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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11年年  

1122月月号号  
《《学学校校通通讯讯》》  
第第 668855期期  

(1)从 12 月 10 日(周五)起举行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小学到 12 月 13 日(周

一)止，中学一、二年级到 12月 14日(周二)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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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月 10日(周五)～14日(周二)，中三举行三者恳谈。 

(3)12 月 19 日(周日)我校 18 名学生参加《中华杯第 15 届在日华侨华人青

少年汉语演讲比赛》。 

(4)12 月 20 日（周一）～23日（周四）分别为全校学生做内科检查。 

(5)12 月 24日(周五)举行本年度第二学期结业式，详细内容另发通知。结业

式后，全校学生进行年末大扫除，以及发通知单、寒假作业、还考卷等。 

(6)12 月 25日(周六)～1月 6日(周四)放寒假。 

(7)2022 年 1 月 7 日(周五)举行第三学期开学典礼（中三学生举行实力考

试，自备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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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周四)第 46 届毕业生株式会社ライチブックス代表取締役江建

先生捐《别让太阳掉下来》和《おひさまがおちないように》两本书。 

 

※ 联系事项・鸣谢・导读 ................. P2 

※ 大阪总领事访问报道 ................... P3 

※ 2021年度游艺会 .......................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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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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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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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友会消息 ..........................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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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上午，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薛剑总领事一行莅临我校。
总领事与我校及神户华侨总会、神户华侨幼儿园代表在学校会议室进

行了热烈的交谈。之后，总领事观看了正在进行中的我校“2021 年度游
艺会”，参观了校史纪念室和校舍，与学生们亲切交谈，并与前来欢迎
的神户侨领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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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游艺会纪实 

——记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1 年度游艺会 

今年度的开学式以后，为了 2021 年度的游艺会能圆满成功，各年级慢慢

开始练习表演。运动会结束后，经过不足一个月紧锣密鼓地准备，11月 4日，

天朗气清，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1年度的游艺会终于如愿举行了。游艺会是

学校每年的三大活动之一。今年的游艺会也是跟以往的游艺会不同。但跟去年

度一样采取直播的方式进行。没有来宾，也没有家长；没有食品出售，也没有

日语剧和国语剧。 

8点 45 分准时开始了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1 年度的游艺会，首先由张述

洲校长讲话。张校长在讲话中说：“希望同学们，把平时上课和练习的成果充

分表现出来，祝我们今天的游艺会圆满顺利。” 

校长讲完话，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1 年 

度游艺会的第一个节目学校民乐部的民乐合 

奏就马上开始了。她们穿着亮丽的衣裳，还用 

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合奏了以下乐曲：≪美丽 

的金孔雀≫和≪金蛇狂舞≫。每一首合奏都极 

具中国民族特色，优美的旋律一直回荡在我们的脑海里。 

第二个节目是舞蹈部表演的汉族舞蹈≪彩绸飘飘≫,舞蹈部的同学们穿

着鲜艳的服装，伴着悠扬的乐曲，翩翩起舞。同学们舞动双臂，礼堂里彩带飘

飘，喜悦的气氛传递给所有观看的师生。 

第三个节目是小学三年级的齐唱齐奏≪ミッキーマウスマーチ≫和≪哩

哩哩≫。他们是上了三年级后才学竖笛的，还要边吹竖笛边做动作，难度很大，

可是大家一点也没有退缩，积极地利用课间和课外时间认真练习，完成了美好

的演唱。 

接着是小学二年级的表演唱。小二甲班的≪更上一层楼≫，小二乙班的 

≪悯农≫，他们把每一句台词都记得滚瓜烂熟，在舞台上既声音洪亮又不怯

场，演技一点儿也不含糊，天真烂漫的他们仿佛是一个个专业的小演员，通过

表演这个节目，他们形象地演示了汉字的趣味性以及一些通俗易懂的道理，赢

得了观众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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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节目是小学四年级的合唱合 

