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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号 

《学校通讯》 
第 673期 

(1)12月 3日(周四)为小五、中一、中三全体学生进行耳鼻咽喉科检查。 

(2)12 月 11 日(周五)起举行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小学到 12 月 14 日(周一)止，中

学一、二年级到 12月 15日(周二)止。15日(周二)小学还卷，只上两节课。请

各位家长注意学生的健康，并督促学生努力温习功课，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年。 

(3)12月 11日(周五)～15日(周二)，中三举行三者恳谈。 

(4)12月 21日(周一)～24日(周四)分别为全校学生做内科检查。 

(5)12月 26日(周六)我校举行本年度第二学期结业式。当天要上课。 

(6)12月 27日(周日)～1月 6日(周三)放寒假。 

(7)2021年 1月 7 日(周四)举行第三学期开学典礼。当天要上课，请带午饭上学。 

(8)2021年 1月 11日（周一）为日本节日成人节，学校放假一天。 

(9)2021年 1月 16日（周六）举行新中一入学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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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周三）信彦佳景株式会社何旭峰先生捐

透明面罩 700 个。 

★11 月 11 日（周三）第 57 届校友陈悠加、陈悠未捐

琵琶一面。 

★11月 18日（周三）一般社团法人神户同人聯誼会捐

口罩 5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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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日，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0年度的游艺会终于如愿举行了。游艺会是

学校每年三大活动之一，也是神户华侨界的一次盛大聚会。各界来宾、学生家长、

已经毕业的学生和家长、还未入学的小朋友和家长等等。每年游艺会的这一天，整

个校园从早到晚新朋旧友欢聚一堂、热闹非凡。今年的游艺会却很是冷清。没有来

宾，没有家长，没有食品出售，没有表演唱，没有日语剧和国语剧，甚至没有搭舞

台…… 

8点 40 分开始是张述洲校长的讲话。张校长在讲话中说：“今年的游艺会和

以往不一样，原因大家都知道。在这场疫情

中，我们讨论了很多方案，最后选择了今天

这样的方法，在礼堂的舞台下拉开距离进行

表演。同学们都在教室里校内直播观看，这

是不得已的办法，但也是我们在疫情当中采

取的比较科学的方法。希望同学们能把在短

时间里的练习成果拿出来。” 

8点 45 分，游艺会的演出正式开

始了。第一个节目是民乐部的同学们

给我们带来的《天空之城》。身穿翠绿

色中式演出服的学生们用二胡、古筝、

笛子、琵琶、扬琴、革胡、中阮、柳

琴、大贝斯、高低音笙等十几种乐器， 

 

 

不负韶华 砥砺前行 
—— 记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0年度游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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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宫崎骏先生的动画片《天空之城》的主题曲，悠扬的乐曲栩栩如

生地向人们讲述着为了实现梦想而不断拼搏的冒险故事。细腻悠长的乐曲将飘渺虚

幻的天空之城再现在人们眼前，当大家沉醉在淡淡的忧伤之中的时候，一曲欢快轻

松的《喜洋洋》将我们带到一片喜庆氛围之中，美妙动听的节奏，让人顿生欢喜。 

第二个节目是小学舞蹈部的学生给

我们带来的彝族舞蹈《阿细跳月》。身穿彝

族服装的姑娘们，用她们轻盈优美的舞姿

再现了彝族阿细人民跳月时欢乐热烈的

歌舞场面。舞蹈热情奔放，体现了阿细人

民火一样的热情和淳朴执着的民族性格。 

第三个节目是小学三年级学生的齐

唱齐奏《うんめいだ》和《白帆》。在表演

正式开始前，四名代表的学生一起道出了

同学们的心声“在今年特殊的环境中，我

们互相帮助，互相理解，一起扬帆起航”。 

第四个节目是小学二年级的齐唱齐

奏《听我说谢谢你》和《エルクンパンチ

ェロ》。“因为有你，爱常在心底，谢谢你，

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 

   第五个节目是小学一年级的齐唱齐奏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歌》和《勇気 100％》。第一次参加游艺会的学生们，因为疫

情的影响，今年取消了所有的表演唱和

演剧。希望你们明年可以弥补今年的遗

憾。尽管只是齐唱齐奏，一年级的小朋友

们却非常努力。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响

板齐奏把勇气百分之百地传递给了所有

的听众。 

    第六个节目是中学一年级的合奏

《Pretender》和合唱《我喜欢》。中学

一年级的学生们第一次穿着学校制服

参加游艺会的表演。充满诗意的歌词，

给人一种清新的美感：我喜欢城市尽头

那远远的青山，我喜欢清晨的石板地，

我喜欢每一朵暮云，每一株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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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节目是中学二年级的合奏《We 

