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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来到小菅小学！

　　　小菅村和云南省的村庄很像。小菅村在日本

　首都东京以西大约 100 公里的地方。在奥多摩山

　的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庄。通往小菅村只有公共汽

车和汽车两种方法。虽然是很小的村庄，但是家家

户户都通电和通自来水。

日本

校名：山梨县小菅村立小菅小学

地址：山梨县北都留郡小菅村 4617-2

邮政编码：409-0211

规模：老师 7名，全校学生 28 名

　 小菅小学的孩子们对外国的孩子的学习生活也非

常感兴趣。

 　 学校的教育目标是 “培养爱家乡，爱小菅村，

养成自主自立的精神和拥有梦想的孩子”。

 鼓励孩子们以“丰富心灵，

进取学习，健康成长”

为目标，每天都精神

饱满地学习和玩耍。

　 学校有语文（日语），数学，理科，社会，体育，

美术，音乐，家政等课程。每个季节都有相应的校外

活动和音乐集会，体育节等等。节日和大扫除等也积

极参与。

　 小菅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有六个年级，但是

与大城市的小学相比较的话规模很小。学生也很

少，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同在一个学校就读，所以

学校的老师都像家人一样称呼孩子们。

　 小菅小学的旁边就是小菅初中。小菅小学毕业

的孩子都直接进入小菅初中学习。初中毕业后继续

读高中的话就会去大一点的城镇开始寄宿生活。

高中毕业以后，有

的学生就在城镇里

就业，有的学生继

续读大学。

村庄的人口大约 840 人左右，主要从事农业，林业和旅游业的工作。

小菅村附近是多摩川流域，它也是东京的一个水源。这里有丰富的河鱼，野菜和蘑菇。

村庄的附近有一个叫做小河内的水坝，然后形成了奥多摩湖。村庄里还有温泉，所以从春天

开始到秋天有很多大城市的游客会来度假。冬天非常非常的寒冷，下雪以后道路结冰，有时会封路。

大多数学生都住在村庄的中心，但是住得最远

的学生走路到学校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程！



【２】

投球游戏（游戏规则：分成两组，互相投球，被球

击中的人就算出局，最后成员全部出局后就算失败）

小小记者报

１年级　******　7 岁

喜欢的运动是棒球。梦想是

成为木匠。云南省的河是怎

么样的呢。我们这里的河里

有很多鱼。一定要来看看哦。

这里还有温泉洗温泉能让皮

肤变得很光滑。

１年级　****** 7 岁

最喜欢打游戏。想成为一名木

匠。喜欢和大家一起玩捉迷藏。

云南省有什么好玩的吗。请告

诉我。

１年级　******　７岁

最喜欢玩超级玛丽游戏。想成

为一个木匠。小菅的河里有叫

做真鳟的鱼。烤一下很好吃。

１年级　******　7 岁

喜欢打游戏。将来想成为棒球运动

员。投球游戏很有趣，全校一起最

好玩。

1 年级

2年级

二年级　******　8 岁

我喜欢玩超级玛莉的电子

游戏。长大后我的梦想是

开一家冰淇淋店，然后赚

很多的钱。我们小菅村这

里有温泉，泡温泉的时候

真的很舒服呢。

二年级　******  　8 岁

我喜欢打棒球，我的梦想是

当一名棒球选手。在小菅小

学我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投球游戏？。在小菅村我最

喜欢的地方是家，因为家里

很温暖。

二年级　******　8 岁

我喜欢打棒球，我的梦想是长大

以后当一名奥林匹克专业棒球选

手。我们小菅村这里经常下雪，

很冷。我们小菅村这里最近下雪

很冷，而且雪下得很大哦。在云南，

你们也玩棒球吗？

二年级　******　8 岁

我喜欢画漫画，我的梦想是将来

开一家零食店。我们小菅村有很

多绿树，而且我们这里东西非常

好吃，我最爱吃的是面包。

二年级　******　 8 岁

我喜欢打棒球，长大以后的梦

想是当一名棒球选手。我们小

菅的山上有蘑菇，有野菜。村

里还有钓鱼的地方，在那里可

以钓到很多的鱼呢。有机会的

话，一定来我们小菅玩。
山上的蘑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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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箱（和跳马很相似，但是中间的支撑物换成箱子）

