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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课程介绍 
《中文》暨南大学编写 

 

《中文》教材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委

托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为欧美地区周末制中文学校的华裔小学

生学习中文而编写的。全套教材共 52 册，其中《中文》主课

本 12 册，家庭练习册 24 册(分为 A、B 册)，教师教学参考书

12 册，《学拼音》课本 1 册、《学拼音练习册》2 册及《学

拼音教学参考》1 册。 

  本教材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经过全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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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中华文化常识，为进一步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打下良好的基

础。 

  教材从教学对象的年龄、生活环境和心理特点出发，以

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编制

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1996)、中国国家汉

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与

汉字等级大纲》(2001)和中国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公布的《现

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等为依据或参考，科学地安排教材

的字、词、句、篇章等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设置家

庭练习，以期教学相长、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提高学生运用中文的能力。同时，本教

材参考和借鉴了海外现有中文教材许多有益的经验，力求达

到教与练、学与用的统一，并在内容与体例、图文编排、题

型设计以及教学理念的体现等方面有所创新。 

根据海外中文学校的教学安排，《中文》教材每册为 12

课，每 3 课为 1 个单元，每册共有 4 个单元。每个单元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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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练习，并附有总练习。每册教材均附录音序生词表，生词右下角标注课文序号。 

《中文》教材特点： 

一、教材第 1 册第 1～6 课为识字课，主课文后只列生字，不列词语和句子；自第 7

课开始，主课文后列词语和句子，但只列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单音节词不列入；部分主

课文后还列有“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国名等。 

二、为了方便教学，本教材另配有《学拼音》及配套练习册，故 1～12 册主教材不含

现代汉语拼音教学内容，但自第 5 册开始，适当增加了部分拼音练习。 

 三、《中文》第 1～4 册的主课文、阅读课文均加注现代汉语拼音，从第 5 册开始，

只为生字注音。注音时除主课文后的“词语”和“专有名词”按词注音外，其余部分均按

字注音，一般标本调，但几类轻声不标声调。一般轻读、间或重读的字，注音上标调号 

四、为了方便学生学习，本教材(1～6 册)及练习册的课文题目、练习题目等配有英文

翻译或解释。“专有名词”中加注了英文名称。 

五、为方便阅读课文的教学和自学，本教材在阅读课文后增加了“生字”“词语”，

部分列有“专有名词”，并相应地在《中文教学参考》中增加了阅读课文的教学参考内容。 

六、为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本教材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汉语交际功能

训练。 

 

马立平教材课程介绍 

马立平中文是一套为海外华裔青少年“量身打造”的中文教材。这套教材有简体和繁

体两种版本. 其实用对象为来自华语家庭的儿童。目前，教材共有简体课本 1 到 10 年级，

每年学三册（3 个单元），并配有相应的单双周练习本。一至五年级课本同时配有学生用

的生字卡片，一至九年级课本配有多媒体练习光盘。拼音教学将在二年级引入，并备有完

整的暑期练习光盘。此外，各年级还编有相应的暑假作业。学完十年级后(30 册)，学生将

掌握 2794 个中文常用字。  

这套教材的教学理念是：1.直接认字，后学拼音；2.先认后写，多认少写；3.课文和

阅读材料并重；4.先读后写，水到渠成；5.常用字先行和高频率出现；6.重视中华文化；7.

强调汉字结构的教学。 

本套教材分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集中识字（一年级到四年级，第 1 册到第 12 册）在这一阶段，教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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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传统的“直接认字法”为主要手段，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儿歌和散文为载体，通过

高频复现的方法，让学生学认近 1500 个常用字. 这些字 在一般中文读物中的出现频率为

95%以上。要求熟练书写的五百个左右最常用的汉字，可构成 1000 个以上的 常用词汇，

以满足日常生活中的书写需要。学生阅读配合课文编写的故事、寓言、幽默、儿歌、谜语

有 400 余篇。 

第二阶段：集中阅读（五年级，第 13 册到第 15 册）在集中认了近 1500 个常用汉字

以后，需要一个集中的消化和巩固时段，故而安排五年级为集中阅读的阶段，进行“大运

动量”阅读训练。 在这一阶段学生还要学习在电脑上通过拼音输入汉字和查字典，为下

一阶段的作文训练作好准备。  

第三阶段：实用中文和写作（六年级和七年级，第 16 册到第 21 册） 这一阶段以趣

味对话为课文形式，重点介绍海外生活常用中文，此外还采用当代中篇童话作为集中阅读

材料。各类中文写作训练也在此阶段加入。 

第四阶段：中国文学和文化巡礼（八年级到十年级，第 22 册到 30 册） 此阶段以学

习中国文学知识和文学欣赏为主，并同时为中文 AP 考试做准备。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classes are designed for children from non-mandarin speaking families to 
develop basic skill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to get initial exposure to Chinese culture. 
We believe this is one of the unique features of ACLS, compared with other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in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It is also one of the many ways that ACLS 
has been working very hard on, since Day 1, when the school opened, to give back to 
our home communities which ACLS is nurtured from and supported by. Currently, the 
school has sixfive levels and six five classes with more than 50 55 students. Lessons are 
taugh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n 2010, ACLS will open a new class, CSL level 6. 

