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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建华 
 
一转眼，艾克顿中文学校就要迎来它的三周岁。 回想我

们走过的路程，有许多的感慨。 要说我们学校在大波士

顿地区众多的中文学校中小有名气，并不过分。我们有家

长的热心支持，有各位行政管理人员的兢兢业业的劳动，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一支高水平、全心致力于教学的教师

队伍。教学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老师这

支团队的水平。我们除了正常的教师队伍外，还有一组代

课老师。值得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已经建立了四个教研

组，每个教研组都已经积极地开展了活动，比如组织写教

案，安排老师代课，协调组内的教学观摩活动等。教研组

的成立，标志着我校教师队伍的成熟化和组织化，为学校

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老师的组成是多样化的，有全职老师，也有全职母

亲。有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也有刚上讲台的新

手。她（他）们平时活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到了星期

日，她（他）们便是中文学校的核心。这是一群富有爱

心，具有耐心，默默奉献的志愿者。有的老师生病不能上

课，可她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到别的班去听课，去向别的老

师取经。有的老师家中有婴幼儿，她们宁愿付钱请人照看

孩子也要来中文学校上课。有的老师说，在中文学校干比

上班来劲多了，越干越想干——上班是老板逼着干，这里

是自己想干，两码事！您看，我们有这么好的一群老师，

咱这艾克顿中文学校能办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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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ACLS 春节联欢晚会 
 
一年一度的 ACLS 春节庆祝活动今年将于一

月二十八日晚在学校所在地的艾克顿初中

R.J.Grey Junior High 举行。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的庆祝活动将以联欢会的形式举

行，主要活动包括聚餐，游戏，以及精彩的

儿童音乐舞蹈演出。晚会上还会电视播放北

京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录像。晚餐则将由

著名的中餐馆老四川提供正宗的家乡风味，

主办方面并会提供饮料和比萨饼。 

 

今年的活动是由 ACLS 的家长会发起组织，

费用为成人每位十元，小孩五岁以上二元，

老人和五岁以下小孩免费。为更好地筹划好

这次晚会，组织者建议大家提前登记，这样

您可以享受以上的入场费。晚会当天临时出

席者每个家庭加收五元。 

 

春节晚会的登记活动将在本周日中文学校上

课时在学校大厅进行，也欢迎您通过 email 

向晚会组织者登记，联络地址是

cluo_boston@yahoo.com。 
 

 
 

2006 ACLS Chinese New Year 
Party 

 

Organizer:    ACLS Parent Council 
Time:            January 28th, 2006,   

5:00pm-9:00pm 
Location: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 Cafeteria and 
Auditorium 

 
Food will be ordered from Sichuan 
Gourmet Restaurant (Lao Sichuan) and 
including both spicy and non spicy 
dishes) 
 
In addtion, the organizer will also 
provide pizza and soft drinks.           
 
Activities:      

• Children’s Dance and Music 
Performances  

• Video show: Spring Festival 
GALA in Beijing (Chun Jie Lian 
Huan Wan Hui) 

• Games for children with prices 
(Balloon Twist, Face Tattoo, 
Dog Theme Paper Cutting, 
Lantern Riddles, Ping Pong 
Race, Ring Toss, Throwing 
Darts to Target, Etc.) 

• Games for seniors/adults 
(Cards, Ma Jiang, Chess, etc.) 

• Friendly chats 
 
Schedule of the day: 
 
5:00-5:30 Sign in 
5:30-6:30 Dinner 
7:00-8:00 Children’s Dance/Music 

Performanc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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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orium 
8:00-9:00 Games 
5:00-9:00 Spring Festival GALA 

video show will run 
throughout the night 

 
Admission:        
 
Adult:    $10 
Children 5 and older:          $2 
 
Children under 5 and Seniors are free. 

                
 Walk-ins on the day of the party pay the 
above price plus $5 surcharge per 
family. 
 
All are invite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we do order enough food for all 
participating families, we highly 
recommend you to pre-register.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collection will 
continue this Sunday at Chinese school 
lobby, or by sending an email to 
Carolyne Luo at 
cluo_boston@yahoo.com.  There will be 
a $5 surcharged per family for walk-ins 
without a registration.  Hope to see you 
then! 
 
