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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Dean of ACLS 

我叫刘鸣，家住 Chelmsford，先生做 IT 工作，女儿今年

5 月大学毕业。本人除全职做美容工作外，兴趣广泛，喜交朋

友，特别爱好饮食、锻炼、养生。有朋友曾经说：“你应该

有你的博客，把你的养生之道，让更多的人享受”。是的，

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有自己的博客。 

我对教中文发生兴趣也是在出国以后。20 年前去日本，

为了女儿（当时 5 岁）不把仅有的一点中文忘掉，自己也把

几乎忘掉的汉语拼音检了起来。其实给她教中文，我是有私

心的，当时就是害怕她那么小，学日文很容易，如果不给她

教中文，以后她一口的日文我就没法和她交流了。现在看到

她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真是感到欣慰，至于感情交流那是

没有一点问题喽。在给她教中文的同时也有日本人想学中文，

我想那正好，我也想学日语。于是又在东京的亚洲文化中心

给日本人教中文，这样 10 年下来我还教出了不少学生，当然

自己的日语也提高很多。10 年前来到美国，WOW！这里的

中国人比在日本多多了，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听到中国话，

我没有必要再担心女儿会把中文忘掉了。现在看来，她不仅

没忘记中文和日文，英文也是越来越好了。倒是我，为了不

把日语忘掉，刚来美国时还在 Westford 高中，给美国孩子教

日语（After school program ）。但由于日语不是母语，英文

又不好，太费劲了，一年后也就把它辞掉了。到现在，日语

忘掉不少，英文提高不大，到底是年龄不饶人啊……。 

我对学校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这可能与我从小生长在

大学环境里有关。从小接触的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小学时就

由大学老师给我们代课，和大学生一起开运动会，在大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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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吃饭等等，每当看到讲台上的老师真是神气极了，也羡慕地不得了。总想，有朝一日

我要是能当老师那多神气。这个梦也就是在 Acton 和 Chelmsford 中文学校才实现了。不

仅真正上了讲台，而且一教就教了 3 年，可算是过了一把瘾。 

这两年，我虽然人没在中文学校教中文，但由于职业（美容师）的关系，打交道的几

乎都是孩子们的妈妈，我们交谈最多的总是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尤其中文学习是我们主要

的话题。平时也喜欢看看与中文教育有关的新闻和文章，经常参加有关中文教学的研讨会

（纽英格兰地区教师研讨会）。当 2007 年美国教育局决定将中文纳入 AP（Chinese 

Advance Placement Program）课时，我几乎高兴地要跳起来。你知道吗，这就意味着中文

在不久的将来会进入美国主流外语的行列。就在前几天又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就是

《Mandarin 3rd Largest Foreign Language in US》。这篇文章说，除了法语、西班牙语外，

标准中文在美国已是第三大外语。从中文纳入 AP 课，仅仅经过 2 年的时间，中文已跃入

美国外语学科前茅，可见发展的趋势之快。是的，从 AP 中文，SAT 中文，小学、初中和

高中的中文课，到中文学校，孔子学院等等，都说明了中文发展的趋势。“学中文吧” 

那意味着未来几十年的机会和财富。  

美国白领精英的教育投资之一，就是让孩子学中文。我们比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又有这么好的中文学校。我愿和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的孩子学好中文。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老师的行列或对我们的教学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请与我联系。 

电话 ：978-558-3130    Email：liuming6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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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of the ACLS Teacher Group Meeting 

 

ACLS Pre-K / K class （K-C 老师唐燕华组织并记录） 

Agenda: 

1. Teacher self introduction 

2. School-year curriculum arrangement:  

Pre-K: teacher self chosen teaching materials. 

K class: use “幼儿汉语” book 1-4 as the core materials. 

3. Teaching schedule: all the teachers (except some TAs) are same as last year, we will keep the 
same teaching structure and pace as last year: finish teaching 40 lessons of 4 books in 30 
classes (two semesters) for K class, coordinate to have similar the teaching speed for each 
class. 

4. Exchange the ideas of teaching:  

• Our group students are age at 4-5, we will focus on teaching children poems, 
songs, daily dialogs to enrich their Chinese vocabulary through games, finger 
plays, storytelling, circle time, etc. And also teaching kids to recognize some 
simpl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have some basic ideas about stroke writing orders. 

