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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本校中学部全体学生的协力，为祝贺学校通讯创刊 700 号创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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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月 6日(周一)～3月 9日(周四)举行第三学期期末考试,请各位家长务

必注意学生的健康,并督促学生努力温习功课。 

(2) 3月 9日(周四)小学还试卷。3 月 10日(周五)全校还试卷。 

(3) 3月 11 日(周六)～18日(周六)的时间如下表。 

 
 
 

 

(4) 3 月 10日(周五)兵库县公立高中升学考试。 

(5) 3月 15日(周二)上午举行本校复校第 78届小六毕业典礼。下午举行本

校复校第 78届中三毕业典礼，详情另行通知。 

(6) 3 月 17日(周五)兵库县公立高中发榜。 

(7) 3 月 20日(周一)举行第三学期结业式,全体学生要在 8点半以前到校。 

(8) 3月 21日(周二)～4月 5日(周三)放春假,在春假期间各年级均有作业,

希望家长督促学生学习,以免荒废学业。 

(9) 4 月 6 日(周四)为了迎接新学期,需要做分班、移动桌椅及清扫校园校

舍等各种准备工作。新中一、新小一以外的学生要在 9点半以前到校。 

(10)4 月 7日(周五)举行 2023年度新生入学典礼。详情另行通知。 

(11)4 月 8日(周六)举行 2023年度开学式, 全体学生需在 8点半以前到校。 

 

  

在在本本月月号号《《学学校校通通讯讯》》截截稿稿之之前前，，收收到到下下列列侨侨胞胞及及友友人人捐捐赠赠的的财财物物，，现现将将

芳芳名名公公布布于于下下，，谨谨致致谢谢忱忱。。 

★ 2月 17日（周五） 明清 先生 捐 100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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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 28日是本校建校 124周年的日子。同时 3月 1日发行的本校第 700
号《学校通讯》，也迎来了她 700岁的“生日”。自去年 4月接任校长之职以后，
有幸能够在我任职期间参与学校通讯第 700号纪念刊的工作，我的心里有一种难
以言表的感慨和激动。学校从 1962年 12月 25日创刊以来，坚持每个月发刊，直
至今日共持续了约 58 年之久。58 年说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但它的背后包含
了老师们多少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奉献，才得以让这本唯一以文字为主记录本校
日常活动的《学校通讯》每次都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老师们编辑的场
景历历在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众多华侨、华人、日本友人在通讯
上登载广告来侧面支持我校。在此，我谨代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向所有的付出的
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同文学校的不断发展以及不辜负前辈们的殷切期待，今后我校职员定会

竭尽全力继续为孩子们的教育努力下去。谢谢。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校长    李  俊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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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学校通讯》第 700号刊行之际 
仿佛只是转瞬之间，《学校通讯》就要迎来 700 号的“诞辰”了，作为学校通讯曾

经的编辑，当我提笔要为第 700 号《学校通讯》写点什么的时候，心中汹涌澎湃，百

感交集，竟不知从何落笔。我的脑海如过电影般，所有与《学校通讯》相关的记忆，

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我初次接触《学校通讯》应该是在 2004 年后半年的某一天。当时，我正惊艳于日

本神户竟然有这么大一所中国人的学校，也就是在那一天，我从老校长金翼先生手中

接过了一本《学校通讯》，看着这本薄薄的月刊，一方面惊叹学生们的中文水平，另一

方面，也随着金校长的介绍翻到了《通讯》后半部的广告。金校长当时的神情，我至

今还历历在目。他说：“我们这所学校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有这么大的规模，离不开

老华侨华人和日本友人，以及社会上热心人士的支持。”当时的杨震雄主任也说：“《学

校通讯》离不开这些广告，广告主都是我们学校背后的支持者啊！”从此，我就和神户

中华同文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围绕着《学校通讯》，我也了解了很多有关神户中华同

文学校与神户华侨华人、以及学校所在的区域社会的各种故事。作为神户中华同文学

校的一名教师，我感恩于前人栽下的大树，而作为学校历史的记录和见证，《学校通讯》

自然责无旁贷。也深知自己肩头所担负的传承责任。 

2005 年 4 月份开始，我作为非常勤受聘于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从此，《学校通讯》

变成了我每期必读的读物。2010 年前后我承担起了《学校通讯》的打字和校对工作。

进而，2016 年起接任了《学校通讯》的编辑工作。从读者到编辑，这不是简单的身份

的转换。从中，我读懂了前人付出的是什么，也明白了自己需要付出的是什么。2019

年起，《学校通讯》又经历了陈奇秀老师、宋毓敏老师、林小燕老师三任编辑，虽然都

很短暂，但“谁解其中味，欲辩已忘言”的感受一定是相通的。 

《学校通讯》这本小小的月刊，是维系学校与家长、学校与社会、学校的前世今

生以及未来的情感纽带。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模糊，甚至淡忘，但作为纸

质媒体的《学校通讯》，它会帮助我们所有人尽可能详尽地留存学校的所有相关记忆。

它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告诉后来人，我们的前人做了什么，我们的前人给我们

留下了什么。继往开来，学校要不断地前进，《学校通讯》也需要保持健康，保持积极

向上的心态，紧随时代的步伐，融入时代的河流之中。 

正因为《学校通讯》的重要性，可以说每任校长对待它都极其严谨认真。每期《通

讯》面世之前，要通过相关老师，向学生约稿。搜集完素材之后，不仅要经过编辑老

师的妙手编辑，还要经过校长、主任的严格把关、校对老师的反复斟酌，才能经由工

厂印刷成册。正如前任校长张述洲先生在 600 号纪念文中所说：“《学校通讯》是大家

的劳动成果，是大家在齐心协力、共同记录着学校的历史。” 