 

 

【简讯两则】 

 

夏令营 Camp Fair 
 
一月二十五日，在艾克顿的 Merriam 小

学将举办一次今年夏天夏令营的 Camp 

Fair。 

 

这是 Merriam 小学第十二年主办这一活

动。届时，将有各类的夏令营的代表来向

大家介绍他们的情况，并派发各种手册资

料。有兴趣的家长可以在那里得到很多有

关夏令营的有用信息。 

 

Camp Fair 的地点是：Parker Damon 

Building Cafetorium, 11 Charter Road, 

Acton，时间是下午五点至晚八点。欲知

更多细节请与 Cathy Utt 联系(978-263-

9660)，或上网查询 www.MerriamPTO.org。 
 

 

验骨髓献爱心活动和 Kailee Wells 

Update 
 
2003 年 5 月中文学校的二十多位家长为

Kailee Wells 和余健举办了一次 Bone 

Marrow Drive。两年多后的 2005 年 9

月，幸运终于降临到快九岁的 Kailee 身

上：在中国的骨髓库里找到了可用的样

本。11 月，威斯康星州儿童医院为

Kailee 进行了成功的骨髓移植手术。目前

Kailee 正在恢复中。Kailee 在美国的养父

母向所有支持帮助过 Kailee 寻找骨髓的

朋友发出了电子邮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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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学学区区地地产产公公司司
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1-888-430-5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我们是全职、专业的经纪（大波士顿地产专家） 

免费提供房屋估价、咨询 
We are the experts in good school towns 

We also provide assistance on 1031 Exchange for your investment 

陈宏光 

Frank Chen 

781-861-3993 

章鑫明 

Jim Zhang 

617-306-6993

周毅 

Charlie Chou 

617-653-0063

Ray Taraz 

781-861-3993 

赵磊 

Lei Reilley 

781-799-5499 

陈光伟 

Stone Chen 

978-371-8807

黄秀雄 

Peter Huang 

617-331-0883

蔡淑蓉 

Sue-Rong Tsai 

617-792-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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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简讯 
 

The New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Network 

Conference 
 

The New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Network Conference was held in wellesley College 
on Saturday, December 3, 2005. It was hosted by 
Primary Souce,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Elementary Schools and the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Department of Wellesley 
Colleg. Eleven teachers from our ACLS gave up their 
personal time of a whole Saturday and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Dr. Jingheng Ma of Wellesley College 
shared her many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in the 
workshop "Keys to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The 
panel discussion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Engaging Classroom Activaties" provided the much 
needed detailed teaching techniques used in 
classrooms. Dr. Yu-Lan Lin and Dr. Anping Shen 
gave presentations on "AP Chinese update and 
Introduction to Vertical Team Building" and 
"Orientation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Certificate", respectively. 
 
Teacher's Resource -- About Primary 
Source 
 
Primary Source is a New England 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promotes history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by connecting educators to people and 
cultures throughout the world. Since 1989, Primary 
Source has partnered with teachers, scholars, and the 
broader community to provid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curriculum resources for kindergarten through 
12th grade (K-12) educators. 
 
In 1995, Primary Source began focusing significant 
amounts of time and resources to integrating China 
studies into the K-12 curriculum. With major support 

and financial backing from the Freeman Foundation 
and modest additional support, Primary Source has 
used a unique multi-level educational strategy that is 
making a major impact with educators, 
administrators, and students in the New England 
area. 
 
For more infomation you may check its website at 
www.primarysource.org 
 

(by Jackie Xie) 
 

博君一笑 

对话三则： 

老师：（指着地图）小丽，请告诉我美洲在哪

里？ 

小丽：（指地图）美洲在这里。 

老师： 同学们，谁发现了美洲？ 

学生： 小丽！！ 

 

老师： 明明，水的分子式是什么？ 

明明： HIJKLMNO 

老师： 怎么会是这样？ 

明明： 你昨天不是说，水是 H to O 吗？ 

 

甲：你有两个孩子，是吗？ 

乙：不是两个，是一个。 

甲：十一个？ 

乙：不是十一个，而是一个。 

甲：二十一个？ 

乙：……（昏过去了。） 

 

学中文 

• 校长（xiào zhǎng）不是小张（xiǎo 

zhāng）更不嚣张（xiāo zhāng） 

• 考考你，不是烤烤你 

• Walk dog 不是“走狗” 

• 缆车不懒 

• 蓝莓不是烂莓 

• 学校（xué xiào）不单单学萧（xué xi

āo） 

(丹心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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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anna Patterson Ware 

CLS 三级班学生中文作品选 
老师：李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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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XinSha 

