同学们一个一个地走出教室，我真希望下一个走的是我，可是希望渺

茫。正在这时，一声亲切和蔼又略带方言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朵：“孙女。”我

回头一看，高兴地喊出来：“爷爷。”只见爷爷骑着自行车，穿着一身黑色的雨

衣，笑容满面地在门口看着我。看到爷爷，我心里觉得暖暖的。飞快地跑向爷

爷，爷爷赶快把伞递给了我，我们坐在自行车上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伞被

刮翻了好几次。可看到那么辛苦的爷爷，我努力地抓着伞。但一个不小心，我

的伞打到了爷爷的腰上。爷爷和我倒在了地上，可是却不疼。睁开眼睛，发现

爷爷在我的下面，原来是爷爷在保护着我，我感动得眼泪直流。 

终于，我们到家了，爷爷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感动也将伴我一生。 

六六年年级级冠冠军军  小小六六甲甲  史史人人仁仁    

我心中最美的人 

在我的脑海中，外表漂亮的人很多，心灵美丽的人也 

有不少，但是在现在这种肺炎流行的特殊情况下，我认为 

只有一种人最美，那就是被人们誉为是白衣天使的护士。 

在这次的疫情中，因为有了护士们奋不顾身的在抗疫最 

前线浴火奋战，抢救病人，所以才会有现在中国的安全及无数患者的康复。 

护士在新冠患者的眼中，犹如一把火炬，既照亮了患者的抗击病魔之路，

又温暖了患者的心灵。 

在这次的抗疫之战中，护士们发挥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及贡献，过去，现

在，乃至未来，护士们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中辉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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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认为，护士不过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工作而已，但经过疫情的暴风骤

雨之后，特别是看到护士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子女那样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我明

白了，护士，不是一种普通的工作，而是一种神圣的工作。 

护士们的这种救死扶伤，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一想到护

士，我便不由自主的肃然起敬。他们，就是我心中最美的人。 

            六六年年级级亚亚军军  小小六六甲甲  田田中中爱爱菜菜  

我心中最美的人 

在我身边有很多人。比如说爸爸妈妈等亲人，还有像 

警察一样为社会贡献的人。在疫情情况下，我心中最佩服 

的人就是医生。 

医生们站在这场“战争”的最前线为我们的健康而搏斗。他们不怕累不怕

苦，为了我们的生命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工作，有时候连觉都没得睡。有时，他

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为重病者治疗。看起来就很难受，如果是我的话一定受

不了!医生们很勇敢。他们不但不怕自己感染上，还积极为病人服务。虽然现

在有了疫苗，但那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在疫情下，医生和护士们一直在与

病毒搏斗，抗争！ 

医生是需要有很多知识和勇气的一个职业。他们为了赢过这场“战争”而

努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配合，一起度过这场疫情！我想成为一个像医生一

样努力帮助别人的人。我希望疫情早点过去，能让医生和护士们休息，还能让

我们快乐生活！ 

  

 
六六年年级级季季军军  小小六六乙乙  西西尾尾新新  

            我心中最美的人 

我心中最美的人是一位舞蹈的老师。我从小

学了十年跳舞，教我的老师一共有三位，其中我最

喜欢的是一位叫小西的老师。 

小西老师有着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因为是舞蹈老师，她会根据舞蹈种

类的不同，改变发型。有时会把头发扎成一个“小丸子”，有时会披散在肩膀

后面，跳舞的时候，头发随风摆动，十分温柔。她的眼睛虽然小，但非常有

神。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总是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看起来就像白雪公主一

样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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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年年级级季季军军  小小六六乙乙  林林幸幸驰驰  