奏≪「大脱走」のマーチ≫和≪春笋≫， 

他们戴上了亲自制作的春笋头饰，精神 

饱满，让我们禁不住期待春天的到来。 

第六个节目是中学舞蹈部的舞蹈 

≪苗山姑娘≫，中学舞蹈部的学生们穿 

着苗族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优美动人。 

第七个节目是

小学五年级的合唱

合奏≪テキーラ≫

和≪杵歌≫，震撼

人心的演奏结束

后，学生们齐声喊

着「テキーラ」，使 

我们似乎闻到了美酒的芳香。 

第八个节目是小学六年级的合唱合奏≪千本桜≫和≪明天会更好≫。转瞬

之间，六年级的同学就要小学毕业了。追忆往事，六年的成长过程中，有过开

心，也有遗憾。我相信，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他们的脑海中一定闪现出无

数过去的踪影。 

第九个节目到第十二个节目是由活泼可爱的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们给大家

送上的表演唱。小一甲班≪自己的颜色≫，小一乙班≪猜谜≫，小一丙班≪小

小的我≫，虽然学习中国话刚刚半年多，但当他们用洪亮的的声音说着字正腔

圆的中国话时，那充满稚气可爱的表演让大家看得喜从中来。 

上午最后一个节目是舞狮部 

的学生们表演的群狮共舞。在铿 

锵有力的锣鼓声中，活泼可爱的 

大小狮子时而跳跃，时而摆头， 

把游艺会的气氛推向了又一个高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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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节目是中学部学生的合唱合奏。中学一年级表演≪ 群青（合奏）

≫和≪知足（合唱）≫，中学二年级表演≪ Make you happy ≫和≪我相信

≫，中学三年级表演≪ Dynamite ≫和≪再见 我牢牢记住你的脸≫。随着年

龄的增长，学生们的表演越娴熟，越来越生动感人了。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1 年度的游艺会最后一个节目是中学三年级合唱 

≪ Dynamite ≫和≪再见 我牢牢记住你的脸≫。对他们来说，中学三年级是

在我校生活中最后一次的游艺会了。教音乐的老师给他们选了很好的曲子，就

是≪再见 我牢牢记住你的脸≫。他们在学校九年间的生活中充满回忆。也可

以说是这满满的回忆牢牢记在他们的脑子里。他们的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发挥

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演唱，完成这次美好的演出。他们在学校最后一次的游艺会

在他们精彩的表演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俗话说得好，“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寓意的是只有刻苦努力，才

能取得成功。学生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是为了能让节目表演

得精彩有趣，他们经过了反复的排练。有很多节目从暑假前就开始准备。虽然

今年的游艺会也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影响，但非常顺利。快乐的时光一下子就过

去了，可那欢快的笑声，搞笑的表演还在我脑海中呈现，令我更加期待明年的

游艺会了。 

文责：翁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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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甲 石世蓮  

2021 年 11月 4日星期四，我们学校举行了游艺会。因为我已经是小六了，

所以在小学最后的游艺会时，感到有点儿伤感，我想珍惜这一段时间。今年也

有“疫情”，所以我们又在教室观看了节目。 

我们是第 9 个表演。校长讲话后第 1个节目是民乐部。她们的合奏很棒。

第 2个节目是舞蹈，舞蹈部的同学跳的舞也很精彩。又看了几个节目后，终于

轮到我们了。我们先表演了合奏，合奏还可以。合唱的时候大家大声地演唱，

比练习的时候还大。但是我稍微有点儿担心，是不是全校的同学们都能听见。

上午的节目结束后，吃了午饭，我跟朋友玩了一会儿，下午的节目又开始了。 

下午第 1个节目是中一的合唱、合奏。他们的合唱合奏也很棒，第 2个节

目是中二的合唱、合奏。他们合奏的时候有 6个人出来跳了舞。跳得很有意思。

最后是中三的合唱。在他们表演时，我们也跟着电视直播一起跳了起来。中三

的表演很精彩，比我们好。 

我觉得小学最后的这次游艺会举办得很成功，让我非常难忘！ 

 