新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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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亚洲洲超超市市  AAssiiaann MMaarrkkeett
本月(1/22-2/26)新张大酬宾(Waltham & Westborough 店)

凡购$50 以上, 均打 9 折; 凡购$150 以上, 均打 85 折。

Waltham store  

411 Waverley Oaks Rd #150 
Waltham, MA 02452 

电话:781-788-8878传真:781-788-9188 

 

Westborough store 
 

229 Turnpike Rd  
Westborough, MA 01581 

电话:508-898-0066传真:508-898-2622 

 

营业时间 Sunday-Thursday.10:00 am-7:00 pm / Friday-Saturday   10:00am-8:00 pm

新鲜蔬菜瓜果；新鲜肉类；冷藏食品；美味熟食； 

干货鲜货；地方特产；风味调料；零食小吃；厨具茶具； 

品种多样；清洁卫生；质量上乘；历历在目；任您选购。 

本店诚征有经验收银员，营业员，厨师，有志者请 电话 78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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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骨头的故事 

丹心 
 
有一次，在做教育咨询的时候，一位母亲非常伤

心地哭诉：她的独生子“太没有良心”了！当孩

子小的时候，她爱他如至宝，千般宠万般爱，对

孩子的任何要求，从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家

里一切最好的，都是给孩子的。当吃鱼的时候，

为了怕孩子给鱼刺卡着，总是剔除了鱼骨，让他

吃最好的鱼肉……可是，没有想到，孩子大了，

结了婚了，昨天回到家，当着新娘的面，把鱼骨

头夹到母亲的碗里…… 

 

母亲实在伤心透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原来，当孩子小时，母亲给孩子吃鱼肉，因为物

资贫乏，剔出的鱼骨舍不得丢掉，自己吮了以后

再丢弃。久而久之，孩子只看见母亲总是吮鱼骨

头，误以为母亲“喜欢”吃鱼骨头。在没有“外

人”的情况下，母亲即使吃鱼骨头，也不以为

“杵”，而现在当着新媳妇的面，母亲觉得太没

面子了，所以才更伤心。 

 

其实，这正是我们的“爱”出的差错，是“教

育”出了错。当我们爱孩子，为他们付出的时

候，不能让他们以为，为他们做的一切都是“理

所当然”的，而要让他们知道，大人做的一切，

是出于爱他们，为了使他们能快乐、健康地成

长。家长并不图他们回报。应该让他们懂得，人

应该互相关怀，互相爱护。 

 

上海的“老大昌”是闻名遐迩的蛋糕西饼店。正

因为它的“闻名”，所以价格不菲。以当年的工

资收入。一个月的工资或许只能买几个蛋糕。常

常见到的是：父母花大钱买一小块蛋糕，然后看

着小公主或小王子津津有味地吃着这“高贵的点

心”，即使父母不吃，也显得“心满意足”……

整个的西瓜，太贵了，孩子要吃，怎么办？狠心

买上一小块，孩子吃了，父母也安心了。……久

而久之，养成孩子只知自我，不会顾及别人。有

一次，我碰到一个幸运的过生日的孩子，他得到

了一个生日蛋糕，虽不是太大，但他也快吃不了

了，问他：这蛋糕，你吃不完，怎么办？他的回

答是：“炕起来，明朝喫”（上海话：藏起来，

明天吃），而不是想到和父母家人“分着吃”。 

 

像这样的教育，不是一家如此。所以“吃鱼骨

头”的母亲，今天伤心，其实是当年错误教育的

结果。我们怎能不从这“前车之鉴”中接受教训

呢？我的一位同学对她的双胞胎女儿的教育是：

即使吃一根四分钱的冰棍，也要给父母尝一口。

并不是父母要吃这冰棍，而是要孩子从小懂得，

应该时时想到别人，懂得“分享”。那位母亲做

到了无微不至的爱，却忘了让孩子知道母亲是怎

样爱他的，最后为了这“误解”伤心落泪。 

 

孩子是“可塑”的。从小给以正确的教育、引

导，使他们从小懂得，人不仅需要别人的爱，更

要学会爱别人，关心别人。懂得“分享”会使大

家的生活更有意思。 

 

 

灵魂的声音 

崔勇员 

 

他的声音对于他众多的影迷来说，从来不需要

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电影传奇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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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月底他的祭日，网上他的纪念馆里总有

忠实的影迷去感念。 

 

“玉帝老儿，你那位儿让俺也坐坐!”，在《大

闹天宫》里，他是齐天大圣。 

 