我心中最美的人 

大家心目中应该都有自己觉得最美的人， 我也

是一样。我说的最美的人就是我的爸爸。 

爸爸大约一米七左右，虽然以前比较瘦，但现 

在他的身体渐渐胖了一些。他的脸看起来十分严肃，其实人很温和。他戴着一

副长方形的眼镜，几乎每天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上衣。爸爸是一个勤俭节约的

人。 

爸爸每天在公司里辛辛苦苦地工作，回家很晚，在家里也没有很多时间可

以休息，第二天又很快去上班。我觉得爸爸真不容易，他很努力工作的这一点，

让我很佩服。 

想写爸爸也是因为爸爸每天工作已经这么忙了，但还是会抽出时间来陪

我玩。还记得有一次，虽然是休息日，爸爸本应该好好休息的，但却对我说：

“我们一起去骑车吧！”所以我觉得爸爸对我非常好。我们骑自行车大概骑了

三千多米，到了一个公园里，在公园里稍作了休息后，又开始锻炼身体，跑步，

然后爸爸又陪我玩了很久。 

爸爸不只是努力工作，温和地对待家人，还很关心我的成长，在我棒球比

赛结束时，爸爸会耐心地跟我说一说，哪儿做得还不够好，还需要改正等等，

因为爸爸的指导和帮助，我有了很大进步。所以爸爸就是我心中最美的人，也

是我的好榜样，我长大以后，也要努力做一个对孩子好的好爸爸。 

 

这位小西老师在舞蹈方面对我的帮助很大，给了我很多信心。有一次我正

在练习跳舞，小西老师在旁边安静地看着，结束时，老师对我说：“你的动作

很美，就这样继续练习下去的话，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小西老师每次说这

些鼓励我的话，都会使我变得更加自信，也更加热爱跳舞。我觉得小西老师说

这些话时，好像有光照在她的脸上，整个人显得格外美丽。 

小西老师不但教我们跳舞的技巧，还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美。不但动作要做

得好，心里也要时时刻刻想着开心、快乐的事情，表情也做好，那样，表现出

来的舞蹈才是最美的。她除了在有发表会时全力指导我们以外，平时也跟我们

聊聊天儿，所以我很喜欢她。 

小西老师就是我心中最美的人，她不但会在我失败的时候安慰我，还会鼓

励我，她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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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一一冠冠军军  中中一一乙乙  愛愛新新潤潤   

阻止全球变暖  

大家有没有听过“全球变暖”这个词？它引起各种各样的 

自然现象，其中对生活在日本的我们最有影响的是台风。随着 

“全球变暖”，大海水平面越来越高，而且海水温度也在增高。 

这种现象和台风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电视和报纸上都有说： 

大约 30 年后的 2050 年，夏天的气温将达到 43 度！台风的势力也将会越来越

大，受灾程度将不堪设想。这样下去，将来我们的子孙们不能过舒适快乐的生

活。 

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生活中排出的二氧化碳。所以我们必须要减

少二氧化碳的排出量，这是全球性的问题，全人类应该要同心协力！ 

但是地球又大，人口又多，人们生活想法各不相同。希望全人类的行动一

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自身做起，从我做起，最

简单的是减少垃圾和做好资源回收工作。如果大家都能行动起来，肯定可以减

少二氧化碳。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能做到的事情很微小，但是大家

都携起手来，发挥每一个人的力量，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挽救我们的地

球。 

中中一一亚亚军军  中中一一甲甲  唐唐紫紫廷廷  

三思而后行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诸侯王，每当他面临重大选 

择时，总会“三思而后行”。孔子对此十分赞美，评到“再，斯 

可矣。”白话是：“再多思考几次，也可以。”我们在这一生中也 

会遇到无数次抉择，那时，我们也要像那人一样“三思而后行。” 

“三思而后行”究竟有多重要?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呢?东汉末年，群

雄并起。丞相曹操借着“除异党”的名义一直追杀着刘备。刘备寥寥几千人，

怎敢与 80 万曹军对抗，只得一直往江东逃，曹操大臣见刘备如此，忙劝曹操

停下，否则刘备定会与孙权结盟，可曹操不听，下令继续追赶。真如那位大臣

所言，刘备真去江东与孙权结盟了。孙权见刘备来“结盟”，不禁皱紧了眉头。

结盟会得罪曹操，也会间接得罪朝廷；相反，等曹操打完了刘备，自己也是死

路一条。最终，孙权选择了“结盟”。历史证明，这次抉择是成功的，它不仅

形成了“三国”的最初局面，也成为了曹操直到青丝落雪也无法磨灭的遗憾。 



12 
 

 

