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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语言课分类 

刘鸣 

Dean of Language Program 

 
    中文学校秋季新生注册，将从 5 月 27 日开始。在这里

我想利用 School Journal 这一平台，向大家介绍一下中文学校语

言课的分类，以便为大家给孩子们选择合适的中文班提供一些信

息。 
  
    到目前为止我校语言课共分五大类 36 个班：  

中文 Pre-K 班 

特点：为了解决代课老师的后顾之忧，特设这个小小班。

原则上只招收老师的孩子，不对外开放，但如果老师的孩子少于

17，可对外开放。 

教材：由老师自编，包括认字、儿歌、游戏、画画等丰富

多彩的幼儿活动。 

招收对象：年满 4 周岁，具有一定中文家庭背景的儿童。 

 

中文学前班(Kindergarten) 

特点：学前班使用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游戏，填图，

歌曲和舞蹈等，教授与儿童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用语。在认

读一定量汉字的同时，重点培养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和愿望； 

教材：暨南大学《幼儿汉语》课本一、二册； 

招收对象：年满 5 周岁，具有最基本普通话听、说能力的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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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1～9 年级 

特点：系统学习中文，循循渐进，注重于中文学习的基础知识。使学生经过全套（九册）

《中文》教材的学习与训练，具备汉语普通话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为进一步学习中华

语言文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教材：暨南大学《中文》课本、作业 A、B 册；《中文》多媒体教学光盘网络版。 

招收对象：年满 6 周岁，具有一定普通话听、说能力的儿童。 

 

《MLP》1～5 年级 

特点：a. 直接认字，后学拼音；b. 先认后写，多认少写；c. 课文和阅读材料并重；d. 先

读后写，水到渠成；e. 常用字先行和高频率出现；f. 重视“寓教于乐”和中华文化的渗透。 

教材：MLP 简体教材、单双周练习册、字卡、多媒体练习光盘（DVD）。 

招收对象：a.MLP 一年级----必须完成本校《中文》一年级的所有课程，或具备二年级

水  

            平的学生， 年龄 7 岁以上； 

                    b. MLP 二年级以上----原则上不招收新学生。如有老生退出，可填补一定的

空缺。 

注：1. On-line 注册仅 Open MLP-1 年级； 

        2. 如注册 MLP-2 年级以上，将自动进入 Waiting List。秋季开学后视报名情况，可调

入 

      适当的班级。 
  
《CSL》1～6 级 

特点：这是专门为 Non-mandarin speaking 家庭开设的中文班。其目的是传播中华文化，

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中文技能，并获得初步接触中国文化的能力。共开设 6 级，一年完成一级。

在这六年期间，视学生的中文程度，可随时转入正常中文班。 

教材：Better Chinese、My First Chinese Words 、Online lessons。 

招收对象：年满 5 周岁，有一点或没有中文家庭背景的学生。 

Feature: This program i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students who do not have any or only have very 

limited exposure to Chinese in their daily life. The purpose of this program is to provid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get to know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some fundamental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as 

well.  

  There are six levels in this program. Students complete one level each year. During the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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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of Chinese learning, students will have opportunities to transfer to a regular Chinese class based 

upon student’s interest and skill level. Students will be assessed on their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before the transferring.  

Text Books: Better Chinese、My First Chinese Words 、Online lessons。 

Students must be a minimum of five years old to enroll CSL classes. 

 

《阅读和会话》班 

特点：1. 课堂教学贯彻“以学生为中心，以输出为主”和“寓教于乐”的指导方针； 

            2. 教学将采用以课题为主的形式由老师和学生共同研讨完成； 

            3. 学生成绩的评估则将综合每人所在小组的项目考核结果、课堂参与、作业完成

情况 

        和中文阅读及会话能力的提高程度； 

            4. 毕业证书。在校 9 年并通过毕业综合考试者，方可获得毕业证书。 

教材：由专题老师根据不同的话题自行准备。 

招收对象：面向有一定听、说、读、写基础，并已顺利完成并掌握《中文》第一册到第六

册内容或具有同等水平的学生。 
  
《AP 中文》班 

特点：针对有意参加 AP（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中文考试的学生开设的中文提高

班。此班由两或三位教学有经验的老师任教，从训练学生的语言技能（听、说、读、写）和提

高学生的词汇量、习惯用语到语法结构的分析等，达到全方位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学生中文水

