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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需要你！ 
副校长  刘玉明 

 

自从加入学校管理团队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刚开始我感觉

很好，因为学校的一切事物已就绪，作为副校长，我的日常

事务不多，好像比以前做家长会主席的时候还轻松。近来，

我参与规划学校下一学年的发展计划，才感觉到以后的任务

很艰巨！ 

 

大家知道，我们中文学校现在已经初具规模，而且状况良

好。随着附近华人社区的快速扩展，希望加入我们中文学校

就学的学生人数继续增长。然而由于师资的限制，我们学校

的发展很难满足这种需求。另一方面，学校的主要管理人员

也进入了新老交替的阶段，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学校继续

良性运转，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 

 

我们现在有二十二个语言班，教师储备几乎是零。尽管学校

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征求老师，但至今效果还没有明显显示

出来。如果为了完全满足学生增长的需求，下一学年我们需

要增开四至五个语言班，也就是说，需要增加四至五个新的

教师，这是学校面临的一大难题。另外，CSL 班的需求很

强，但 CSL 的老师尤其难找，这也是难题中的难题。FCC 学

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之一。

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靠大家共同努力。希望有更多的家长

们志愿加入教师队伍，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学校创办至今，大部分元老级的人物均已志愿为学校工作了

两年多，可以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累”了，准备退

了。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已经发展成一个在波士顿地区远近闻名的高质量中文学校，

同时也让家长们对学校今后的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在感谢

这些元老们给我们建立了良好基础的同时，我们也感到肩上

的担子沉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家长踊跃的加入学校行政管

理和校董事会，为学校的继续发展贡献心力。 

 

从我们学校过去两年多的发展来看，我们的华人社区真是藏

龙卧虎之地。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龙、虎积极出山，踊

跃地参与中文学校的工作，和我们一起推动学校的发展更上

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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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为南亚海啸受难者向美国红

十字会捐款 
 
去年十二月底发生在印尼的地震及引发的海啸，

在南亚数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十余万人死亡或失

踪，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消息传来，举世震惊。

人们纷纷慷慨解囊为灾区捐款。今年一月，我校

向美国红十字会的 Tsunami Relief Fund 捐款

$200。 

 

这是美国红十字会给我校写来回信的影印件。 

 

 

校行政 提供 
 

 

 

校园内外 



No. 20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五年三月 

3 

二、三月份学校讲座一览 

 
自二月六日本学期开学以来，我校每星期天下午

的讲座共举办了七期，每次都以其精彩的内容吸

引了广大的听众。 

 

二月六日是开学的第一天，学校请来了中国海外

教育基金会(OCEF)的江波，为大家介绍中国农村

的教育现状，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以及

OCEF 在推动中国农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OCEF 是

一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其宗旨在帮助中国农村

的贫困学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二月十三日的讲座举办了两场。第一场是由

Acton 学区校监 Bill Ryan 和 Selectman Peter 

Ashton 来为大家通报 Acton 公立学校的财政状

况，和未来学校的财政计划。第二场讲座则是请

来了本地知名的教育家，牛顿中文学校的沈安平

博士向大家讲解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沈博士毕

业于波士顿大学，现任职州教育局。 

 

二月二十七日的讲座，是由 Prudential 

Financial 的理财顾问及投资专家浦汉松博士主

讲，介绍近一段时期的股市形势，和个人投资的

战略。 

 

又到了报税的季节，三月六日学校举办的报税专

题讲座吸引了不少人参加。CPA Sherley Pei 在

讲座中为大家介绍了今年税法中的一些改变，和

如何更有效地处理报税的问题。 

 

三月十三日，学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圆桌讨论

会，邀请了 Acton-Boxborough 几个出色的华裔

高中生 Jessica Lin, David Shi, Annie Wang, 

David Xiang, 和 Susan Yao 为大家介绍高中里

的社会文化活动。讨论的题目包括领导学生组

织，学校里的讲演、辩论及其它学术团体，课外

文体艺术活动，和社区服务。这次讨论吸引了约

五十人参加。 

 

