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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11年年  

66月月号号  
《《学学校校通通讯讯》》  
第第 667799期期  

(1)6 月 1日(周二)起，中学生更换为夏季学生服。 

             男生∶ 白色开领短袖衬衫、条格儿深蓝色长裤。 

             女生∶ 白色开领短袖衬衫、条格儿深蓝色裙子、长裤。 

(2)6 月 5日(周六)举行家长恳谈会。(详细另发通知) 

(3)6 月 9日(周三)朗诵演讲竞赛会。(详细另发通知) 

(4)6 月 10日(周四)为小一、小三全体学生进行耳鼻咽喉科检查。 

(5)6 月 15日(周二)～6月 17日(周四)中三学生举行毕业旅行。 

   6 月 18日(周五)中三学生放假一天。 

(6)6 月 26日(周六)举行 2022年度新小一招生说明会。(详细另发通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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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月 2日(周五)小学还卷日。 

小三甲 杨星玲 小三乙 渡边结依 

 

小四乙 吴采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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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事项 ............................ P2 

※ 鸣谢·导读 ........................ P3 

※ 2022年度招生启事（中文） ........... P4 

※ 2022年度招生启事（日文） ........... P6 

※ 小五学生作文 ....................... P8 

※ 小六学生作文 ...................... P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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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7日(周三)王國雄先生捐 300 万日元。 

★5月 1日(周六)一般社団法人神戸同人联誼会捐 10万日元。 

★5月 6日(周四)柳川俊博先生捐 5 万日元。 

★5月 8日(周六)鄭永熙先生“端午节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捐 1万日元。 

★5月 10日(周一)李家泰先生捐 50万日元。 

★5月 17日(周一)王鹏先生捐 10万日元。 

★4月 17日(周六)張安軍先生捐口罩 2000个。 

★4 月 20 日(周二)株式会社ジェイアンドダブルトレーディング捐额温枪 20

个，口罩 2400 个。 

 

小四乙 青山天音 小四甲 林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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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甲 久保幸阳 

2021 年 4月 6日我升到五年级了。但是我还没有升到五年级的感觉，

所以要多多加油。 

4 月 6 日登校日，我们先回到小四乙班扫地。因为新小四乙班的同学

会来到小四乙班，所以我们要扫得干干净净。 

4 月 8 日又来到学校，去操场参加开学式，校长讲话时我认认真真地

听校长说完了。其次李主任说:“小学一年级走彩虹路。”我很高兴因为我

的弟弟是新小学一年级甲班，一年级走完了，开学式就完了。 

最后是最期待的分班。我紧张地看小五甲班外面贴的名单，我从上面

数第 7个的名字，看见了那里写着 7久保幸阳。那时候知道我是甲班了，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等班主任。第一个来的是李进良老师，但是一分钟后离

开了教室。第二个来的是陈泰江老师，陈老师是十秒后离开教室了。突然

王龙马老师走进教室说:“这一年小五甲班的班主任老师是我。”我很高

兴。 

我今年的目标是努力做好清洁委的工作。因为在工作上加油了的话会

得到奖状，所以我要加油。 

 

小五甲 槌谷龙乃佑 

2021 年 4月 6日，我升到五年级了！ 

前一天我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都睡不着觉了。到了那一天，我先来

到小四甲扫地，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我扫了教室。扫完后是我期待的分班。

看了名单，我是甲班呢！我跟林壱树、刘家惺同班。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等着班主任老师的时候我很紧张。第一次来的老师是李进良老师，但是，

不是班主任老师。其次来了陈老师，但是，也不是班主任，最后来了王龙

马老师，他是小五甲的班主任呢！心里非常高兴。回家时我一边跳一边跑

地回家了。 

我今年的目标是跟去年一样，取得学业奖。所以我要为了这个目标更

要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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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甲 滨本理绪 

4月 5日春假最后一天我很兴奋。因为明天 4月 6日是我们升到五年级

的日子呢。4月 6日这一天是我很期待的日子！！ 

4月 6日来了。分班的时候，我和吕沙月，高桥莱奈，东上碧羽，安元

莲奈，岩本千姬奈一样的班。我很高兴！然后我的班主任是王龙马老师我更

高兴。因为王龙马老师很温和，而且老师的课很有趣。还有，上了五年级暑

假有夏令营，我很期待有更多愉快的事情。 

今年，我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个是打篮球打得更好！升到五年级的话，

小四的学生们会加入篮球部，就有后辈了。那我要细心教给她们打篮球。第

二个是把算术成绩提高。我以前算术考试总做错简单的问题。今年我一定要

细心地想问题，再也不要错。    

 

