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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教务会 

教务 —— 刘鸣、石红月 

 

每年开学前，教务都要组织一次给全体中文老师的教务

会，目的是让老师，尤其是新老师，了解学校的组织管理方

式和语言课的设置安排。今年的教务会是 8 月 31 日晚在

Acton 图书馆举行的，有 90%的老师和 TA 出席了此次活动。

大家经过暑期的修整、休息，都迫切想知道学校对新学期的

安排和计划。 

此次活动得到了中文学校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董事会会

长苟燕妮，家长会会长陆青都出席会议，跟老师见了面。她

们向老师介绍了董事会的职责范围和家长会的职责范围，表

示了对老师、对学校教学的支持。所有 Admin 的成员也应邀

出席，并向老师们介绍了各自的职责范围。校长史建英和副

校长李日新都是中文学校的长期志愿者，之前是中文学校的

老师，也担任过教务主任，除了最新加入的老师，大家都熟

悉她们了。校长助理邱敏介绍了高中生志愿者的组织与管理

的情况，请老师们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在服务社区

的过程中成熟成长。老师们也认识了管理团队的其他人员，

负责注册的 Sharon，负责财务的阮静和蔡国红，文体主任陈

挺。校刊主编李伟请每个新老师写个自我介绍给校刊，也请

老师们多给校刊写稿及提供学生们的作品。总务荣燕给新老

师带去了新学期需要的教学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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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里管教学事务的唐燕华给老师们介绍了经过整个夏天准备，已初具规模的老师

Web Center，并鼓励老师们利用此网页，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教学体会和教学小道具与大

家一起分享。接着，刘鸣介绍了学校的组织结构，现有的语言课程设置，教研组的分组及

各组组长，老师的注意事项尤其是开学的准备、与家长的沟通等等。石红月介绍了包括老

师的考勤，待遇，报销等方面的规定。最后各小组聚集在小组长周围，大家相互介绍、认

识，好一番热闹的场面。 

这里我们把老师教务会上介绍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并感谢整个中文学校社区对我

们教务工作的支持，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建议。 

Acton 中文学校的组织结构： 

 

 

 

 

 

语言课程： ACLS Language Program _2011 Fall 

 

 

 

 

 

 

 

 

 

 

董事会 

讲座 

家长会 行政、管理 

文化课 语言课 

普通中文班：从学前班到九年级。共22个班 

教材：暨南大学 《中文》（课本、作业A,B册、老师参考书） 

MLP 班：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共6个班 

教材：MLP专用教材、字卡、DVD 

普通中文班 

中文AP班 为参加中文AP考试的学生，开设的强化班 

中文阅读和会话班 

针对高年级（必须完成1～6级中文）学生 

特点：由2～3位专题老师和一位班主任组成 

教材：由专题老师根据不同的话题自行准备 

中文作为二外班 CSL 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6个班 

教材：CSL专用教材 

MLP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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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 

语言课老师/TA：60人；学生：600人以上；替补老师：20人以上 

分五个教研组，每组有教研组长（Group Coordinator） 

低年级组（Pre-K～Grade1） 卢进梅  Jinmei Lu 

中年级组（Grade 2～5） 高维旭  Weixu Gao  

高年级组（Grade 6～9 + CR&S*+CAP*）  靳  宏 Kitty Raymond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CSL 1～6) 李日新 Rixin Li (代理) 

马力平组 (MLP 1～4) 马  敏  Min Ma 

*CR&S - Chinese Reading and Speaking; *CAP Chinese AP  

中文学校教师队伍，是一个团结、友好、互敬互爱的大家庭。大家每周在一起为社区

默默无闻地做贡献，可谓是任劳任怨。大家只有一个愿望---让我们的孩子对中文感兴趣，

坚持不懈地学中文。希望更多的家长加入我们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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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介绍 

为鼓励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学习汉语，培养、提高他们的汉语能力，自

2004 年以来，中国国家汉办组织中外汉语教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等领域

的专家，在充分调查、了解海外中小学实际汉语教学情况的基础上，开发了新中小学

生汉语考试（YCT）。 

YCT 是 Youth Chinese Test 的缩写。是中国国家汉办为母语是非汉语的青少年中

文学习者（15 岁以下）举行的“中小学生汉语考试”。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

试，其目的是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运用汉语的能力和

口头表达能力。 

YCT 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和口试是相互独立的。笔试包括 YCT（一级）、 

YCT（二级）、YCT（三级）和 YCT（四级）；口试包括 YCT（初级）和 YCT（中级）。  

通过 YCT 的学生能够获得相应的证书。YCT 证书能够用于学生的转学、留学和奖

学金的申请。YCT“中小学生汉语考试”每年举行四次。  

考试的等级标准 

HSK 

(汉语标准考

试) 