The next few pages describe in great detail the CSL program (prepared by a group of 
kids-loving and dedicated CSL teachers at ACLS), e.g., text book, curriculum. 

There will be 6 levels of CSL classes offered at ACLS: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and Level 6. It will take one academic year (Fall semester and Spring semester) to 
finish each level. A student who has completed one level of study and passed the evaluation 
can be admitted to the next level in the following school year. 

ACLS uses Better Chinese series teaching material for all classes of CSL. CSL1 and CSL2 
are going to use My First Chinese Words series or materials within the series; CSL3, CS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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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5, and CSL 6 are going to use My First Chinese Readers.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textbook series, please visit www.betterchinese.com. Students will also use CD 
or online lesson access to review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to play 
additional exercises and watch level- appropriate stories, making learning Chinese relevant 
and fun! In addition, parent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learning progress at home. A brief 
description for each level is as followings: 

Level 1 focus on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of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ers will help students build up preliminary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apabilities with emphasis on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four tones, most 
common vocabulary, and recognition of 30-40 simple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allow our youngest students (5-6 years old) get their initial 
exposure of Chinese in a fun and entertaining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o the 36 
my first Chinese words books from betterchinese.com, songs, rhymes, games, and 
classroom activities will also be part of the curriculum. Topics covered include 
family, color, school, food, sports, body parts and more. 

Level 2 is designed for young beginners (6-7 years old) with no prior exposure 
to Chinese to build bas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apabilities through 36 easy to 
read short story books. Although CSL2 use the same materials as CSL1, students 
will learn in a different angle. Lessons and homework are provided in a more 
structured manner. Students will practic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by 
answering questions in full sentences. Flashcards are used to enhance their 
character recognition capability. Students learn and strengthen their skill by 
repetition. Each class cooperates with fun games, live acting, colorful pictures/ 
drawings, crafts and songs/rhymes. 

Level 3 is designed for beginning students (7 and older) with or without prior 
exposure to Chinese to learn the fundamentals of Chinese conversation in the 
standard Mandarin dialect through textbook, workbooks, classroom lectures and 
culture activities, as well as animated on- line resourc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ll focus on basic Chinese sentences used commonly in daily life situations and 
in a spiral-up structure that builds upon and applies previous materials. Level 3 
will use My First Chinese Readers Volume 1 as textbook. It covers greetings, 
names, nationalities, school, family, home, dates, fruit, school supplies, food and 
mor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including cultural content and Pin-yin (phonics 
system for mandarin)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Level 4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who successfully completed level 3 or equivalent. 
Textbook for this level is Volume 2 of My first Chinese Readers, which covers colors, 
clothes, opposites, sports, pets, vehicles, prices, directions, weather, comparisons and 
more. 

Level 5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who successfully completed level 4 or equiv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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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 for this level is Volume 3 of My first Chinese Readers, which covers phone 
calls, jobs, directions, the zoo, playing with friends, classes, eating at a Chinese 
restaurant, body parts and more.  

Level 6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who successfully completed level 5 or equivalent. 
This level use Volume 4 of My First Chinese Readers as core material. Topics covered 
include Chinese Festivals, four seasons, birthday party, shopping, sports, community, 
hobbies and Chinese Zodiac and more. 

 

中文学校新老师自我介绍 

傅开屏 

大家好，我是CSL-5 班张星老师的助教，我很高兴加入到ACLS这个集体中来，能够

为ACLS尽自己的一点努力。 

我是浙江诸暨人，在杭州念大学，到德国留学，然后来美国加州工作，又被公司外派

回上海三年，刚回到ACTON这个美丽的小镇来定居。 

我的先生在BOSTON工作，一个孩子，在上K班，也是ACLS的学生。 

总之，很高兴与大家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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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老人与海》 
王晓鹂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一本世界名著，

自然也是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目。此书写于

1952 年，获 1953 年普利策小说奖及 1954 年

诺贝尔文学奖。据说，此书在 1955 年由张爱

玲在港首译， 1957 年海观在大陆首译（参见

网上发表的研究）。也许因为情节简单的缘

故，已经忘了当年读此书的感受，也不知何

人所译，只记得是讲一个老人和一条大鱼的

故事。如今重读，又是英文原本，感觉异常

新鲜、复杂。

 