小五甲 间濑煌大 

4月 6日我很紧张，因为今天是我们学校的登校日。 

我非常期待！我一直想着我的学号是几号呢? 班级是五甲还是五乙呢？

我的班主任是谁呢？ 

最后我被分到小五甲班，跟我的好朋友在一个班！我很高兴，还有了两

件好事。第一件是班主任是最喜欢的王龙马老师。王龙马老师很温和，上课

很有趣，中午和我们一起玩，跟我们聊天，所以我很高兴他是小五甲班主任。

第二件是舞狮部的部员增多了。五年级只有我一个人，我一直担心如果没有

人加入，就会废部。我比以往要更多的练习，我想成为能够指导后辈的前辈。 

我今年的目标是上课要认真听讲，好好做作业，得学业奖和服务奖。最

重要的把身高长高十五厘米。  

小五甲 曹圣骏 

2021 年我终于升到期待的五年级了！ 

我在 4月 5日的时候已经非常想念同学们和老师了。那天晚上我都睡不

着觉了。4月 6日，我们先大扫除，我见到同学们心里非常高兴但也非常寂

寞。因为马上就要跟他们分开了，所以我享受了这 30 分钟跟 4 甲的同学们

最后的扫地了。校长讲完话之后就开始分班了。我知道了我唯一的朋友去了

乙班，我非常伤心。但我也看到了今年第一次在同一班的人。那时我就想我

应该也可以跟这些人交朋友。结果真的可以交到朋友。 

最后我说一下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共有三个。第一、语文期考得 100分，

上课时积极举手，把生字本的字写干净。 我要为了这三个目标努力奔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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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乙 郑茉莉 

  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今年升到五年级了！ 

  四月六日是我们的登校日。早晨七点钟，我的闹钟响了，起床后我去了

学校。首先在小四甲教室打扫。我和悠华是好朋友，我们一起扫教室的各处。

打扫完教室，老师带我们去操场听了老师们的讲话。 

    然后是发表分班的时间了！我希望跟悠华同样的班，班主任老师是王莹

老师或者宋晨阳老师！我们去三楼，找自己的名字。我先去看了甲班，我的

名字没有啊！然后，我又去乙班的名单前，看了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坐下了以后，张国哲老师、宋毓敏老师、李进良老师等等，很多老师进来

了。最后进来的是，小五乙班的班主任老师，她的名字就是“王莹老师”。

我看到了王莹老师，非常高兴。虽然跟悠华不同的班，可是我的两个愿望之

中的一个是实现了！ 

    今年五年级的目标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小五乙 中西凰华 

我升到五年级了。现在很快乐。四月六日是我们的登校日。那我先给大

家介绍到今天为止的快乐的事情。 

   时间过得真快，四月五日了。明天我就能认识新的班主任老师了。我的

朋友会跟我在一起吗？还是去别的班？第二天，我先去了四甲和大家一起扫

地。扫完了去操场，听了校长的讲话之后，我上去，先看了五甲班的名单，

没有我的名字，但朋友的名字是有了。我又去看了五乙班，有了名字！这时，

我想知道班主任老师了。这时，很多老师来了班级但是谁都不是真的班主任。

最后进来的是王莹老师。我想会是这位女老师吗？结果真的是她！我很高兴，

我想在今年与老师讨论更多的事情。 

我这一年的目标是，字写得干净些，得学业奖和奖学金，所以我要更加

努力学习。 

 

小
四
甲 

水
野
梨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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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乙 森下真衣 