“怎么了杜丘，疲倦了吗？……”“你看多么

蓝的天啊，……”，《追捕》中的唐塔医生这

样对杜丘说。 

 

面对佐罗的剑峰，一句“我是个军人!”，坏人

维尔塔上校显示了军人本色。 

 

“我叫贾格斯，我在伦敦做律师——我，很有

名望。”，这是《孤星血泪》里的大律师。 

 

“痛苦？在人间我只有痛苦，这是别人的节

日，不是我的！” 《巴黎圣母院》里第一大恶

人弗罗洛神父说。 

 

“我没有蜡”，在群星荟萃的《尼罗河上的惨

案》里，他出演为雷斯上校配音。 

 

“银箱大街，闻到钱味儿了”，《悲惨世界》

里他演滑铁泸中士德纳第埃。 

 

“亲爱的阿凡提，你不会骗我吧……沙子一屋

子，金子一袋子...嗯，不对，是金子一屋子..”

《阿凡提》里他是巴衣老爷。 

 

《傲慢与偏见》中，他是长着一张包子脸的考

林斯先生。 

 

《小号手》里他是里面的恶霸中山狼。 

 

《简爱》里和他演对手戏的李梓说起他配的那

场分别戏里，连声叫喊简，喊得就像招魂一

样。 

 

《未来世界》里他是未来世界的管理者达非。 

 

《第四十一》里他是白军中尉。 

 

《王子复仇记》中，他是大臣波罗涅斯。 

 

《龙子太郎》中，为天狗配音。 

 

他演的坏人，比他演的好人多。人们称赞他有

“灵魂的声音”。 

 

他配的欧美片，比日本片要多。不过唐塔医生

是极脍炙人口的。 

 

在网上，他的纪念馆，取名为“让往事在倾听

中苏醒”。 

 

在这个物欲喧嚣的世界，他的声音愈显珍贵和

另类。 

 

他的名字就是邱岳峰。 

 

 

 
中国签证，香港签证 

旅行证，中国护照延期 
www.usChinaVisa.com 

 

 

最高服务质量 
Email Reports 
Web Tracking 

FedEx Shipping 
 

And Low Rate 
$19.95 a Service  

主

要

服

务

回

头

顾

客

新

客

户

靠

朋

友

推

荐



NNNooo...   222888   艾艾艾克克克顿顿顿中中中文文文学学学校校校月月月刊刊刊   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六六六年年年一一一月月月   

11 

 

小笑话 
 

一天，大卫家开车去公园玩。忽然，车颠了

一下，奶奶的假牙掉到座位下，找不到了。

爸爸赶紧把车停到路边，大家都帮着奶奶找

假牙。车里好乱呀，过了十分钟，假牙还是

没有找到。大卫从口袋

里拿出一块钱，对奶奶

说：“您的牙一定是 被

Tooth Fairy 拿走了，

可是她忘了给您钱。”  
 

 
儿童故事 

 
 
 
 
 
 
 

摘自《儿童睡前故事大全》 

 

有只小猫，非常爱吃鱼。买鱼要花钱，钓

鱼又没有耐心，还是养鱼好，随时都有鱼

吃。 

 

这天，小猫到集市去买鱼苗，走到一条小

溪边，看到一群群小蝌蚪摇着大尾巴，游

来游去，它以为是小黑鱼苗，将来一定会

长成一条条大黑鱼。它连忙捞上许多小蝌

蚪，装进瓶子里带回家，放进大瓦缸里养

起来，每天捉小虫子喂它们。 

 

过了些日子，“小鱼苗”渐渐长大，咦！

怎么尾巴没有了，生出四条腿来？ 

 

小猫感到奇怪，就去请教鱼塘养鱼的爷

爷。老爷爷说：“你养的不是鱼苗，是小

蝌蚪，那是青蛙的卵变成的，样子有些像

小黑鱼。不过，你也做了件好事，青蛙是

益虫，能捉害虫保护庄稼，你快放了它

们，我送你一些真正的鱼苗。” 

 

小猫谢过老爷爷，便带着鱼苗回家去，这

次他要真正的养鱼了。 
 

上期答案：动脑筋巧寄包裹 
 

上次，我给大家出了一个小谜语。方方的爷
爷想给她寄礼物，可是邮递员会偷东西。爷
爷寄的盒子必须锁住。方方怎么才能收到礼
物呢？答案是这样的： 
 

1) 爷爷先把礼物放进盒子里，把盒子锁
上， 再把盒子寄给方方。 

2) 方方收到了带锁的盒子，把自己的锁
挂上去。现在，盒子上有两把锁。方
方把盒子寄给爷爷。 

3) 爷爷把自己的锁拿掉，盒子上只剩下
方方的锁了。接下来，爷爷把盒子寄
给方方。 

4) 方方用自己的钥匙就能打开盒子了！ 

想一想，你的办法是不是这样的 
 

【康原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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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一手 