 

小六甲 森本璃音  

11 月 4日是我校的游艺会。我早上 7点就起床了，快速地去了学校。 

到了学校，我赶紧换了民乐的衣服。等了一段时间后，终于上台了，我好

像腾云驾雾似的，两腿轻飘飘的。演奏开始了，我看着同学们都在努力地演奏，

紧张感慢慢减轻了。第二曲也很优美，大家都认真地演奏，我也很努力地弹，

直到表演结束。 

回到了教室，电视上正播放着舞蹈部的表演。舞蹈部的同学们也很努力。

接着轮到我们小六出场了。我们准备好了以后，从钢琴传出了老师演奏的优美

的音乐。万事俱备，只欠我们这“东风”了。我们开始唱了起来，加上动作，

开始时同学们的声音很小，但后来开始大起来了，同学们的声音像鸟的叫声一

样悦耳动听。但途中我旁边的同学唱错了一个音节，我自然地笑了起来。但我

努力坚持，终于唱完了。 

到了午休的时间，我们吃了午饭。下午的节目很快就开始了。中二的表演

也很有趣，在演奏中，有六个同学在前面跳了一段舞，很特别，让人眼前一亮。 

我觉得这次的游艺会很有意义，我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事，

大家都要开开心心地做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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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甲 野中就介  

今天我们学校举行了游艺会。这次的游艺会对我来说很特殊，因为是我们

小学最后的一次游艺会。可惜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只能在教室看电视直播。 

我们是第九个表演。开始前我的心情很激动，像大海一样不能平静，直担

心演得不好。 

轮到我们上场了。我们进到礼堂，看到许多照相机和观看的老师们，我更

加紧张了。我们要演奏两首曲子，第一首是《千本樱》，这首曲子是日本最有

名的曲子之一，从小孩到大人都知道，我很有自信。但在正式表演前的练习中，

我不小心唱错了好几个地方，所以当天我非常紧张。准备好以后，表演就开始

了。我很担心在打木琴上会出错，但最后我成功了。第二首是《明天会更好》，

我们穿着红衣服、戴着白手套，这样看起来有统一感，再配上手势，在远处看

的话应该很好看。这首歌我们也利用课后和班会的时间练习了很多次。虽然练

习时大家的声音很小，但是正式表演时，大家都唱得很认真、声音很大。 

这次游艺会是我在小学参加的最后一次游艺会。下一个活动是毕业旅行。

我会更努力，珍惜在小学的最后的这一段学校生活。 

 

小六甲 韩松澈  

从暑假开始，经过了约两个月的练习和准备，11月 4 号，我们终于迎来了

期待已久的游艺会。这次游艺会，我们小六合奏了《千本樱》。大家奏这首曲

子时，分工不同，有的吹口风琴，有的打鼓，还有的打木琴……我是吹口风琴

的。在大家齐心协力下，各种乐器的声音聚在一起，变成旋律优美，悦耳动听

的音乐。虽然正式表演时，体会到了平常练习时没有过的紧张，但是经过两个

多月的努力和练习，大家都没有出错，圆满地结束了合奏。另外，我们还合唱

了《明天会更好》。刚开始练习这首歌曲时，由于没有记好歌词，我没有自信，

所以声音很小。可在最后一次练习时，大家虽然记好了歌词，但声音依然像老

鼠那么小，老师们十分担心。有的老师问我们：“你们在练习唱歌吗？你们把

歌词牢牢地记住了吗？”还有一些老师努力对我们说：“你们的动作很好。只

是声音太小，不大声多可惜呀！”到了正式表演，我们小六全员都牢记老师的

叮嘱，洪亮地唱了这首歌，动作也很完美，顺利地完成了游艺会的演出。 

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二的合奏。在合奏的过程中，还有几

位同学在前面跳起独一无二的舞蹈，很新颖！ 

在小学部最后一次的游艺会上，由于大家的团结努力，非常成功！这真是

一次难忘的游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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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乙 韩思媛  