平的目的。通过做大量的模拟试题，让考生们熟悉 AP 考试的结构和模式。此班在 AP 统考前结

束。 

教材：《收获，Harvest-Intermediate Chinese》是一套专门为具有中级汉语水平，并有意参

加 AP 中文考试的高中生量身定做的系列教材，由课本与练习题集两部分组成。练习题集部分

共有九套模拟试题，所有练习均按照 AP 中文测试题型、范围、方式和框架构成，并全部附有

录音光盘。 

招收对象：凡在我校完成九年学业并具有相当水平，准备参加本年度中文 AP 考试的学生。 

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且自愿参加 AP 考试，而不是由父母强迫。

熟悉拼音和熟练中文打字。每个学生需准备一台笔记本电脑，并可输入中文。 
  
注：为了保证学生质量，本班限定招收名额（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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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n-line 注册前（5/27/2012），我们会设有咨询台来回答您的疑问。 
  
    新学年，中文学校排班和安排老师都取决于招收学生的多少来确定。这个工作每年花

费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里特别恳请家长们利用 On-line 注册期间（5/27～6/9）抓紧时

间给孩子注册，以配合我们的工作。谢谢大家的支持！ 

 

2012 年秋季注册事项 
鲁贤丹 

 

中文学校 2012 年秋季注册，将从 5 月 27 日开始。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注册安排事项，

以便老生及时注册，新生顺利开始。 

 

• 注册：对于老生来说，On-line 注册始于每学期末的到数第二个星期。大多数的课程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如果您中意某些课程，请第一时间上到 http://www.acls-

ma.org/main/login.html 去注册。对于新生来说，On-line 注册发生在每学期的最后一周。

同样，请登陆以上网页，点击“Create a New Family Account”, 填写“Account 

Stakeholder Information”,拿到“Family ID”后，可用此或家庭电话号码“login”，再添

加需注册的人员名单及信息，以便选课。我们还开设了两次“Walk-in Registration”的

机会，以利于有问题的家庭咨询，现场解决问题，同时作为一个平台收集学费。第一次

往往是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第二次是学期开学的第一天。On-line 注册一直开到开

学前的一天。在此期间，各家庭可根据需要调整所选课程。每学期有一个优惠注课窗口，

过了此窗口，有$10 的注册费。具体时间请参阅 http://acls-

ma.org/registration_info.php?reg=1。 

• 特殊课程的注册规则：以下课程在“First Come， First Serve”之上， 有一些限制规则。

MLP 一年级，学生需有一年的中文学习经历后才可注册。MLP 二年级以上，没有教务

主任的特批，只有 MLP 班的学生才能注册。Pre-K 班的生员主要来源于我们的任课老师

的孩子。开设这个班的目的是确保我们的任课老师无后顾之忧。多出的名额会对外开放。

另外，一些俱乐部，比如羽毛球，给老的成员优先。为了保证这些规则的实行，所有的

注册的学生都放在“Waiting List”上，在满足优先生员的基础上，“First Come，First 

Serve”。在开学的第一周，所有的“Waiting List”会转成“Registered”。注这些课的家

长请加上课程费到学费总数中，以避免开第二张支票或晚交学费的“Penalty”。 

• 缴纳学费及罚款：家长们注完课后，请第一时间缴纳学费。通常有三种方式。邮寄请发

到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P.O.Box 2239, Acton MA 01720-6239”或送到 409

教室或在两次“Walk-in Registration”的时候递交。以下两种情况会有$20 的罚款。如果

http://www.acls-ma.org/main/login.html�
http://www.acls-ma.org/main/login.html�
http://acls-ma.org/registration_info.php?reg=1�
http://acls-ma.org/registration_info.php?re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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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邮戳在第一节课以后。本人在第二节可以后上交。如果支票被退回，有$10 的罚