   “三思而后行”时要镇静，不被外界打扰。我曾经因为“收作业”与一

位同学起了矛盾：那次的作业不少，许多人没有完成。身为这科课代表的

我决定中午再收。但这位同学却坚持要早上收，而且态度固执，又无视我

的解释，我一气之下，去争得了老师的同意，中午再收。后来我冷静下

来，才发现这也不是十分适当，我虽顾及到了没完成的同学，却没有想到

其他同学的心情，也耽误了老师上午的空档期。想到这里，我不免自责起

来不应该如此任性。 

我恍然醒悟：“三思而后行”十全十美是最好的，但若此要求不能达成，

那么，我们“三思而后行”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让我们终生不后悔的选择。 

 

 

 

中中一一季季军军  中中一一甲甲  韩韩昕昕愉愉  

              珍惜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鲁迅先生说：“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

性自杀，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这就说明了珍惜时间的重要性。 

我们常说“珍惜时间，珍惜时间”，那么怎样才算是珍惜时间呢？人的一

生每分每秒时间都在流逝，不可能让时间停留。时间一去不复返，我们应该把

时间花在有意义的地方，让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有意义。这就是珍

惜时间。 

洗手的时候，时间从水盆里流过；看书的时候，时间从文字间穿过；打球

的时候，时间从球底下走过；睡觉的时候，时间从呼噜声中飘过。当我们意识

到时间在不停地前进时，日子也已经调皮地从你的歌声中飞过了。 

同学们，你们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是否过得有意义？时间是什么？时

间就是烟火、是云雾、是青春、是年华……无论它是什么，它都是生命，是世

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

的，同学们珍惜时间就等于珍惜生命！让我们好好珍惜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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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一一季季军军  中中一一甲甲  汤汤翔翔麟麟  

论时间 

大家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钱？是 

娱乐？还是物质？当然，以上的选择在生活中都很重 

要，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间。 

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些人不知道 

时间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具体要怎样把握好时间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时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想要得到一定的效率和

成就的话，必须要安排好时间。不安排好时间，不用心去做事情，最终就不会

得到什么成果。 

第二，要严格遵守时间。在哪里也好，什么时候也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自己的学习或工作。如果你拖拖拉拉，浪费时间的话，你的计划就不能顺

利地进行下去，还会影响到休息时间。关于休息时间，主要是指睡眠时间。一

般来说，我们中学生的睡眠时间至少要保持 7到 8个小时。如果睡眠不足，就

会引起压力的增大，记忆力的降低等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要遵守时间以

保障睡眠。 

第三，要理解时间的重要性。时间有两个特性。其一、时间是有限的。跟

对自己很重要人在一起的时间总有一天会结束的。因此除了合理安排自己的工

作和学业之外，还要把时间留给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人。其二、时间是不能倒退

的。为了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我们要在有限的学生时代里掌握更多的知识。

俗话说：“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希望我们能够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做一个有时间观念、注重原

则，将来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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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二二冠冠军军  中中二二乙乙  李李伊伊霖霖  