YCT（中

小学生汉语考

试） 

词汇量 
国际汉语

能力 

欧洲语言框架

（CEF） 

HSK(六级)  5000 及以上 
五级 

C2 

HSK(五级)  2500 C1 

HSK(四级)  1200 四级 B2 

HSK(三级) YCT（四级） 600 三级 B1 

HSK(二级) YCT（三级） 300 二级 A2 

HSK(一级) YCT（二级） 150 一级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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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CT（一级） 80   

 

YCT 考试对学生有什么益处？ 

•  YCT 是依据中小学生的心理因素和理解能力设立的考试。 

•  YCT 评估学生生活和社交的汉语应用能力，不同于学校内部的课程考试。 

•  通过每一级 YCT 考试，学生都将获得由中国国家汉办颁发的合格证书。 

•  YCT 考场设在自己的学校里/班级里，学生熟悉环境，没有压力。 

•  优秀考生有很高机会获得奖学金去中国学习、旅游（汉语夏令营、文化冬令 

  营，等等） 。 

•  不断晋级，符合中小学生的进取心理，激发自觉学习汉语的热情，增强自信心 

  和荣誉感。 

•  详细的成绩报告单，让学生看到自己的成绩、进步、和努力方向。 

•  挑战自己，设定目标 – 为将来参加 SAT II 中文和 AP 中文考试打下坚实基础。 

•  由权威的汉语教育专家设计出题，制定标准，阅卷评分。 

•  全世界统一考卷，成绩世界通用。 

 

YCT 考试对学校有什么益处？ 

•  考题的质量高，难度能适合学生的中文水平，能有效区分学生的中文水平。 

•  这种国家级的权威性的考试，对教学效果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自我检查作用。 

•  该考试在全美（以及全球）推广，对成绩进行对比分析，对各个学校的教学 

  质量起准确的定位作用。 

•  考试可以在学校进行，形式非常便利，没有对学校和家长带来很大的负担。 

•  考试可以安排在上课时进行，只需一个小时，对教学计划和进度不会产生很 

  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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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前和考后的各种处理工作由汉办服务中心统一处理，极大减轻各校的事务 

  性工作，让校长和教师能专注在考试上。 

•  利用团体报名的优势，考试费用大幅度降低，可减轻学校、家长的经济负担。 

•  通过考试学校能很快地看到各个年级或班级的差距，以便及时有效地改进教 

  学计划和方式。 

•  吸引周边中文学校的学生来这里参加考试，掌握考试成绩的第一手资料。并对 

考试成绩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将分析结果提供给大家参考。 

 

YCT 证书的用处 

•  准确评估考生的汉语社交能力。 

•  考生转学留学的相关证明。 

•  优秀考生的奖学金资格。 

•  学校汉语教学效果的数据参考。 

考试原则 

 新 YCT 以增强考生学习汉语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为目标，遵循“考教结合”的原则，

考试设计与目前国际中小学生汉语教学现状、使用教材紧密结合，“以考促教”

“以考促学”。 

 我校现用的暨南《中文》1～9 册，MLP1～4 册词汇量足以满足 YCT 考试的要求。 

 由于 CSL 班的特殊性，我们将尽量鼓励学生参加 YCT（一）、YCT（二）和口语考

试。 

 

学校准备情况介绍 

 在 2010 春季我们就进行了以《介绍 YCT》为主题的老师培训。其目的是让老师了

解《YCT》和让老师们明确，为什么我们学校要参加这个考试。 

 这学期开始，我们已成立了以刘鸣（教务主任）、唐燕华（董事会成员）为组长，

各教研组长和参与试点的老师组成的筹委会，共 14 人。并与 10 月 16 日召开了

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初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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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校将参加 2012 年 5 月的春季考试； 