三月二十日的讲座题目是“如何像 Warren 

Buffet 那样投资”，学校请来了 Summit 

Investment 的创办人 David Liu 与大家分享他成

功的投资经验。他向大家特别介绍了

Buffettology，是对著名投资家 Warren Buffet 

在投资中如何选择公司的研究。 

 

讲座委员会蔡江南 提供 

“Little Green” Author Chun 
Yu Comes to Acton 

 
Author Chun Yu will read from her memoir in 
verse, "Little Green", in Acton Memorial 
Library on Saturday April 9 at 2 pm at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Meeting Room. As a friend of 
hers, I’m very excited to introduce her and her 
books to our community. And I hope you will 
attend the Reading and meet her in person.  
 
Chun came to study at MIT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she had 
been working as a senior chemist ever since she 
finished her Ph.D in MIT. Chun had been a 
Boston resident for over a decade till she did her 
job-related move to California a couple of years 
ago. As you can see, she is very much “home-
brewed” here in Boston, with a strong Chinese 
background. 
 
This first book of hers, “Little Green”, is her 
memoir about being born in 1966, the year 
“Cultural Revolution” broke out, and what a 
young child has observed during her first ten 
years of lif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ny of us Chinese here are about the same 
generation, with very similar background. This 
period of history is so unique and its impact is so 
profound and every single Chinese person has 
somewhat been shaped by it. And I believe the 
world needs to be more aware of i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And we fellow Chinese 
will benefit from facing it in terms of better 
understanding ourselves. 
 
Chun will also do a reading at the Chinese 
school seminar on the following day, at 2:15 pm 
on Sunday April 10, in small Cafeteria of Junior 
High School. I hope you will come to enjoy 
Chun’s genuine, warm style, and the wisdom 
and sense of humor through “a clear-eyed child” 
in her verse. Her second book of memoir will be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ter as well. 
 
Thank you and see you then! 
 

Sarah Peng Gearey 
Acton Chinese Book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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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SPECIAL” 

邢共嘉 

到美国后在 YMCA Camp 或者是看儿童节目，

我最欣赏的是他们常说的 “You are 

special.”这对激发孩子的自尊自信很有好

处。我来自“一切循规蹈矩”“随大流”的

环境，谁都不许“特别”。对幼儿园的孩

子，也如“军队”似的要求，一起上课，一

起吃饭，一起午睡，一起游戏，甚至一起上

厕所。谁要有什么不同意见，老师会说：

“大家都一样，为什么就你特别？难道你头

上长角？”生生地扼杀了孩子的个性。 

 

因此我很赞同美国教育对“个性”的尊重，

教育孩子从小看到自己的优点，自己的长

处，培养自信。可是，日子长了，我觉得有

些地方，美国太强调“个人”，认为自己很

了不起，比谁都强。这样又走到了另一个极

端，使有些孩子成长得不全面，过分强调自

我，以至于有些校园惨案的肇事者，肇事的

原因是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尊重… …. 

 

我认为教育孩子真的是一门艺术，不但教育

目的要明确，分量要恰当，更要讲究教育方

法，因材施教。 

 

我们中国家长常会说：“你看，某某比你

小，琴弹得那么好。”“你真笨，还不及某

某。”… …。家长的心是望子成龙，但在无

形中却用“比”贬低了孩子，也伤害了他们

的自尊，自信。我们应该做的是，指出他的

优点、长处，帮助他看到自己，建立起他的

自信，再鼓励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会汲取他

人的长处，自小让他们懂得“三人行，必有

我师” 的道理，告诉他“You are 

special” ，但是你也要看到别人的 

“special”. 