款。 

• 退款及催款：Believe it or not,到了每学期末，总有那么二三十家，学费忘记交。我们的

理念是想把学费收齐后，同时课程变换（取销或添加）结束后，统一退款。因此，常常

会到每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才统一进行，在此请大家理解。 

 

以上是一些与注册有关的事项， 如还有不清楚的事项，可写邮件到 registration@acls-

ma.org 询问。 

祝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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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 Classes Explore China 

Paul Schottler 

 

In the fall of 2009 a new program was started at the ACLS as a supplement to the CSL 
language program. The purpose of the new program, which is called “Exploring China”, is to 
give students in the advanced CSL classes, many of whom do not have close ties to China, an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topics from Chinese history, culture, and geography through a series 
of lectures given by members of the ACLS community.  Through these lectures, the CSL 
students can gain a better knowledge of,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country whose language 
they are studying. 

Now in its third year, the “Exploring China” Program has sponsored six lectures to date.  
The speakers, all of whom have been high-school stud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ACLS, have 
given presentation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Semester   Speaker   Topic 
Fall   2009        Lucy Xu  Yunnan Province 

Spring 2010   Sinan Zhang  Beijing (Sinan’s hometown) 

Fall 2010   Andy Shen  ACLS 2010 Summer Culture Camp 

     Alex Dai  Xi’an and Wuhan 

Spring 2011   Jerry Li  Chinese Festivals 

Fall 2011   Julie Yao  Shenzhen (Julie’s hometown) 

Spring 2012               Katie Chen        Zheng He (China’s most famous 

                       nautical explorer)  

The presentations, which are given in English, are each about one-half hour in length 
and are scheduled during regular language-class time.  Following each presentation, there is 
an open question-and-answer period, and the lively discussion that ensues gives the adults 
present, including the CSL teachers, an opportunity to contribute their knowledge and 



No. 80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二年五月 

~ 8 ~ 
 

experiences on the topic as well. 

The “Exploring China” Program, while modest in 
scope, has proven to be very popular with the CSL 
students. The presentations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SL students to gain factual knowledge about China 
in an entertaining and exciting format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viding the student speaker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presentation skills before 
an appreciative audience.  

The “Exploring China” Program has benefited from 
the contributions of a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ACLS 
community.  The presentations made by the student 
speakers have been, without exception, excellent.  
Teachers Cindy Zhang (CSL5) and Perry Hu (CSL 6) 
have supported the program in numerous ways, as has 
the ACLS Board.  Special mention must be made of the 
contributions by Ms. Rixin Li, ACLS teacher and 
administrator, whos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have 
been crucial to the program’s success. 

 

  

Katie Chen presenting Zheng He to 
CSL students 



No. 80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二年五月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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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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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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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 Taxation  Services, Inc. 

CPA, EA, CFP, MST, QuickBook Pro Advisors 

Business & Financial Consultants, Advisors 
 

二十多年的报税实务经验 

每年做 1,000 份个人税表和 500 份公司税表 

价目清楚, ３６５天 天天营业。我们喜欢做复杂困难的税表。 

请电邮我们: kwny168@aol.com or kaitzev@ftsicpa.com 或  

电话 617-244-2965, 617-630-1602, 617-969-0439, 617-821-6471 (C ) 

免费索取 2011 年 Tax Organizer 和最新的报税相关资料。 

1930 Washington Street, Newton, MA 02466 

 

 

                 胡杏春  独立保险经纪 

XINGCHUN HU, An Independent Insurance Agency 

Address 地址: 144 Merrimack St # 320. Lowell, MA 01852 

Phone 电话: 978-452-7877, Fax 传真: 800-380-9608 

Email 电邮: xchu@verizon.net 

PROTECT YOUR AUTO & HOME  帮您保车保房 

SAVE YOU TIME & MONEY   为您省时省钱 

Serving MA community for more than a decade 

Providing you with better company, product, price & service 

竭诚服务麻州社区十多年 

为您提供更好的公司、产品、价格和服务 

 