这本书的文字非常朴素，书不厚，只 127

页。人物简单：一个老人 Santiago（主角），

一个小伙 Manolin（配角）。情节更简单：老

人继８４天没钓到任何鱼后，在第８５天，

他来到外海，历尽艰辛，化了两天两夜钓了

一条长１８英尺的大马林鱼。在返回的途中，

遭到尾随而来的鲨鱼群的袭击，第三天，他

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岸上，那条鱼，也只剩下

了一具巨大的骨架。 

这部小说，是象征主义小说的典范。里面

的每个人物，每个情节，甚至每句话，都被

研究者赋予了深厚的多重含义。且不去细究

那些含义，就个人的直观感受，最有震撼的

一句话便是：“Nothing! He said aloud. I went 

out too far.”  ——这是老人在捕到了大鱼又

要失去它之前，对自己说的一句话。这句话，

既不是悔恨也不是失望，只是在陈述一个事

实：他的确走的太远，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

胜利果实，却无力保护那丰硕的成功。联想

到近日盛议的 Amy Chun 的教育方式，真希

望她不是“went out too far”，也希望自己在

孩子的教育乃至生活中，不要“went out too 

far”。 

读这本书的感触良多。比如： 

一， 一个人老了与否，取决于他的

眼睛。 “The old man was thin and gaunt with 

deep wrinkles in the back of his neck. The brown 

blotches of the benevolent skin cancer the sun 

brings from its reflection on the tropic sea were 

on his cheeks. The blotches ran well down the 

sides of his face and his hand and the deep-

creased scars from handling heavy fish on the 

cords. But none of these scars were fresh.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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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as old as erosions in a fishless desert.  
Everything about him was old except his eyes and 

they were the same color as the sea and were 

cheerful and undefeated.”  

何人都会老去，然而，唯独自信的人眼睛

永不老去。８４天没钓到鱼，其他渔人都相

信他老了。支持他、相信他的惟有那个他在

他渔船上长大的孩子。可孩子是别人家的，

只能听父母的话离开了他的渔船。他独自出

海了，在捕鱼的两天两夜里，他又冷又饿又

渴又伤又孤独，却以非凡的耐力，只睡了几

个小时，喝了半瓶水，吃了几条生鱼，与巨

大的马林鱼抗衡，最终杀了它。这一切的背

后，是对自己坚定不移的信任。 

二， 没有人喜欢孤独终老。然而，

如果这是一个事实，则必须面对。“I wish I 

had the boy. To help me and to see this. No one 

should be alone in their old age, he thought. But 

it is unavoidable.” 在海上的几天里，老人屡

屡想到那个孩子，希望那个孩子在身边，帮

助他，看着他，一起经历那非凡的际遇。然

而，事与愿违，每当那时，他都会嘲笑自己，

然后提醒自己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

命令自己去做。 

三， 人在无助的时候，会寻求无名

的力量，通常是宗教。”With his prayers said, 

and feeling much better, but suffering exactly as 

much, and perhaps a little more.”在海上， 老

人总共有过两次祈祷的念头，头一次念了１

０遍《天主经》和《圣母经》，第二次没时

间念。祈祷或者不祈祷，与捕鱼无济于事。

但至少，能缓解心理压力。这也是我自己虽

不信教，却不反对别人信的原因。能有一种

方式疏解压力总是好的。 

四， 真正的男人是可以摧毁但不可

以屈服的。”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 

he said.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老人非常清楚杀死大鱼后会遭遇

什么——新鲜的血必定引来嗜血的鲨鱼。果

然，在杀了第一条袭击的鲨鱼后，他说了这

句话。随后的几波袭击过后，他已筋疲力尽，

又弹尽粮绝。可他依然坚定不移地说：

“Fight them, he said. I’ll fight them until I 

die.”午夜，新的鲨群袭来，他没有任何可以

和鲨群相抗衡的东西，他用尽了船上可用的

所有东西，坚持到最后。 

五， 世上最美好的地方，是自己的

家。“The wind is our friend, anyway, he 

thought. Then he added, sometimes. And the 

great sea with our friends and our enemies. And 

bed, he thought. Bed is my friend. Just bed, he 

thought. Bed will be a great thing.”老人终于

回到岸边，一无所有。可是，当他推开破旧

的门，和衣躺到床上的时候，他立刻陷入了

沉睡，忘记了刚刚经历的一切：捕猎，搏杀

和孤独。他再次做了个美梦：在年少时去过

的非洲黄金沙滩，狮王带领着狮群优雅地散

着步。 

六， 每个人都要有梦，一个美好的

令人遐想给人力量的梦。“…he dreamed of 

Africa when he was a boy and the long golden 

beaches and the white beaches, so white they hurt 

your eyes, and the high capes and the great 

brown mountains. He lived along that coast now 

every night and in his dreams he heard the surf 

roar and saw the native boats come biding 

through it. He smelled the tar and oakum of the 

deck as he slept and he smelled the smell of Africa 

that the land breeze brought at morning.”这个

梦，在短短的小说里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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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出海的前夜；第二次是在海上的第二天

黎明，在真正开始捕杀大鱼前；第三次是全

书的末尾，最后一句话：“The old man was 

dreaming about the lions.”同时，在为数不多

的对话和自言自语里，这个梦几次被提到。

且不去说这个梦的象征意义，仅从简单的生

活而言，能有一个能让人放松切不断让人感

受到美好生命的梦，该是漫长而单调的生活

里多么幸福的事。 

七， 如果没有亲人，那么你必须要

有朋友，哪怕只有一个。书里的老人是个孤

独的人。他妻子早逝，无儿无女，只有一个

自 5 岁起就在他船上长大的孩子陪着他。而

那个孩子，也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在老人连

续四十余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被父母带走

了。老人孤独地出了海。在海上的三天三夜

里，他时常想起孩子，想让他帮忙，想让他

经历那历史性的捕猎，也想让他静静地陪着

自己，哪怕一整天不说一句话。那个孩子，

也是书里出现的唯一一个跟老人有对话的人

物。他热爱老人，崇拜老人，照顾老人。当

老人消失了三天，终于回来后，他忍不住热

泪长流，失声痛哭。决心跟随老人： 

“Now we fish together again.” 