 

这样，即使不可能十全十美，但至少也能帮

助他们更健全地成长。 
 
 

 
 
 

yè sù shān sì 
夜 宿 山 寺 

 lǐ bāi 
 李 白 

wēi lóu ɡāo bǎi chǐ 

危 楼 高 百 尺， 

shǒu kě zhāi xīnɡ chén 

手 可 摘 星 辰。 

bù ɡǎn ɡāo shēnɡ yǔ 

不 敢 高 声 语， 

kǒnɡ jīnɡ tiān shànɡ rén 

恐 惊 天 上 人。 
 
诗人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山寺的高耸，给

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又能引起丰富的联想。山

上这座高楼好像有一百尺高，站在楼上，仿佛一

伸手就可以摘到星星和月亮。我不敢在这儿大声

说话，怕惊动天上的仙人。诗人的语言朴素自

然，生动传神。 

摘自《多功能唐诗 139》 

 

教师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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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ies 

陈宏光 

Frank Chen 

781-861-3993 

周毅 

Charlie Chou 

617-653-0063 

赵磊 

Lei Reilley 

781-799-5499 

章鑫明 

Jim Zhang 

617-306-6993

黄秀雄 

Peter Huang 

617-331-0883

Ray Taraz 

781-861-3993 

蔡淑蓉 

Sue-Rong Tsai 

617-792-8842

Theresa Wong 

781-861-3993 

陈光伟 

Stone Chen 

978-371-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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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爱：重视孩子一生健康发展

的整体家庭教育 

沈安平 

 

编者按：沈安平博士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教育系，在麻省

教育局工作多年。他曾多次在本地中文学校举办讲座，

研讨华人父母在美国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并撰写有关

教育系列文章。我们有幸得到沈博士为我们提供他所写

的系列之一，供大家参考。 

 
引子： 从傅雷的家教谈起 
 

去年夏天我陪同一个美国中小学教师团到中国五个文化

古都参观，并与当地教师同行交流。此行完毕后回家乡

探亲访友。 母亲年届九十，所幸她的身体仍比较健

康。她退休前是高校图书馆馆员，现仍喜好看书读报。

2000 时居住在外地的姐姐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

《傅雷别传》连载，专门把 41 期的连载文章剪下后保

存，趁探亲之际带给我母亲。这次我见到母亲，她又把

这厚厚一叠简报转送给我，嘱托我带回美国后认真阅

读。 

 

在我们一代人中，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是相当知名的。 

由於我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她一向喜爱傅雷的翻译作

品，文革前时常带一些他的翻译作品回家阅读。我因此

在初中读书时就有机会了解了和翻阅了这类书籍，并熟

悉了傅雷的名字。傅雷年青时曾留学法国，学识渊博，

文学艺术修养博大精深。傅雷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名

著，特别是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人的著

作。他的译作语言准确传神，文字流畅优美，被翻译界

誉为“信达雅”的典范。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

翰。克利斯朵夫》 (贝多芬的文学传记)曾风靡一时，

书中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成了当时许多年青人

崇拜的偶像。 

 

作家苏立群撰写的《傅雷别传》以浓重的笔彩描绘了一

个刚正倔强，才华横溢的傅雷是如何度过他坎坷不平，

富有悲剧的一生。傅雷和他夫人在文革初期不忍凌辱，

在自己住所内双双从容自尽， 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对那

场前所未有的中华民族浩劫发出了最强烈的控诉，同时

也充分显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尊严。 

 

但是傅雷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三联书店 1984 年出版的

《傅雷家书》，此书主要收录了傅雷五六十年代与其留

居海外的儿子傅聪的通信。80 年代初期，市场上没有

如今的商业界打造的畅销书，《傅雷家书》发行后在当

时是风靡一时，洛阳纸贵。 此时傅聪已成为海外知名

的钢琴家，他早已多次回国交流讲学，在国人中享有较

高的知名度。当年我大学刚毕业两年，留校任教，并兼

任学生辅导员工作。同时准备结婚成家。当时我作为一

名高校外语教师和学生辅导员，同时又是一个 “准爸

爸”，因此我对此书是独有钟情。《傅雷家书》也是我

随身携带到美国的为数不多的书籍之一。 

 