现任校长李俊吉先生对 700 号《学校通讯》非常重视，他未雨绸缪，很早就开始

为 700 号纪念刊约稿，并约与《学校通讯》相关的老教师题词。在《学校通讯》迎来

700 号之际，我衷心地祝愿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历久弥新，《学校通讯》永葆初心。 

                                                         文责：史 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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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 

小二甲 前山琳 

    我有一个又温柔又漂

亮的妈妈。她十分开朗，我

喜欢我的妈妈。 

她有一头乌黑的短

发，平时戴着一副眼镜，一

张小小的嘴巴，还有一排

又白又亮的牙齿。 

她每天给我做饭、洗

衣、收拾房间。她常常去买

东西，有时还会带着我一

起去买东西。等疫情结束

后，她想去美国旅游。 

我很感谢妈妈每天照

顾我。祝妈妈身体健康，越

来越漂亮! 

我的弟弟 

  小二甲 金本晴一郎 

  我有一个又帅又淘气 

的弟弟。他叫金本秀汰郎。

他今年七岁，明年度会和我

一起来同文学校上学。他个

子高高的，头发梳得很整

齐。一张圆圆的脸，一双会

笑的眼晴。还有一排十分整

齐的牙齿。 

    他在家里最喜欢玩小

汽车。他喜欢的颜色是黄

色。他现在会说日语，也会

说一点汉语。我希望今后跟

弟弟玩得更开心。祝你学习

进步。越来越帅! 

 

我的弟弟 

小二乙 任宇翔 

我有一个弟弟叫任

海翔，他 5 岁了。弟弟

个子很矮，头发很多,戴

着眼镜。他爱对我发牌

气,但是也喜欢跟我一

起玩儿。他很喜欢看电

视，画画儿。还喜欢吃巧

克力、桔子。他每天都写

作业。我希望弟弟每天

都坚持看漫画、写作业，

也希望他以后对我不要

发脾气。 

                        我的妹妹                   小二乙 郑云菲 

我有一个又可爱又淘气的妹妹。她是六月的时候过生日。妹妹马上就要上幼儿

园了。妹妹的头发短短的，眉毛弯的，眼睛大大的。妹妹很喜欢去游乐场，也喜欢

玩玩具。我们常常一起去公园玩。妹妹喜欢和我一起玩，也喜欢给娃娃洗澡。我们

俩平时很好但也会吵架。 

希望我和妹妹永远是好姐妹。 

                           我最喜欢的人             小三甲  何梦婷 

我无法说出我最喜欢的人是谁。因为我有很多喜欢的人。 

我喜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和老师。你问我为什么说不出最喜欢的人是谁?因

为朋友带给我欢乐，亲人带给我温暖、勇气，老师带给我知识。 

我的亲人非常爱我，当然我也一样爱我的亲人。我非常珍惜每一天，因为我

会长大，也许有一天我会再也见不到我的亲人。当我不开心对妈妈会劝我说不要

哭要笑才会可爱、要开心，快乐。所以我在心里默默的记在了妈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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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                                小三甲 森山诗 
  我的妈妈是个很温和的人。我爱妈妈因为她很温和。可是有时我做错了事，

她就会严厉地批评我。去年她给我买了很多生日礼物，我很开心。平时妈妈对我的

学习要求很严格。这次期末考试,如果妈妈没有监督我学习的话，我就得不了这么

高的分数。我爱妈妈，等我长大了，我想带妈妈去中国旅游，去上海等大城市玩一

玩。这就是我的妈妈，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爱她。 

 

小三乙 蔡悦荷 

我最喜欢的人是我的爸爸。他有一

头又短又黑的头发，平平方方的脸。长

得好帅呀。粗粗的眉毛下面有一双又细

又亮的眼睛。鹰嘴鼻的下面有一张厚厚

的大嘴巴。 

我的爸爸的性格非常温和。但有时

候也很严厉，生气的时候很怕呢。他心

情好的时候，给我买冰激淋，还陪我去

散步。有一次我们去了九州有的一个游

乐园，我在那里找到了大人也可以玩的

游具，于是我和爸爸一起玩了。我们玩

得很开心。我心里感到特别快乐。 

爸爸很喜欢和妈妈一起喝酒，还喜

欢吃香蕉。他不喜欢吃草莓和面。 

我非常喜欢爸爸。将来我长大以后

也想成为像爸爸那样又温和又热血的

人。希望爸爸和妈妈永远幸福，永远健

康。也希望爸爸妈妈长寿。 

小三乙 周俊熙 

我最喜欢的人是我的妈妈。她有

一头乌黑透高的头发，又圆又软的脸

蛋。漂亮的眉毛下面有一双炯烔有神

的眼睛。细细的鼻子下面一张棱角分

明的嘴巴。 

妈妈的性格又温柔又大方。妈妈

常鼓励我。我做了好事。妈妈会表场

我。有一次妈妈开车的时候,出了交通

事故,妈妈担心得马上来看我有没有

受伤。当时我心里感受到了妈妈对我

的爱。 

妈妈很喜欢打球、做菜和跑步，

妈妈不喜欢玩游戏,也不喜欢虫子和

青蛙。 

我非常喜欢妈妈，将来我长大以

后也想成为像妈妈那样又温柔又大方

的人。希望妈妈永远健康，永远幸福。 

 