“No. I am not lucky. I am not lucky 

anymore.”  

“The hell with luck,” the boy said. 

“I’ll bring the luck with me.” 

“What will your family say?”  

“I do not care. I caught two yesterday. 

But we will fish together now or I still 

have much to learn.” 

在孩子的坚持下，老人终于默认了孩

子的决心。书的末尾，在孩子的照顾下，老

人睡着了，“…and the boy was sitting by him 

watching him.” 读书至此，不由眼热鼻酸。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一读再读的书。我相信，

在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年龄读

这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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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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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 
Cindy Shi - 7th grade 

 

 “人们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又有人

说，到中国旅游不去长城，就不算去过中

国” 。读<<万里长城>>后，我也同意去中

国一定要去长城。 

 

长城的风景特别好。两边有“山峰层层叠

叠，八达岭长城像一条巨龙时隐时现” 。

<<万里长城>>用汉字画出了一个非常漂亮

的长城肖像 - 蓝绿山里有一个古老和雄伟

的长城爬来爬去，像一条蛇样。<<万里长

城>>也讲上长城的感想，“似乎觉得万里长

城这条巨龙正驮着我们翻山越岭，飞向天

边”。这就是说明爬长城是象飞到天上一样。

长城最早建筑是又高又宽，把中国北边变的

更安全。她也很长，“ 穿越了七个省，市，

自治区，全长万余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

雄伟的建筑之一” 。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人造

的东西能从太空被看到。 

 

长城是在清朝代，两千多年前开始建筑的，

300000 人用了十年造这个 10000 里长的墙。

很多人都很穷，许多人也死了，死的人被埋

在墙里。 

 

我没有去过长城，可是我想<<万里长城>>

里的长城会跟真的一样。 
 

一件难忘的事:  花园 

陈筱竹 --中文口语和阅读班 

 去年秋天，我们一家人都搬到了一个

不同的镇。我们的新房子刚刚建完，所以爸

爸和妈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事其中是

我们的花园。我的妈妈就是在这时开始对园

艺感兴趣的。 

 

 这两年，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趟Ｒｕ

ｓｓｅｌｓ，它是我们家旁边的商店。这地

方卖无数的花和别的植物，像果树和高草。

但是我最爱的植物还是那些玫瑰树。它们有

各种各样的颜色，大红和粉红的，白的，黄

的．我特别喜欢那些粉色的。他们是最健康，

最鲜艳的花。 

 

 八月时，店里大的玫瑰树终于开始降

价了。妈妈马上买了八盆花，包括五盆我最

喜欢的植物。妈妈觉得黄花最漂亮，所以她

买黄花买得最多。这些玫瑰是没有刺的种类,

因为妈妈怕我们家的狗或者弟弟会不小心碰

到玫瑰树.。我们一到家就种起了花。院子里

已经到处都是不同种类的植物了。我记得爸

爸妈妈种了竹子，郁金香，和许多金盏花。

后院里还有黑莓树和苹果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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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选择了院子最前面的地方。

这里挨着一小部分森林，而且光线很亮。慢

慢的，玫瑰花一点一点被种进黑黑的泥土里。

彩色的花看起来太美丽了！我永远会记得这

一行玫瑰花丛。 

 

圣诞节 

Eric Xing 

老师：张凤兰 

十二月，二十五号，二零一零年：今

天是圣诞节。今年我爸爸，妈妈送给我一个

itouch。他们还送给我四十五块钱。我妹妹那

4 瓶指甲油。今天我吃了鸡蛋和香肠。我喝

了牛奶。七点我的爸爸在壁炉点了一堆火。 

二零一一年：今年快过了。我们家庭

今天（３１号）做很多好吃的饭。今天还做

一子鸭。这个鸭子很大也不老。今天爸爸妈

妈还让我妹妹和我十二点才睡觉。我们还看

了一些电视。我喝了饮料，很好喝呢！ 

一月二号，二零一一年：爸爸说他会

带我和妹妹滑冰。我妈妈今天病了没法跟我

们去。我们开车去Ｍａｌｂｏｒｏ，那有一

个地方可以滑冰。Ｍａｌｂｏｒｏ滑冰场从

下等二点到四点三十开门。我４年没滑冰了，

很好玩。我在这里买了一个法国香草冰激凌，

有点像咖啡。 

新年过了，春天快到了。雪还在地上，

外面不很冷。二零一一年刚来到我前面。刚

来到这儿。 

 