转眼 20 多年过去了，自己也到了傅雷当年为人之父的

年龄，儿子也与当年傅聪出国时的年令相仿。同时自己

也在傅雷当时所倾心的西方文化社会中生活了十多年。

此时阅读《傅雷别传》， 重温文革噩梦，更是悲情万

分，夜不能寐。  

 

但是作为一个教育职业专业人员，最使我欲罢不能的是

傅雷的家教理念和实践。 

 

《北京青年报》在连载《傅雷别传》之后，又发了一篇

采访傅雷二儿子傅敏的专访，题目为《傅雷家教：薪火

相传》。傅敏当年 63 岁，退休前是北京第七中学英语

特级教师。采访中傅敏谈到了傅雷的家教理念，“先做

人， 后做艺术家， 再做音乐家， 最后是钢琴家。  

如果把钢琴家作为第一步骤傅聪恐怕成不了世界一流的

钢琴家。” 这或许就是傅雷的做人，学艺，成家的家

教三部曲。 

 

傅雷为傅聪和傅敏设计成长之路，他倾心全力培养傅聪

在钢琴上的艺术修养和造诣，当时虽然傅敏也喜欢音

乐，希望在初中毕业时报考上海音乐学院， 但是傅雷

认为家庭只能提供一个孩子学音乐，更何况傅敏初中才

开始学音乐，太晚了。傅雷认定傅敏是个教书料。后来

傅敏成为中学英语特级教师，果然是傅雷的一言定终

身。 

 

此篇采访中提到傅雷在离世前几年反思对儿子的教育：

“你们没有欢乐的童年。我对你们太严了。” 《傅雷

别传》中有这样一例。傅敏从小比较好动调皮，傅雷有

次火上心头，把他绑在大门外柱子上训骂，让路人看

到，从而达到教训和羞耻傅敏的目的。成人成才之后的

傅聪和傅敏感谢父亲的严厉：“父亲是我们兄弟俩最后

的老师。” 

 

如果说当年前后再版 5次，发行 150 多万的《傅雷家

书》成了一代人的家长教科书，那么傅敏现在退休在家

后正收集傅聪谈话录，以冀成书出版，成为《傅雷家

书》的续篇。他期望 能够使读者在此书中了解傅聪在

1965 年以后如何走向成熟，如何成功。傅敏希望家长

能从这后半部“家书”中借鉴家教一二，薪火相传。我

不知我母亲要我阅读此文是否也有此期望。 

 

回音壁 

子子子女女女教教教育育育篇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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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是如此，看来还是很有必要借此机会反思一下我

们自己的家教理念。 

 

何谓家教？我以为当代的家庭教育应该包括家长的自我

教育提高和对孩子的全面关爱教育。从人性化的教育观

来看到家教至少应该包括家长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

技能： 

 

• 婴幼儿的身心发育和营养健康； 

• 幼儿的认知能力的培养和开发； 

• 少年的智力发展和个性完善； 

•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学科知识的掌握； 

• 青春期的身心健康，专业学习，社会交际能力

和道德品格素质的全面发展。 

 

家教的培养目标制定之后， 家教的过程和手段也是至

关重要的。健康的心理是在健康的环境里培养的，整体

能力的培养也是在整体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逐渐完成的。  

 

我们身居海外的华人家庭在家教方面有着双重的挑战： 

其一：我们大部分家长都是生活在我们完全没有经历过

的社会文化环境里，我们急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

治家能力；其二：我们和孩子的代沟由於知识经济时代

的急速到来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有着似乎是不可逾

越的鸿沟。我们过去所接受的家教理念在这样的一个环

境里是否极需要有一个扬弃和重建的过程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主导人

员， 自己也需要与世共进，更新发展。我希望通过这

个论坛来与我们的家长交流和探索，以便达到沟通和共

同提高。   

     