Are Confidence Man》和合唱《说好不哭》。 

微笑面对人生，遇到再大的挫折，我们都

“说好不哭”。 

第八个节目是中学三年级的两首合唱

《This Is Me》和《干杯》。这是中三的同

学们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最后一次的

游艺会。今年的游艺会有了很大的改变，

取消了历年中三学生演出的日语剧和

日语歌曲，形式上简化了很多，但是中

三的同学们对游艺会的热情却没有一

丝减少。这是他们在母校的最后一个大

型活动之一，所以更要不留遗憾！ 

第九个节目是小学四年级的合奏《名

探偵コナンメインテーマ》和合唱《和平

友谊之歌》。愿友谊地久天长，世界永远

和平美好！ 

第十个节目是小学五年级的合奏

《红莲华》和合唱《送你这对翅膀》。一

首充满美好祝福的《送给你这对翅膀》，

带给我们梦想和希望。 

第十一个节目是小学六年级的合

奏《情熱大陸メインテーマ》和合唱《大

鱼》。一开场学生们用红色系列的服装熏染着强烈的热情氛围。他们用大鼓、小鼓、

笛子、木琴、铁琴、电子琴等乐器合奏

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情熱大陸》。高亢

激昂的合奏结束后，学生们迅速换上的

蓝色和白色系列的服装，化作波浪的学生

们合唱的一首《大鱼》，又把听众带到了海

边，看着波涛翻涌的海浪……小学阶段最

后一次的游艺会在他们精彩的表演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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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个节目是中学舞蹈部给我

们带来的蒙古族舞蹈《草原姑娘》。舞蹈

部的姑娘们韵味十足，以柔美大气的舞

姿，生动活泼地再现了蒙古族姑娘们秀

丽多姿奋发向上的风采。 

最后一个节目是舞狮部的《群狮舞

动团结抗疫》。历年的游艺会都是在舞狮

队的锣鼓声中拉开帷幕的。今年的游艺会

却在舞狮队铿锵的锣鼓声中落幕。希望共

舞的群狮能够助力赶走疫情，让一切恢复

常态。学生时代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无

论岁月怎样变迁，你们的友谊不变！面对

疫情，你们更要坚定自己追逐梦想的信念，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度过难关！愿你们

不负韶华 砥砺前行！                                     文责：宋毓敏 

 

中三甲 蔡 都 

11 月 5 日在学校举行了游艺会。今年由于新型肺炎在世界各地流行，为了避

免感染，今年游艺会时家长们不能来学校观看演出，表演时同学之间要保持一定的

距离，其他年级的学生们在教室内观看演出。这是中三学生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

最后一次的游艺会，也是我们第 76届学生一起参加活动的最后一次机会。 

今年中三表演了英语歌曲《THIS IS ME》和中文歌曲《干杯》。首先唱的英文

歌曲，我们一边唱一边跳舞。从两周前开始，我们利用中午时间练习，由舞蹈部的

同学们严格地指导我们练习跳舞。我们经过那些练习，游艺会当天大家都发挥出了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力量。大家唱得好，舞蹈跳得也很好看。赢得了老师们的热烈的

掌声。接着唱了中文曲，这首歌很难，因为唱的时候不容易发出大声，唱的速度也

比较快。很多同学应该也遇到了这个困难。可是游艺会当天，大家团结一致，都非

常努力，唱完后，不少同学流下了眼泪，也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今年的新型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坏事，也是一次历练。因为有了这个

疫情，所以我们必须要跳舞，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一起练习的努力过程，也

不会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的掌声。游艺会过后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竞赛，所

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学习，争取考上自己想要考取的学校。这次游艺会，我们第 76

届的团结合作给所有的人带来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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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甲 岩崎 萌 