词语接龙 
马立平三年级 

老师：钟劲红 

 

李浩成 

灯笼-笼子-紫菜-花生-生病-病人-人民  

- 名字-字典-点头-头脑-脑袋-代替-替你 

-你好-好画-画饼充饥-机器-气氛-愤怒-怒

火-火烧-烧烤-烤鸭-鸭肉-肉类-累了-乐

极生悲-背上-上面-面条-调皮-皮肤-复习

-吸管-管住他-它很臭-臭烘烘-轰炸-炸薯

条-跳舞-舞蹈-倒霉-没有-有了你-尼斯湖

水怪-怪物-污染-染色-色彩-采珍珠-猪流

感-橄榄球-球很光滑-华北制药-药材-材料

-料酒 -九个-哥哥 
 
邱阳 

海浪-浪大-大头-头发-发书-书本-本来

-来到-到家-家里-里面-面包-包住-住在-

在那-那边-边上-上山-山高-高低-低头-

头上-上学-学校-校车-车门-门下-下雪-

雪大-大雪-雪花-花园-园球-球大-大树-

树下-下山-山下-下车-车里 

 

杨家刚 

1.你好 2.好人 3.人多 4.多少 5.烧火 6.火车

7.车头 8.头上 9.上山 10.山顶 11.叮铃铃 12.铃

声 13.声音 14.因为 15.围墙 16.墙上 17.上面 18.

面包 19.宝宝 20.包子 21.自己 22.鸡蛋 23.胆小

24.小子 25.仔细 26.西瓜 27.瓜子 28.紫色 29.色

彩 30.菜地 31.地上 32.上学 33.学校 34.小蜜蜂

35.风吹 36.吹气 37.气球 38.球场 39.唱歌 40.哥

哥 41.歌声 

 

刘天琳 

大门- 门口- 口头- 头发- 发光- 光明

- 明天- 天气- 七百- 白花- 花草- 草地

- 地上- 上面- 面包- 包子- 仔细- 细小

- 小手- 手心- 心里- 里面- 面条- 条件

- 见到- 到处- 出去- 去学校- 校园-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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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头头是道- 道路- 路边- 边上- 上学- 

学生- 生活- 活儿- 儿童- 童话- 话语- 

语文- 文字- 字体- 体操- 操练- 练习- 

习性- 性情- 情感- 感谢- 谢谢- 谢你- 

你好- 好朋友- 友爱- 爱人- 人名- 名字- 

自学 

 

宣乐韬 

东西-西边-边上-上山-山里-里面-面条

-跳这-这里-利用-用力-力气-起来-来说-

说明-明白-百年-年老-老师-时后-后来-

来往-网络-落后-后果-国王-往年-年年-

年轻-清坐-坐下-下山-山水-水上-上下-

下来-来自-自己-几个-个种-中心-新的-

得以-以前-前后-后面-面对-对了 

 

邝凯文 

家里-里面-面包-包礼物-五个-小孩-孩

子-子女 -女儿-儿子-字画-画图-图书-书

店-电脑-脑子里-里外-外头-头上- 上下-

下山-山高-高兴-兴奋-分成-成功-工作- 

坐在-在哪里-里边-边旁部首-首先-先来  

-来了-了不起-起来-来玩-玩雪-雪很大-

大人-人多 -多得很-很好看-看见-见到-到

处 

 

李滢晋 

网球 -> 秋天 -> 田里 -> 礼物 -> 

乌鸦 -> 鸭子 -> 紫菜-> 猜谜语 -> 雨

伞 -> 三个 -> 哥哥 ->歌唱 -> 长江 -> 

江河 -> 喝水 -> 睡觉-> 教师 -> 石头 

-> 头发 -> 发作业 -> 叶子 -> 自己 -> 

记住 -> 竹子 

 

 

我的寒假 
 

陈雷 

其实，我的寒假一点意思也没有：整

天待在房子里看电视，打电脑，看课外书等。

我妹在这方面比我自觉多了，她利用放假期

间来好好复习功课，还学会了做饭。我们本

来是打算要去滑雪的，可惜今年只下了几寸

雪，最后没去成。12 月 31 日，我爸的老同

学带着丈夫和孩子（和巧克力蛋糕）来我们

家过年。他那小男孩儿啊！虽然看起来可爱，

但他讨厌得要命。不但非常缠人，而且还把

我的东西左摔右摔，害得我把他关在书房里。

我三岁时，肯定没有这样吧！ 

 

孔令熙 

 明天是圣诞节。今天晚上，我们全家

都一起把五颜六色的彩灯挂在树上。我们终

于挂好的时候，我们把灯插进墙里。那棵树

立刻变成了一棵美丽的圣诞树。 

 

 睡觉以前，我们把牛奶和饼干放出去， 

希望圣诞老人会把它们吃了。 

 