 电影传奇之一: 抗日篇  

——写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崔勇员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适逢一衣带水的邻国

打算竞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看完了诸如此类

的春节晚会，贺岁大片后，以及继续欣赏小崔电影传奇

系列片的同时，觉得也有必要复习一下电影中的抗日战

争。于是有了这个题目，把我看过的，听到过的，以及

打算看的抗日影片，都列举出来，作为一个小资料给大

家参考，并且推荐几部给大家。 

   

在大陆拍摄的抗日影片中，个人觉得可看性最强的是

《野火春风斗古城》。王晓棠和王心刚是当之无愧的美

女加帅哥，扮演的伪团长关敬陶的王润身，曾经在林海

雪原中成功地扮演了杨子荣。影片可贵的地方，在于它

在表现严酷的抗日革命斗争的同时，描写了银环和杨晓

冬之间的爱情，以及杨母这样一位深明大义、坚强不屈

的伟大母亲形象。眼下时兴的红色经典翻拍，听说其中

就有野火春风斗古城和小兵张嗄。 

在台湾拍摄的抗日影片中，应当首推《八百壮士》和续

集《旗正飘飘》。“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

在腰，热血似狂潮”，来自由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

歌曲“旗正飘飘”。抗日和救亡，国军战士和八路军一

样，不分先后，前仆后继。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牺牲的

职位最高的军官，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的

事迹，可以在电影《英烈千秋》里看到。 

 

1947 遥远的爱 

1949 中华女儿 

1953 鸡毛信 

1955 南岛风 

1955 平原游击队 

1956 扑不灭的火焰 

1956 铁道游击队 

1956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957 椰林曲 

1957 战争里成长 

1958 狼牙山五壮士 

1958 永不消逝的电波 

1959 回民支队 

1961 51 号兵站 

1962 南海潮 

1962 地雷战 

1962 东进序曲 

1963 冰雪金达莱 

1963 自有后来人 

1963 小兵张嗄 

1963 野火春风斗古城 

1964 白求恩大夫 

1965 苦菜花 

1965 三进山城 

1965 地道战 

1974 英烈千秋 （台湾） 

1975 烽火少年 

1975 黄河少年 

1976 八百壮士（台湾） 

1978 两个小八路 

1978 大刀记 

1978 豹子湾战斗 

1979 吉鸿昌 

1979 归心似箭 

1980 最后八个人 

1985 黄桥决战 

1986 破袭战 

1987 八女投江 

1987 旗正飘飘 （台湾） 

1988 刺杀汪精卫 

1993 冲出死亡营 

1993 犬王 

1995 敌后武工队 

1995 飞虎队 

1995 七七事变 

1997 白山黑水 

2000 鬼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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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艾克顿及波士顿地区部分

活动简介 
进入三月下旬以来，天气一天天变暖，蛰伏了一冬天的

人们纷纷脱下厚重的棉衣、外套，轻装开始到户外活

动。住在城里的人们，讲究要到郊外去踏青，而我们这

些住在郊外的，各种文化体育活动也逐渐多起来。这里

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四、五月份艾克顿及波士顿附近地

区的一些活动。 

 

虽然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而且接下来很快又会

有 April Shower, 但并不影响 Acton 镇里的少年足

球、棒球、垒球队开始活动。ABYS(Acton-Boxborough 

Youth Soccer)春季是从四月九日开始，可是一些心急

的教练，已经组织小队员们开始在室内训练了。其它如

棒球、垒球队的组织工作也在进行中，不久春季的训练

和比赛就会开始。如果你有兴趣为孩子报名，Acton 的

公共图书馆会有一些报名表格，也可以上网查询和报

名：ABYS 的网址是：www.abys.org,  A-B Youth 

Baseball (ABYB) 的网址是：www.abyb.org，Acton 

Youth Softball 的网址是：

http://eteamz.active.com/absoftball。 

 