今年是我们 6年级在小学部里最后一次的游艺会。游艺会当天，我早早地

来到学校做准备。在我心里有两件难忘的事情。 

第一件是我们小学 6年级的合唱。我们的节目是合奏《千本樱》，合唱《明

天会更好》。因为在练习的时候同学们的声音太小，完全听不见，所以我很担

心今天正式合唱时是不是声音也会小。其实同学们上场后开口一唱，我的担心

就一扫而光了。大家的声音又大又洪亮，动作也很协调。回到教室，老师也夸

我们唱得不错。我们个个都是满脸笑容，就这样，我们的表演就圆满地结束了。 

其次是中二的《Make you happy》这首歌。因为这首歌非常流行，所以我

们都听过。非常期待哥哥姐姐们的合唱合奏。在曲子中，约有 6个同学来到前

面，跳起舞来，这和我在网上看的动画里的动作一摸一样，非常精彩。而且他

们演奏得也很好听。这个节目真是又好听、又好看！ 

我们的游艺会就这样结束了。希望明年的游艺会可以在礼堂里观看。 

 

 

 

 

 

 

小六乙 阿部惠太  

11 月 4 日，我们参加了小学最后的一次游艺会演出。我们六年级演奏了

《千本樱》，合唱了《明天会更好》。我们全员都穿着像苹果一样红的衣服，老

师说红色代表“希望”，很适合我们要唱的歌曲。 

我们的节目安排在上午的后半，我们在教室里看到了很多同学们精彩而优

美的演唱，声音很洪亮。可是我们是小学里的最高年级，我们也不能输给他们。

表演开始前我很紧张，像在篮球比赛时投球一样紧张。我演奏了铃鼓。从暑假

开始，担任演奏乐器的同学们就开始练习，大家很努力地练习了，所以我们不

能失败。演奏开始了，我认真地打铃鼓，打铃鼓地同学谁都没有出错。合唱时

我们穿着红衣服，戴着白手套，努力地唱歌，这次合唱是我们最好的一次。唱

完后，我觉得像投进了一个三分球一样，很畅快。 

虽然这次是小学最后的一次游艺会，也没有国语剧，但是我们都很开心，

真希望能像歌中唱的那样“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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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乙 李少华  

11 月 4 日，我们学校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游艺会。因为是小学阶段的最后

一次，所以我们小六的同学用尽全力，完美地完成了任务。本次游艺会格外精

彩，特别突出的是两个合奏合唱的节目。 

第一个是我们小六的《千本樱》和《明天会更好》。《千本樱》是一首合奏

曲，在曲子到达高潮前，有一段只有铁琴和电子琴美妙的节奏，简直把全世界

人的心都治愈了。然后加入口风琴和笛子的演奏，最后所有的乐器一起合奏，

没有冲突的杂音，是真正音乐该有的和谐之美。然后我们合唱了《明天会更

好》，这首歌是为了抗击疫情而唱的。歌词大意：让我们期待明天会变得更美

好，是鼓励我们不要放弃，坚信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更加光明。大家用优美

的歌声，唱出温柔的歌，谁不会为此而感动呢？ 

第二个是中三的《Dynamite》。这次也是中三的哥哥姐姐们在学校的最后

一次游艺会，大家也非常期待他们的演出。他们都穿着校服，一边唱一边跳，

这个全新的风格点燃了现场的热情。在节目高潮的时候，有甩衣服的动作，那

时他们一个个都很帅，像大人似的。节目结束时，全场响起了最大的掌声，有

些同学都感动得默默流下了眼泪。 

这次游艺会虽然是在教室里观看的，但是大家的掌声在整个校园中回荡。

这就是我们学校团结友爱，互敬互助的精神啊！希望明年疫情结束后，我们相

聚在礼堂，举办更加精神的游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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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乙 杉本琴叶  