2. 全面展开《YCT》的宣传活动：Seminar、School Journal、老师给家长发有关《YCT》

的 Notes 等等； 

3. 现已将 CD 和考题样卷发给试点班老师，老师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

模拟考试。并要求模拟考试在这学期末了结束，初步掌握各年级学生的中文水平和

《YCT》的等级关系。 

4. 要求全体老师，将各级《YCT》的词汇加入教学计划。并将《YCT》的试题结构融入

教学中，让学生们熟悉《YCT》考试的形式。 

下面是 MLP-3 进行模拟考试的结果： 

Class 
参加 

人数 

出错 

记

录 

YCT（二）模拟考试 题数 所给时间 所用时间 

MLP-3 19 
19 学生

100% 

完成 

听 

力 

第一部分 5 

15 分钟 
按所给时间完

成 

    第二部分 5 

    第三部分 5 

    第四部分 5 

    0.05% 

阅 

读 

第一部分 5 

27 分钟 

最快仅用 6 分

钟 

最慢 14 分钟 

    0.21% 第二部分 5 

    0.21% 第三部分 5 

    0.05% 第四部分 5 

结果：YCT（二），对于 MLP-3 学生太简单。 

 

附录：  

 2012 年 YCT 考试时间表          

日期 考 试 报名截止日期 成绩公布日期 

3 月 24 日（星期六） 1-4 级 2 月 26 日 4 月 24 日 

5 月 26 日（星期六） 1-4 级+口试 4 月 29 日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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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星期六） 1-4 级 7 月 29 日 9 月 25 日 

11 月 10 日（星期

六） 
1-4 级+口试 10 月 14 日 12 月 10 日 

 

考试费用： 

根据中国国家汉办的规定，《YCT》在美国的考试费： 

YCT 1 - $10 per student 

YCT 2 - $15 per student 

YCT 3 - $20 per student 

YCT 4 - $25 per student 

  

老师自我介绍 
我叫石红月，是中文学校的副教务主任，今年是我服务于这个位置的第三个年头。 

03 年秋季，ACLS 的第二学期开学。我与邻居叶红（我们当时都住 Marlborough）相

约带着孩子前来注册。给我们登记的是当时的教务主任简建华。我的两个儿子，当时一个

七岁一个六岁，叶红的两个女儿，当时六岁和近五岁，同时开始了中文学校的启蒙。 

“愿意当老师或助教吗？”本来我有点迟疑，但在叶红的示范作用下也在表格上登

记了名字。因为我们住的不算近，送孩子上课时自己反正会呆在学校等着的。 

很快叶红就开始在一年级教课。她是北京人，发音标准是不用说了，又特别喜欢孩

子，特别有耐心，很是如鱼得水。而我在度过了三个月看报看校刊的悠闲周日下午后，接

替当时要生孩子的孙映给教 K 班的邢共嘉老师做 TA。邢老师是幼教科班出身，教学经验

丰富，会画会唱，给她做助教很幸运。 

从此与中文学校结下不解之缘，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 8 年。8 年后的今天我的老大

老二都从中文学校 9 年级毕业了，现在一个在学中文 AP 一个在阅读会话班，老三也进了

学校的 PreK 班。 

老三是 2 月生的，我正好 TA 到那年一月底学期结束。生老三后离开了一段，但有需

要时还是会被叶红抓差来学校代课，然后老三一岁半时我回来当老师。叶红当时是副教务

主任，现任校长史建英那时是教务主任。建英是在学校当了三年老师后被一肩担教务数年

的简建华拉去做了一年副教务主任的。到建英接手教务时，叶红就成了她的搭档。前年叶

红回国动员我接替了她的位置，而建英当时转任副校长，李日新（现任副校长）接替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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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教务主任，日新是学校 CSL 的资深老师，任何有关 CSL 的情况，可以说她是“THE 

Person”去咨询的。现任教务主任刘鸣也是 ACLS 当过 3 年半老师的。 

自我介绍中穿插了一段教务历史，是希望老师们看到，我们来自你们中间，站在这

个位置上是为老师为教学服务的。鼎力促成这个 Teacher Center 诞生的现董事会成员唐

燕华就是在当了四年老师和几年教研组长后入选董事会，负责教学这一片；而前校长刘汉

兰，现在就在我们 CSL 的教师队伍中！ 

下回我再写写副教务主任都要做些什么，让老师们更细致地了解这个位置。有意换

个位置为中文学校服务的老师，不妨看看是不是有兴趣接替我做哦。从管理下来也许我会

重新做老师或 TA，我老三的中文学校生活才刚刚开始呢，下一个 8 年在等着我！ 

 