四月份也是美国职业棒球开赛的季节。乘去年波士顿红

袜队击败宿敌纽约洋基队，并一举赢得久违了八十六年

的“世界大赛”冠军头衔之余威，今年的棒球热会只增

不减。不知你是否记得，去年到赛季中的六、七月份

Red Sox 的球赛已是一票难求了。如果今年你想去

Fenway Park 看 Red Sox 的球赛的话，要汲取教训，

及早买票以免向背。 

 

最近一段大家在中文学校会发现，房东镇初中的礼堂经

常有一些演出。前一阵演的是音乐剧 Susical。四月一

日开始，Acton 的 Open Door Theatre 又要在这里演出

Andrew Lloyd Webber 的名剧“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时间是：四月一

日、八日（星期五）及四月九日（星期六）晚 7：30，

四月二日、九日（星期六）和四月三日、十日（星期

日）下午 2：00。票价 8元，有兴趣者可到

www.opendoortheater.org 查询。 

 

如果你是音乐剧的发烧友，或是 Andrew Lloyd Webber

迷，那么你不要错过三月三十日到六月四日在波士顿歌

剧院（ Opera House）上演的韦氏名剧《歌剧院魅影》

（Phantom of the Opera）。韦伯是著名的通俗歌剧作

曲家，代表作除以上两出剧外，还有“Cat”、“Jesus 

Chris Superstar”、“Evita”等，都是纽约百老汇常

年上演的剧目，曲调优美动听，脍炙人口。 

 

每年一度的大苹果马戏团（Big Apple Circus）来波士

顿的演出，也是在四、五月份。今年的演出是从四月二

日到五月八日，在波士顿的 Bayside Expo Center。欲

知详情请查询：www.bigapplecircus.org。 

生活园地 

RONNIE DU, D.M.D. 
Family Dentistry 

323 Boston Post Road, Sudbury. MA 01776 
Phone# 978-443-0801 

Website: www.ronniedmd.com 
 
 

• More than 10 years clinical experience 
• High quality dental care 
• Accept many insurances 
• Nights and weekends appointment available 
• Only 10 to 20 min. away from Acton 
• Speak English an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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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史建英 
 

冬冬冬天天天   

 

王杰妮 

冬天来了，下雪了。小朋友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

围巾和手套还戴着帽子在玩雪。树叶都掉下来，河里水

结成冰了，大人带着小孩在河面上滑冰。真好玩！ 

 

邝凯菲 

冬天的天气很冷经常下雪。人们要穿很多衣服。鸟都飞

走了，很多树的叶子都掉了，湖里的水结成了冰，草地

上盖子一层白白的雪。小孩在外面堆雪人和滑雪。 

 

周晨 

我很喜欢冬天。我喜欢冬天因为它有很多雪。冬天水都

结冰了。所以我能在冰上玩。我在雪上能玩很多游戏。

我的好朋友们和我在雪“山”上挖一个长长的洞。在冬

天我还能滑雪。那是为什么我喜欢今年的冬天。 

 

李华欣 

冬天很美。地上都是白了。冬天有很多雪。冬天有冷

风。河和湖都冻成冰了。人们穿厚的衣服。我们冬天的

活动是遛冰。小鸟都飞到南边因为太冷了。我很喜欢冬

天。 

 

阵宇珩 

冬天来了，冬天来了，天气冷了，雪很多，树叶都没

了，很多动物都冬眠了，小河冻起来了，我起床穿大衣

小朋友不出来玩了，我们在家看足球比赛。 

 

伍莉莉 

冬天来了！！外面很冷。地上有雪很多小朋友在玩雪。

我们要穿很厚的衣服。很多树的树叶都掉完了。很多动

物都冬眠了。外面很冷，河里的水都结冰了。在我家的

院子里，我们准备造一个滑冰的地方。我和妹妹可以滑

冰！！ 

 