                  微笑的力量 

当你嘴角上扬的角度到“十点十分”的时候，便 

会出现世界上最美妙的表情，那就是“微笑”我觉得

它是人世间最美的符号，也是人与人之间共通的最美丽的语言，它像是生活中

的调味料，有时候是愉快欢乐的，有时候是充满爱意的，虽然还有时候是表示

歉意的，但是无论如何，人们都是乐于接受微笑这个表情的，因为微笑不仅可

以使人们在快乐中度过美好的时光。而且更能够使身边的朋友们，感受到你的

快乐，所以我认为微笑的力量真是非常庞大！ 

微笑是感情上升记号，也是内心愉快的表露，如果我们脸上充满微笑时，

不但可以使自己愉快，也可以让别人快乐，我希望在大家脸上，都带着快乐的

微笑。 

如果我们脸上保持微笑时，你周围的人也会受你的传染。所以微笑真的有

好多的好处，它的力量更是没有人能够抵挡的。 

既然微笑的力量这样强大，在平常生活中，我们更加要常常充满微笑，我

总会记得有一次，那时的我，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平，而就在那时，有一位

老师，对我说了几句鼓励的话：“没问题，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肯努力，就

会得到好的结果。”同时他给了我一个微笑，就是那个微笑，真诚且亲切的鼓

励了我，从那以后，我不再被自己的命运所牵绊，更加努力学习，得到了自己

理想的成绩。 

这就是微笑的力量，有了微笑，就多了阳光，多了快乐。最近因为疫情关

系，要戴上口罩，看不到脸上的微笑，希望能够快一点恢复正常，让大家看到

更多的微笑，希望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微笑地对待生活。 

中中二二亚亚军军  中中二二乙乙  浦浦英英里里  

人伤害别人的理由 

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的原因，学校在停课的时候，我在新闻 

报道上，看到了有一名我喜欢的男演员自杀的事件。他为什么 

自杀了呢？那是因为在网上的流传批判本人的信息。听到新闻 

主持人这句话，我变得更伤心。那时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人伤害别人呢？」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人伤害别人的理由。第一个是对自己没有自信。而用

伤害别人的方法，对自己有个优越感。但是，我觉得这一个自信是不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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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 

第二个理由是，没有承认好每个人的多样性。在这世界上每天听到说要承

认好别人的多样性。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正的在尊重每个人的多样性，在学校

没有一个人欺负别人。也没有男女之间的性别歧视。 

有的人会这样说:“我没有伤害过别人。”我觉得这一个想法是最可怕的事

情。因为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伤害别人。如果不注意人们在伤害人类的情况下发

展文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就会忘记，作为人类的善意。 

如果你想对自己有个信心，请在伤害他人之前，先承认好自己。如果你想

让别人对你好，首先要给别人亲切。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自由，首先要承认

每个人的多样性。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采取行动和改变，这个世界将回到一个温柔的世界！ 

中中二二季季军军  中中二二甲甲  林林美美鸾鸾  

关于食物的浪费 

大家想过关于食物的浪费问题吗？据报道，在世界上每年 

扔掉的食品约二千七百五十九万吨，其中约有六百四十万吨能吃的食品都变成

了大垃圾被扔掉。这太可惜了。日本是食品废弃量最多的国家！看到这样的报

道，我非常惊讶。这不仅是食物浪费的问题，那么大量的垃圾，燃烧后冒出来

的烟会造成严重的地球温暖化的问题。 

怎么能减少食物废弃而造成的垃圾呢？买菜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能吃

完的量。尽量把食品在保质期限内吃完，这样才会减少垃圾。大家一起节约起

来，一定可以减少垃圾。 

还好日本没有粮食危机，大多数人都能吃饱，但有些国家的人因为粮食危

机不能吃饱，而且还有人没有饭吃。我在这里谈一谈非洲的事情。在非洲约有

310 万五岁以下的小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而失掉生命。在这 310万人里面百分之

四十五的孩子因为饥饿失去生命。我听到这个数据非常伤心。我感到那些孩子

非常可怜。为什么日本能扔掉那么多的食物，而那里的孩子却会因为饥饿而失

去生命呢？ 

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爱惜食物，这虽然是小小的事情，但大家一起团结起

来，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6 
 

 