11月 5日这一天是我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学习生活中最难忘的日子，

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游艺会的日子。 

从早上到学校开始，好像大家的心情都有点不平静，同学们回忆着九年

的时间，慢慢地感觉到今天真的是最后一次游艺会了，以后再也不能跟大家

一起站在舞台上表演了。 

在教室的电视上看其他年级表演的时候，我没有心情看，一直想着自己

出演的事情，终于到了我们演出的时间了。我还记得当时很紧张，开始跳舞

的时候，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但是我们已经练习了很长时间，每天中午在

楼顶上练习跳舞。当天大家都发挥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甚至比练习的时候

跳得更好。跳完舞蹈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我们是紧密团结的年级。跳完

舞蹈，中文曲的钢琴伴奏开始的时候，我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松懈了，突然我

的眼泪流了下来，也听到旁边同学们的啜泣的声音。我比练习的时候更认真

地、更努力地唱着歌曲。我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九年间，学到了很多事情，

交了很多朋友，经历了很多高兴和悲伤的事，这些都将是我的美好的回忆。 

我原来想游艺会结束之后，就只剩下辛苦学习的时间了。但是我现在觉

得，能和大家在一起的话，一起努力度过艰难的时光，剩下的学校生活也会

很快乐。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是我永远的第二个家，我想在这里再跟第 76届

的同学们一起“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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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乙  有马 叶绘 

时间匆匆如水，一去永不回，九年的学校生活即将结束，我怀着恋恋不

舍的心情，回想起我们小学一年级时候的表演，那一刻的情景，我到现在还

记忆犹新。 

参加日语剧，做游艺会的工作，吃饺子……我的理想都变成了幻想，但

我下决心，能做的事情，一定努力到最后。游艺会之前，我们中三每天利用

中午或晨会的时间进行练习，既是为了在礼堂的几分钟的表演，也是为了加

深我们同学间的友情。 

在练习的过程中，开始时大家没能齐心合力，效果也不好。但是通过多

次练习，同学们有了自主性，我们的心情也渐渐开始有了变化，就是说，大

家开始明白了，这一次游艺会对我们的重要性。游艺会当天我们在礼堂里准

备的时候，很多情感在我的心里涌动：寂寞、凄然、痛切，焦躁、感激、感

谢……带着各种复杂的心情我们开始表演了。 

我站在礼堂里，当我抬起头时，看到了很多老师。我知道，因为有了老

师们的帮助，我们才能把节目排练出来，才能有这让人感动的演出。我唱着，

大家都在唱着，所有同学的声音合在一起，和钢琴的伴奏声合在一起，才能

变成美丽动听的和声。 

我们的歌声就是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歌声就是我们的友谊。 

我们的歌声就是我们的未来。 

这次游艺会将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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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乙 王 姬春 

今年因为新型肺炎的疫情，运动会、秋游、上课和毕业旅行都有了很大

的变化。游艺会也一样，虽然是我们中三最后一次的游艺会，但是规模很小。

期待的游艺会的工作也没有，没有观众，食品出售也没有了。我听到这个消

息时很失望，但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游艺会开始前，我一直认为这次游艺

会一定没有意思。 

我们从前一年的第三学期开始练习唱英文歌曲。今年的曲子是《THIS IS 

ME》我很满意选了这首歌曲。我们每堂音乐课都练习英文歌曲，所以唱得很

好。还有跳舞，舞蹈部的同学们为我们设计了又帅又可爱的舞蹈。中三学生

每天利用中午的三十分钟练习跳舞。在我们的努力下，我们的舞蹈也练习得

非常好。 

游艺会都准备好了，只剩下去礼堂表演了。因为今年没有工作，所以我

们一直通过教室的电视看表演。低年级和高年级表演得都很好。特别是中二

的合奏，听起来很欢快。我中二的时候，也担当了木琴的演奏，所以我听着

听着，手指也不知不觉地动了起来。快快乐乐地看着其他年级的表演，终于

到了我们要表演的时间。 

小学四年级的表演结束后，老师来叫中学三年级的学生。我们跟朋友一

起，相互鼓励着。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一直努力地练习唱歌和跳舞。今天

我们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好好完成。最后去礼堂穿礼堂鞋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这时我想到了，这次游艺会是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最后一次。想着想着，

我的眼睛湿了起来。音乐开始了，大家唱的歌声比练习的时候大。舞蹈也比

练习时跳得好，我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唱完了歌。报幕的史老师说了一句

祝福的话，听来很感人，有的同学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这次游艺会，虽然没有工作，没有食品出售，但是在我的心里是最好的，

最满意的一次。最后，如果能实现的话，我想跟大家再唱一次“干杯”这首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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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甲  郑 茉莉 

 今天是 10月 15日，是我最期待的秋游！因为今年流行新型肺炎，没有去 

春游，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年的秋游。 
   今天的天气很好，虽然是十月，但是气温很高、很热。从学校出发前，我