   我升到五年级了！前天的晚上，我一直很高兴！ 

我来到了学校，见到了朋友和老师，大家一起打扫，然后我最期待的事

情来了，那就是新五年级的分班。我的心里非常紧张，来到了操场、听了校

长的话，然后看了新年级的班级名单。看着小五甲的名单，没写着我的名字，

可是，我的好朋友在甲班。我想：“还好还有一个好朋友在！”然后看了乙班

的名单写着我和好朋友的名字！我们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我坐下的时候吓了

一跳，因为我的旁边是好朋友崔真莉香呢！其次是等新班主任的时候了，这

时候最紧张。第一个的老师是去年的老师。可是马上就去别的地方了。最后

来的老师是王莹老师，老师说：“我是你们今年的新班主任王莹！”王莹老师

没教过我，所以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最后我们搬课本等，就回家了！ 
去年没有得到学习成绩优秀奖，所以今年想得学习成绩优秀奖，我会努

力的。 

 

小五乙 张崇治 

四月六日我升到五年级了！我们要分班，我感到很紧张，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们来到学校，先进到四甲班的教室，打扫教室。过一会儿，我们的教室

变得跟升到四年级的时候一样干净了。我们来到操场，校长先说话。然后，我

们新五年级来到三楼，三楼比二楼高，我觉得一下子有了成为高年级的感觉

了。我到小五甲班看在门口贴着的名单，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再来看小五

乙上的名单，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我成了小五乙的学生。我进到小五乙教室，

坐在椅子上等班主任来。大约有十几个老师进到教室，可是都不是我们的班主

任。我们大约等了八分钟，一个老师进来了。我想她会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吗?

她站在讲桌前说“我是你们的班主任，王莹”。我吓一跳，可是七上八下的心

情没有了，我放心了。 

我五年级的目标是拿到学业奖和奖学金。我今年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 

小
四
乙 

高
田
茉
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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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甲  刘旻珂 

不知不觉中，上六年级已经快一个月了，时间过得真快！还记得最开始，

我很期待自己的六年级生活，一直想着我会和谁一个班呢，哪一位老师会来

做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呢……现在看来，这个结果简直太好了！不但有我熟悉

的朋友，而且六年级的两位班主任老师都是我喜欢的老师。 

其实我从小就比较淘气，不太喜欢学习，所以成绩上不太优秀。但我现

在的分数比小时候好了很多。还记得小时候，每次考完试后把成绩单拿回家，

妈妈看了都会火冒三丈，但其实是在为我担心，可惜我不太懂。从那以后，

妈妈就给我报了各种补习班，虽然要学习日语、英语、语文和算术，但妈妈

也给我报了我喜欢的画画课，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我已经是小学的最高

年级了，我知道一定要努力提高分数，不让家人为我担心。刚说到我非常爱

画画这件事，所以在学校，我参加的课外活动也是美术部。我的朋友们也是

爱画画的人，所以我们经常在下课或者中午时在一起画画、玩闹、聊天，我

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虽然我的学习还不太优秀，不够努力，但我很爱去学校上学。我喜欢在

学校跟老师愉快地聊天，也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长大。但

愿疫情早日结束，让我能更加没有担忧地、愉快地上学。 

小五乙 刘贝妮 

今年，我升到了五年级了！前一天，我想到明天是登校日我就觉得很紧

张。 

当天，我先去了小四甲教室。一进教室，我就感觉到了很紧张的气氛，让

我更紧张了。我们先要扫地，先分配了是扫地或拔草的两个组。我们组成了

拔草的队，下去拔草了！ 

拔完，我们班去了操场，老师们到司令台讲话。我和朋友一起去五年级

看名单，一看我是乙班！很可惜，我和最好的朋友分开了。但是，我的民乐的

朋友在一起，好开心！进了教室，大家坐好了，有好多老师进小五乙教室。我

不知道哪个是班主任，我紧张得都累了。最后，王莹老师来了，这个就是我们

的班主任，还是我们的民乐部的老师！开心极了！ 

最后，我的目标是好好学习，得学业奖和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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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甲 白恩赫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四月第一次登校时，我就

知道了自己是甲班，班主任老师也是大家都喜欢的老师，我非常开心！可惜我

的好几个朋友被分到了乙班，和我分开了，我有一点儿失望。还好下课后可以

和他们一起玩，想想也不算什么。 

    不知不觉中，六年级的学校生活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就在我还没有完全

适应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是小学生的学长了。我们会定期去帮助新一年级的

小朋友扫地。看着他们一个个儿还那么小、那么天真、可爱，对比之下，我觉

得自己真的长大了不少。我是大前辈了，既然是前辈，我就要有一个前辈的样

子，做他们的榜样，所以在去帮助扫地的时候，我做得特别认真。 

    在六年级，在学习方面，我比较喜欢数学，日语不太好。希望通过这一年，

我能努力把日语成绩提高上来。在这一年，我要严格要求自己，快速完成老师

布置的作业，不丢三落四，好好整理自己的物品。今年，我还担任了学生委副

主席的工作。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会积极配合学生委的成

员们，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为同学们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现在的我们似乎和新冠病毒打起了持久战。在这不寻常的学校生活中，希