 

（上接第 6页） 

哭要笑才会可爱、要开心、快乐。所以我在心里默默地记在了妈妈的话。 

朋友、亲人、老师都是我最喜欢的人。不管喜不喜欢我都祝福大家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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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甲 黄晴怡 

尊敬的游泳老师： 

 您好!很久没见，您最近怎么样?因

为现在新冠肺炎很流行，所以您要多注

意身体。 

最初见到您的时候，就觉得很亲

切，那个时候您给我们很多微笑，我心

里的紧张和不安就被微笑消除了，刚开

始游泳的时候我常失败,您不但不生

气，还一直温和地教我们，有时很严厉，

有时会开个玩笑，考试的时候我不合

格,您也给我安慰，我就会想更努力。 

我最不擅长的是蝶泳，每次游的时

候会在途中停下，那时候您给了我几个

提示，比如脚不要摆得太大，呼吸时间

不要太长，双手的摆动节奏等等。您还

会为我们不断地演示，一遍又一遍地教

我们正确的动作。有了老师的耐心指导

和反复练习，我终于能游到了最后。还

有自由泳，仰泳、蛙冰和蝶泳的二十五、

五十米的计时考试和这以外的计时考

试我也都合格了。我的水平明显提高

了。 

由于课外活动时间的原因，找现在

已经没去上游泳课了，可是以前考试的

结果是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才有的成绩，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老师! 

祝老师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您的学生 黄晴怡 

2022年 12月 21 日 

小四甲 铃木利孟 

亲爱的爷爷奶奶: 

你们好!你们身体健康吗?在过

愉快的生活吗?我觉得跟我一起住的

人中，最喜欢的就是爷爷奶奶。 

好几年没见你们，希望通过这次

写信来传达对爷爷奶奶的感情。我很

想去你们家，但是因为新冠疫情，所

以不能去你们家。记得奶奶是非常喜

欢笑的人，您有时在做缝纫，有时在

做饭，还有时也会和我玩儿。 

爷爷是喜欢钓鱼的人，从我小的

时候开始爷爷就带我到处钓鱼。在我

的爸爸还是孩子的时候也和爷爷去

钓过鱼，我们的感情都是从共同的爱

好中培养出来的，我很喜欢和爷爷奶

奶在一起。我觉得爷爷奶奶家比自己

家更热闹。很想多去几次。 

最后祝你们身体好，心情好! 

你们的孙子 铃木利孟 

2022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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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乙 葵昇峻 

亲爱的弟弟: 

你好!在这封信里我想跟你说说

我的心里话。我想先说“谢谢你做我的

弟弟。每天跟你一起生活我很开心，而

且家里也因为有你变得很热闹。” 

你本来预定在一月生出来，可是

你在十二月就生出来了，所以你不能

马上回家，要住在医院。我记得每天跟

奶奶一起去看你，当时我就想赶快抱

你。从你出生那天起，已经过了四年的

时间。现在你长大了，又顽皮又天真，

我很喜欢这样的你。你平时吃得少，看

起来又瘦瘦的，不过只要你健康长大

就好了。你喜欢的歌我也喜欢，你喜欢

的跳舞我也喜欢，你喜欢的动物我也

喜欢。 

我希望我们一直友好相处，一起

唱唱歌，跳跳舞，每天都过着幸福的生

活。 

弟弟，最后祝你身体健康，努力吃

饭，我永远爱你。 

你的哥哥 葵昇峻 

2022年 12月 21 日 

小四乙 张雅涵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为我付

出的辛苦，也感谢你们给我的照顾、爱护。

今天我想敞开心扉，鼓起勇气把心里话讲

出来。 

首先，我把心里话讲给爸爸听:“谢

谢您像大树一样为这个家挡风遮雨。为我

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不管您有

多忙，一下班就陪我和妹妹一起玩儿，一

起学习。爸爸您是我的后盾，您是我的自

豪。” 

然后，我再把心里话讲给妈妈听: 

“妈妈谢谢您给我们家带来了阳光与微

笑。每天放学见到您，您都像开心果一样

逗我笑，让我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我们最

大的幸福就是妈妈随时随地的陪伴。在我

心里您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长大了，我懂事

了。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个幸福、温馨的家，

我爱你们。 

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永远爱你们的女儿 张雅涵 

2022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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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甲 接煜涵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一