• Classroom management: let the students know your expectation; switch the 
topics every 10 – 15 min. to draw their attention; encourage the positive 
behaviors… 

• How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the class activities who usually 
don’t want to or who is shy: 对话练习，接龙练习… 

5. Suggestions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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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students in K class are younger than 5 yrs old who (most of them) are not 
ready for K class yet. Suggest school to modify the registration software and 
automatically set the cutoff date during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 For those students who come from non-Chinese speaking family (one parent is 
Chinese, one is non-Chinese), most of them do not fit in our regular class very 
well (they don’t understand spoken Chinese very well due to non-Chinese 
speaking families.) But their parents still hold higher expectation and thought 
CSL is too easy or slow for their kids. Is that possible to open some classes which 
can fit their needs? (The level and teaching speed between CSL and regular class). 

• It will be great if the school can purchase some big picture books (Chinese or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as part of the teaching tools. 

• It will be also great if the teachers will get some reimbursement for print inks or 
other teaching related cost – many teachers need to print out some teaching 
materials at home first before making copies, especially low grade teachers. 

• Besides $2 / student activity fees each semester, school should consider to 
increase the teaching material budget – low grade class usually consume more 
stickers and little prizes to incentive students which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encourage them learning Chinese. Plus, due to inflation, the price of these little 
prizes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an before.   

 

一年级组会议备忘录（会议由 1-C 老师高维旭组织及记录） 

1. 怎样教授新课与复习旧课？ 

邢老师给学生制作了每一课的生字卡，田格练习纸。学生通过生字卡，复习生字，

锻炼学生生字的运用能力，特别是动口，动手和动脑能力的培养，为将来进一步学好

中文打基础 ！通过在田格练习纸上练习写生字，加强了对生字的进一步掌握。  

龙老师通过让学生背唐诗比赛，加强学生对学中文的兴趣，并随时对学生的表现

及时表扬和发放 stickers 方法给予肯定。 

高老师也制作了每课生字卡，用来学习和复习每课生字，用不同颜色的笔在大田

格纸上示范如何正确书写汉字，制作生字和画小卡片，用游戏的方法带学生复习所学

的知识。制作 bingo 练习题，通过比赛方法复习，订正易错字。  

邱老师在大田格纸上示范书写每课生字，帮助学生正确书写汉字。由于时间关系，

邱老师没有时间和大家更详细的分享她的教学方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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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更好发挥助教和执班家长的作用 

除了高老师 1-C 班。其他三个班有时候执班家长会来帮忙，有时候没有执班家长

来帮忙。建议：任课老师通知马东海这件事，请他帮助解决。每次通知家庭作业时，

给家长提个醒。助教老师在我们四个班，充分发挥了帮助课堂教学的作用！使得每节

课进行的都很顺利！ 

3. 总结 

1. 备课制作教具时充分考虑到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参与到学习活动中

来。 

2. 教学以表扬鼓励为主，刺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 充分发挥助教，执班家长的辅助作用，使课堂教学活泼，有节奏，有效率，有收获。 

4. 希望老师们经常通过 email, 电话等方式探讨教学方法。 

5. 希望老师们积攒练习，复习资料。将来收集在一起，构成我们的题库，方便将来的教

学。 

6. 希望学校帮我们编辑练习纸，放在网上，方便老师下载和使用。 

7. 学校在男女生分配比例上，能否尽量做到男女比例平衡，因为如果男生人数在班里占

多数，老师组织教学会有一定的难度! 

二年级小组会议备忘录（2-B 老师马睿记录） 

1. We discussed the Special 拼音 Drills for the students, because we think the homework 

from the 拼音 Workbook was not enough and the students need more interesting 拼音

exercises to supplement. We have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students. 

2. We discussed the mid-term exam for each class, including what contents to cover, how 

difficult it will be and what the basic grading system will be best for the students.  

3. We talked about how to make the in-class activities more nurturing and stimulating, 

so that the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more actively and feel interested in what 

they learn, rather than just sit there passively and listen to whatever the teacher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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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 also exchanged ideas on classroom management, i.e., how to positively guide and 

deal with special issues of some students’ behavior, in the mean time try to 

avoi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 activities. 

中年级（3-5 年级）会议备忘录 （4-A 老师周小东组织并记录） 

1. Teaching schedule: We discussed our teaching plan and scheduled to teach one 
lesson per two weeks. We will finish our teaching task before January 24. 