波波 

冬天好冷。下雪了，地上白白的。爸爸扫雪。我在学滑

雪，我喜欢滑雪。我和弟弟在雪里玩，我们一起做雪

人。冬天好玩。 

 

林犁冬 

冬天来了。天气变冷了，风也变大了。如果很冷的话就

会下白的雪。小草都死了，树上的叶子也掉光了。小鸟

飞到南方去了。松鼠躲在它们的窝里面。河变成冰了，

小朋友在玩雪。冬天很好啊！ 

 

林凯欣 

冬天是很冷。小鸟飞到南方去了。人们穿厚的衣服。风

很大。下厚厚的雪。树叶已经掉了。动物都睡觉了。小

松鼠把许多树叶和吃的搬到家里准备过冬。 

 

杨笛笛 

冬天是一个白雪的世界。天气很冷，人们穿的衣服厚厚

的。 

下雪后，大地像盖了一条白色的被子，树上像开满了白

色的雪花，湖水冻成了冰。 

冬天里，人们最喜欢的活动是从山上滑雪，到湖上滑

冰，很好玩。 

在冬天，人们和动物都很少出来了，虽然冬天很冷，但

是我很喜欢它。 

 

   

   

圣圣圣诞诞诞节节节   

 

林犁冬 

圣诞节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很多人都在想着别人，而

不是想着自己。人们跑进跑出商店，都想找到最好的礼

物给一个很特别的人。 

我也很喜欢圣诞节。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了最重要的

东西，像家庭。我最喜欢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我们可以

一家人一起玩耍，我们都很高兴。 

小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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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几天去滑冰了，很好玩啊！我已经会了一点，但

是我的小弟弟不会，所以我的爸爸妈妈帮了一帮他。滑

冰很好玩！ 

我收到了一些礼物。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滑板。一有时

间，我就滑。我的滑板有黑白两种颜色。我很喜欢这个

礼物！ 

我很喜欢圣诞节！我都等不及下一个圣诞节的到来啦！ 

 

王杰妮 

放假了，过圣诞节了。在 Christmas Eve，我收到了圣

诞老人送给我一个笔筒。爸爸，妈妈给我很多书，还给

我一个 beautiful necklace and pin。 

在二十七日，妈妈带我去 Museum of Science。我看了

很多东西，学到了很多知识。爸爸，妈妈还带我去 ice 

skating 和 skiing。 Ice skating 和 skiing is very 

fun。我喜欢圣诞节。 

 

伍莉莉 

每年有很多节目，但是我最喜欢圣诞节。那一天我会得

到我喜欢的礼物。圣诞节我去了很多朋友的家。我玩得

很开心！！我得到了两个 lip gloss，我还得到了一个

口红和一套书，做肥皂的一套东西，但是我最喜欢的是

我的耳朵打了洞。开始我很害怕然后我们走了一圈我变

勇敢了，我不怕了。我很喜欢我可以带耳环！！ 

祝大家新年快乐！！ 

 

波波 

我喜欢圣诞节因为我能有好多礼物。我收到的最喜欢的

礼物是我的收音机 我在我姑姑家过了圣诞节。 

 

周晨 

我喜欢过圣诞节，那是因为它是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最快

乐日子。我帮妈妈一起装饰圣诞树，在房子前布置了好

多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可以尽情放松和玩。 

圣诞节一早我打开了所有的礼物，我一看都喜欢，但是

"Nerf-N-Strike" 是我最喜欢的！今年的圣诞节我还参

加了 Kevin 家的 party。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party。

Kevin 送给我一个我最喜欢的 Bionical。我和我的朋

友们玩了很久。我还喜欢阿姨家的可口中国茶。 

今年的圣诞节过得真好，我希望你们的圣诞节过得跟我

一样开心。 

 