11 月 4 日，我们学校举行了游艺会，我的心“咚咚”直跳，为了这一天的

演出成功，我们从暑假开始就拼命地在练习了。 

我是舞蹈部的一名成员，我们的舞蹈叫做《彩绸飘舞》。我们是第二个节

目，早上 7点半我就来到学校开始做上台前的准备了。 

这个舞蹈是小学和中学合作完成的。音乐响起后，首先我们小学部的同学

来开场，我们手里拿着红色亮片的丝绸，一步一跳地走向舞台中心。听老师说

这个步伐是欢快的东北的歌步。我们带着美丽的妆容，手舞红绸，踩着欢快的

节奏，好像是在天上撒星星的小仙童。从远处看也很美丽。我们的动作很大，

要表现出让人看了觉得开心愉快的气氛。可以说我们是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接着是中学部退场，姐姐们舞绸的动作整齐划一，彩绸在空中飞舞，看上

去非常漂亮，姐姐们仿佛天上的仙女一般，美丽动人。她们时而排成横排，时

而排成圆圈，一会儿散开，一会儿又合在一起，变化多样，引来观众们的掌声，

应该也震撼到了教室的同学吧！ 

演出结束后，我的紧张才慢慢消失，但是听完有一位姐姐没有拿彩绸，我

看到她非常伤心的样子，也替她感到难过。不过她虽然没有拿绸，但也跟着大

家一起做动作，最后完成了自己的表演，虽然有遗憾，但我很佩服她，希望明

年也能和舞蹈部的同学们开开心心地跳舞。 

 

彩绸飘舞（汉族） 

苗山姑娘（苗族） 



12 
 

  中三甲 杉本美  

十一月四日是我们中三最后一次的游艺会。我们今年挑战英文歌。唱的是

《Dynamite》和《再见》这两首曲子。而且唱英文歌时还要配上舞蹈。我觉得

这也是新的挑战。 

我们从一个月前孜孜不倦地练习。舞蹈部的同学细心地教我们动作，非常

感谢她们。 

游艺会当天，我们在教室看其他年级的表演。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六的中国

歌。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这首歌曲使我感动，有点儿泪眼模糊。 

轮到我们，我越来越紧张，因为是最后一次的游艺会，不想失败。还有我

担心谁会哭。我们进到礼堂，前面有很多老师们在看，我更紧张了。发声练习

让我们的心情高涨起来了，终于正式表演开始了。 

第一首曲子是《Dynamite》。唱跳中，我感觉到同学们的一致性和团结力。

稍微被感动了。然后是第二曲《再见》。我在唱歌时，回忆起很多事。跟朋友

玩儿的事情，朋友之间发生的纠纷，恋爱事情、青春等，同时流下了眼泪。这

次游艺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三甲 刘家绪  

我在小五的时候受到中三日语剧很大的影响，从那时就决定升到中三的

话一定要演日语剧。但受到新型肺炎的影响，取消了日语剧和日文歌，结果我

们只唱中文歌和英文歌。而且我们表演的是唱跳的英文歌《Dynamite》，非常

难，所以我们从游艺会前一个月就开始利用星期二和五的中午时间整个年级

共同练习。 

从第一次的共同练习开始就加入舞蹈部给我们编的舞，因为大多数人没

有跳过舞，舞蹈部就给我们编简单的、容易记的舞蹈动作。我们试了很多次，

在第五次练习后决定了舞蹈动作。可是我们跳得还不好，所以我们还要拼命练

习。在练习中还有一个问题，是中文歌的声音。因为有一半左右的人没有记好

歌词，自然声音就小了，所以老师常常提醒我们要大声唱。 

我们在最后的一次共同练习中，虽然全员都跳得很齐，都很好看，但是声

音还是很小。因为这次游艺会对我们中三来说是最后一次的游艺会，所以想在

心里留下美好的回忆。我在家拼命地练习，希望在游艺会前一天记好歌词。 

游艺会当天，中三是最后一个节目，我们在教室看别的年级的合唱合奏，

很快就轮到我们了，感觉越来越紧张。但很快就结束了，并且表演得很愉快。 

这次游艺会过得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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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甲 卢祐圣  