      

       

 

     

       

 

  

  

 

mailto:wny168@aol.com�
mailto:kaitzev@ftsi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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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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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学生习作 

指导老师：杨新新 

 

我的手机 

 

黄成东 

 

我的手机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大部

分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坏的。在我天天

生活里，我需要一个手机。常常，我放学以

后需要在学校呆着，有时候是因为我有活动

要参加，有时候是因为我有作业需要在学校

完成的。活动结束后，或者作业完成后，我

需要给我妈妈打电话叫她来学校接我。如果

有紧急情况，我也许要跟我父母联系。我也

可以用手机跟我朋友打电话和发短信。 

 

我觉得我手机很有用处，给我带来很

多方便和乐趣，但是手机也有一些坏处。我

的手机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限定的分钟用

完后，我爸爸需要重新充值，给他带来麻烦。

我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我朋友给我打电话或者

给我发短信，那就干扰我做作业。手机有很

多好用处，但是也有一些坏影响。 

 

 

手机的好处和坏处 

韩圣雪 

 我的手机给我带来很多好处。我能给

我的朋友发短信或者打电话。有紧急情况时，

我能给爸爸妈妈或者别人打电话，可以及时

得到帮助。我的手机上也能玩游戏和上网。

我也能听音乐。 

我的手机很好，但是它也有很多坏处。

有的时候，我会跟我的朋友在电话上讲话，

然后我就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写作业了。还有

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去看电影。看的时候，

我的手机会突然响起来，我很不好意思打扰

了别人看电影。 

 总之，手机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方便。

但是，我们要礼貌合理的使用手机。 

 

手机 

李达安 

 我想手机是一个现代高科技的产品。

手机给了人们一个可以随时提在手里的电话。

每个人都可以跟他们的朋友或者跟所有的人

讲话。我用我的手机跟我的朋友、爸爸和妈

妈打电话。大部分的时候, 我给我的父母打

电话，是想他们能来学校接我。手机是很方

便的技术。我的手机可以打电话可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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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短信。我想短信是比打电话更方便, 因为

发短信, 不太麻烦别人, 他可以在他自己有时

间的时候回答你。但我还是认为不管手机可

以还是不可以发短信都是现代化的好技术。 

 

互联网的好处与坏处 

李思骄 

 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信息世界。

每一天， 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利用它做许多事

情。互联网的好处可多了。你可以用它发电

子邮件、 查问题、 打电话、 玩游戏等。几

乎什么你不知道的事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出

来。互联网上的各种网站都有不同的用处。

有的可以发电子邮件， 有的会有各种知识， 

还有的可以帮你做广告等等。 

 互联网的好处是很多， 可是它的坏处

也不少。比如说， 有时候互联网上的信息会

是假的或错的。还有， 互联网有时会很危险。

有的人的网络技术很高， 会用计算机偷偷进

入你的帐户， 偷你的钱或你的个人信息。网

上还有坏人假装是好人专门来骗小孩。 

 看来， 互联网的好处和坏处都不少。

我们可以用互联网， 可是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要太上瘾了。 

 

因特网的好坏 

郝泰戈 

 因特网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发明。

它带给人们很多方便和麻烦，因特网让人们

长途交流，送电子邮件，读文章，购物，聊

天等。我觉得网上的最有用的功能是它的信

息查寻的网站，象 Google，BaiDu，和 Sina。

在它上也可以看电影和书，买飞机、宾馆、

和火车票，省人们很多时间。这是因特网的

很多好处和它对人多有用的方面。 

 因特网也有很多坏处，他一个最大的

问题是他非常费时间。它上面的东西有时候

非常不准确，搜易你在网上做研究你得想一

下，“这个网站上的资料是真确的吗？” 因

为网上也有很多正确的信息也有很多人想知

道你的信息卖给别人。 

 

因特网 

李梦尧 

我的电脑是我最常常用的机器。这是因为电脑

能上因特网。我能在因特网上做好多东西！我能用

因特网跟朋友和老师联系。有了因特网以后，人们

平常就不用写和送信了。他们就能用电邮联系了，

很方便啊！我还能在因特网上玩游戏和找信息。有

的时候，我的作业是要我写个作文—这也能在电脑

上做。在因特网上，我能做好多东西！ 

 