香蕉咖啡面包 

闲暇之时，好收集一些食谱菜谱练手艺。去

年过节之前淘到了一个香蕉咖啡面包的食

谱，用料简单，做法容易，香甜可口，做出

来的面包家里人都抢来吃。在这里抄给大家

分享。 

 

原料： 

面粉（All Purpose） 2杯 

发粉（Baking Powder） 2 茶匙* 

苏打粉（Baking Soda） 2 茶匙 

盐  1/4茶匙 

糖  2杯 

Margarine 　1/4 杯 

鸡蛋  2个 

香草精 1 1/2茶匙 

新鲜热咖啡 1 3/4杯 

香蕉泥 1 1/2杯 

 

做法： 

1. 烤箱预热至325o 

2. 将面粉、苏打粉和发粉放入一中盆混

合待用。 

3. 另取一大盆，将糖、Margerine、鸡蛋

和香草精混合，加入2的混合粉，及

热咖啡。 

4. 将香蕉泥加入3，混合均匀，倒进两

个5in x 9in 的面包烤盆，放入烤箱

烤一小时，即可。 

 

*1茶匙=1teaspoon 

 

 

 

 

 

 

 

香菜保鲜三法： 

香菜有很多种吃法。这里介绍一种香菜保鲜食

法：将买来的鲜香菜洗干净，晾去水分，切碎，

再把切碎的香菜平摊在纸上，放到暖气上烤干，

然后装入塑料袋内。吃起来味道和鲜香菜一样鲜

美，且易保存。 

香菜买来一次吃不完，放在冰箱里不到一周就不

好了。试试把香菜和白萝卜放在一个塑料袋内放

入冰箱，香菜可保持两个星期还是鲜绿的。 

把香菜放在一个盘子里，盘里放些水，一把香菜

在水里泡上一个星期还是绿油油的。想吃的时候

拿一两棵，新鲜极了。不过要注意水不要放得太

多，半盆水就够了。 

【摘自《生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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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 靳宏 

 

我的母亲 

李涣菁 

我的母亲很忙。白天她得上班和接送妹妹上学。我放学

后她还得带我去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弹琴、跳舞、画

画、游泳，等等。 

我的母亲对我很好。她给我一家人买吃的穿的和玩的。

她还给我们做饭洗衣服和跟我们一起玩儿。我喜欢我的

母亲。 

 

高千惠 

我的妈妈对我很好。她有短、黑头发。在她的鼻梁上，

她戴着一付棕色的眼镜。我的母亲挺高的，也挺瘦的。

我爱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平常不上班。我在学校的时候，她在家里读

书、清洁、和烧饭。有时，她会看电视，在电脑上做东

西，和跟我们的小鸟玩。有时，她去外面办事。虽然她

不上班，她还是很忙的。 

 

赵心意 

我的妈妈要每个星期二带我去钢琴老师家。星期三早上

要带我去唱歌。星期天妈妈要带我去滑冰。每天妈妈还

要给我和弟弟做饭。我要是不会做作业妈妈会帮我。星

期六妈妈有时还会带我买东西。有时妈妈带我去散步。

我爱我的妈妈。 

 

韩全全 

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好很善良的人。当我遇到困难的时

候，她总是来帮我。 

我的妈妈每天都要去上班。我就留在家里帮妈妈看住小

弟弟。妈妈每天也要烧饭和烧菜，她每天都很忙。我爱

我的母亲。 

张珊思 

妈妈非常爱我，总是和我一起玩，给我买东西，等等。 

从小妈妈耐心地帮我，教我读书，画画儿，等等。她给

我买玩具、衣服、和好吃的东西。妈妈和我一起玩，一

起笑，一起哭。但是有时妈妈生气，我没听话。有时，

我也生妈妈的气，可是妈妈永远是妈妈，我一直会爱

她。 

 