2. Midterm and final exam: Midterm and final exams are scheduled around Oct 

8th and Jan.24th. Each teacher herself decides the exact exam date and exam 

according to her teaching progress and students’ Chinese level in her 

class.   

3. Home work and extra teaching materials:  We all think that there is a lot of 

home work in the text books. Each teacher can assign just some or all of 

homework according to students' Chinese level. 

4. Teaching methods: We will take various teaching approaches to make students 

interested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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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异乡 
王晓鹂 

 

每到过年，作为异乡人的感觉便会异常地

强大，强大到夜夜梦回故里。 

 

年轻时候相信生活在别处，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和追求，也对远方、对流浪、对异乡充

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幻想，想象着在不知名的

他乡会遇到永生难忘的眼神，会发生刻骨铭

心的故事，会遭受不堪忍受的苦难，然后，

等岁月老去，抚着白发在黄昏的夕阳下给儿

孙们讲一生的经历。 

 

那时，偏爱着描写和记录异乡生活和感情

的文字，比如泰戈尔的散文诗：“我抛弃了

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海水，

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

条路走来。”比如卡缪的小说《异乡人》，

比如三毛写的《万水千山走遍》，甚至读马

致远的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都因着对流浪的渴望而淡化了那份凄凉。平

日最喜欢哼哼的歌，也与此有关：“不要问

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那时，渴望走得远些，再远些，对每一次

的远行都欢天喜地，迫不及待。 

 

第一次对远行有了伤感，是出国前跟朋友

道别，好友唱了一首歌为我送行：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一醉到天尽头  

也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再没有停下的时

候  

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 

在她的歌声中，想起母亲站在老家的大柳

树下送我远行，强颜欢笑着对我说：“以后

全靠自己了，要保重。”风吹动了她的头发，

拂在我的脸上，痒痒的，让人忍不住地流泪。

那一刻，才忽然意识到，这次离家是要去一

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成为一个孤独的异乡人

了。 

 

“天空没有痕迹，鸟儿却已飞过。” 

 

时光如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自己也在

生活的磨砺下艰难地改变，慢慢入乡随俗，

习惯着身在异乡的生活。每日所见的面孔，

所听的新闻，所说的语言，所吃的食物，十

有八九是异族的，过的，自然也是异族的节

日。然而，尽管也在感恩节烤火鸡，在万圣

节戴面具，在圣诞节挂袜子，在复活节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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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可心底里最亲的还是家乡的节日。许多

在家里过节时不曾留意的细节，越来越清晰，

也越来越上心。比如吃：三十的饺子初一的

面，十五的元宵，二月二的豆子，五月五的

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饼，腊八的粥，都按时

按节的给家人准备好。比如习俗：大年三十

祭祖，新年初一发红包，元宵节挂灯笼，三

月三放风筝，清明化冥币，端午插艾蒿，七

月七找牛郎织女星，中秋节拼果盘，九月九

采茱萸，十月一剪纸衣，腊月二十三蒸糖包，

都尽可能地挤时间去做。至于那些动人的传

说和故事，更是给孩子们打小就讲的。为的

是让自己在异国他乡依旧能感受到家乡的气

息，也让孩子们对遥远的故乡多一份了解。

如今，总算落地生根，有女如玉，可惜孩子

们满口鸟语，欣慰之余还是忍不住的遗憾。

所以，毫不犹豫地把孩子送进了中文学校。 

 

可这一切，依然无法抹去作为异乡人的痛

苦。那种痛，像一根刺扎在脚底，不明显却

让人不舒服，而且，随时随地能感觉到。比

如：别人无法准确叫出自己的名字，买不到

家乡的蔬菜和调料，买不到甚至借不到合适

的中文书和电影给孩子们看，洗衣机坏了没

地方修，秋天看不到金黄的银杏树叶，冬天

看不到红红的腊梅花，离单位最近的中国饭

馆得走二十几分钟，四周的邻居来来去去走

马灯似的换，没地方唱卡拉 OK，不能睡午觉，

孩子们三点一刻就放学，一年一度的老乡聚

会，等等等等。更不用说为了生活不得不放

弃原来的专业，或因为身份的限制无法去工

作、无法买房子、甚至无法贷款买车…… 

 