我的“脸书” 

黎德高 

我有一个“脸书”。在这个网站上我

可以跟别人成为朋友，互相来往。“脸书”

主要是让别人知道你最新的信息。除了这以

外，“脸书”上还有很多游戏，是专门通过

“脸书”才能玩的。你还可以在上面加照片。 

“脸书”也有坏处，就是任何人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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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找到你。要是不注意，也许你不想认识的

人也会跟你联系。所以上“脸书”时，你一

定要把你隐私保护好。 

 

春假 

 

张皓翔 

春假里，我和我们 Gates School 的三

位同学组成了 Gates Panthers 国际象棋队，

参加了二零一二年麻州 Hurvits Cup 团体象棋

比赛。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比赛，我们终于获

得了 K-5 的团体冠军。 

春假里的一天早上，我和我们学校的

Eddie Wang, Allen Wang 以及 Daniel Shih 来

到 Boxborough 的 Holiday Inn 参加一年一度

的 Hurvits Cup 国际象棋比赛。我们的队名是

Gates Panthers，因为豹子是我们学校的吉祥

物。 

这场 比赛分四轮。第一轮，我们队很

轻松。因为对方的四个人都是没有等级分，

所以我们队的四个人都赢了，很容易得到了

一个团体分。第二轮难多了，这支队的平均

分是所有队里最高的。我第一个完成比赛，

赢了对手。他的等级分比我高。但是我还得

等另外三场比赛的结果。队友 Daniel Shih 输

给了一个很强的对手。所以要赢这一轮，剩

下的两场我们最少要一胜一平。队友 Eddie 
Wang 想出妙计打败了对手。那么现在我们在

平一场就胜这一轮了。但是这并不容易。因

为队友 Allen Wang 面对一个 1850 分的对手。

介我们吉星高照，Allen 处于不利局面，提出

与对手和棋，对手居然接受了。我松了一大

口气。我们这时已经积两分了。 

第三轮对我们来说也很顺利。对手只

有三名队员，我轮空也就是算我赢，白得一

分。所以我就先去吃午饭了。等我吃完，我

的队友都胜。我们这时已经三战三胜积三分。

第四轮其实才是最验证的一轮。我们的对手

也积三分。我又是第一个赢棋的。接着，

Daniel 也赢棋了。我们一直等到 Eddie 下平

了才确认我们得冠军了。其实 Eddie 一直落

后，残局时，他只剩一王，而对手有一王一

兵。幸亏他的对手失误造成和棋，成就了我

们。 

我们得了二零一二年 Hurvitz Cup K-5
的团体冠军。我们非常高兴，也为学校争光

了。我们希望明年再参加这样的比赛！ 

 

倾欣仪 

春假期间，我去图书馆庆祝爱国者日。

在图书馆旁边有三个大游览车。我的妈妈，

姐姐，邻居和我去排队买票上车。我们可以

“看到”Acton 的历史。我很兴奋。在图书馆

我们可以游览 Acton 小镇。第一站是 The 
Jonathan Hosmer House。那里面还有人在家

里做饭。他们在制作馅饼，蛋糕和糖果。食

物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在另一个房间，有纺

羊毛的人。羊毛是真的很软。那位女士送给

我一些羊毛，我十分开心。屋外有一个铁匠。

他制作各种不同类型的铁制品。还有一个篮

子的编织者。他提了很多不同的篮子。旁边

有士兵的训练。士兵都是志愿者扮演的。第

一站真的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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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不是真的很有趣。这个地方称