党傲寒 

我的妈妈做很多事。妈妈给我做饭。她做晚饭时，有时

候做豆腐、菜、米饭、粥等等。我最爱吃土豆、豆腐、

饺子、包子、豆角和葱头。妈妈做早饭的时候就做好吃

的大鸡蛋、牛奶和白面包。中午时，我常常吃从商店里

买的有香肠的比萨饼。 

我也跟妈妈一起买东西。她大部分买吃的东西。她每次

都买香蕉、肉和菜。我喜欢妈妈做的饭和跟她买东西。 

 

邹行健 

我的妈妈是从中国来的。她喜欢吃辣椒。她做的菜很好

吃，每一星期她做一个新菜。她帮我和妹妹做作业。我

很喜欢我的妈妈。 

 

姚伟伟 

我的母亲会给我做饭。她做的饭好极了。我要每天吃她

做的饭。我也觉得她做的饭比餐馆的饭好吃。我吃她做

的饭就会高兴一点。我的母亲还会去商店买东西。她买

菜、肉、面包和别的东西。有的时候我很乖，她也会给

我买玩具和游戏。她买的时候我就会很高兴。我学到的

东西很多都是我母亲帮我的。我有不会的功课不会着

急，我就会问我的母亲。我很高兴有一个聪明的母亲。

我真有一个好母亲。 

 

我的父亲 

张陶然 

我最爱我的父亲。我有一个爸爸、妈妈、爷爷、姥爷、

奶奶和姥姥。我的爸爸真有趣，她买了我很多好玩儿的

东西，和带我钓鱼。我的妈妈给我做很多好吃的饭。她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也喜欢我的爷爷和奶奶。他们把

我带大了。那是为什么我非常爱我的父亲。 

 

王乔伯 

我的父亲是在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人。他每天都和我谈

话，开玩笑，和教我很多关于数学和科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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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位很聪明、很逗的人。他的人很善良。我

要是不明白什么事，我不用担心，因为爸爸一定知道。 

这不是说爸爸惯我。他也会让我好好干正事。 

我真高兴，有这么好的父亲。 

 

学中文是为了…… 

王乔怡 

学中文是为了很多事。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然后我们

的家长会说、写和读中文，我们也应该学中国灿烂的文

化。 

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还带我回中国去看亲戚。那时，和

他们交流就必须用中文。 

最后，中国和美国的交流也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要

好好努力学中文。 

 

张陶然 

我学中文是为了我的姥爷。今年，我要回中国看他。他

就会说中文，所以我要学。如果我不学，我不能用中文

跟他说话。我也有一个姐姐、大姨、奶奶、姥姥和爷

爷，他们都说中文。回中国时，我要用中文跟他们说

话。学中文很重要。 

 

高千惠 

我学中文，所以我能跟我的爷爷、奶奶说话。他们只听

懂中文。以前，我教了他们一点英文，可是他们忘掉

了。老人已经学了太多东西了。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

要学中文。 

现在我说英文，可是我的妈妈和爸爸，奶奶和爷爷，和

他们的爸爸和妈妈，都说中文。虽然妈妈和爸爸会说英

文，但是很多别的人不会。很多人只会说中文。所以，

我要学中文，才能跟他们说话。知道中文就会知道很多

别的东西。 

 

李家辉 

我学中文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觉得不学中文不对。我

也可以跟别的中国人一起联系。以后，我回到中国的时

候，我可以做很多东西，因为我会说中文。我也很喜欢

中国的文化。我看了很多中国电视剧。这是为什么我要

学中文。 

 

李涣菁 

中文是为了可以跟中国人交流。还为了看中文的书、电

视、报纸等等。去中国的时候，还可以知道他们说什

么。出去玩儿可以问路，在商店可以买东西，特别是在

饭店，可以告诉别人我要吃什么。 

 

韩全全 

我学中文因为我要和我爸爸妈妈一起说中文。我学中文

也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应该会说中文和写中文

吧？ 

我十二岁的时候，爸爸叫我去上中文学校。我怕我不会

喜欢。可是现在，我很爱中文学校。我很爱学中文。 

 

李诗洋 

我学中文是为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大国

家，她有悠久的历史。我可以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她的语

言。学中文也会让我变得更聪明。我喜欢学中文。 

我学好中文后可以给外公和外婆写信，还可以跟很多中

国的小朋友交流。我学中文也因为爸爸妈妈要我去学中

文。我想把中文学好。 

 

邹行健 

我学中文是为我学会怎么说中文和写中文。我妈妈和爸

爸都从中国来的。在中国我有很多亲戚。每年我家去中

国玩。我不知道怎么说中文，还可以去中国吗？ 

 