望我能克服各种困难，互助互爱，努力学习，让家长和老师们放心。我也希望

和同学们一起度过小学里这愉快的最后一年，并向着中学前进！ 

 

小
三
乙 

黄
妍
晞 

小
三
甲 

藤
原
三
千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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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甲   韩松澈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六年级的第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在这一个月

里，有了一些开心的事情，也有了让我苦恼的事情。 

    升上六年级后，第一件让我开心的事就是我的小考分数有了提高，特别是

算数。第二件让我开心的是六年级有了自然课，今年终于可以做实验了。去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为了避开“三密”，我们没有能做实验，让我感到很失望。

还有一件最开心的，就是我终于成为小学最高年级的同学了！为什么这么开心

呢？因为我想努力做低年级的好榜样。 

    当然在生活上，不只是有开心的事情，我也有很多烦恼。其中让我最烦恼

的就是因为最近疫情又严重了，政府又一次宣布了紧急事态宣言，我们的学校

也因此有了很多限制。课外活动被取消了，不能做练习，也不能参加比赛。这

样，我的生活中一下子少了很多乐趣。 

    和五年级相比，我觉得自己在学习上有了一定的进步。比如在记笔记和听

讲方面，我会很认真。在交友上，我也觉得自己跟别人的关系更加和睦了，我

想再多交一些好朋友。总之，不管是哪方面，我都要刻苦努力，不断提高自己，

哪怕是在疫情期间，紧张也好，还是想快乐地、充满希望地度过小学最后的这

一年。 

 

小六甲   田中爱菜 

     自四月八号开学、升到小学最高年级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快

一个月的时间。对于升到六年级这件事，我有一些兴奋，也有一些不安。因

为六年级的上课内容、知识比我想象的还要难。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高兴的时候就会很高兴，伤心的时

候就会特别伤心。我也不太懂自己的这个性格，不知道这算不算奇怪。但我

的朋友很多。老师说我这个性格或许不是情绪化，而是叫做“率真”，不掩饰

自己的情绪，认为是对的就去做。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朋友们喜欢我吧。今

年我第一次当了学生委员，虽然在学校生活中，偶尔也会跟朋友产生小矛盾，

但我认为这些并不算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觉得当学生委员，锻炼

自己管理大家的能力，也很重要，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要更加努力

去想办法，解决大家的很多问题，让班级变得更好、让大家更团结。 

 

我我升升到到六六年年级级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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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喜欢看书，对钢琴也很拿手。但是在体育方面不拿手，看着朋友们

一个个跑得那么快，我总在心里想着，为什么我这么慢呢。今年我要努力上体

育课，赶上大家。 

    现在，新冠肺炎又严重起来了，我在心里祈祷学校不要停课，让我们能正

常上学，过学校生活。我也不想离开生活了五年多的学校，我想在这第六年里

努力来学校上课，给我的小学生活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也想做弟弟妹妹们的好

榜样，积极改正自己的小毛病，为自己的童年时代留下最深的记忆。 

 

小六甲   林佑成 

    2021 年 4月开始，我们升到了六年级。还记得开学式那天，我们第一次 

走进六年级的教室，看到新教室，我才真正感觉到了自己已经是六年级了。 

我们学校的北边校舍是属于小学的。从一楼到三楼，按年级的顺序逐渐 

上升。三楼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教室。虽然我在五年级时也一直在三楼，但

是小六的新教室对我来说还是很特别的存在，有一种高年级才有的独特的风

格。 

    到了六年级以后，我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努力学习了。因为明年就要上

中学了，再不开始努力，我想我的中学成绩会差很多。所以我决定要认真学

习，但是还有一些感到不安的地方。因为我是习惯早睡的人，到了一定的时

间我就会犯困。如果六年级的作业很多，我怕我会不做完作业就先睡着了。

想着这一点，我想努力提高写作业的速度，因为睡眠也很重要，不能随便牺

牲。 

    在六年级这一年，我想努力做运动。我在运动方面不太擅长，特别是跳

绳和单杠，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想好好练习这两个项目。 

    从紧急事态宣言发布以后，大家更紧张、也更注意卫生方面了，我也很

注意。我希望六年级能顺利地度过，病毒早日被打败，大家都能无忧无虑、

快快乐乐地过学校生活。 

小
三
乙 

李
亚
珠 

小
三
甲 

愛
新
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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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乙  林航成                  