在这九年中，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游艺会在疫情下举行了。首先我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举行游艺会我觉得很感动了。 

每年我很期待中三的日语剧和中三最后的合唱。从小学开始，看到很多中

三的同学们在表演中落泪，我也被感动了。今年终于轮到我们了。虽然没有日

语剧，但是有合唱，所以我下决心努力练习这最后一次的合唱。这次我们从中

二开始就选了歌曲，很早就开始练习。第一学期同学们差不多都记好歌词了。

这次受到疫情影响，用直播方式举行了游艺会。可是对我们来说反而是好事，

因为每年在舞台上表演，有点挤，舞蹈动作不能很大，但是今年在礼堂，表演

场地很宽，所以我们的表演会更精彩。第二学期开始后，我们就慢慢开始练习

舞蹈动作。听说舞蹈部的同学从暑假就开始帮我们编舞，很感谢她们。刚开始，

我完全不适应这些舞蹈动作，慢慢地练习，一个星期后就能掌握了一些动作。

这样我们又练习了一个月左右，大家的动作非常整齐，看起来每个同学都很有

自信，我们能够安心地面对游艺会了。 

游艺会当天，虽然我们中三是最后一个节目，但是没有“最后”的实感。

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进到礼堂，进行最后一次练习后就开始正式表演了。开

始前，有位广播的老师发音错了，大家都忍不住笑出来。今年的中三没有同学

哭起来，我从没看过哭得这么少的毕业班，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回忆。 

今年的游艺会可惜家长们没能来看，但是我感到很满意。希望在剩下的几

个月中能跟同学们留下特别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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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甲 杜熙如  

升到中三，游艺会就是我在同文学校的最后一次活动。没想到时间过得这

么快，我就要离开同文学校了。 

为了让这次游艺会能圆满成功，我们从一个多月前就开始练习。一开始大

家都不是很配合，但是通过反复练习，我们的表演越来越像样了。老师们好像

感到很意外，我当初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真是辛苦了带头练习的几个同学了。 

这次游艺会是以直播方式进行的。我以前很喜欢坐在台下看表演，因为这

样有气氛。可惜今年不能感受到。看直播和在现场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轮到我们表演的时候，我们到了现场。和 2年前的完全不一样，没有观众，

只有一些老师和摄影师，照明都是开着的，还有几台显眼的录像机。一般情况 

下这些都是因为太暗，看不见的。往年的游艺会，台下都是观众，照明都是关

着的，只有舞台上的照明是亮着的，自然产生一种特别的紧张感。今年没有那

种感觉。这次游艺会，通常有三曲演唱却变成两曲，连国语剧和日语剧都被取

消了。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场的同学竟然没有一个哭

的，我并没有那么冷漠无情，但是在这种奇特的气氛里，我实在哭不出来。我

没有恨过这场疫情。同时我也羡慕以前的中三同学们，能参加正常的游艺会。

可能也有一种嫉妒。 

我对这次游艺会的遗憾，都是无法消除的。不过我对我们自己的表演没有

任何后悔。因为我们确实尽全力了。无论我有多少不舍，也不能原地停留，应

该把这一天记在心里，成为我永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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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乙 增田晓俊 

在学校九年间的最后一个活动结束了。总体来说，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但是任性一点儿，不、我特别任性说的话，还是很遗憾取消了日语剧、国语剧、