党傲寒 

学中文很有用。要是会中文，就能读中文书。读书能学

到很多东西。会中文也能给亲人打电话。你也能唱中文

歌。有很多人都喜欢听歌。会中文也能给亲人写信。要

是到中国，能问别人问题，你会得到帮助。你也能说中

文。和别人说话。 

学中文不难。学中文要记住字、词和句子，要从听、

说、读、写四个方面学习。学好中文可以帮助我学到更

多的中国文化知识，让我生活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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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刘小江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Keith 

殷博文 

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 Keith。他个子高高的、瘦瘦

的， 像一棵黄豆牙菜似的。我们在一起最喜欢玩躲猫

猫、捉迷藏的游戏，每次都玩得昏天黑地的，痛快极

了！ Keith 像猴子一样，很好动。上星期他来我家玩

时，一刻都没安静过，有时他学小狗，有时他扮拐子，

上窜下跳的，一会儿跑到楼上，一会儿跑到楼下。我们

在一块儿追追打打、蹦蹦跳跳、大喊大叫的，比孙武空

大闹天空还热闹。Keith 真是个活泼、可爱的人！ 

 

我的朋友——Emily 

刘 东 

Emily 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她长着黄头

发和蓝眼睛。Emily 会游泳、踢足球，她还会弹钢琴。 

我喜欢 Emily 是因为她对人很友好。她经常请我去她

的家玩儿。有一次，她请我去参加她的生日 Sleepover 

Party，有很多朋友都来了。在 Emily 的生日 Party

上，我们吃了爆米花儿和蛋糕，做了很多游戏，还看了

一部叫《Elf》的电影。我们玩得真开心！ 

 

我的朋友——佳丽 

田思瑶 

我的朋友——佳丽是一个十岁的、五年级女孩儿，在

Douglas 学校学习。她有棕色的头发和眼睛。佳丽是我

的好朋友，她和我一样会游泳、跳芭蕾、滑雪、画画

儿，她还会吹黑管呢！佳丽是一个很幽默的、“与众不

同”的人。 

有一天，我和她一起去滑雪。当我们来到雪坡上的时候

都吓了一大跳！原来，雪坡结冰了, 我们没法滑雪了。

就在我觉得很丧气的时候，佳丽想出一个好主意，她

说：“ 我们不用滑雪板，就直接在冰上滑就可以

了。” 

我试着滑了几下，“嘿，还挺好玩儿的！”佳丽可真聪

明啊！   

我的朋友——Eddie 

孔令文 

Eddie 的家离我家很近。他也学中文。我们常在一块踢

足球、游泳、打蓝球、跑步、……，我们玩得很好。

Eddie 会帮家里做事儿，秋天扫树叶，冬天铲雪。  

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有一次，我们比赛骑自行车，因为

太着急，他狠狠地摔了一大跤，但是他没有叫，爬起来

接着骑。 

他还是个聪明的人，动手能力强，什么难玩的玩具他都

会。 

Eddie 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朋友——Ingrid 

赵 慧 

我的好朋友是 Ingrid Li,住在 Winchester。她个子高

高的，读五年级。Ingrid 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 

我们家和他们家是好朋友。从我记事起就认识

Ingrid。她喜欢跟我玩 Tamagotchi。有时候，Ingrid

和我爱躲在桌子下面观察大人在做什么，很有趣！ 

Ingrid 有一只小花兔叫 Hazelnut,我有一只小花鼠叫

Chestnut。我们常常谈宠物的事情。我很喜欢和她在一

起。 

 

我的朋友——Breno 

孙 瑞 

Breno 是我的好朋友，他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个高高

的鼻子。当他一笑的时候，就露出了闪亮的牙套。 

我有时去 Breno 家玩儿，我们在一起看电视、聊天、打

游戏机。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还到外面踢足球。我们是

很好的朋友。  

 

我的朋友——AMY 

关园园 

我的朋友叫 AMY，今年十二岁。AMY 的个儿挺高的。 

我们坐一个校车上学，在车上，她总爱说笑话给我听，

让我很开心。AMY 每个星期都去打蓝球。我们最喜欢在

一块儿玩游戏，每次都玩得很高兴。 

 



NNNooo...   222888   艾艾艾克克克顿顿顿中中中文文文学学学校校校月月月刊刊刊   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六六六年年年一一一月月月   