今天下大雪，学校停课，孩子们在家疯玩，

又跳舞又唱歌的，老大现改了《rain rain go 

away》的词，唱道：“Snow, snow, go away, 

come again some other day, little Katherine wants 

to play, snow, snow, go away……”老二也不甘

落后，扯着嗓子比着吼：“ Ladybug, what do 

you see? It’s going to be a beautiful day. Stop 

your feet, clap your hands, turn around and find 

your seat……” 

 

我站在窗口，看着屋外纷飞的大雪，想起

她们童稚的声音，满心感慨——孩子们成长

的每个细节，无不清楚地展示了她们与我们

的不同：我们童年最喜欢的歌，是《小燕子》

《小兔乖乖》《两只老虎》……而这些不同，

也是自己作为异乡人的最大的证据。好在有

她们的快乐，减轻了离乡背井的孤寂和无奈，

否则，这个夜晚真正称得上是“乱山残雪夜，

孤烛异乡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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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初期 

周沫 

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的迅速增强。凉

州士族豪强，董卓乘虚而入以诛宦官为名自

立为帝， 称汉献帝。以董卓为例，各地豪强

纷纷起兵，割据自立。东汉陷入了内战的混

乱之中。在北方，势力最为突出的有袁绍和

曹操。袁绍连续击败各地豪强占据了冀、青、

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大军阀。曹操四处

征战，从中招买了很多黄巾军的余留人马，

初据有兖州。在其逐渐增强势力后，洛阳的

献帝被其迎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

借朝廷的势力讨伐各地豪强。破袁术，灭吕

布，降张绣，逐刘备。 势力不断扩大，达到

和袁绍抗衡的实力。 

公元 200 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决战。

在官渡之战前期，因为袁绍在兵力上超过曹

操。如果分兵把守是防不胜防，于是曹操将

兵力集中重要黄河渡口上，扼守要隘，重点

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在公元 199 年，

刘备突然起兵反曹，并与袁绍联盟。曹操为

了避免背腹受敌，为了保持与后备的联系，

亲自与公元 200 年二月率精兵袭击刘备，快

速占领沛县，使得刘备全军溃败而不形成威

胁， 并迫降关羽。关羽在后来解救白马之围

的战役中，为操草击败了袁军。持续了一年

的战役，曹操终于以少胜多，大败袁绍，统

治了整个北方。   

 

公元 208 年，曹操率军南下攻占荆州。与在

长江中下游的孙权形成了对立局面。流亡中

的汉皇室后代刘备也起兵欲兴汉室。刘备率

荆州的残余势力要与江东的孙权结合。一时

间，形成了孙刘联合抗曹的局势。刘备三顾

茅庐求得军师诸葛亮为其出谋划策。曹操基

本统一北方后，作玄武池训练水兵，欲一举

南下一统江山。曹操的部队多为北方人士，

不适水战。在抵达樊城后，曹操军出现了水

土不服，战马无粮，和北方后患等弱点，所

谓背腹受敌。孙权坚定了抗曹的决心。孙权

派遣周瑜为大都督，程晋为辅都督与刘备军

一起进驻夏口。虽然，曹操骄傲轻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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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地势人力弱点更加明显。在水上，曹

操部队失去作战能力。将领下令将战船相连，

想在水中制造平地的形式。周瑜手下的一员

猛将黄盖献计用火攻。黄盖假意投降曹操，

在松懈了曹军的戒备下，驾船直入曹军。点

燃草船，因为曹军船船相连，顿时一片火海。

并且迅速蔓延至岸边的营地。曹操大败，退

回了北方。赤壁之战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又

一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赤壁一战后，刘备乘势占据荆州，后入成

都。此后中国形成曹玮，蜀汉，东吴三足鼎

立之势。公元 215 年，刘备与孙权在荆州开

战。曹操乘虚出兵攻占了汉中。对蜀地形成

直接的威胁。在危机之时，刘备与孙权只得

和解，回兵汉中，击溃曹军。在这场战役中，

刘军斩杀曹操大将夏侯渊， 使得曹军失去一

有力战将。公元 219 年，刘备军大将关羽进

攻曹操的樊城，曹操遣使与东吴联盟。孙权

的大将吕蒙也建议借机袭取 江陵。于是孙曹

两军夹击，斩关羽于麦城。孙刘联盟因此而

破裂，然而北方的局势由于孙曹联盟得以缓

解。  

 