高宏伟：二胡课老师 

 

高老师是多年的二胡演奏家。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国家二级演奏员，中国民族管选乐学

会会员。 

 

1957 年 10 月 28 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8 岁起学习二胡。 

1976-1982 在 39 军文工团任二胡首席，乐队领衔。 

1983-1987 长春市评剧院二胡演奏员，乐队首席，板胡领衔。 

1987-2000 吉林省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家，乐队副领衔，室内乐领衔首席。 

2000-2003 吉林民族音乐教育基地，任胡琴教授。 

 

高老师曾参加出国演出，到科威特，朝鲜，韩国，

巴林，俄罗斯，日本等国。同时也参加过全国大

型演出活动，比如龙年音乐周，全国民族器乐比

赛等。他是是第一批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

高老师还曾任四届波士顿地区民族乐器比赛评选

委员会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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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经验点滴 

Pre-K 张雪雁 

我叫张雪雁，在 Acton Chinese School

学前班（Pre-k）当老师已五年多了。通过这

五年多的教学，看到这一群群可爱的孩子使

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一工作。 

我们班大多数学生是 3---5 岁，没有统

一的教材，所用教材都是自编的。我根据学

生年龄小的特点： 

（1）用彩笔描空心字，涂画（选用比利

时欧洲畅销涂色大全）， 教学生笔划简单的

常用字和组词，常用字的反义词，用启发式

教学教学生如何组词，比如：用（上） 字组

词，我问：你们现在在干什么呀？学生回答：

上课，有的同学回答：上学，我问：爸爸，

妈妈星期一到星期五去干什么呀？学生回答：

上班，（下）下班，下雨，下课等等；用

（月）字组词，我问晚上天上除了星星还有

什么？学生回答：月亮，月亮发的光叫什么

呀？学生回答：月光；中秋节我们吃的点心

叫什么？回答：月饼；现在我们班有许多同

学组词非常好，上星期我们学了：木和林两

个字，许多同学组词又快又好，树木，木头，

木耳，林子，树林等等，小脑子转的可快了。 

（2）根据孩子们的特点，选择教学方法

多样化。学习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儿歌，并将

有的儿歌边教边带手的动作，孩子们学的很

开心，如：我是一只小鸟，我会飞飞飞;(学鸟

的动作）我是一条小鱼，我会游游游;(学鱼的

动作）我是一匹小马，我会跑跑跑，（学马

跑的动作）我是一只小兔，我会跳跳跳。

（两只手放在头上，学小兔子跳 ），还有许

多小动物的儿歌，如：丑小鸭，奇怪的小猴

子，小花狗，小蝌蚪，泥娃娃，洋娃娃与小

熊跳舞等等。

 

 (3)  因为学生年龄小，坐不住，所以增

加了一些 趣味教学，木版画，动脑筋游戏，

手工粘贴，手工折纸。孩子们都很喜欢。  

（4）结合所学的字，做游戏：将字卡做

成鱼状，苹果状和星星状，让学生们比赛 看

谁钓的小鱼多，（小猫钓鱼），摘的苹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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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星星多，前两届的学生非常喜欢玩。  

（5）还增加一些讲故事，猜谜语，培养

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为他（她）们进入学

前班打下一定的基

础。    

 

这几年，我一直想给校刊写点东西，主

要是想写写我们班的小朋友，别看他（她）

们年龄小，许多孩子善于动脑子，提问题，

举手回答问题积极主动，遵守课堂纪律，课

后都能认真复习，在这儿我要感谢家长们积

极配合我们的教学，课后帮助学生复习，还

要感谢学校，许多老师，对我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同时也感谢这几年来，我的助教夏至

宁老师给予我的帮助，另外，也非常感谢许

多家长对我教学工作的帮助和支持，如：刘

洁的妈妈--黄蓓蕾，李翔远的妈妈--李娟，

汤奕华的爸爸---汤才林，张依晴的妈妈--

刘菁，叮叮/咚咚的妈妈--汤红兵，还有许多

家长就不一一提名了，总之， 让我们共同努

力，把艾克顿中文学校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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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Prep: Five 
Reasons to Study Up on 529 
Plans 

Richard Suder 苏宁 

奥瑞伊兰理财集团公司 

 

Millions of families striving to meet the 
mounting costs of college have flocked to 
529 college savings plans. 
 