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秋游会怎么样？今天我们要去金星台，金星桥和儿童公

园。 

我们首先去了金星台。金星台有很多树，有小水池，蓝蓝的天空，美丽极

了。我在那里跟小来、小叶和小雪一起玩捉迷藏，很高兴！其次我们去了儿童

公园。我先玩儿滑梯，滑梯很高很长，我玩儿得很开心。接着又和同学一起做

抓尾巴的游戏，我觉得这个游戏也很好玩儿。 

结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很满足，高高兴兴地回

家了！今天非常开心，希望明年就没有新型肺炎，能顺顺利利地举行春游和秋

游等活动。 

 

 

 

 

 

 

 

 

 

小四乙  阮 逸辰 

今天是我们三、四年级的第一次活动，我昨天在家很期待，不过我忘记看

天气预报，所以我很担心天气会不好。 

早上我起来，马上看窗外，蓝天上有大大的太阳，阳光照在床上。到了学

校我很兴奋，觉得我的心脏好像要爆炸了一样。我们出发了，首先去金星桥照

相，照的时候，黄老师在照相的人的后面做了很多怪动作，让我们笑，不过很

有意思。老师在 11点时问同学们饿不饿，看到大约所有的同学都举起了手，

老师们大吃一惊。美丽的陈老师说：“那我们就吃午饭吧！”吃完饭后，去了我

们最最期待的儿童公园。我在那儿跟小树滑滑梯。我和他一起滑的时候，我的

屁股受伤了，小树的脚受伤了，但是我们玩得很高兴。 

这次的秋游，在金星桥上看到的风景非常漂亮，我还找到了学校的位置。

这次秋游去的地方，我一定要再去玩儿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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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甲 韩 松澈 

今年有了新型肺炎，因而我们的秋游缩小了规模。往年会去工厂，今年却

只能去公园。那我就来说一下这次无聊的秋游吧。 

    当天早上我到了学校的时候，大家都在玩游戏。老师来了以后，我们来到

了石板地集合。听老师讲了注意事项后就开始出发了。没想到，走了三十分钟

左右也没有到达目的地，可把我累坏了。想马上坐下歇着。好不容易到了公园，

老师让我们坐下。可是地上因为浇了水竟然是湿的所以我只能蹲在地上。老师

让我们站起来时，因为我的腿都蹲麻了，所以差点跌倒。当老师说可以自由活

动的时候，同学们都开心地跑着玩了起来。可是我没有玩的东西，加上那时一

半的草地不能用，所以感觉很无聊。就和朋友一直聊天了。几乎聊到老师们吹

哨子为止。我们开始吃饭了。但因为每个人都离开了一定的距离，所以比例年

安静了很多。大家吃完饭后又开始玩起来。这回我找到了一起玩的人。可是他

们速度有点慢，所以没有被抓到就结束了。解散后我就回家了。这样，无聊的

秋游就结束了。 

     其实，说是无聊，我想更多的是因为我对秋游充满了期待的原因吧。所以

我希望新型肺炎早日结束，那样我们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也可以去远一点的地

方，举行开心的秋游了。 

 

 

 

 

 

 

 

 



12 

 

 

 

小五乙 白 恩赫 

     2020 年 10月 15日是秋游的日子。地点是神户港震灾纪念遗址和神户港

森林公园。今年的远足虽然不能利用交通工具去远的地方，但是我还是觉得很

开心。 

     因为今年没有了春游，所以秋游的举行让我们很兴奋。一路上边走边看

边聊。花了约一个半小时才到达了目的地。 

    神户港森林公园非常广阔。可是没想到因为在给草坪浇水，所以我们只能

用一半的场地，有点遗憾。公园里面不仅有草地还有篮球场。到处都是绿色，

非常美丽。老师带我们来到了草地，我们就开始自由活动了。我们玩了羽毛球、

排球、捉迷藏、和人狼游戏。大约玩了一个半小时，集合的哨声响了，我们要

吃饭了。吃饭时，老师还给我们分组并照了小组相。虽然因为新型肺炎的关系

大家都离开了一点距离，也不能大声说话，但还是很开心。因为我带的饭比较

简单，所以很快就吃完了。等到大家都吃完后，我们又开始玩了一个小时左右

的人狼游戏。秋游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一次愉快的秋游。不过，虽然这里也很好玩，但我还是想去远一点

的地方秋游。所以我希望疫情早日过去。希望明年的秋游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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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甲 大谷 真子 