件有趣的事一直让我念念不

忘。 

记得那时我三年级，我中

国的好朋友来日本旅游了，他

的小名叫小石头。我们先去吃

了烤肉之后去了海边，到了海

边我们打算先坐摩天轮。在买

票的时候小石头的妈妈突然大

声地喊:“小石头，小石头，你

去哪了?"但小石头就在他妈妈

的旁边站着。小石头看着他妈

妈有点莫名其妙地说:“妈妈

我在这啊!"我们被逗得哈哈大

笑。坐完摩天轮后我们要去看

海，从摩天轮到看海的地方要

走一段楼梯。在下楼梯时小石

头走得很慢。这时有一个和小

石头穿着很像的衣服的人直接

跳了下来，小石头妈妈紧张地

对着他说:"小石头你怎么变成

了一只小猴子呢?”那个小孩

吓了一大跳看向了小石头妈

妈，小石头妈妈也吓了一跳。

我们看到在那个小孩的旁边呆

呆地看着他妈妈的小石头又忍

不住大笑。 

这就是我的有趣的一件

事。每一次想到这件事都会大

笑起来。 

小五甲 许虹夏  
我的回忆就像海边那各种各样的贝壳，在

海水的陪同下闪闪发光，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

彩，数都数不完。而如今我的手上还握着一颗

最闪光的贝壳，就是这件有趣的事。 

记得那是我四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妈妈让我和妹妹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和

妹妹很快找到那个东西后放到篮子里去付钱

了。因为那天人很多，两个人不能一起排队，

所以我跟妹妹说:“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回来。”

说完我匆匆忙忙地去排队，过了一会儿我付完

了钱，去找妹妹。但妹妹不在那个地方了。我

吓得冷汗直流。心里想:“完蛋了，不是被坏人

带走了吧!这可怎么办!”突然想到她带着电

话，我马上打了电话。还好，电话接通了，妹

妹平安无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我

问 :“ 你 在 哪 里 ?!” 她 说 :“ 我 在 这 里  

呀!”“那这里是哪里呀?”“就是这里呀!”说

了很久，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哪里。但可以确定

的是她在超市内。所以我跟她约了一个地方，

就是自动扶梯前。这么明显的地方一定知道吧。

但是我等了好久，世没等到她。再打电话:“你

在哪里!”她说:“姐姐你在哪里!”我们同时

说:“我在自动扶梯前。”天呀!太奇怪了。我们

是透明人，看不到对方吗?静下心一想，原来这

个超市里有两个自动扶梯。十分钟后，我们两

个终于见到了真是太容易了。我和妹妹都哈哈

大笑起来。回到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

爸爸、妈妈都笑得前仰后合。 

这件有趣的事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每当到

这个超市时，我都会想起这件难忘而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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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乙 佐竹昭文  
在我的生活中，经历过许多事情，

其中有件事让我感到很有趣，并且至今

难忘。 

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和爸爸一

起去公园玩。玩的时候，爸爸突然对我

说:"昭文，你在这等我，我上个厕所，

一会儿就来!”我答应了一声后，兴高

采烈地在草地上抓起鸟儿来，但是不一

会儿就厌烦了。因为我每个快要抓到的

时候，它们就展开翅膀飞到了天空。我

这时候在想：“它们能飞,我为什么不能

飞呀？”于是我学着鸟的样子，伸开手

臂，腿脚一蹬、我还以为我会像鸟一样

飞起来呢!但是我错了。我又想:“飞机

那么重都能飞起来，我为什么飞不起

来?"我就学着飞机的样子，绕着树转起

来越转越快，因为有点晕，我闭上了眼

睛。虽然我快没有力气了，但我仍然努

力着。我想:“我已经飞到空中了吧!睁

开眼睛一看，我竟仍然在地上。结果眼

前一晕没有站稳，一下子就撞到了树

上。我在草地上哭了起来。老爸回来以

后，看到正在哭泣的我，问我怎么回事。

我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他后，爸爸真是哭

笑不得啊! 

这件事虽然过去很久了，但现在想

来仍然会让人觉得很有趣。 

 

小五乙 滝本亚子  
我记得那是我五岁生日的时候发

生的一件事。 

爸爸在外出差，我和妈妈打算等

爸爸回家了一起做一个蛋糕庆祝一

下。 

爸爸终于回家了，他听到以后就

说:“行。”于是我们便开始做蛋糕

了。 

首先，我们找来了很大的面包，然

后我找来了奶油，因为这是第一次做

蛋糕，所以不会挤，我随便一挤，竟然

挤在妈妈的身上，妈妈生气地说:“谁

让你把奶油挤到我身上了!”说着便

挤了点奶油抹在我脸上，爸爸一直在

那偷笑,我听见了便告诉妈妈，妈妈转

身拿出奶油准备挤到爸爸身上，爸爸

机灵地跑开了。妈妈便把奶油挤到爸

爸的后背，爸爸又把奶油挤到了妈妈

的身上，我看见了哈哈大笑跑过去一

起玩“挤奶油"游戏，最后我们一家满

身都是奶油。 

那天的生日令我无比难忘，想到

那件事我就觉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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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甲 郑茉莉 

在我的生活中，给我帮助最大

的人是我的一位闺蜜---悠华。 

悠华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她

经常会把鸟黑的头发系成一个马

尾。她喜欢看动画片和漫画，有时还

跟同学谈论动画片的事情。 

找从小朋友很少，幼儿园时的

好朋友也去了别的小学校，上同文

学校第一天时，我是一个人去的。在

学校我没有可以聊天的人，只能一

个人看别的同学们开心的聊天。我

伤心地快要哭了，忽然一个同学与

我搭了话。她黑黑的大眼睛像宝石

一样闪烁，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连衣

裙，她就是悠华。她特意来跟我搭了

话。但是我居然害羞地低下了头。但

悠华却一直跟我耐心地说着话，于

是我慢慢地对她放下心来了。 

那天以后，我们变成了好闺蜜，

我们每天一起上学、回家，无论是不

是一个班，我们都保持着很好的关

系。她不仅是我在小学的第一个朋

友，她也让我知道了跟朋友聊天是

一件很一心的事。愿我们的友谊地

久天长。 

小六甲 张优澜 
 给我帮助的人有很多，老师在学习上

和精神上给我了帮助，同学告诉我如何与

人交往给了我帮助，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

可以让我写上千字。可如果你问我谁帮助

我“最大”，那我一定毫不犹得的回答是时

时刻刻关心着我的爸爸! 