For most investors, the plans' main 
attractions are the potential for federal tax-
deferred earnings growth and federal tax-
free qualified withdrawals.1 The plans' 
aggregate asset limits, which often exceed 
$200,000, also appeal to contributors 
concerned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a six-
figure price tag on a four-year degree. But a 
closer look at the rules governing 529 plans 
may reveal other attractive reasons to 
consider putting them to work as you make 
one of your most important investments — 
in your child's or grandchild's future. 
 
Avoid federal gift taxes and accelerate 
giving — You can contribute up to $13,000 
(or $26,000 if you and your spouse give and 
file jointly) to a 529 plan each year without 
owing federal gift taxes, provided you 
haven't made other financial gifts to the plan 
beneficiary in the same year. In addition, 
you can elect to make a lump-sum 

contribution of up to $65,000 ($130,000 for 
married couples filing jointly) in the first 
year of a five-year period, provided you 
don't give the beneficiary additional taxable 
gifts during the five-year period.2 
 
Create an educational funding legacy — A 
529 plan offers the owner control over the 
plan, including flexibility in naming and 
changing its beneficiary. The beneficiary can 
be any age and generally can be changed to 
a qualified relative when needed. For 
example, if the original beneficiary decides 
not to attend college, you can designate a 
new beneficiary. This flexibility may enable 
you to establish a college funding legacy for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For example, 
you could open a 529 plan account to pay 
your child's college bills. Then, if there's 
money left over after he or she finishes 
college, you can change the beneficiary to 
another qualified family member and 
perhaps later to a grandchild. 
 
Consolidate assets — Consolidating college 
funding assets for one beneficiary in a single 
529 plan can make them easier to manage. 
Depending on plan rules, you may be able 
to arrange transfers from a Coverdell 
Education Savings Account, a custodial 
account or another 529 plan without 
triggering federal income taxes. Be sure to 
review the tax implications with a tax 
professional, however. Transfers of assets 
from Series EE and I bonds may als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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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e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Maximize financial aid eligibility — 
Money in a 529 account is usually 
considered by colleges to be the account 
owner's asset, which often means the 
parents' asset. As a result, a maximum of 5.6% 
of the balance is generally assumed to be 
available for college annually, compared 
with 35% if the assets were the student's. 
With a custodial accou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assets are considered the student's. And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qualified distributions from a 529 plan are 
not counted as parent or student income and 
therefore do not affect aid eligibility. 
 
Look into state tax savings — Depending 
on the state you reside in, plan contributions 
to that state's 529 plan may be eligible for 
state tax deductions. Don't overlook this 
potential benefit when choosing a plan. 
There may be other advantages of 529 plans 
to consider, as well. Be sure to talk with 
your financial advisor and tax professional 
for help assessing how a 529 plan may affect 
your tax situation. 
 
1The earnings portion of nonqualified 
withdrawals is subject to federal income taxes, a 
10% federal tax penalty and possible state taxes 
and penalties. 
 
2If you die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ve-year period, a 
prorated por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will be 
considered part of your taxable estate. 

 

Section 529 plans ar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by state governments or agencies or 

eligibl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ontributions 
must be kept in a qualified trust in order to be 
treated as a qualified tuition program. 

You should consider a 529 Plan’s fees and 
expense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fees, enrollment 
fees, annual maintenance fees, sales charges, and 
underlying fund expenses, which will fluctuate 
depending on the 529 Plan invested in the 
investments chosen within the plan. 

© 2010 Standard & Poor's Financial 
Communication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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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www.aurielan.com 
 

mailto:richard.suder@lpl.com�
http://www.aurielan.com/�


No. 77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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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Main Street in Acton 
 (978) 264-0900                    

GoodSchoolReal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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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级 A 班学生习作 

老师：周小东 

 

我的房间 
徐雨滋 

 我很喜欢我的房间，因为我觉得它很

温馨。我的房间是在我们建的第二楼。一上

楼你会看到两个房间。我的房间是在最右边。

一走进我的房间，你会看到黄色的墙纸上有

一圈维尼小熊的卡通装饰。你会觉得很孩子

气，但是那是我三岁的时候买的，我们懒得

去换它。在房子中间有一张白色的小床。三

角形的床头柜里装满了毛绒绒的玩具，下面

是一个窄窄的书架。房间里还有两个大大的

衣柜。有一个衣柜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

玩意儿。我还有一个小白桌子。桌子上有一

盏小台灯，一个热带鸟的笔架，一个十分可

爱的小青蛙站在小蘑菇上的小装饰品，一个

蓝色的 iPod 橡皮擦，还有两个非常可爱的里

面装满彩珠的透明的橡胶人。 

 