中中三三冠冠军军  中中三三乙乙  山山野野井井佑佑树树  

                 生物遗传的规则性 

许多人认为，生物是不规则地遗传它的性状，我读中二  

时候也是这么想。例如有人的血型。我以为是没有规则性地在 

变化。那么，生物遗传到底有没有规则性呢？ 

伟大神父孟德尔用豌豆来做了这个实验。他比了比性状；子叶的颜色、长

度，种子的形状。首先用子叶来观察了从母体生出来的孩子是什么颜色，颜色

是黄色和绿色。接着把黄色和绿色的豌豆授粉，结果它的孩子颜色全是黄色。

其次，从孩子生出来的孙子会怎么样呢？实验结果，黄色有 6022 枚，而绿色

有 2001 枚。它的长度是高的 787 株，矮的有 277 株。种子的形状为圆形的

5474 粒，有皱折的 1850粒。 

根据这些数字，可以证明从孩子到孙子有约 3 比 1 的比率会遗传它的显

性性状和潜性性状，这是与其它植物，动物也一样，生物是“有”规则性地遗

传下去，所以，人类的血型也是一样有规则性地遗传的。 

中中三三亚亚军军  中中三三乙乙  久久利利映映瑠瑠奈奈  

变成美味的魔术 

“人生不仅充满欢乐、温柔、舒适、也充满了悲伤和泪 

水。无论愉快也好，难过也好，人都必须吃饭。同时一顿美 

味的饭菜使你精神饱满”。这是美国的作者萝莉称尔温的名 

言。确实，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马虎吃饭，但我认为 

吃饭不只是为了保持生命而摄取营养的义务。我认为人生中的美味是，不是

在米其林三星级餐厅里吃饭那么豪华，而是全家人围坐在饭桌旁，面对面边

吃饭享受谈话的，一般的情景，让我感到更加幸福、更加帅气！ 

最近大家和家里人一起谈话吃过饭了吗？我猜想可能只有极小同学，事

实这几年和家里人一起吃饭，也就说吃团圆饭的机会急剧减少。在新冠肺炎

的疫情下，和大家一起在外吃饭也非常困难的原因也包括在内。为什么我那

么固执?因为一顿团圆饭带来的长处有很多；在精神上，健康上，学习上都有

其优点。比如在精神上，可以肯定孩子的行动和情感变得更积极，在发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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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三三季季军军  中中三三甲甲  吴吴川川哲哲  

失败，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几次失败，即使是亿分之一的天 

才也会经历亿分之一的失败，但是，失败后，我们又该如 

何去应对呢? 

在日本的江户时期，日本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拒绝与外界贸易，从而

导致在江户中期时，培理来访，美方以绝对的军火优势让日方开启国门，并且

签订了日美不平等条约。这时幕府经历了这次失败后，才明白了自己的不足。

从而采取了富国强兵的政策，也为它在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取得一定的世界

地位做了铺垫。这一切的成功都来自于日本经历一次失败之后检讨自身的不

足获得的结果。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失败后不自我检讨。来以合理的方

式去面对他。 

相反，如果一个人一直成功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在清朝时期，因为在清

朝之前中国国力强盛，并与各国来往与贸易，从而导致对于清朝心中产生了

莫名的优越感，它们没经过失败，也在逃避着失败将自己锁起来，拒绝学习西

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或许，对它们而言，自家的东西才是成功。直到大炮对着

自家门口才知道这想法有多愚蠢。人在经历太多成功后，心里便会不自主的

骄傲自满起来，人在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你在失败后不一定会成功，但成功时一定有你在失败时所付出的努力。

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只要愿意跨过失败这障碍，成功一定在前面等你。 

失败，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中培养孩子健全的精神为基础。虽然团圆饭不能当做把全部的烦恼解决的万能

药，但也是照顾孩子感情方面的独特机会。从学习上来说，因为和家里人多交

流，所以可以提高社交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对我来说，吃饭就是一天里感到最充实的一段时间，这是因为吃到美味的

饭后感到无比的幸福。谈一些话，一起欢笑，能加深家庭纽带关系的重要时刻。

至今为止没有重视过的人，和家里人一起吃饭的时间希望能成为治愈你的情感

和珍惜沟通家里人之间的感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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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 日（周六），全校学生进行了综合身体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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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生生排排球球部部 

令令和和 33年年度度  中中央央区区総総合合体体育育大大会会  

2021 年 6月 7日 

我校 0：2 渚中学   

体育 
消息 

5月 29 日(周六)，利用班会时间为小五到中三进行了防范讲习。 

表彰长年勤务老师：李俊吉老师在本校勤务满 30 年，刘和美老师在本校勤务

满 30 年，李香代老师在本校勤务满 10 年，特此表彰，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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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 

斐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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