唱日语歌等。最后一次游艺会还想吃学校卖的饺子、中华面、牛肉饭等，还想

见到哥哥姐姐和小学六年级离开了学校的同学。 

游艺会当中，我在看学长学姐的毕业相册。因为不能见面只能通过相册来

回忆他们。想想这九年像做梦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看着一、二年级同

学的演剧，他们也会一下子就长大了。对了，那天第一次看小学一、二年级的

表演，他们的声音比我们七十个人的还大。我听周围的声音特别小。我们在一、

二年级的时候声音也很大，怎么长大了声音就越来越小了呢？真是。但在游艺

会当天大家都明白这次是最后一次唱歌跳舞的机会，所以声音很响亮。 

还剩两个星期就要考试了，三月份毕业。我想让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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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乙 木村光希 

十一月四号对我们中三来说是最后一次游艺会，也是最后一次能直接参与

学校的活动。其中我表演的节目有中三的合唱和民乐部的演奏。 

这次游艺会跟去年一样用直播方式进行。民乐部是第一个节目，所以大家

很早就来学校准备乐器和服装，还有人在弹琴活动手指。这时，我体会到了今

天是最后一次在游艺会的民乐演奏。时间很快就到了正式表演的时候。一边走

着去礼堂，一边回想从四年级刚参加民乐部的事情。到了礼堂，还是跟排练时

不一样，气氛紧张起来了。这时，老师跟我们说：“同学们，你们弹错也没有问

题。如果弹错，不要把表情露出来就行。大一点声弹出来，加油喔！我听了这

些话，心里平静了许多。2021年度游艺会开始了，我们要跪坐着演出，不能忍

耐很长时间。但是出乎意料，虽然加上校长讲话的时间，比平常跪的时间长，

难以忍耐。可是一听葫芦丝那么优美的声音，就自然投入到合奏里去了。 

这次游艺会，虽然有些细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在中三的

合唱中，我也许会流眼泪，我在最后的排练中这么想，可是实际演出时报幕老

师说的那一句话，很恳切，使我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这次游艺会完美地结束了。 

 

中三乙 久利映瑠奈 

中学三年级最后的游艺会给我留下了最好又最坏的一个不完整的回忆。 

游艺会从中二的 1月左右开始准备。上音乐课时周老师突然说要开始练习

英文歌，我们还没有真实感。最初我们唱得很不习惯，语言上、速度上都没有

达到显而易见的水平。我们每天在苦战中……这时，听到要加上舞蹈的事情，

终于明白了老师们安排这么长的练习时间的用意了。暑假结束后我们开始慢慢

一点点集中练习，利用课间、课后时间练习的人也多起来了。结果出乎老师们

的预料，我们在屋顶练习时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合唱。我们就这样每天坚持练

习，直到游艺会当天。当天，我们一边好好欣赏每一个节目，一边在黑板上留

言。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感觉到“最后一次”要到来了。游艺会最后一个节

目，同时也是我们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最后一次表演就拉开了帷幕。唱完以后

无法形容的高扬感、成就感、抑制不住的伤感笼罩着礼堂。我流了眼泪表现出

了我对我班的 9年间的不计其数的回忆。这样我们中三最后的游艺会完美地结

束了。 

可是这次的游艺会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不完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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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乙 一井枫花 