阵宇珩 

我今年在圣诞节拿到了四个礼物。我最喜欢毛毛的动物

礼物。那是游伯伯送给我的礼物。 

我去了朋友家。她的名字是菖奶奶。我在菖奶奶家碰到

了一个姓苏的阿姨。她陪我玩的很快乐。 

 

 

李华欣 

今年圣诞节我收到很多礼物。我最喜欢的礼物是去迪斯

尼乐园。我们去了很多公园还看了几个表演。我们在迪

斯尼玩得很开心。 

 

林凯欣 

我喜欢圣诞节。我可以得到很多礼物。今年我和爸爸，

妈妈，阿姨去外婆家，看小表妹。她刚出生二十天。我

们很高兴。 

 

杨笛笛 

圣诞节是个我喜欢的节日。我有时间跟我的家人，朋友

一起玩儿。今年圣诞节，我们全家参加一个家庭 

party。很好玩儿！我的跳舞老师去了！ 

这个圣诞节，我收到了很多礼物。我都很喜欢。今年的

圣诞节很好玩儿！ 

 

杨晓茜 

我喜欢放假，因为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

情。比如：读小说，织毛线，玩计算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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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C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陈海虹 
 

我我我的的的一一一封封封信信信   
 
外公、外婆， 

您们好！ 

您们的新年过得好吗？我们新年过得很开心。我们参加

了一个很大的聚会。我们玩了很多游戏，有保龄球，摸

鱼，投靶和套圈。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有饺，元

宵和面条。我们玩得很高兴。我也拿到了一个红包，里

面有二十块钱。我很喜欢过春节！祝新年快乐！ 

刘东 

 

姥姥： 

您好！ 

学校放假了。中文学校有个春节演出，我表演跳舞了。

昨天我去游泳，喝了很多水，但是我喜欢游泳。 

祝您身体好！ 

 

杨航 

2005 年 2 月 26 日 

 

姥姥，爷爷， 

您们好！ 

您们在中国好吗？上个星期五是我的生日。我收到您们

的生日卡。我好喜欢。妈妈给我六朵玫瑰花。爸爸给我

二本书。我们吃了长寿面。我们也吃了蛋糕。今年我真

高兴！ 

祝新年好！ 

越越（吴越） 

 

亲爱的 Amy 和 Justin, 

嗨！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寒假外出旅游。这个寒

假我们坐飞机去 Florida 玩。我们去了 Disney World

和 Seaworld。在 Seaworld 我们买了鱼喂海豚。它们很

友善，还会丢球给观众呢！我摸到海豚了。我最喜欢的

是 Epcot Center 的 Mission: Space。坐在机舱里，眼

前看到的是天空，感觉我就像在太空旅游。 

祝你们新年快乐！ 

赵慧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爷爷和奶奶： 

您们好！我们要回中国了。七月份和八月份。我们先回

北京再回海南。我想看水城。您们在做什么？我很想您

们。祝您们身体健康。 

关园园 

 

外公、外婆： 

您们好！春节到了，祝您们新年快乐！ 

我在中文学校学习，最近有进步，上学期结业成绩都优

秀。今后还要继续努力。近来北京天气很冷，请多注意

保重身体。我们全家都很好，请放心。 

祝健康长寿！ 

孙令文 

 

亲爱的舅舅、舅妈： 

您们好！ 

我八岁了。我上二年级了。我学体操、音乐和国画。我

很想你们。你们会不会到美国来？妹妹五岁了。 

雅雅表妹好吗？我们都很想念她。 

新年好！ 

孔令熙 

 

奶奶： 

您好！ 

二月十四日是情人节。情人节是你交换卡片的假。你把

卡片给你的朋友、爸爸、妈妈、老师、哥哥、弟弟、姐

姐和妹妹。在中国你也过情人节吗？我很喜欢情人节。 

祝您情人节快乐！ 

朱秋云 

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