 我得房间很酷吧？！ 

 

黄妞妞 

 小时候，我一直想要一个粉红色的房

间。五年前这个梦想终于成真。 

 

 我得粉红色的房间里有一张很大的床。

上面铺着一床绿色的被子，被子上有很多不

同颜色的圆形图案。在我床的左边有一张白

色的书桌。桌子上摆着书和彩笔。书桌上的

架子上还放着我的十张照片。在正对这床的

墙上挂着两张我画的画。一张是一只鸟，另

外一张是一只狗。 

 

 我的房间里总是充满了阳光。我好爱

我的房间啊！ 

 

一封信 

刘玥  

 

亲爱的爷爷、姥姥： 

 

 您们好！ 

 

 我终于有机会给您们写信了。这学期

我时间很紧，我三年级了，有很多作业。除

了星期一和星期天我每天都要滑冰，每天还

要弹琴。我星期六还要游泳，星期天还有钢

琴和中文课。现在您知道我有多忙了吗？ 

 天开始冷了，多穿衣服。 

 您们要多保重。 

孙女： 玥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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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 
7年级 B 班 

老师：张凤兰 
 

周萌萌 

 

 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很多人庆祝圣

诞节。人们送礼物，装点圣诞树，还有人去

教堂，到处可以看出圣诞精神。 

 

 当圣诞节期间的准备时间，人们去买

礼物，送给朋友和家人。他们寻找朋友和家

人想的东西。父母还带着小孩子去看圣诞老

人。他们叫孩子写圣诞节名单。如果孩子听

话，那圣诞老人和他们的父母就给他们想要

的东西。 

 

 12月25日到了，人都去他们的圣诞树。

他们把树下的礼物解开。人们都很高兴。需

要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以创建这一天的喜悦。 

 

张嘉华 

 

 圣诞节快到了，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节

日。 

 

 晚上开车可以看到很多房子和院子都

挂上了五颜六色的彩灯。有的象冰柱挂在房

檐上，有的挂在树上，还有发光的充气气球，

把院子点缀得象仙境一样。 

 

 我还喜欢圣诞树，我们家有一颗小树，

但是有的树很大，有好几层楼高。圣诞树上

都挂着装饰品，还有彩灯，但是我最喜欢树

顶上闪闪的星星。 

 

 我喜欢圣诞节还因为可以收到礼物。

圣诞节早上，全家围坐在圣诞树旁，打开礼

物，人人都很兴奋。我今年会收到什么礼物

呢？ 

 

贾雪原 

 

 圣诞节快到了。我想做一个圣诞节花

环。我先要拿材料。我需要一个纸盘字，颜

料，胶水，剪刀，和白纸。我全都找到的时

候，我就可以开始做我的花环。我要先拿个

纸盘字，把纸盘子的中间剪一个大洞。下一

步，我要剪出十个三英寸的纸叶子。然后，

我把叶子涂成浅绿色和深绿色。之后我要剪

出一些圆圈当果子。现在我要把那些圆圈用

颜料涂成红色。看上去很棒！然后我要用剪

刀剪一个大蝴蝶结，接着要把蝴蝶结涂成粉

红色。这看上去真美丽！最后我要把叶子重

叠起来在纸盘子的边上。叶子要把整个盘子

的每个边上都盖住。现在我要把叶子用胶水

把它们都粘到纸盘子上面。我把这个任务弄

完了，我需要把那些小果子粘到那些叶子上

面。终于，我可以把那个粉红色的蝴蝶结粘

在盘底。这个圣诞节花环做的真完美啊！ 

 

朱烈  

        圣诞节是一个很开心的节日。圣诞节

在每年的12月25日。在圣诞节的时候，有的

人家会在门口挂上灯，有的人会放一棵圣诞

树在家里面，有些人还在家外面放一 个圣诞

老人。今年我和爸爸早早的把灯挂上了，而

且在家放了一棵圣诞树。妈妈和我在圣诞树

上挂了很多五颜六色的挂件。晚上灯亮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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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太漂亮了!!! 