十月十五日是我们盼望的秋游的日子。因为新型肺炎的流行，我们的春游

被取消了。我一直担心，如果秋游也被取消的话，我们今年的校外郊游就一次

都没有了。但是老师们为我们想出了很好的方法，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步行去

的地方是“漫步神户市区”。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高兴。因为我不住在

神户市中央区，所以我不知道学校附近具体有什么商店街、饭店和建筑物等，

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 

   学生们的小组可以自由组合，还可以买一千日元以内的东西，我觉得这次

秋游比以前的开心得多。我们小组中途迷了路，去了其它地方，后来又返回来，

所以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很晚。在每一个指定地点看到有老师在的时候，会感到

很安心。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京町的草莓糖，现在很流行，我却是第一次吃。大家

都说很好吃，我吃了一口，外边的糖很脆，里面的草莓味道很浓很好吃。 

    我们最后去了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在那里有很多有趣的资料。也有关于

我们学校的照片和资料。我觉得老一辈华侨真是了不起，值得我们学习。我们

现在条件这么好，我们应该好好学习。 

     今年的秋游很开心很有意义。 

 

 

 

 

 

 

 

 

 

 



14 

 

 

 

中一乙 植 永梦 

每年中学生的秋游会去奈良或京都。但是今年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

影响，坐不了大巴，所以今年的秋游定为“漫步神户市区”。 

    我们从学校出发，通过了北野坂之后来到了生田神社。神社的本殿被阳光

照得红红的，绿色的树林也被照成黄绿色，看起来很神秘。我没想到在大城市

里还有这么漂亮的风景。 

走过了东游园地，就看到了神户市立博物馆。这个建筑物大概是在一百年

前建立的。走进旧居留地区域，好像走进了一百年前的世界。 

    已经走了一个半小时的路，肚子也饿起来了。我想着自己想吃的东西，来

到了南京町长安门。在这里到处都可以闻到香味儿。这里卖着很多种类的小吃。

我在这里买了包子、芝麻球、肉馒头、珍珠奶茶等食品。在这里我们能够接触

到中国的食文化。 

    我们在美利坚公园吃了午饭后，去参观了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这里展示

着很多关于华侨的东西，也有关于我们学校的。 

    通过这次秋游，我知道了神户这个大城市里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有很多地

方是受到外国影响。在这次疫情的影响下，几乎不能到远处去玩儿的时候，这

次秋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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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甲 丁 明依 

   十月十五日是秋游的日子。今年的秋游是特殊的，中学生是漫步神户。 

    神户是一个国际性很强的城市。但是，也不缺少日本文化。我们的游览

地点之一，生田神社就是其中一个。神社的宫殿很大，装饰也很精美。抬头

仰望，上边的装饰金光闪闪，但它却没有给我们带来高傲的华丽之感，它带

来的是像花、像雪一样的朴素之美。 

    神户是一个美的城市。但它的美不仅是风景上的美丽，神户也有美食，这

美食不是一般的美食，而是中华美食。我们游览的地点之一，南京町就是卖中

华料理的店很多的地方。走进那里看到的都是吃的。我在那儿吃了草莓糖和煎

小笼包。每个草莓糖里都有一整个草莓在里面，很好吃。我第一次看见“煎小

笼包”。它的外貌像小小的馒头，但里面有肉也有汤。因为这小笼包是煎的，

所以下面的皮像煎饼一样脆，特别好吃。我在中国吃过很多东西，却是第一次

见到煎小笼包，觉得好奇怪。我和朋友打听了一下，朋友也没见过。查了一下，

这不是纯正的中国料理，是“日式中国小吃”。这使我非常感兴趣。中国文化

和日本文化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新的东西，而且它很好吃。我想了想，回想起

日本古代有一种叫“天平文化”的东西，很像中国却有不同的地方。煎小笼包

就像这个天平文化，太有意思了。 

    这次秋游我发现了很有趣的文化，我想把它取名为“神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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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乙 尾崎 匡 

10月 15日是我很盼望的秋游的日子，我觉得这个秋游很愉快。 

秋游的前几个星期，我等不及了，在放学前问老师：“今年有没有秋游？”