爸爸不高也不胖，他有一张小圆脸。他

虽看起来不那么高大威猛，但却文质彬彬，

一表人才。他对自己的外表形象非常重视，

平时对我的形象也要求很高。他说: “要

想有一个好的形象，就要有一个健康的身

体。所以一直张来他要求我每晚洗澡之前

锻炼身体。一开始我偷懒，不锻炼，于是他

就陪我一起锻炼。这件事情让明白了一个

道理，坚持做一件事项并不难，只要多你让

这件事情成为习惯。还有，爸爸对各国的历

史很了解，特别是中国历史。从我很小的时

候他就会经常给我讲一些历史故事。那时

候我虽然不是很懂他讲的事情，但这些事

情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现

在上历史课时能毫不费力地记住了汉朝的

开国皇帝是刘邦，也理解了秦始皇不施行

专制就无法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的重

要。这些都归功于爸爸的教导。 

以上只是爸爸对我数不清的帮助中的

两个小例子。总之，在我的心中除了对爸爸

的爱,更多的是敬仰。所次我暗暗的决定长

大后我也会像爸爸一样尽心尽力地做一位

好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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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乙 中村光宏 
在我的生活中，给我帮助最大

的人就是我亲爱的妈妈。我的妈妈

性格温柔，做事积极。我从来没有

看过妈妈消极的一面。 

记得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

一直在说: “我想参加足球队。”
但妈妈年次都回答道: “参加剑道

队才可以参加足球队呀。”但我很

不喜欢剑道，因为那时我对剑道的

印象是使人百无聊赖的一种运动。

但我因为很想踢足球，于是答应了

参加剑道队。从而达到我可以参加

足球队的目的。 

剑道队的练习果然是很无聊

的。快到练习时我一直唉声叹气

的。虽然当时妈妈每次都安慰我。

但我还是打心里不喜欢剑道。看到

我的样子，妈妈可谓是费尽心思，

千方百计地让我开心地去练习。而

我也渐渐体会到了她的良苦用心。

几个月后我学得越来越开心，技术

也越来越高。现在我已经考上了一

级，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多亏了妈

妈。有了她的鼓励我才获得了一

级，才能同时学到礼仪。其实我明

白她一直就知道剑道的好处，所以

才一直鼓励我，帮助我战胜心里的

那个恶魔，才使我尝到了成功的喜

悦。 

现在我很感谢妈妈，她不愧是

那给我帮助最大的人。 

小六乙 霍佳瑶 
我姥姥的性格非常温和。就是我做错

了坏事她也会好好给我讲道理，以理服人。

在我心里我非常信任姥姥，会跟她说出自

己的秘密。姥姥就是那个给我帮助最大的

人。 

记得我在小学三年的时候，当时还在

学游泳，有一次找要参加游泳比赛。前一

天晚上，我翻来翻去睡不着，眼睛瞪得像

铜铃，脑子里一直在想: “如果明天忘了

东西怎么办 ?我明天做错了动作怎么

办?...”就这样睡着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一

点半了。早上起床，我又重新检查要带的

东西，整装出发了。从家到会场，我在车

里再一次检查做到万无一失。会场的气氛

非常紧张。我努力让自已放松，可就在准

备换衣服时，竞然发现忘记带来游泳帽。

因为没好觉而有些昏昏沉沉的头脑瞬间被

吓得清醒了，冒出了冷汗。把包翻了底朝

天也没有，想让爸爸或妈妈给送来，可他

们在上班。于是我只好给年迈的姥姥打了

电话。她听了这件事马上安慰我说:“别

急，大概你在车里检查东西的时候掉出来

了吧。姥姥马上给你送去，你在会场等我

吧。”我心急如焚地在门口等姥姥过来。当

看着气喘吁吁的姥姥千拿泳帽，冲我跑来

的时候，我感动得都要哭了。姥姥拍拍我

的肩膀说:“加油哦！”有了她的鼓励和帮

助，我顺利完成了比赛。 

这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感谢

姥姥对我的鼓励，感谢姥姥给我的帮助。

希望您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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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父爱            中一甲班   樽冈香莲 

我的爸爸看起来有点儿严肃，是一位性格急燥的人。可是他其实是一位对心人。

如果我在做作业遇到了难题时他会耐心教我解题方法，如果我跟朋友去玩儿，玩到

天黑了的话爸爸会担心地来接我。我的爸爸的公司在东京，所以爸爸一直都住在东

京。 

我三岁的时候。我、爸爸和妈妈一起在东京生活。到我上幼儿园时妈妈带我回

到神户，因为爸爸要继续在东京上班，所以他一个人留在东京了。我的爸爸在东京

一个人生活。当时的我很羡慕表姐，她每天能跟她爸爸见面。我的爸爸回到神户跟

我在一起的时间一个月里只有两次，每一次只有一晚两天的短短的时间。学校举行

大活动时，他尽量回到神户来一起参加活动。因为我一直都希望跟爸爸一起生活，

所以，送爸爸回东京的时候我每次都在哭，我的泪不停地流下来。爸爸在一年中还

要去很多国家出差，工作很忙。 

从两年前，我们的生活改变了。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影响，爸爸的公司限制上班

人数，也取消了国外出差。那时我们正在停课，有一天，我们跟爸爸打电话时，爸

爸说：“从此爸爸要用网络工作，所以可以回到神户!”听到那句话我很高兴，因为

我和爸爸大约有七年的时间没有生活在一起，我真的太高兴了! 