圣诞老人每年会送礼物给小朋友的，我也会

拿到礼物。去年我拿到一个小飞机。今年爸

爸给我一个 I 

PAD 当我的圣诞礼物，我拿到的时候，都高

兴死了。我希望从圣诞老人那儿再拿一个礼

物。 

 

感谢 
6年级 B 班 

老师：陈磊 
汤可心 

感恩节就要到了。家家挂起了彩灯并且

准备烤火鸡。一片节日气象。此时此刻使我

想起了许多。 

我很感谢我的妈妈和爸爸，他们努力工

作是为了给我，姐姐和妹妹一个很好的生活

和学习环境。妈妈和爸爸帮助了我们许多东

西。例如帮我们理解中文学校的功课，让我

们熟悉中国的文化和使我们理解我们的这个

世界。并且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文艺体育机会。

例如，画画儿，跳舞，钢琴，排球和足球。 

在这个感恩节时刻，我有许多人我可以

感谢。可是妈妈和爸爸是我最想感谢的人。

妈妈和爸爸辛苦了。 

 

陈昊琳 

我想感谢的一个人是我的科学老师。我

的科学老师的名字是 Mrs. Stack. 

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她总会很耐心地回

答。要是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会上网告诉

我们。 

我的科学老师给我们的作业不太多，不

太少，她给学生的考试非常公平。 

我的科学老师总让她的课堂很有趣。她

在课堂上给我们时间复习考试。例如，她很

多时候用图画来解释她想说的内容。她经常

讲很幽默的科学笑话。我们有时候在课堂上

玩儿科学游戏，让我们都很喜欢。 

有时，我的科学老师用做实验的方式来

激起学生的兴趣。有一次， 我们去外面看太

阳能会使灯炮亮多长时间。学生们都十分高

兴！ 

我想感谢我的科学老师，因为她让我越

来越喜欢科学。谢谢 Mrs. Stack! 

 

张雨晴 

我要感谢我的爸爸。我爸爸是世界上最

好的爸爸。 

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几乎每个

周末都带我去公园，去图书馆，有时候去科

学展览馆，儿童博物馆。 

爸爸还经常每周送我去学钢琴和小提琴

课程。爸爸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他常常说他

小的时候没有任何机会学习音乐，他希望我

要珍惜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好好学习。 

爸爸收集所有能买到的各大名人交响音

乐曲子。爸爸还经常辅导我做数学作业。我

不喜欢看电视。我每天吃完晚饭坐在爸爸边

上，或者读书，或者做作业。 

 

郑哲加 

我感谢我哥哥。我感谢他因为他教给我

很多的知识。我五岁的时候他教给我怎么做

很多的数学题。他也带我去很多的地方。他

带我到一个很好的饭店。我们也喜欢图书馆。

我们也喜欢去打球。我喜欢打网球，足球，

篮球和乒乓球。 

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谢我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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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皓翔 

你知道我最感谢的人是谁吗？那就是我

亲爱的妈妈。 

我的妈妈很吃苦耐劳。不管是火热的夏

天还是寒冷的冬天，她都早起晚归去公司上

班。她经常加班至深夜。妈妈对工作很负责。 

妈妈周末也不休息。每星期日早上，妈

妈送妹妹去舞蹈班学跳舞。下午，妈妈又送

我和妹妹去中文学校上学。 

在平日里，妈妈下班后也不休息，有时

送我去朱老师家里学国际象棋，有时送我到

钢琴老师家学弹钢琴。 

妈妈不公照顾妹妹和我，而且还照顾全

家人。她经常洗衣服，吸地......。妈妈很勤劳。 

妈妈爱我们，我也爱妈妈。我最感谢的

人，那就是亲爱的妈妈。 

 

王永威 

我感谢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给我食物。

他们给我一个家，和给我温暖。他们给我健

康和他们给我开心，和幸福的生活。 

 

赵雯雯 

我感谢的人是我的老师。我感谢我的老

师因为老师天天教我知识和对人友好。老师

也告诉我许多东西。我不明白的东西，老师

给我讲，我就明白了。要是我没有老师，我

就不知道读书和写字。 

我真感谢老师。 

 

顾欣仪 

我的妈妈是我感谢的人。她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之一。我感谢她帮助我学习。她

制成的饼干让我微笑。我也感谢她的所有的

美味烹饪，和所有的时候她为我清理房间。

她也有大量的时间陪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感

谢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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