曹操在公元 220 年病逝后，其子曹丕在逼董

卓退位后，自立为帝。次年，刘备也在成都

称帝，国号为汉。公元 229 年，吴王孙权在

建业称帝，国号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正式开

始了。 

 

三国初期，虽然仍然后长期的战乱，各国主

要致力于整顿吏治，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

济。在三国中，以曹魏在这方面的成特别突

出。从统一北方后，曹操便开始了展屯田，

使得生产逐渐恢复。曹操又对东汉以来的许

多弊政进行了改革。例如实行法治以抑制大

地主豪强的势力，扫除了宦官和外戚的专权，

吸收中下层地主阶级人物参加政权。魏文帝

时，设立了九品并承认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权

利。这在封建世袭的制度上一个明显的进步。

在蜀国，诸葛亮成为丞相。

在此期间，他严格采用法治，纪律严明，赏

罚分明。蜀国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

和发展。诸葛亮实行了特别政策招抚西南夷，

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开发。吴国在建业后，

着力开发东南地区，共得 43 郡 313 县, 大大

增强了沿海一代经济实力。农业得到发展，

并在航海业上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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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川 
Sichuan Gourmet 

正宗川菜 
www.Laosichuan.com 

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 
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Billerica      Framingham 
978-670-7339   978-670-7348   508-626-0248   508-626-0347 
502 Boston Rd, Billerica MA 01821   271 Worcester Rd, Framingham MA 

http://www.laosich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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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Realty, Inc. 
The true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in real estate!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 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没有卖错的房子，只有买错的房子！ 

We know How to sell and what to buy! 
 

Kathleen Zhang, CPA 
Individual and Corporation Tax Specialist 
We specialize in Tax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Real estate 
taxes; Retirement & Financial planning;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service. 
Not all accountants are created the same! 

 
Our offices: 124 Main Street in Acton and 844 Massachusetts Avenue in Lexington. 

Real Estate:                        CPA Firm: 
(978) 264-0900                   (978) 263-4355 

GoodSchoolRealty.com          Kathleenzhang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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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习作：6 年级 A 班 
指导老师：勒宏 
 

冬天我最喜欢的活动 

孔艾碧 

 滑雪撬是我在冬天最爱玩的活动之一。

当我不顾前后，猛冲在小雪山时，我呼喊着，

“喂！喂！喂！”当速度越来越快时，腾飞

的大风雪吹打到我的脸上，最为有趣。 

每当我和哥哥一起滑雪撬时，我总是在前

面，一会哥哥就从高处跑着跳下来搂着我，

我们一起向前面的小雪山冲过去，有时两个

人都翻倒在山坡下，好玩儿极了！ 

 

郭宁宁 

我在冬天最喜欢的活动是滑冰。我喜欢滑

冰因为我和我的好朋友会在冰上赛跑。滑冰

很好玩，因为滑几下就能滑很远。我在滑冰

的时候我感觉得像我在天上和我的朋友在飞。

有时候，我的朋友会教我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那些动作真的是很难，有时候我还做不出来

呢！滑冰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玩的运动。我觉

得滑冰不止在冬天时我最喜欢的活动，它也

是夏天、秋天和春天的活动。 

 

 

陈理查 

我冬天最喜欢滑雪。滑雪不但好玩，而且

可以锻炼身体。 

我经常跟邻居的小朋友们一起去

Wachusetts 山滑雪。那里有绿道、蓝道和黑

道。绿道最容易，而黑道最难。我刚开始的

时候只会滑绿道，但是现在我都可以滑黑道

了。黑道都是从高山顶开始的。要去那就要

坐缆车。有的缆车快有的缆车慢。我喜欢走

得快的缆车。我和我的朋友们喜欢在缆车上

说话。黑道又有小鼓包又有大陡坡。滑的时

候要控制虚度和注意平衡。要小心绕过障碍

物或者从小鼓包上滑过去。滑雪一定要集中

精力，否则就容易摔跤。滑雪也很累，滑完

几个小时，一身都是汗。 

滑雪又好玩又锻炼身体。每次滑雪我都很

开心。这就是为什么我爱滑雪。 

 