投球游戏（游戏规则：分成两组，

互相投球，被球击中的人就算出局，

最后成员全部出局后就算失败）

小小记者报

3 年级

3年级   ******   9 岁

喜欢的课：体育

喜欢的游戏： 投球游戏（类似于扔沙包）

左图的介绍：这是在小菅村大菩萨山顶

上标有 1897 米的石碑。

3年级　******　9 岁

喜欢的课：绘画手工、理科

喜欢的游戏： 捉迷藏 

左图的介绍：这是正在上体

育课的时候。有的学生在练

习跳马，还有，我也画了一

些在小菅村的动物。

 3 年级　******　9 岁

喜欢的课：体育

喜欢的游戏：扔沙包

祝愿：云南省的小朋友们好

好学习！加油！请一定要来

小菅村玩啊！

→附加 在小菅有一种叫做真

鳟的鱼很有名，我把它画下

来了。

3年级　****   9 岁

喜欢的课：绘画、音乐、英语

喜欢的游戏：扔沙包  沙滩排球  

人猿泰山 跳马

左图的说明：我画的是从教室看

到的外面的景色，还画上了小菅

的鹿，鱼等。

投球游戏（游戏规则：分成

两组，互相投球，被球击中

的人就算出局，最后成员全

部出局后就算失败）

4 年级

４年级　******   10 岁

喜欢的课：体育

喜欢的游戏：投球游戏

对于这幅画的介绍：在我们小学，

有一项叫马拉松大会的活动，我

在三四年级的时候，都拿过这项

活动的第一名。那时候非常开心。

我最喜欢跑步。大家喜欢吗？

４年级　******    10 岁

喜欢的课：理科

喜欢的游戏：阅读

对于这幅画的介绍：这幅画描

绘的是我在一年三次的村里钓

鱼大赛中，拿到儿童组的第二

名时的情景。大家钓鱼吗？我

很想知道中国有怎样的鱼，以

后长大了，我想去中国钓鱼。

４年级　******  10 岁

喜欢的课：体育

喜欢的游戏：投球游戏

对于这幅画的介绍：我们

学校总共有 28 个人。4 年

级有三个男生和两个女生。

虽然人数很少，但是中午休

息时间大家都会在一起玩。

我们还会跟中学一起举办

运动会，是个很好的学校。

4年级　******  10 岁

喜欢的课：绘画手工课

喜欢的游戏：投球游戏

对于这幅画的介绍：这幅画描

绘的是我们在外面玩捉迷藏时

候的情景。如果被扮演鬼的人

拍到了，那就轮到被拍到的这

个人来扮鬼抓人了。还有木头

人和色彩鬼等小游戏。日本有

这些很有趣的小游戏，大家一

定试着玩一下哦。

4年级　******  10 岁

喜欢的课：体育

喜欢的游戏：躲避球

对于这幅画的介绍：这幅画描

绘的是我跟朋友一起玩投球游

戏的情景。投球游戏的规则是

如果被扔中了，就得出局直到

队员全都被扔中，游戏结束为

止。然后按照刚才被扔中的顺

序，重新开始游戏。这个游戏

很好玩。大家一定要玩一玩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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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投球游戏（游戏规则：分成两组，互相投球，

被球击中的人就算出局，最后成员全部出局

后就算失败）

奶汁烤菜（一种烧烤，盖上肉和蔬菜等和奶油）

小小记者报

5 年级

 5年级　******   11 岁

喜欢的课：体育课 家庭课

喜欢的运动：投球游戏（投球游戏的

规则是如果被扔中了，就得出局直到

队员全都被扔中，游戏结束为止）

喜欢吃的东西：咖喱饭

我画的画：小菅村有这样一条瀑布，

瀑布从中间分开向下流，这个瀑布叫

“雄龙”。

5年级　******  11 岁

喜欢的课：体育课 手工和美术课

喜欢的运动：投球游戏

喜欢吃的东西：粗的乌冬面 和挂

面

我画的画儿：小菅村里的温泉浴池，

让人感觉很好的地方。

5年级　******  10 岁

喜欢的课：语文、社会课

喜欢的运动：篮球

喜欢吃的东西：草莓

我画的画儿：这个鸟叫鹪鹩（jiao 

liao）我们这里特有的一种鸟，它

的叫声很大，非常好听，我很喜欢

这种叫声。

5年级　******　11 岁

喜欢的课：数学 社会

喜欢的运动：跳绳

喜欢的食物：奶汁烤菜 

画的介绍：小菅村是虹鳟鱼的人

工养殖在日本首次获得了成功的

地方。四周被美丽的河川等丰富

的大自然所包围着。

A：虹鳟鱼的幼鱼 

B：岩鱼

5年级　******　10 岁

喜欢的课：体育 数学

喜欢的运动： 足球

喜欢的食物： 面条

画的介绍：此画中的鱼是

岩鱼，是小菅村民常食用

的鱼。油炸的岩鱼排香脆

香脆的，非常好吃。

5年级 ****** 11 岁

喜欢的课：音乐课

喜欢的游戏：投球游戏

喜欢吃的东西：水果

我画的画：这幅画叫“银

色的瀑布”瀑布的水好

像银色的丝线一样，所

以起了这样的名字。真

正的瀑布比画中的更

美，瀑布的周围围绕着

树木和小草，看上去非

常美。会让人心情舒畅。

5 年级

  

年
级

5年级　******　11岁

喜欢的课：体育 数学 

喜欢的运动：棒球

喜欢的食物：咖喱饭

画的介绍：图中画的是在小菅村里

的名叫原始村的地方所再现的古代

的竖穴式（注）住居的样子。

（注） 竖穴式：即由地面垂直下挖

成竖向土坑，利用坑壁的作为房屋

的一部分或全部四周墙壁，坑口利

用树干、树枝、树叶、茅草等物搭

成屋顶盖；坑穴的平面有圆形和方

形等。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仰韶文化

早、中期多为竖穴式房屋。依据竖

穴的深浅程度，又可分为深穴式和

浅穴式两种形式。

６年级 ****** 12岁
喜欢的课：算数

喜欢的活动：棒球
画的说明：在小菅小
学，从 3年级开始 练
习打鼓经常在舞台上
演出画的就是我打鼓
时的情景

６年级　******　12 岁

喜欢的课：语文

喜欢的运动：篮球

画的说明：在小菅村有很

多的猴子。有时会跑到田

地里来、 偷吃东西。可是，

看上去好可爱哦。

6年级　******　12 岁

喜欢的课：体育

喜欢的运动：足球

画的说明： 在小菅的山

上，有很多野鹿。 有时

候，你会看到野鹿跑到路

上来。我吃过鹿肉。很好

吃哦！

表
演
打
鼓

小
菅
村
的
猴
子

小
菅
村
的
鹿

提问栏
1 民族服饰一共有几种？

2 民族服饰每天都穿吗？

3 民族服饰是如何制作的？

4 学校的房子有几层？

5 学校里有多少名老师？

6 学校里的课桌是一个人

  一张吗？还是两人一张？

7 学校里有游泳池吗？

8 学校里上课分一节一节课吗？

9 学校里能吃到白饭，在家里

  吃不到白饭吗？

10 为什么一定要喝 50 度的白酒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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