时间过得真快。我的九年间最后的学校活动今天就结束了。在神户中华同

文学校参加游艺会也结束了，也是和第 77届的同学们一起参加的课外活动「舞

蹈」生活也到今天就引退了。今年我们中学舞蹈表演了两个舞蹈，一个是《彩

绸飘舞》，第二个是《苗山姑娘》。第一个的名称是从四年级到中二为止一直支

持我们的习骞骞老师给我们取的名字。 

《彩绸飘舞》的表演开始了。一出场，我紧张得要命，发挥得不好，一直

踩到自己的红绸，快要摔倒。有很多次都这样。到了后半，渐渐进入状态，尽

我最大努力，好好发挥了自己的能力。 

第二个是《苗山姑娘》，是第七个节目。在那之前，我们有一个小时左右的

时间换衣服、换发型。这样的时间也是最后一次，想想就觉得很寂寞。这次跳

的《苗山姑娘》是这六年里使我最感到热烈的节目。最后一次的表演能跳这个

舞蹈真的很幸福。 

到了第七个节目，我们紧张起来。音乐响了，我的最后一次的舞蹈表演开

始了。我拼命地跳，开心地跳。真的，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跳到最后，这六

年间的对于舞蹈的感情都化成满眶眼泪。回到理化教室，我的眼泪不停地流下

来了。然后，卸妆的时候收到花，还收到了小礼物，我哭得更厉害了。 

为了这个游艺会，我们从中二的第三学期开始练习英文歌和舞蹈，很难，

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了。当老师报完节目名称《Dynamite》后，我们就开始开

心地唱和跳。我们最后的游艺会在唱和跳中结束了。 

游艺会结束以后，我们要抓紧时间，不仅要学习，还要更加珍惜和 77 届

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子。这次的游艺会将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我永远不会

忘记这次的游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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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生生篮篮球球部部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ババススケケッットトボボーールル種種目目別別大大会会（（新新人人戦戦））  

2021年 11月 3 日、7日、8日  

我校 60：18 長坂 

我校 34：33 高取台 

我校 31：70 本山南 获获得得出出场场县县大大会会的的资资格格 

 

  
  
  
  

10 月 19日（周二）～22日（周五）

小学一二年级利用生活科的时间去中华

菜园挖甘薯。 

10月 14日（周四）仲埜老师
用校内网络为全体老师进行心理
指导讲座。 

10 月 19 日（周二）神户市

小原副市长一行来我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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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生生篮篮球球部部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ババススケケッットトボボーールル種種目目別別大大会会新新人人戦戦  

2021年 11月 3 日、6日  

我校 67：17 友が丘 

我校 27：42 山田 

中中学学乒乒乓乓部部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第第 7755回回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卓卓球球新新人人大大会会  団団体体第第 33位位  

2021年 11月 6 日 

我校 3：0 高取台            

我校 3：0 有野北              

我校 3：0 伊川谷 

我校 2：3 兵庫 

33位位決決定定戦戦 我校 3：2 北神戸  

中中学学棒棒球球部部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  中中央央区区新新人人戦戦大大会会  

2021年 11月 6 日  

我校 0  ：0   湊翔南 

タイブレイク（ 1  ：2 ）  

女女生生排排球球部部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  神神戸戸市市私私立立中中学学校校女女子子ババレレーーボボーールル大大会会  冠冠军军  

2021年 11月 3 日  

我校 2：0 甲南女子 

我校 2：0 啓明     

 



20 
 

 

 

 

 

 

 

 

 

 

 

 

 

 

 

 

 

 

 

 

 

 

 

 

 

 

 

 

 

 



21 
 

    

 



22



23



24



25



26

神戸校 東京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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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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79-222-2909

http://www.pekinkaku.com

神戸本社 
〒650-0004 
神戸市中央区中山手通 3丁目 10-14 日玉ビル 2Ｆ 

TEL 078-222-8088       FAX 078-222-8086 
          携帯番号 090-3974-2866 
       EMAIL：llyang@nichigyoku.co.jp 
東京営業所、九州営業所、日向工場 

日向工場にてISO22000. FSSC22000認証取

代表取締役 楊 立寧

株株式式会会社社 江江山山楼楼

代代表表取取締締役役会会長長 王王國國雄雄 ((第第１１３３届届))

本本部部 〒〒８８５５００－－００８８４４２２ 長長崎崎市市新新地地町町１１３３－－１１６６

TTEELL ((  ００９９５５ ))  ８８２２４４－－３３１１６６２２

FFAAXX ((  ００９９５５ ))  ８８２２４４－－６６１１７７６６

ホホーームムペペーージジ hhttttpp::////wwwwww..kkoouuzzaannrroo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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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