为 Jones Tavern。有内战的士兵。他们在等

待火车带他们去战斗。有一个男孩正在用他

的录音机播放歌曲。音乐真的很好。我们去

了街对面的，我们可以摇塔铃。 

第三站是有乐趣。这个地方称为

Faulkner Homestead。在那里，有两只可爱的

羊。Sparkles 和 Zinnia 是他们的名字。我有一

个样品是真的软羊毛！接下来，我们去看鸡。

他们真的很漂亮。一只是白色的，另一只是

黄色的。内战士兵在训练。他们向我们展示

了如何在战争中作战。屋内有一个帮你做纸

扇。这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这是一个有趣的一天。我了解了我住

的小镇 Acton。 

 

赵雯雯 

我假期里去了我的朋友的家。在朋友

的家周围，我和朋友骑自行车玩。但是，我

以后再不想在她家周围骑自行车了，因为我

在那摔了一次。我的朋友问我：“你想走哪

条路？”我看了看前面两条路，就说“哪条

路都行。”朋友说了“我们骑小路吧！”我

点点头，就跟着朋友走小路。 

这小路很奇怪。路的两旁有好多石头。

路的中间有两个小路，很不平坦，也很弯。

我向朋友问“这条路为什么这样难走呢？”

我的朋友告诉我，“因为没有人修这条路。”

我正说着话就撞上了一块大石头。我叫了一

声，就摔下来。我的朋友很快地下来帮我，

然后推着自行车走回朋友的家。我们以后再

也不去这条小路了。 

陈昊琳 

康州的水族馆有很多种水族动物。其

中有海蜇，海狮和鲸鱼。 

我们走进第一个展馆，我就闻到鱼腥

味。鱼的种类真多！它们有各种各校颜色的

鱼鳞。好奇心让我们又进了另外一个展馆---
海蜇馆。巨大的海蜇象一只大手向游人伸来。

我看这个可怕而可爱的动物，我不得不慢慢

走开。下一个展柜是月亮海蜇。粉色的灯光

从它们身上反射出来就像它们自己在发光。 

我们还观看了海狮表演。海狮跳入空

中，又钻回水里，没有一点儿水花，人们欢

呼着。我们走出了水族馆。 

 

王晓荔 

这个春假我去了纽约玩。去纽约的路

上我们先去看了 Vanderbilt Mansion。这是一

个很大的房子。有很大的院子，旁边就是

Hudson 河。风景很好看。我们在那里吃了野

餐。然后我们就去纽约。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到了纽约城里。交

通非常忙。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开到我们的

旅馆。中国还过了 Times Square。那里有好

多颜色的灯和电视屏幕，还有好多人。非常

热闹。我们住在第十层。休息一会儿后，就

去 Rockefeller Center。我们上到最顶层，看

到了纽约的夜景。非常壮观。 

第二天我们去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这是一个很大的博物馆。有好多好多

的东西可以看。我最喜欢的是 Asian Art 
Exhibit 和 Arms and Armor Exhibit。那里面还



No. 80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二年五月 

~ 16 ~ 
 

有一个中国花园。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看到旁

边的 Central Park 里面的树都绿了，花儿都开

了，还有许多人在骑车。我们也决定到

Central Park 里骑车。我们一共骑了六个英里。

很累，但是很好玩。 

最后一天我们去了 Wall Street 还走过

去看了 Statue of Liberty。然后，又坐了旅游

车转了一大圈，看到了好多以前听到过的地

方。后来就回家了。 

这个春假我在纽约玩儿的很高兴。 

 

宋字炎 

春假中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 4 月

17 号。生日的那天我请了 8 个孩子来玩儿。

我们高高兴兴的玩了 6 个小时。我们吃了比

萨饼和蛋糕。 

来我聚会的第一个是七点半来的。我

们玩了一会儿电脑。我们刚玩儿完了，一个

朋友就来了。两个小时后 4 个孩子来了。最

后两个朋友来的很晚。在我的家我们玩儿了

很多电子游戏，我们玩儿了 2 个多小时。我

和朋友也在外面玩了一会橄榄球和篮球。我

们玩的满身大汗，我们进家里吃了很多比萨

饼。我们吃完比萨饼还吃了冰激凌。朋友们

吃后我们就等孩子的父母来，最后又玩了一

会 PS3. 