     从四月八日开学升到六年级后，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了，可我还是有一些

不习惯。还记得有一次上学时，我头也没抬地走到进了五年级的教室里，后来

才反应过来，于是赶紧跑了，有点尴尬。我把这个事情说给了朋友听，朋友们

听后哈哈大笑，我却觉得有点儿害羞。哎呀！我真是个糊涂的人！所以，升到

六年级后，我还是一些不安。我常问自己，能过好六年级的生活吗？ 

    但不管怎么担心也好，我已经是六年级的一员了，我是小学的最高年级，

所以我要努力改变自己。以前的我，在上课时不太集中，很多次没有听清楚老

师的话，没有好好听讲，结果没能跟上大家。有时也不知道老师已经讲到了哪

里，甚至更不知道作业是什么。我真的是个迷糊蛋呀！这些都是我的不足，所

以我要努力改变。从这学期开始，我上课要认真听课，集中精神去理解老师说

的话。如果有了不明白的问题，也不要害羞，努力去问老师或者朋友们。老师

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学习、成长的，我可不能放弃。 

 

小六乙  罗佳铃 

    一转眼，开学已经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想谈谈升到六年级的一些

感想和目标。首先，我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是小学最高年级的大姐姐，我

要照顾弟弟妹妹们。第二，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获得着学习成绩优秀奖，但是

在五年级时没有拿到，非常遗憾，所以今年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努力学习，争取

获得成绩优秀奖。另外，在这一年我想多交一些好朋友。 

    说说我自己吧。在班级里，我算是中等身高，有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

我很喜欢聊天儿，也很喜欢笑。对于升到六年级这件事情我一直是很期待、很

高兴的。教我的老师也是和二年级一样的班主任老师，很熟悉，所以我没那么

紧张。 

    在学校，我有拿手的科目和不拿手的科目，但我会努力学习那些不拿手

的，争取全面发展。我现在还上着很多课外兴趣班，比如钢琴、书法和芭蕾舞

等等，去每一个兴趣班我都很努力地练习。在五年级时，我写的字比以前干净

了很多，现在，我的芭蕾舞也有了很大进步。自从六年级的生活开始以后，我

在交友方面也很积极，也交到了新朋友，跟她们在一起聊天儿非常愉快！ 

    现在，日本又宣布了第三次紧急宣言，又变成了很紧张的状态。我要多注

意，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想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地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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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差，我还能给低年级的弟弟妹妹讲题、帮助他们

理解学习内容呢！可光是这些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我要把自己的水平再提高一

些，在这一年里扎实地学习基础知识，为中学做好准备。 

不只是学习，课外活动也要积极参加，努力打篮球。现在是疫情期间，希

望大家努力运动，提高身体免疫力，和病毒对抗到底。 

 

小六乙  井上 仁   

    刚升到六年级没多久，我还有些不安。为什么呢？因为我还不觉得自己已

经上到了六年级。可能是因为我还没发现自己的一些改变吧。但还好班主任老

师是在四年级时也带过我们的老师，我已经很熟悉了，老师也非常了解我，所

以我还是有些安心的。 

    说到没有改变，是因为我在上课时仍然没有做到认真听，偶尔和旁边的同

学说话，没有努力。我有一个姐姐，她就和我不一样，她上课很认真地在听，

认真学习功课、认真完成作业。她时时刻刻努力向上的样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为我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所以我现在想好好向姐姐学习，好好反省自己的不足，

改正缺点，变成像姐姐一样对什么事情都认真对待的人。 

相对于五年级的成绩来说，我现在还是有些进步的。我想在六年级的期考

中，考出好成绩，我的目标是得到学习成绩优秀奖。从一年级开始我一直把这

件事作为目标，但是我的性格比较贪玩，加上努力不够，所以没能实现。正因

为如此，在这小学的最后一年，我更不能放弃，争取拿一次奖，给自己的小学

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最后，我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我们可以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生活 