老师说：“10 月 15 日有秋游。”听了老师的这句话，我们班一半儿以上的同

学都高兴地举起了双手。当然我也很高兴，那天大家都很高兴地放学回家了。 

秋游的前几天，我们班在放学前分了七个小组。我们组很顺利地决定下

来了。但是有的小组却不一样，我非常担心，因为分小组的时候不顺利的话，

秋游也会不顺利。最后，七个小组终于都决定下来了，我也安心了。 

秋游开始了，先是我们中二乙班出发，大家大声地说：“老师再见！”然

后就离开了学校。我们组因为想慢慢地逛南京町，所以我们离开学校后飞快

地去了北野坂和生田神社。在生田神社参拜以后，我想：太快到了南京町，

或许商店还没有开门。所以出了生田神社后，我们就和其他小组一样的速度

走了起来。 

    从三宫商店街出去后，在去三宫花时钟的路上，我们迷路了。我们非常

着急，就问了路上的一个大人，他告诉我们，从现在的地方往北边走的话，

会看到花时钟。我们谢过那位路人后，就往北走，后来看到一个提示牌，写

着：花时钟移动到南边的东公园里。除我以外的组员同学都很生气，但我还

是很感谢那位路人。因为他说不知道的话，我们也没有可能看到这个提示牌，

所以我很感谢他。 

去了花时钟、神户市立博物馆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盼望的南京町。大家

在入口处买了很多东西，我买了六个包子，在中间的广场吃了一个，很好吃。

吃了包子以后，看到了组员的一个同学的衣服上沾上了糖果，大家都哈哈大

笑起来。后来我们看了看手表，发现离集合的时间只剩二十分钟了，我们就

匆匆忙忙地跑到美利坚公园，然后吃午饭。吃完饭后，我们去了神户华侨历

史博物馆。那里边有很多关于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和南京町的资料，我在那里

学到了很多知识。例如，过去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跟其他侨校一起开运动会；

舞狮队很久以前就开始参加南京町的中秋和春节的庆祝活动等等。我们离开

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后，两点钟在元町车站解散了。 

这次秋游很有意义，我希望明年也举行这种形式的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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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二年级来稿 

“以不变应万变”，是很多人喜欢的一句歌词。今年新冠疫情给学校生活带

来了很大的变化。10 月 15 日，是我们学校秋游的日子。我们一二年级徒步去

美利坚公园秋游。到了美利坚公园，我们首先去了《川崎大世界》。进去之前，

老师给学生们彻底消毒双手，观看展示物之前，首先认真确认各处的注意事项，

尽可能避免“三密”。参观结束后，是午饭时间。每个班级的学生排成一排，脸

向着同一个方向，相互拉开距离坐好后，大家吃了各自带来的盒饭。 

今年的秋游形式有了很大改变，但是遵守各项公共规则等等，我们一直以

来坚持的教育方针却不会有任何改变。秋游前一天，担心天气不好，在家里做

晴天娃娃；去目的地的路上，学生们轻快期待的脚步；看到高大挺拔的神户塔

时，好奇惊异的面孔；眺望大海时，闪亮期待的目光；在川崎大世界里，观看

展示物时认真仔细的表情；大口大口吃着家里人准备的盒饭时，告诉老师“盒

饭非常好吃”时满足幸福的笑脸；在广场里满脸汗水尽情玩耍的矫健身姿；和

好朋友一起玩耍的宝贵时间；筋疲力尽后归途中沉重的步伐……所有的这些都

和历年的秋游一样。看到这些场景，老师们不禁感叹，带着他们来秋游真的很

值得，看着隐藏在口罩后面的笑脸，更让老师们觉得，这一天真是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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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日（周五）神户市副市长恩田馨等一行五人来我校参观。 

 

 

10月 20日（周二）、22日（周四）、30日（周五）小学一二年级利用生活

科的时间去中华菜园进行了挖甘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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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 2年度神户市中学校       （11 月 1 日） 

バスケットボール種目別大会(新人戦)  

我校 41：47 王塚台 

  

 

 

 

令和２年度神户市中学校   （11 月１、7、8 日） 

バスケットボール種目別大会(新人戦)  

我校 47：19  太  田 

我校 45：41  長  峰   

我校 50：75  本山南 

获得出场县大会资格 

 

 

令和２年度中央区中学校新人卓球大会 

我校 3：2 渚       （11 月 1 日） 

我校 0：3 湊翔楠 

団体 準優勝 

個人戦 

第 3 位 花立 智信 

第 5 位 任  智順 

 

第 74回 神戸市中学校卓球新人大会 

我校 3：1 西 代   （11 月 8 日） 

我校 3：0 玉 津 

我校 0：3 有 野  ベスト 8 

我校 3：1 有野北  順位決定戦 

我校 0：3 兵 庫 

我校 3：2 大 沢  第 6 位    

団体  第 6 位 获得出场县大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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