那天朋友们和我玩得很开心！我们干

了不少好玩我的事情和吃了很多好吃的，我

就等不及下一年的生日了。 

 

 

汤可心 

Cape Cod 位于麻州的海岸线上。是一

个很美丽的地方。这个春假我有机会去了那

里。我们用了 90 分钟的时间到那里。 

首先我们去了 Cape Cod Canal，那里有

一座美丽的铁桥。有好多风车。爸爸告诉我

购车在风的作用下可以发电。 

我们还去了 Buzzards Bay，那是一片沙

滩，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一个很大的红色灯

塔，那天风很大，沙滩上只有很少的人，海

水很凉。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漂亮的石头和贝

壳。我的相机里留下了许多非常美丽的照片。

我有时会打开看一看。 

Cape Cod 真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

们度过了非常高兴的一天。我真希望下一次

还有时间再去。 

 

戈庚诚 

春天到了，绿色的树，漂亮的花，十

分迷人。在春假的一天，我们一家去参观文

物博物馆。 

这里有许多很久以前的名画，各种各

样的玻璃杯子。大厅里有好多雕像，还有一

个导游给我们讲解文物的来历，我们听得很

有兴趣。参观完，我们去吃午饭，然后去海

边，玩了一会儿，又照了相。 

我们玩得很高兴，到家已经四点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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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 B 班造句练习 
 

盼望： 

我盼望周末去上中文学校。 （龚阿贵） 

我盼望着放假。 （邝凯文） 

我盼望妈妈早点儿做完工作，因为我想和妈

妈一起吃中文饭。 （邱阳） 

 

试试： 

我怕坐这个过山车，可是看着比较好玩，我

想去试试。（沈皓月） 

我试试妈妈给我买的笔好不好用。 （龚阿贵） 

 

感到： 

我考试得了一百分，妈妈说她为我感到骄傲。

（刘天琳） 

一阵风吹来了，我感到很冷。 （沈皓月） 

 

发明：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造纸术， 印刷术， 
指南针和火药。（刘天琳）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李嘉明） 

蔡伦发明了纸。 （沈皓月） 

我今天才知道是中国的蔡伦发明的纸。 （谢

若晨） 

长大以后，我要做一个发明家。 （邝凯文） 

很久以前，中国的蔡伦发明的造句。（李滢

瑨） 

如果爱迪生没有发明电灯，那就只能用油灯. 
(黄宇路) 

 

普通: 

 米饭是中国人家里最普通的食品(李滢缙) 

爸爸小时候用电脑的人很少，但是现在电脑

很普通了。（袁心怡） 

普通人要每天吃饭和喝水。 （谢若晨） 

 

好像： 

妹妹的小脸红红的， 好像一只红苹果。（刘

天琳） 

我的妹妹长的好像我的妈妈。 （李嘉明） 

今天好像要下雨了。（龚阿贵） 

你的实验好像要成功了。 （林天泽） 

 

分成： 

我把我的苹果分成四块。（李嘉明） 

我把饼分成四块跟我的朋友分享。 （沈皓月） 

老师把我们班的同学分成三个组做游戏。 
（龚阿贵） 

我们分成了两个队去踢球 （刘天琳） 

 

打仗： 

田忌很会打仗， 他打了很多胜仗。 （刘天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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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忌又喜欢打仗，又喜欢赛马。（李滢瑨） 

 

比赛： 

我和弟弟比赛打乒乓球， 我总是赢。（刘天

琳） 

明天妈妈要和爸爸比赛给我做网站。 （袁心

怡） 

齐王和田忌有一个比赛。 （Aron） 

我很喜欢看橄榄球比赛。 （邝凯文） 

我星期天想去看足球比赛。 （邱阳） 

 

追： 

警察开着警车在波斯顿大街上追小偷。 （邱

阳） 

 

越来越： 

春天来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刘天琳） 

终点越来越近了，  我马上就要胜利了。 
（袁心怡） 

我越来越喜欢游泳了。 （王子奇） 

我的中文越来越好。 （邝凯文） 

因为我很久没有吃糖了，所以越来越想吃

（邱阳） 

 