龚尔琪 

冬天我最喜欢的活动是滑冰。 

我是从九岁开始学滑冰。我现在在

Nashoba Valley Olympia ISI 滑冰学校学

Freestyle 二。每个星期六一大早我都要到那

里去上课。我有很多朋友也和我一起学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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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还为我请了一位私人教练，她是一位亲

切的美国老太太。她很耐心地教我每一个动

作。去年夏天我和妹妹还参加了滑冰表演会。 

我很喜欢滑冰，我希望很快就能学会更多

高难的滑冰动作。 

 

张啸秋 

冬天的一天我和弟弟去滑雪，我们高兴极

了。到了滑雪场，我们带上重的滑雪器材去

Ski Lift。当我坐在 SkiLift 上的时候，我往

下看，啊，闪光的白雪多美啊！盖满了山坡

象一张白棉被。挂在树上的雪，象一团团白

棉球。SkiLift 到了山顶，我和弟弟就开始往

下滑。我们滑得飞快，雪在我们的身后飞起

来，象白云。风呼呼地吹过我的脸。当我经

过一个大雪堆时，我向上用力飞到空中，再

落到地上。我很得意没有摔倒。到了山底，

我还想再滑几次。我滑了很多次都没有觉得

累。 

这一天真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篮球 

（无名） 

 冬天我喜欢打篮球。篮球比赛很激烈。

人人希望赢比赛。 

 我常常打篮球练技能。有传球和投球。

还有带球跟防守。练好这些技能，我才能打

好篮球。 

 打篮球需要球员合作。没有合作就没

法赢。 

我要感谢的人 

刘林涵 

节日很快就要到了，这使我想到身边的许

多人。他们平时关心我爱护我和帮助我，使

我能健康成长，幸福愉快。我深深地感谢他

们。 

我首先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天天养

育我，给我做很多好吃的，带我出去玩，和

给我买礼物。我也感谢姥姥、老爷、爷爷、

奶奶、叔叔和阿姨们。他们教我中国历史，

带我出去玩，还送给我东西。我也特别感谢

我的老师们。他们耐心地帮我学习，关心我

成长。我也很感谢我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堂

弟和堂兄。我们常常在一起玩，相互帮助。

我们都很高兴。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报答他们，并衷心

的祝愿他们节日愉快。 

 

杨思宇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但是我最感谢的人是

我妈妈和爸爸。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养

我长大。他们还帮我做很多的事情。特别让

我觉得感谢的是爸爸带我踢足球，学算数。

妈妈带我学钢琴，学萨克斯管。他在我身上

花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我要更加的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要做一名为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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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 

辛韬 

我学中文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坚持我学中

文。 

中文学校的时间不好。在星期天下午 2:00。

因为有中文学校，我有很多活动不去了。 

不去中文学校的人有很多时间。但是不去

学，我觉的不对。 

 

黄宇捷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学习中文。

现在，我认识很（多）汉字。我越学习，越

喜欢中文。我喜欢学中文有很多原因，下面

我会讲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我学习中文可以帮助我与中国人交

流。我到中国就可以跟中国人说话。我也可

以用中文给我的姥爷打电话。我也可以在中

国交朋友。 

 第二，学习中文认（让）我读很多书。

我会认识很多字。我还可以把中文字和英文

字比一比，我也可以看一看他们的区别。 

第三，我可以学到很多中国历史和文化。

现在我正在复习中华文化知识，准备参加中

华文化知识竞赛。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很感

兴趣。我希望通过中文的学习，学到更多的

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 

这些事我学习中文的三个原因。我会继续

努力，希望长大当一个著名的“中国通”。 

 

龚尔琪 

我父亲和母亲都是中国人。一九九八年九

月我出生在中国的上海。我两岁时来到美国。

我学中文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认为中国人

都应该会说中国话，会写中文字。我的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现在都住在中国上海。学

好中文我就能用中文给他们打电话和写信。

学好中文，爸爸妈妈说我长大了还可以回中

国去工作。 

 

韩梦竹 

我学中文有很多原因。一个是妈妈爸爸要

我学。我去中国的时后（候），我可以跟他

们说话。我长大一（以）后，可能会在中国

做个专业。还有，我有朋友在中文学校。这

是我为什么学中文在中文学校（ACLS）。 

 