我们一睡醒，就跑下楼。在圣诞树下面有

好多礼物！每个都包在漂亮的包装纸里。爸

爸妈妈起来后，我们就开始拆开礼物。每次

我们打开一个礼物，爸爸妈妈会照张相。我

收到了一个 iPod dock，两本书，二十五块钱

的礼品卡，五十块钱，和一个计算机显示器。

这个圣诞节真开心！ 

 

刘东 

 我今年寒假去滑雪了。我跟我爸爸妈

妈和姐姐去了 Pats Peak。我妈妈看到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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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头盔降价，她赶快带我们去买两个头盔。

我们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头盔。我的是紫色的，

我姐姐的是蓝色的。当我们刚要买头盔时，

我妈妈惊奇地说：“这些头盔是正价！”原

来只有几个小孩子的头盔降价。但是因为我

们喜欢，我们还是买了。 

 

 因为我妈妈感冒了，她没去滑雪。我

爸爸、姐姐和我一起去滑了。我姐姐和我滑

得快，我爸爸滑得慢，我们一起去坐缆车上

山，一起开始滑了。我姐姐和我滑到底下了，

爸爸还没下来。我们等了十分钟，还是没等

到爸爸。我们等不急了，自己上去滑了。 

 

 我姐姐很爱冒险，她想滑个黑双菱标

志的山坡，但是我害怕，她就一个人滑了，

我在山下等了她半天，她才下来。原来她摔

了一大跤，摔到坡边的防护网上了。她说她

再也不会去滑黑双菱标志的山坡了。 

 

 我很喜欢滑雪，等到冬假时我还要去

滑。 

 

赵可奇 

 这个冬假我没有去很多地方，我就去

滑了一次雪，别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在那个

滑雪天，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边滑雪，一边说

话，一边玩。那天是个滑雪的好天，雪很松

软，天很晴朗，我和我的朋友都玩得很高兴。

从滑雪场回来后，我又去我的朋友家聚会，

真好玩。在家里时，我玩了游戏机，也做了

中文作业。假期很短，很快过去了。 

 

韩梦竹 

 圣诞节是一个很热闹的节日。很多人

庆祝圣诞节，包括我的家。我的家在圣诞前

夕去了一个朋友的家。在人家里，我和我妹

妹玩儿得很开心， 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妈

妈爸爸跟别人说话。在十点的时候我们走了。 

 

 圣诞节那一天，我家没有去别人家。

我和我妹妹赶快地吃早饭。妈妈说她要我们

上楼。十分钟以后，妈妈叫我们下去。 我在

前面，妹妹在后面飞快地跑到圣诞树。我们

打开礼物，里面有两本书、衣服和两个玩具。

袜子里面有很多糖块，和三块钱。我以为我

没有礼物了，可是妈妈说还有一个在树后面。

我看到了一个大礼物，它是一个镜框，里面

是我的书评。 

 

 圣诞节后那一天，我家请了客。妈妈

请了五家，两家没有来，因为下雪了。可是

我们还玩儿得很开心。妈妈做了很多菜和肉。

妈妈也做了米饭和一个点心大家都吃得和玩

得好。 

 

孔艾碧 

 今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家和朋友一家

约好一起去洛杉矶玩。圣诞节当天，下午四

点钟，我们从波士顿机场出发，途中飞行了

五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这里天气温暖如

春，华人很多，我们在这里有五天的时间游

玩。我们先后去了好莱坞、比佛利山庄、几

个不同的博物馆，还去了圣地亚哥野生动物

园。 

 

 我还是第一次到这样的公园，在公园

里我们坐着动物园的汽车，慢慢观看了窗外

的动物，有猎豹、犀牛、长颈鹿、斑马、羚

羊、火鸟、苍鹭和鹈鹕，还有刚出生的小象

和小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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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都吃上各种好吃的东西，我

们最喜欢台湾的美味食品。 

 

洛杉矶的亲戚请我们到一家有名的餐馆吃

晚饭， 我第一次吃到了鱼翅、鲍鱼……等等

名贵的中国菜，真好吃！五天很快就过去了，

元旦前一天，我们顺利地回到家了。这次旅

行真好！ 

 

圣诞节 

我很喜欢圣诞节。你可以拿到很多礼

物。我今年礼物是：一个手表，一本书，一

个存钱的箱子，还有很多玩具。每个圣诞节

我和我的家去滑雪。我很喜欢滑雪。滑雪很

好玩。我和我家去 Killington 滑雪。我、我的

爸爸、我的妹妹和我的哥哥都滑雪。我的妈

妈不滑雪。我们的朋友也跟着我们去滑雪。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吃饭，一起玩， 和一

起说话。我很喜欢跟我的朋友们玩。我们就

花了四天的雪，可是我就滑了三天。第一天，

我去滑简单的滑雪道，十二点，我回去吃饭。

吃饭以后，我回去滑雪山，滑到四点回家。

第二天，圣诞节来了！我很早就起来，去拿

礼物。我玩了圣诞礼物以后，我就去滑雪了。

我还是四点钟回到家。第三天，我去了一个

很难的滑雪道，很好玩！我还是四点回到家。

第四天，今天下了很大的雪，我没去滑。今

天是最后一个滑雪的天。我很喜欢圣诞节。 

 