现在我的爸爸从早到晚在家，还送我去网球学校。去年的十月，爸爸给我们买

了一只小狗，我对现在的生活又满意又开心!我多么希望能够永远过这样的幸福生

活。 

 

    感恩父爱      中一乙班   白恩赫 

我的爸爸平常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晚上经常给我掖一掖被角，有时担心我

的背包很重，他会送我到学校附近，有时天凉了他会嘱咐我多穿衣服……。 

在一次暑假中的有一天，我发了高烧。那一天，妈妈不在家。我在卧室睡觉时，

爸爸问我想吃什么，我回答说什么都可以。其实当时爸爸也在发烧，但是他还坚持

起床，蹒跚地走到厨房，给我做了他拿手的手擀面。没过多久，爸爸叫我起来吃饭。

我者到爸爸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放在饭桌上，拍一拍身上的面粉，期待地问我“味

道怎样?”我看着那碗面，心里暖暖的。虽然没什么胃口，但是也吃了一小碗。 

吃过饭，我跟爸爸说:“爸爸，你也歇会儿吧!”我看到洗碗池里有很多碗、筷

子和勺子。要洗这么多东西，爸爸也在生病，手脚不太灵活，洗碗白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帮助他的，爸爸不肯，让我快去休息。 

爸爸洗好碗后，走进卧室，直接躺在床上他已经很累了！这顿饭，是我这十几

年中，爸爸给我做的最有味道，最有感情的一顿饭。我在心里想，将来爸爸要是病

了，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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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登台跳舞                中二甲班   冼楚曼 

想问大家第一次登上舞台跳舞是什么时候？可能有人会说:“幼儿园的时候。”

我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登台跳舞的。那时我参加舞蹈部快半年了。那第一

次的舞台是展示我们辛苦练习成果的机会。 

在这半年里，弄错拍子次数最多的是我，走错位置次数最多的也是我，反正在

舞蹈部里跳得最差劲的是我。 

那时候的我曾无数次怀疑过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跳舞，有几次真的想要退部。每

次练习完回到家的时候，我都累得要命。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这样过了半年，

到了中秋节的那一天。 

那一天我紧张得要命，早上去学校的时候我扎了两个丸子头。虽然有人说像米

老鼠，也有人说像哪吒，我都没有心思理会。 

很快到了上台的时候，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生怕把哪个动作跳错。这时

舞蹈部的一名学姐对我说:“不用紧张，跳错了也没事很正常，很快就会过去的。”

听了这话，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但我看到了站在远处的爸爸，我又开始紧张起来

了。一曲跳完，我才放下心来。 

从那以后，每次上舞台我都会调整好心态才上去。现在我是舞蹈部的部长，也

是舞蹈部最高年级的学姐，我要好好照顾学妹们，也要好好珍惜每次登上舞台的机

会! 

                     第一次一个人去买东西             中二乙班   林凛夏  

很多小孩子是从四、五岁就开始一个人去买东西了，但我真正一个人去买东西

是七岁的时候。 

我四岁左右的时候，妈妈曾打发过我去买东西。妈妈说:“你喜欢买东西，今天

试一下一个人去一趟吗?”我心里想:虽然我很喜欢买东西，也喜欢超市，可是要是

回不来的话……妈妈见我的反应不好，就说:“我给你画地图。”但是妈妈对我说什

么，我都只说:“不明白，不想去。”结果还是没去。 

从那以后，我跟妈妈一起去买东西的时候，我的神经常常会高度紧张，怕妈妈

什么时候提起让我一个人去买东西的事。 

过了几年，我开始上学了。那时我在家学着针对低年级的函授教育课程。有一

个“做一做炖菜”的课题。妈妈说:“我教你吧。”但是我说:“您放心吧，我已经上

了小学，买菜、料理我能自己一个人做。今天请您休息一下。”这时的我已经不像

几年前的我一样爱撒娇了，妈妈称赞了我以后，微笑地送我出门。 

我是一个不会辨方向的人，四岁时的我，无论拿着地图、电话也好，一个人出

门是很担心的事情。那七岁的我为什么能做到的呢?因为每天上学校让我会记路了，

所以把超市的位置也记下来了，虽然到了七岁才一个人去买东西，但是那时我确实

感觉到了自己的能力，从那以后，很多事情我都努力自己做，受到了很多人的表扬。 

做没有做过的事情是让人害怕、担心的，可是挑战就能成长。试一试挑战第一

次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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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老师         中三甲班   杉本香铃  