中，我想在六年级的毕业相册里 

多留下美好、珍贵的回忆。我希 

望同学们都能珍惜每一天，珍惜 

我们现在彼此能够见面的幸福日 

子。 

 
小三甲 沢口瑚華 小三乙 张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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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乙  阿部惠太  

    升上六年级后，我感觉非常愉快，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待。 

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我熟悉的老师，小学六年中，她当了我三次的班主任

老师，共教了我五年的课。因此她很了解我的性格，有了什么烦心事我也会

去找老师商量，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的兴趣是看书和打篮球，我也是学校篮球部的一员。最近我正在努力

练习投三分球，这个很难，但投进的话，我就会非常开心，很自豪。我的朋

友也是篮球部的，因为大家经常一起练习篮球，一起回家，所以自然的就成

为了亲密无间的好友。虽然在这期间，有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转学了，非常

遗憾，但我很珍惜跟他们一起玩篮球的日子。 

今年做了体育班长，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为大家工作。还记得小

时候父母常对我说：“不要把你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强加给别人。”所以我在

努力控制自己这种意识，不给别人添麻烦。虽然有了“体育班长”的头衔，

但对我来说还不够完美，因为有些科目我不太擅长，就比如语文的作文。不

过为了学习写作文，从今年开始我去了私塾学习怎样写作，希望我的努力早

日被看到。我拿手的科目是算术，特别是在做算术题方面得到了老师的夸奖。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理科，因为可以做实验，理科的知识不但有用，而且有趣。 

现在日本的疫情又严重了，导致我们的篮球比赛也做不成了。自从四年

级入部以来，我只参加过一次练习比赛，非常遗憾。不过哪怕是这样，我也

会在家单独练习运球，去公园跑两千米。希望紧急事态宣言快一点儿解除，

尽早可以参加比赛。我想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不聚集，勤洗手，戴口罩，增强

防范意识的话，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恢复往日愉快的平凡生活。 

 

 

 

 

 

                                            

紧急事态宣言期间，我校实行实体课兼网课同步进行。为此，老师们在 4

月 24 日（周六）和 4月 26日（周一）进行了网络课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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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乙 周凡越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我已经升到了小学的最高年级——六年级。虽然我们

学校还有中学部，但按照在公立学校来算的话，六年级就是学校里的最高年

级，我们就是大哥哥、大姐姐，所以我要在这一年更加努力。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见到陌生老师或者新同学时不太敢接近，也不

太敢去主动找人聊天儿的孩子。考试的时候也是一样，老师一走过来，我就会

紧张。但升上六年级后，我觉得自己有点儿改变，不再那么内向了。也因为上

课的内容都很有趣，特别是算术课，所以我很开心，紧张感少了很多。但是日

语课上，有时我还是忍不住犯困，所以今年我要好好坚持下去，保持成绩好很

重要，但一直努力，上好所有的课才更重要。 

在交友方面，我觉得朋友们都对我很好，但我的朋友数量不多，所以我希

望在这一年里，努力多交一些新朋友，这样升到中学时，就能有更多的朋友来

找我玩了。在运动方面，我一直是不太擅长的。但六年级开学后，在体育课测

50 米跑时，我的成绩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我高兴极了！这也让我又有了努力

做运动的动力。 

今年又是特殊的一年，疫情还在，但我们不知不觉又长大了一点儿。虽然

五年级时没去上夏令营，我们非常遗憾，可我仍然非常期待今年的小六毕业旅

行。这小学阶段最后的童年时光，我想不留遗憾的、充实的把它过完。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第第 6611回回ふふれれああいい大大会会少少年年野野球球大大会会  

2021 年 4月 3日，11日，18日 

    我校 4 - 2 西神 A   4/3 

    我校 0– 7  名谷 A   4/11   

 我校 1 - 8 春日台 A  4/18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神神戸戸市市市市民民大大会会ﾊﾊﾞ゙ｽｽｹｹｯｯﾄﾄﾎﾎﾞ゙ｰーﾙﾙのの部部((女女子子のの部部))  

2021 年 4月 24日 

我校 77 - 15 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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