孔艾碧 

我是中国人的后代。我的爷爷和奶奶都说

中文。每天我放学回家时候，有好多事要和

他们沟通。我不会用中文来说，只好用电子

字典按给奶奶看，就这样也只能是凑合明白。 

 还有，我们家有许多中国历史、文学、

数学的好书都是北京的外公外婆寄来的。中

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我要能看，能增加很

多知识，该多好啊！ 

 

（无名） 

我学中文是为了很多东西。学中文是为了

去中国讲中文。我学中文是为了是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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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识中文。我的家庭在说中文，我要知

道他们说什么。很多人说中文，我要一起说

话。中国是一个大国家。我学中文是为了解

在中国。我大的时候我要用中文做很多工作。

我学中文是为了很多东西。 

 

金敏 

我学中文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我是

中国人，就应该会说中国话，懂中文，跟爷

爷奶奶说话。去餐馆会看菜单，点自己要。

我会看中文电视。会读中文书。会跟中国小

朋友一起玩。长大后去中国旅游和工作。 

 

郭宁宁 

我去中文学校是为了学中文。我从小就觉

得中文很有用。看着爸爸妈妈讲故事，我就

想自己看那些好玩的书。我去了中文学校我

就可以自己看书。我去中文学校也是为了我

的朋友。在中文学校我最好的朋友都在哪里。

大家一起学中文多好玩啊！中文对我来说是

很重要的。 

 

胡蔚岭 

中文学校教给我怎样应对考试。它也让我

知道我的中文比我想像的好。实际上，我学

了不少中文字。经过日积月累，我不仅会说

会写中文，还会听说中文。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都夸我中文有很大进步。中文学校将让我

受益终生。 

 

孙啸秋 

 

 我喜欢去中文学校，因为我要学汉语。 

我的爸爸妈妈生在中国，汉语是他们的母

语。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五千中华文化的汉

语，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重视和喜爱。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我愿意学好汉语，和他

们交流。我很高兴，汉语成为我的第二语言。

我相信将来汉语一定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

和好处。 

 

陈理查 

学中文有很多用处。不但可以跟中国人交

流，而且可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去中

国旅游是更方便。将来会有根多的工作机会。 

我去中国一定要跟爷爷奶奶和别的亲戚们

说中文。说英文他们就听不懂。学了中文就

容易多了。要是不跟那里的朋友说中文，他

们就不会跟我玩了。学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很

有趣。学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就知道更

多的东西了。去中国旅游的时候，要是没学

中文，我就不会读牌子；也看不懂菜单；也

听不懂讲解。中国发展很快。有许多工作要

和中国联系。如果我会中文，将来就会有更

多的工作机会。 

 学习中文很有用。我一定要学好中文。 

 

柴超 

我学中文是为了爸爸、妈妈。他们总是去

中国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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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爸爸还说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

的文化。学习中文可以帮助我了解中国。妈

妈要我学习中文因为他要我跟奶奶、外公、

外婆说话。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去中文学校。 

 

春节 

 
郭宁宁 

春节是中国的古老和传统的节日。春节有

许多习惯，比如扫尘，贴春联，挂年画，发

红包和放鞭炮。很多人春节的时候吃饺子，

年糕和鱼。人们吃饺子是因为你做包饺子的

面要“和面”，“和”字就是“合”的意思。

“合”字有相聚的意思。所以人们把饺子证

明团聚和合欢。 

 

周王君 

我们家来了很多朋友，大家吃饺子，唱歌，

跳舞，吃鱼，年年有余。我还打电话给爷爷

奶奶拜年。 

 

龚尔琪 

春节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

重要的节日。中国有很多不同的风俗习惯来

庆贺春节。人们贴春联，贴窗花，画年画，

放炮仗。 

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全家人要围坐在

一起包饺子过年。我很喜欢吃妈妈包的饺子。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走亲访友，相互拜年。

长辈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今年

妈妈给我和妹妹二十美金压岁钱。今年春节

我过得很开心。 

 

陈理查 

春节，我玩了很多好玩的，吃了很多好吃

的，还得到了压岁钱。 

在春节那一天，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上台

表演唱歌，跳狮子舞。我们唱了《新年好》

和《中燕子》。狮子舞里有四头狮子。这四

头狮子中有两头大的，两头小的。它们走来

走去，又摇头又摆尾巴。表演以后，我家和

我的一个朋友家去了川香园吃了一顿年夜饭。 

们吃了饺子，鱼，羊肉，鸡肉，年糕等等。

大年三十晚上，我得到了一些压岁钱。爸爸

妈妈俩给了我一个大红包。我在中文学校也

得到了两块钱。 

我春节去了学校上台表演，去了川香园吃

年夜饭，还得了压岁钱。我春节过得很好。 

 

史捷 

The Spring Festival takes place in China on a 
certain time on the lunar calendar.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raditional Chinese holidays. It is 
also known as Chinese New Year. 