继续： 

妈妈说：“我们要继续去中文学校。” （刘

天琳） 

因为我要变得更聪敏，所以要继续学习。 
（李嘉明） 

我们坐下来休息了一下，然后继续爬山（邱

阳） 

 

飞舞： 

下雪了， 洁白的雪花在风中飞舞， 慢慢地

飘落下来。（刘天琳） 

树上的叶子随着风飞舞。 （沈皓月） 

圣诞节的早上， 我看见雪花在空中飞舞。 
（谢若晨） 

我看见外面的雪花儿在空中飞舞。 （李滢瑨） 

 

靠： 

我昨天打球的时候， 我靠别人的帮忙进了个

球。 （谢若晨） 

我喜欢靠着树干， 跟妈妈和爸爸说有趣的故

事。 （袁心怡） 

这个人很可靠。 （龚阿贵） 

草地里面的草靠太阳和水才能长。（李滢瑨） 

 

记： 

我还记得我妹妹刚生出来的时候的样子。

（李嘉明） 

我记住了明天学校放假。（龚阿贵） 

大家都来牢牢记住十二生肖。 （邝凯文） 

老师让我们把这个星期的作业记下来。（李

滢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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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有的。。。： 

有的小孩去中文学校学中文， 有的小孩儿在

家里跟爸爸妈妈学。 （李嘉明） 

花园里有的花是白的，有的是红的。 （龚阿

贵） 

有的人爱学习，有的人爱玩儿。 （王子奇） 

有的时候我走得很慢，有的时候我走得很快。

（邝凯文） 

有的人喜欢画画，有的人喜欢读书。（李滢

瑨） 

在感恩节聚会的时候，有的人带来了火鸡，

有的人带来了土豆泥（邱阳） 

 

然后： 

我吃完晚饭， 然后就去弹钢琴。（刘天琳） 

我要先做中文作业，然后才能玩。 （谢若晨） 

我得先做我的作业，然后才能滑冰。 （袁心

怡） 

今天我先读书，然后写字。（龚阿贵） 

小花把她的手机不小心掉到河里了，然后 她
就不高兴了（余嘉惠） 

 

终于： 

我的妹妹终于学会了乘法。有的。。。有

的。。。： 

有的小孩去中文学校学中文， 有的小孩儿在

家里跟爸爸妈妈学。 （李嘉明） 

我终于买到的我要的东西。 （沈皓月） 

一开始，我一个中文字都不认识，在中文学

校五年之后，终于可以认识二百多个汉字了

（邱阳） 

我终于写完了星期一的作业了（袁心怡） 

正在： 

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做作业。

（李滢瑨） 

 

难道： 

妈妈问：“你为什么不吃饭，难道你病了

吗？”  （刘天琳） 

谁把玩具收拾好了？难道是你吗？（龚阿贵） 

你难道不会写这些字吗？ （林天泽） 

 

 

输了： 

我上次打球输了，但这次我们赢了。 （谢若

晨） 

我的足球队输了很多次，但我还是特别爱踢

足球（邱阳） 

 

既然。。。就。。。 

既然我答应要帮她的忙， 我就要做到。（刘

天琳） 

既然是你自己做的，  你就得自己收拾。 
（袁心怡） 

既然我是一个学生，我就要好好学习。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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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奇） 

糊涂： 

我知道有些人爱做糊涂事。 （李嘉明） 

那个人真糊涂，他救了吃人狼。（龚阿贵） 

东郭先生真糊涂，他去就吃人的狼。 （王子

奇） 

爸爸真是太糊涂了，他把我的作业扔到垃圾

桶里了（袁心怡） 

 

亲眼： 

我去阿拉斯加旅行，亲眼看见美丽的大冰川。

（刘天琳） 

我亲眼看见魔术师飞了起来（林天泽） 

亲眼看见他把球踢进球门（黄宇路） 

妈妈说她要亲眼看看锅是怎么漏的（袁心怡） 

 

毫不犹豫: 

妈妈叫我起来，我毫不犹豫地起床. (龚阿贵) 

我毫不犹豫地把足球踢到网里 (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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