16 

我的 …… 
 

我的爸爸 

蔡凯文 

我的爸爸不胖也不瘦，戴着一副眼镜。爸爸非常爱我、

关心我。他有时送我去游泳池游泳；有时送我去滑雪场

滑雪，他经常帮助我学习中文和英文，还花很多钱给我

请钢琴老师。他真是个好爸爸！  

 

我的弟弟 

汤加华 

我弟弟叫汤宇华。他八岁了，上二年级。弟弟不喜欢干

活儿，却很喜欢跟我玩游戏，像下棋、打牌……。上一

次，弟弟跟我下棋下输了，他没有哭，没有闹。我很高

兴，因为我的弟弟变得懂事了。  

 

我的爸爸 

谷村留美 

我的爸爸很忙，经常出差。当他在家时，总是给我很多

的微笑和关怀。每当我生病的时候，他一定会坐在我的

身旁，给我治病。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可以治好我所

有的病。 

爸爸很喜欢打高尔夫，几乎每个星期六或星期天都去打

球。他打得很好。在夏天的时候，他还经常教我打高尔

夫球。他常说：“如果你做一个高尔夫选手，就可以挣

很多的钱。 ” 

我的爸爸是唯一的好爸爸。 

 

我的妈妈 

谷村留郁 

我的妈妈很漂亮。她做的饭很好吃。妈妈经常辅导我做

作业。她对我的帮助很大。有一次，我起床晚了，没能

赶上校车，妈妈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亲自开车送我去了

学校，结果那天我到得谁都早，我很高兴。我的妈妈真

好！ 

 

我 的 妹 妹 

张洁泥 

我的妹妹叫洁西，她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从小就在一

起玩各式各样的游戏。西西总爱跟我在一块儿。当我弹

钢琴的时候，她在一边读书陪着我；当我洗澡的时候，

她在旁边念书给我听。我很害怕虫子，当我一看到虫

子，就喊西西来帮我抓掉。 

西西很喜欢和我一起帮爸爸、妈妈做事。有一次，西西

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就跟我商量给她洗车。正好前一天

晚上刚下过雨的路上有很多积水，我们就用小桶把路上

的积水装起来，给妈妈洗了车。第二天，妈妈看到了她

的那辆好脏、好脏的车很生气，她告诉我们：“再也不

要这样洗车了！” 

西西还喜欢和我一起搞恶作剧。有一次，在商店里，我

们悄悄地解开了爸爸的鞋带，不一会儿，爸爸发现了他

的鞋与脚分开了。我们站在旁边偷偷地乐了。 

不管干什么，我和妹妹洁西在一起总觉得很快乐，洁西

是我的好妹妹。 

 

我的哥哥 

王 澜 

我有一个很喜欢读书的哥哥。每天放学回家，他一做完

作业，就捧着一本书开始读。甚至有时候我们去买东

西，在停车场，他也捧着书在翻；去参加聚会时，他也

带本书去看。我经常想：为什么哥哥这么喜欢读书呢？  

有一天，我和哥哥去图书馆，我们到那儿没几分钟，哥

哥就借好了书，在那里专心地读书了。那时，我还在慢

慢地找书。找了一会儿，我觉得口渴了，要去喝水，当

我正想跟哥哥说一声的时候，发现哥哥已经不在了。过

了一会儿，他捧着好几本书回来了，给了我其中一本叫

我读。我就坐下来读书了，读着读着，有趣的故事吸引

了我，我忘了口渴。直到读完这本书，我才想起要喝水

的事。 

现在，我知道了我哥哥为什么这么喜欢读书。  

 

我的鸟 

白景怡 

我有只白鸟叫 Frost, 中文名子是“霜”。我弟弟也有

一只绿鸟，可是他的鸟很怕人。我觉得我的鸟挺温柔

的。如果我把食物放在手心上，Frost 就会马上跳到我

的手心上吃食，可有意思了！  

我的鸟很爱吃东西，我们平时喂它很多的鸟食。但有时

我的妈妈想：鸟已经吃得太多了，再吃会撑死的。所

以，她就取走一些鸟食。 

我想，有一天 Frost 会和我做好朋友。 

 

我 的 小 狗 

朱云秋 

我的小狗叫 JUDY。JUDY 是黄色的。她有黑色的眼睛和

鼻子，很可爱。JUDY 的妈妈也是黄色的，她有几个姐

姐和妹妹。JUDY 很喜欢吃，而且吃得很多。另外，

JUDY 最爱去外面玩儿。有时，我带 JUDY 出去散步和跑

步，她跑得可快啦！我爱我的小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