The Lunar Calendar has 12 animals, which 
are rat, ox, tiger, rabbit, dragon, snake, horse, 
sheep, monkey, rooster, dog and then pig. This 
year is the Tiger. Tigers are brave, competitive, 
and unpredictable. Tigers love to be challenged, 
they have a slight tendency to be selfish, but 
overall, they are extremely generous. They are 
very intelligent and alert. Tigers are also not 
motivated by money o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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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ing Festival has dancing, singing, 
comedy acts and magic tricks. Every year the 
dancing is very cool and so is the magic tricks. 
This year a magician made his hand go through a 
glass table and picked up some coins 
underneath the table. He also made 2 coins go 
through the table. The dancing is very graceful 
and the costumes and choreography are 
beautiful. 

Every year it is traditional to eat dumplings 
on the first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The 
dumpling means that the family should love 
each other. People should also eat a lot of 
vegetables. 

Each year it is traditional to put stickers on 
the windows. It is also traditional to put up a 
upside-down of “福”字. It means that luck 
will come to your home. They also hang 对联 to 
have happiness. People also clean their house to 
get rid of bad memories. And parents give 
money to their children. 

Chinese New Year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fun. 
I hope I will be able to go to a New Year 
celebration in China someday. 

 

师少伟 

二月十四是春节。我去我的朋友家。我们

一起看电视，玩游戏。我们几家吃了饺子，

鱼，年糕，过的很开心。 

今年是虎年，我的本命年。我想我这一年

会有好运气的。 

 

孔艾碧 

今天是年三十，我们家特别热闹。妈妈挂

起了大红灯笼和福字，福字还要倒着挂。说

这是福到了。我自己做了一个小灯笼，里面

装有能发亮的灯光。妈妈夸我“手真巧”。

我把它挂在客厅里。 

爷爷奶奶忙着做年饭，又是包饺子，又是

烧大鱼，还有鸭和鸡等菜。晚饭全家吃得好

饱好饱，还剩一条大鱼。爷爷说：这是年年

有余。 

饭后不久，我们就看中央电视台的“春

晚”，节目很精彩，特别是相声和小品，更

逗人笑。 

又是中国年头一天，我和哥哥给爷爷奶奶

拜年，说新年好！爷爷奶奶祝我们新年学业

进步，还给了我们红包。说是中国自古传下

来的风俗。我们高兴地接过来，接着又给北

京的外公外婆打电视拜年了。 

 

孙啸秋 

春节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

重要的一个节日。小孩子们更是盼望过春节。

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上大红的

春联。在热闹震耳的鞭炮声中迎来了新春。

全家人都在一起吃饺子和丰富的饭菜。大年

初一人们都早早的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互相拜年。祝愿新的一年大吉大利。孩子们

更是兴奋他们会得到很多在人们给的红包。 

春节是最快乐的节日。 

 

金敏 

春节干很多事情。我吃好多好吃的！我吃

米饭，包子，饺子，也吃鱼头。我妈妈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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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中国人放鞭炮！他们也跳猴子舞。

我发现春节人们穿红色，也穿 一些金色。很

好看啊！大人给孩子们钱。春节是一个我很

喜欢的！ 

 

幸韬 

春节有很多传统。一个传统是红包。红包

里面有钱。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可以给你红包。

我爸爸妈妈 送给我的红包有二十块钱。一次，

我爷爷奶奶送给我的红包有一百块钱。 

你爸爸妈妈送给你红包吗？春节有好多传

统，那红包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韩梦竹 

春节的时候，我们吃很多，我们也玩地很

开心。因为我们回家的时候很晚，一上订就

睡觉了。妈妈给我和妹妹红包。红包里有二

十块钱。我和她高兴极了。我们吃了饺子，

因为它们看的是金子。我们也吃了桔子，因

为他象征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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