张子吴 

 2010 年的圣诞节是我过的最快乐的一

个节日。我的爸爸、妈妈、奶奶、弟弟和我

去纽约过圣诞节和新年。我们住在我的叔叔

家里。我们去了纽约最热闹的地方

（Rockfeller Center in Manhattan）看最大最

漂亮的圣诞树。那个广场装饰得可漂亮了，

我们拍了很多照片。我们还去了一个很有趣

的地方，那就是 Hershey 巧克力商店。这个

商店就在时间广场，离新年时大苹果掉下的

地方不远。圣诞过后一天我们和我的表弟去

溜冰场溜冰了。我已经有两年没溜冰了，但

是我还能溜，而且溜得很快。我开心极了。

我的弟弟以及表弟也溜得很好。溜完冰，我

们又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叫 Tron Legacy。

这是立体电影，我们都很喜欢。在这节日期

间让我很喜欢的一样是，纽约中国城有那么

多好吃的餐馆，东西香极了。我最喜欢纽约

了，纽约不但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纽约不

但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还有那么多好吃的

地方。是纽约让我的圣诞节过得最愉快了！ 

 

杨思宇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零年，我们

全家去参加喜洋洋乐队举办的跨年盛典晚会。

晚会是在一个教会举行。我们早去了帮他们

布置会场。我帮他们抬桌子，搬凳子，还帮

他们摆点心。晚会是七点半开始。喜洋洋准

备了很多晚会的节目。妈妈和我都参加了演

出。妈妈他们的乐队演了很多节目，由中国

民族乐器大合奏，有小提琴独奏，她才八岁，

她拉的是“新疆之春”，拉得非常好，非常

好听。之后我也吹了一曲萨克斯管的合奏，

曲名叫“友谊地久天长”。我们还看了叔叔

阿姨的表演，又唱歌的，有跳舞的，京剧演

唱，还有配乐诗朗诵等。看完演出之后叔叔

阿姨们开始跳舞，跳到了十二点。等到十二

点，人们看大苹果掉下来，二零一一年开始

了！人们都很开心地举起酒杯互相祝福：新

年快乐！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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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查理 

我每年圣诞节都过得非常好。每年到

了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我就会跟我们的

一些邻居和朋友家一起到一个滑雪场所去滑

雪。我们几家会合租几个房子。白天出去滑

雪，晚上就回到房子里。大人一起做饭吃，

小孩就在一起玩。 

 

 今年我们去的地方叫“雪山”，一共

有六家一起去玩。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三晚。

我们租了两个有三卧室的房子，每三家住一

个房子。我们住的房子有三层。第一层一进

门就是一个泥屋（Mud Room）。泥屋里可

以放滑雪的衣裤、手套、靴子、头盔、滑雪

板和滑雪杆靠墙的地方还放了一个洗衣机，

洗衣机的上面有一个烘干机。进门向左有一

个卧室，卧室里还带有一个卫生间。我的爸

爸妈妈就住在这间房里。进门往右拐右一个

楼梯，经过这个楼梯我们可以走到第二楼。

第二层有一个厅屋、一个厨房，一间卧室和

一个卫生间。第三层有一个较大的卧室，卧

室里面还有一个卫生间。我的两个朋友家的

爸爸、妈妈分别住在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卧室

里。第二层的厅室里有一个大沙发，晚上打

开就是一张大床。我和另外两个男孩子晚上

就睡在这张沙发上。厅室里还有一个大电视

和一个大壁炉，晚上少着壁炉很有节日气氛。 

 

 雪山是一个很好的滑雪的地方，它有

几十、上百条滑雪道。我们这三天只滑了其

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些滑雪道路可以根据难

易程度分成三级：绿岛、蓝道和黑道。绿道

最容易，蓝道比绿道要难一些， 黑道最险、

最陡、最难。第一天爸爸带着我和 Alex 滑了

Long John, Deer Run, Cooper’s Jet 和 Ridge。 

Long John, Deer Run 和 Cooper’s Jet 都是绿

道，比较平稳、容易。Long John 很长，要

滑大约十分钟。Ridge 在蓝道里面算是很难

的。它不但很陡，而且还有一块一块的冰。

滑这条道，很有挑战感和成就感。第二天，

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 Victoria 带着我和 Alex

滑了我们第一天滑的那些绿道。我们还滑了

一些新的路线：Cascade, Canyon 和

Snowdance。这些新的路线都是蓝线，但都没

有 Ridge 难。第三天，一些新学会的朋友想

要滑比较短的绿道，于是我们就开车到了雪

山的另一个脚下。因为我们已经很累了，所

以只滑了一些绿道。 

 

 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我既滑了雪，又

吃了很多好吃的，还跟邻居和朋友家小朋友

一起玩了。这个圣诞节我过得非常愉快！ 

 