闭上眼睛，回想在同文学校度过的九年。一些片段总是会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回

放。 

一天清晨，我早早地起床了，但太阳公公还没起床。在我乖乖地吃早饭时，太

阳公公一点一点露出了笑容。大地上的花儿、草儿也一下子苏醒了似的，展开了嫩

芽，唤醒了春天。碧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在柔和的微风中翩起舞。 

这天是小学入学典礼的那一天。我怀着期待却又不安的心情来到学校。那天，

我穿着品牌高帮鞋，但六岁的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品味，并不想穿那双鞋，可妈妈非

让我穿，我只得穿了。没想到正是那双高帮鞋给我带来了好人缘。 

典礼结束后，同学都走了。我在教室里默默地坐着，等妈妈来接我。这时，一

位年轻的女老师坐到我旁边说:“你这双鞋好可爱啊!是谁给你买的?”我吓了一跳，

一边回答说:“是妈妈给我买的。”一边心里想:妈妈和这位老师都说这双鞋可爱，难

道这双鞋真的有那么可爱吗?六岁的我还不太懂这世间的人情世故，但现在称想起

来那双鞋真的很可爱。 

四年级分班时，我跟几个好朋友分开了。 只有我一个人。每天下课，中午我

都孤孤单单地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写作业，或者一个人在教材园玩儿。转眼升入初

三，毕业旅行之后，我没能去上学。有一天，一位班主任以外的老师给找打电话说:

“那位一直关心你的老师在等你来。”同时我还听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位老师也

一直默默地保护着我，像天使一样。这位老师就是任老师。 

有了任老师的支持与关心，我又能勇敢地站起来，回到学校读书了。 

谢谢您!任老师。我会永远记住您，您也永远记住我，好吗? 

睁开眼睛，眼前的世界变得一片朦脱，似乎都被水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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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中三乙班   沈丽兰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离开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了。想起在学校度过的一点一滴，

我觉得是那么的依依不舍。在学校，我收获了许多许多，同文学校让我学会了知识

是学无止境的。 

时间过得真快，我已经是初中三年级，要毕业的学生了。我在这九年间里学到

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其中我最感谢的就是能够学习到汉语，能够用上汉语这事情。

从小时候开始我一直在学习外语，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爸妈好想让我学汉语，他

们希望我能够掌握多门语言，做一个有用的人，因此这我来到了同文学校。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但我头脑里一直有印象的就是入学式。那时候我非常紧张，

由于紧张我忘记自己是哪个班级的，我一直东看西看，这时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话，

拉我手一起走到了我班教室，我感到很亲切。从这件事后，我们常常说话，直到现

在我们也还一直是好朋友。刚入学的时候我紧张得要命，但很多周围的同学为我却

很亲切、温和，我想，在小学加上中学的这九年里，和我一起度过的人都是我一人

生中永远的好朋友，这个心是决不会变的。从入学到现在为止，学校也举行了各种

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团结这方面。我真的能够彻底理解了，也学

会了它。“团结友爱·互敬互助”这八字是对我非常重要的，哪怕毕业以后我也不

会忘记! 

我想再次感谢父母让我学了汉语，如果我没上同文学校，我就不能讲、听、说

汉语。谢谢爸爸妈妈。我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度过的这九年时光将会成为我心中最

最美好、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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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周一）利用晨会时间举行了阪神淡路震灾默哀活动。 

1 月 21 日（周六）我校邀请张智仁先生在礼堂举办了演奏会。本次演奏会作为

一般财团法人三江会馆前身的神户三江公所创立 140 周年的纪念活动，得到三江会

馆的大力支持与赞助。 

 

 

 

 

 

1 月 28 日（周六）、29 日（周日）举行了 2022

年度第三学期家长恳谈会。 

我校 16名同学在“第 71回

神户小中特别支援学校书初展

览会”上获奖。 

文体消息 
1 月 22 日

（周日） 

舞狮部参

加了 2023

南京町春

節祭 

2 月 4 日（周

六）舞狮部参

加了第 27 回

西宫国際交

流デー活动 



20 
 

 
＜舞蹈部＞ 

中中学学乒乒乓乓部部  
令令和和 年年度度 中中央央区区中中学学校校新新春春卓卓球球大大会会 男男子子シシンンググルルスス

2023 年 1月 22日    

優勝 大森浩翔          

第 3位 野中就介

第 5位 白 恩赫 

       城 瑛太

           

男男生生篮篮球球部部  

令令和和 年年度度兵兵庫庫・・中中央央区区ババススケケッットトボボーールル交交歓歓大大会会

2023 年 1月 28、29日  
我校 布引

我校 吉田

我校 湊川（ 位決定戦）

  
女女生生篮篮球球部部  

令令和和 年年度度兵兵庫庫・・中中央央区区ババススケケッットトボボーールル交交歓歓大大会会

2023 年 1月 28日      我校 布引  

2023 年 1月 29日      我校 吉田  

《《準準優優勝勝》》

1 月 29 日（周日）舞蹈部参加了 2023 南京町春節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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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届毕业生）

司司法法書書士士法法人人神神戸戸栄栄町町事事務務所所

神神戸戸栄栄町町行行政政書書士士事事務務所所

石石 磊磊

〒650-0023 神戸市中央区栄町通2-4-13 神栄ビル201号
TEL:078-334-7505 FAX:078-334-7506

✉ seki@kobe-sakae.com

司法書士法人
外国人ビザ

申請サポート

（第 届毕业生）

（第 届毕业生）

司司法法書書士士法法人人神神戸戸栄栄町町事事務務所所

神神戸戸栄栄町町行行政政書書士士事事務務所所

石石 磊磊

〒650-0023 神戸市中央区栄町通2-4-13 神栄ビル201号
TEL:078-334-7505 FAX:078-334-7506

✉ seki@kobe-sakae.com

司法書士法人
外国人ビザ

申請サポート

（第 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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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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6
31

31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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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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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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79-222-2909

http://www.pekinkak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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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お陰陰様様でで創創業業5500年年おお陰陰様様でで創創業業5500年年 ●中中 華華 料料 理理 全 席 ☎
阿阿倍倍野野楓楓林林閣閣 天王寺駅すぐアポロビル9F

●アベノアポロスカイビヤガーデン
（夏期のみ）☎ 大阪南地区最大級800迄OK‼

中中 華華 料料 理理 全 席 ☎
堺堺 楓楓林林閣閣 堺東駅前みずほ銀行ビル8階

日日 本本 料料 理理 全 席 ☎
備備 徳徳 堺東駅より徒歩3分

創業江戸から本格的な和食をどう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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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011   神戸市中央区下山手通3-3-1 ｳｪﾙｽﾄﾝﾋﾞﾙ402号
TEL 078-335-1770 FAX 078-335-1660
E-mail：junkou@junkou.co.jp

順順興興通通商商株株式式会会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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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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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亜物産株式会社

世界 ケ国以上からドライブルーツ、ナッツ、農産加工品を直輸入。
種以上を取り扱っております。

〒 神戸市中央区楠町 丁目

ホームページ
※一部ネット販売も行っております。「 」で検索

38

東亜物産株式会社

世界 ケ国以上からドライブルーツ、ナッツ、農産加工品を直輸入。
種以上を取り扱っております。

〒 神戸市中央区楠町 丁目

ホームページ
※一部ネット販売も行っております。「 」で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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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rt@ktd.biglobe.ne.jp



休休舘舘日日ののおお知知ららせせ
  

３３月月 ６６日日（（月月））

３３月月２２００日日（（月月））
    

                     ホームページからホール・会議室の予約が出来ます！！
また、中華会舘で行われているイベントなども、

掲載しておりますので、一度アクセスしてみて下さい。

http://www.zhonghua-huiguan.com
＊中華会舘ビル６階には、ロビーと貸し会議室２室・厨房設備のある部屋が１室。

（各部屋１時間￥２，０００税別・厨房設備利用は別途費用必要）。
＊７階には東亜ホール（１８０名収容）がございます。

 
 
 
 
 
 

【第一会議室：口型／ 人】 【第二会議室：口型／ 人】 【第三会議室：円卓／ 人】 
 
 

【定員： 人ホール面積： ²】

一般社団法人中華会舘
〒６５０－００１１
神戸市中央区下山手通２－１３－９
TEL(078)392－2711 FAX(078)392－2811  関 帝 廟：TEL / FAX（078）341－2872
URL: http://www.zhonghua-huiguan.com
E-mail:art0083@zhonghua-huiguan.com  神阪中華義荘：TEL / FAX（078）691－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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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食食品品・・銘銘酒酒 ・・家家具具 ・・工工芸芸品品 ・・繊繊維維製製品品・・輸輸入入販販売売（（卸卸・・小小売売））

株式会社 東栄商行

代代本本 店店：：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央央区区下下山山手手通通 丁丁目目５５－－６６

元元 町町 店店：：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央央区区元元町町通通 丁丁目目３３－－６６

南南京京町町本本店店：：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央央区区栄栄町町通通２２丁丁目目８８－－９９



神神戸戸中中華華同同文文学学校校 月月刊刊広広報報誌誌広広告告協協賛賛ののおお願願いい

平素より本校学校教育にご理解、ご関心を頂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さて、本校では毎月一回 月刊広報誌の『学校通迅』を刊行しております。誌

面の内容と致しましては、保護者の皆様への連絡事項、学校の予定、ご寄付な

どのお礼、生徒の学校生活の様子や作文、作品などがあります。また、課外活

動での活動成績や地域交流などを写真と共に掲載し、保護者や華僑団体及び

関係者にお送りしております。

本校の年間必要経費を受益者（学生）のみの負担にしますと、毎月の授業料

は現在の約2倍になるため、現在本校では兵庫県、神戸市等の助成を頂くとと
もに、華僑華人の皆様の多大なるご支援を受けながら運営をしております。

しかしながら、今後の校舎修建、設備の拡充、教育面のさらなる充実を図る

ためには財政的にもいまだ十分とは言えない状況です。

そこで、毎月発行しております『学校通迅』に保護者の皆様の事業所等の広

告協賛をお願い出来ましたら誠に幸いに存じます。

この度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により、保護者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も大変

厳しい折とは存じますが、将来世代へのご配慮を何卒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

ます。

末筆ながら皆様のご健康とご多幸を心より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

※広告の原稿につきましては、既成

の広告のコピーもしくはデータフ

ァイルでお送り頂けましたら、当

方で校正させて頂きます。

お申込み、お問合せ先

神戸中華同文学校 事務局

広告担当 林 泰 、梁 文健

Eﾒｰﾙ l-wenjian@ggl.tongwen.ed.jp
Tel 078-341-7885
Fax 078-341-7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