陆丹尼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圣诞节是

个非常快乐的节日。在圣诞节大家互相赠送

礼物。圣诞节的传统开始于很久以前，后来

经过了很多变化。在一起庆祝圣诞节中人们

之间感到更亲切，更友好。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庆祝圣诞节。人们

开始庆祝圣诞节是在基督教成立以后。刚开

始时只是基督徒庆祝基督的生日；经过两千

多年，这个节日的庆祝发生了很多变化；现

在很多各种各样宗教信仰的人们都庆祝圣诞

节，把它作为一年中大家一起欢乐庆祝的日

子。在这个节日，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互送礼

物以表达友好和相互的感谢。 

  

 在美国很多家庭都庆祝圣诞节。不论

你到哪个城市你都会看到很多的圣诞树和许

多的节日灯饰。商店里的商品都有大量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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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好多房子上装饰着圣诞的花饰和节日彩

灯，到处都是欢乐的气氛。 

  

 在我家过圣诞节时大家也互相送礼物。

每年我都会和爸爸、妈妈和姐姐一起去照一

张节日相。我们把照好的相做成圣诞卡送给

亲友。做完这件事，我就去给爸爸妈妈和姐

姐准备礼物。今年我和姐姐一起给爸爸妈妈

用计算机做了一个动画，我还自己花钱给姐

姐和朋友们买了礼物卡。虽然要花不少时间

准备这些东西，但是看到大家高兴的样子，

我觉得很值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圣诞节已经从一个

特别的宗教节日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大节日。 

 

郭宁宁 

每年的新年晚上，我们一家都会一夜

都不睡觉，直到十二点钟。六点到七点的时

候，电视就开始有好看的新年节目和表演。

我就一边吃花生和水果，一边看电视播的精

彩节目。电视上的表演都是从 Time Square, 

New York City 播的。那里有上百万人，多得

在电视上都看得像一个一个的小蚂蚁。 

我看着看着电视，一眨眼就十一点五

十五分了。我瞪着电视上的水晶球，也高兴

地和电视上的观众一起倒数：十…九…八…

七…六…五…四…三…二…一！！！水晶球

下降，踏入 2011 年以后，五颜六色的纸碎落

下来，去迎接新年。 

 

我又看了几个节目，就回房间睡觉了。 

 

悉尼和白俄罗斯 
赵惠 

 我们家有两只鹦鹉，叫悉尼和白俄罗

斯。悉尼是一只全白色的鸟，有红眼睛，我

们昵称它尼尼。白俄罗斯是一只蓝色、黑色、

和白色的鸟，有咖啡色的眼睛。我们昵称它

贝贝。两个鹦鹉都有粉红色的脚。也有很软

的羽毛。它们大概只有几英寸高，非常可爱

和顽皮捣蛋。 

 

我们很久以前就有了尼尼，它刚来的时候

叫得很小声，但是几个礼拜过去，它就叫得

很大声。它喜欢跟着音乐，特别喜欢打鼓的

声音和姐姐的一首歌， Anarchy in the UK。

几乎每一次我们换食物时，它会从笼子里飞

出来走一走，每一次姐姐就需要抓尼尼放它

回笼子里。它飞得挺好的，但有时它会撞到

东西。有时尼尼也很胆小，妈妈扫地的时候

它会飞到笼子的另一边，开始叫起来。它很

怕扫把。它也有一点点怕贝贝，贝贝来吃东

西的时候，它会跳走。它会回来想吃一点，

但是贝贝会赶走它。其实尼尼也有它勇敢的

时候。如果我们的手太靠近它，它就会想咬

我们一口。 
 
我们 2010 年夏天才买了贝贝。它开始也

是像尼尼。贝贝吃食物的时候很有礼貌，会

把壳子吐在外面。尼尼吃食物会把它的头放

在食物盆里吃。不久，贝贝也跟着尼尼雪。

现在它也乱乱的吃食物了。它喜欢看天安门

升旗而且跟着一起唱歌。它比尼尼还胆小。

如果把手伸进去，它会很快地跳走（不飞，

不咬）。它不喜欢扫把，也不喜欢离开笼子。

它想笼子是一个可以躲避人的地方，所以不

要出来。它有一次出来了一回，到处乱飞。

我们需要一个大网子去抓它。它吓坏了，几

分钟后才抓到它。从此它再也不敢飞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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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鹦鹉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贝贝比

较怕人，，但是它对尼尼比较凶。尼尼比较

会咬人，但是它看见贝贝来，就跑走。有时

它们俩会开始打架或抢食物和玩具，但是有

时它们会一起吃和互相帮忙清理羽毛。笼子

里有一个用来磨嘴的墨鱼骨头，是粉红色的。

它们俩都喜欢咬。因为是粉红色，粉红色的

粉就掉下来了，它们也喜欢吃这个有草莓口

味的粉，所以它们的头、翅膀和尾巴都变粉

红色了。它们也会一起跟外面的鸟叫。有一

次外面有一大群小鸟在吃东西，贝贝和尼尼

都不停地叫。那些鸟听不见，但是还是很好

玩。 

 

小马过河 
余嘉蕙 - MLP3 

老师：钟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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