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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教务处向广大师生发出了今年YCT/
HSK考试的通知，并且开始了考试报名。	这
是我校第四年参加这样的考试。考试将于
4/23日进行。	

2月26日课后，学校召开了第一次教学研讨
小组会议，有七位老师（陈隽，孙剑平，卢
进梅，马燕，胡平，朱蓓，居韫玮），校长
们和教务们参加了教学研讨。	教务建立了一
个“教学研究班子”微信群，希望老师踊跃
参与	。

2月28日，	学校教务主任宣布了中文
学校第一届作文比赛的评比结果，总计
参赛学生36人，指导老师8人，评审老师16
人。3月19日学校在课上向所有参赛的孩子们
颁发了奖品和获奖证书。

3月12日，R.J.Grey中学出现电力故障。中文
学校只好临时取消。学校已发出通知，3/12
日的课程将于6/18日补上。

3月19日课后，高年级组的老师们进行了教师
培训，主讲老师有徐丽（	MLP4B	），吴利
宁（原	G1-9)，徐	静(原MLP1-5	&	8),	以及马				
燕（G6-9,AP	&MLP8）等。

每月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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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教材介	绍系列（三）		-------		马立平《中文》教材

中文学习的难点就是怎样记忆。不像英文只需掌握怎样读写26个字母，单词就能读
个八九不离十了，一旦能读单词，就能看书了。大多数孩子在一年级甚至学前班已
能捧着厚厚的小说读了。但中文每个字都是一个个体，需要单独记忆。看到不认识
的字，如果不借助工具就没法读出来，这是学习中文的学生最大的烦恼。

以下介绍的马立平《中文》就是为解决这一烦恼而编制的教材，是马立平博士根据
自己在家教女儿学中文摸索出来的。这套教材非常适合生活在海外的有中文背景的
华裔学生。马立平博士的教学理念不同于传统的中文学习方法，强调直接认字，先
认后写，多认少写，后学拼音。教材首先遵循常用字先行，高频复现的原则。编写
时不仅注重培养学生学习中文的成就感，并且依据孩子们的兴趣和求知欲来选材。

教材共分十个年级，每个年级配一本课本和一张光盘，单双周练习册和一本暑期作
业。每本书分三个单元学完。Acton中文学校现只教授马立平一年级到八年级的课
程。

一、教材结构：这套教材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集中认字（1-4年级）要实际使用中文，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基本单字，
尤其是常用字。在这一阶段，我们以中国传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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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个
常用字。

第二阶段：大量阅读和学习写作（5-7年级）这阶段是在集中认了近1500个常用汉
字以后的一个进一步消化和巩固时段。

教务主任：石红月	于晓研		姜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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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教材介	绍系列（三）		-------		马立平《中文》教材

第三阶段：中华文化和SAT/AP考试（八年级到十年级，《中华文化之窗》、《中华
文化巡礼》、《AP中文读说写》）这部分教材中渗透中国文化的内容，让学生们	通
过中文来学习部分中国文化。八年级到十年级，是根据学生的中文文字水平，相应安
排了《中华文化之窗》、《中华文化巡礼》和与SAT	II	Chinese和AP	Chinese	考试相
关的内容。

二、作业特点：
反复听读课文，达到耳熟，从而增强听力和语感；大量阅读，达到眼熟，建立足够的
词汇量。在视频游戏中轻松愉快地学习汉语并完成作业。一到四年级每单元的第一页
有作业检查表，帮助家长检查学生的作业，协助老师了解学生在家完成作业的情况。
从五年级开始增加了写作入门和电脑输入汉字，为以后的AP考试打下基础。
三、教学特点：
马立平中文教学的特点是课堂上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多读多说多参
与。让学生通过听读有趣的故事并思考，做有趣的游戏，学习和熟记汉字。马立平博
士还专门为这套教材配备了非常详细的教学步骤。如想更进一步的了解马立平中文教
材请查看马立平教学网站：https://www.heritagechinese.com/

到底选用哪一套教材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学好中文，这是现在许多家长的困惑。其实教
材就像鞋子，只有穿到脚上了才知道。并没有哪个更好，而是哪个更适合。不过最终
学好中文的关键还是坚持，即对保留家里中文语言环境的坚持，对培养孩子中文学习
兴趣和成就感的坚持。

No. 118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七年三月

3



中文学校第一届作文比赛圆满落幕
文/于晓研

经过一段时间评委们细致认真的评审和我们的汇总工作，我们第一次校内学生作文
评审工作全部结束。

这是我们第一次举行校内作文评审活动，总计参赛学生36人，指导老师8人，评审
老师16人，至此，我们这次活动顺利圆满完成！

在这里特别感谢：

--------------		所有参赛学生的热情参与！

--------------		所有指导老师们的辛苦付出，赞，我们辛勤的园丁们！

孙颖G7		屠宁君G8		李冬菲G9	李蕾G6		张凤兰mlp7		马睿mlp3A		武婷婷G5		蒋伶
mlp1A

--------------		所有参与评审的评委们热情和无私的奉献！													

AB组：	嵇			蓉，	蒋		伶			黄绣江	
		C组：	吴利宁，	王		玲			张		毅			朱		蓓		周文歆			张			星	
		D组：	刘		鸣	，	段洁茸		李		蕾			马		燕		孙			颖				唐燕华			卢进梅

特别感谢评委们细致入微的点评，三位组长一丝不苟的归纳总结，刘鸣老师评审结
束后特意给我们的很多具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

--------------		刘鸣			吴利宁		唐燕华三位老师在百忙中对我们中文学校一直以来的默默
支持和奉献！

--------------		学校给与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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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第一届作文比赛获奖名单

A．B	组作文评审结果：	 	 	 	
	 	 	 	
奖			别	 获奖学生	 班							级	 指导教师	 					作		文		题		目
	 	 	 	
一等奖	 邵亚伦	 MLP3A	 马								睿	 	 我的梦想
二等奖	 张依晴	 暨南五年级	武		婷		婷	 	 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三等奖	 邵翌宸	 MLP1A	 蒋								玲	 	 我的梦想
鼓励奖	 吴安杰	 MLP3A	 马								睿	 	 西安

C	组作文评审结果：	 	 	 	
	 	 	 	
	奖							别	 获奖学生	 年					级	 指导教师	 作		文		题			目

一		等		奖	 田雨虹	 七年级	 孙颖		 说说你与中国菜的故事
	 	 姚逸鹏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二		等		奖	 周书非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蔡悦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三		等		奖	 蔡逸成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黄嘉馨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李睿恺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鼓		励		奖	 应雨成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李明蕙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毛积瑀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王永利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谭杰睿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陈洁		 六年级	 李蕾		 我的梦想
	 	 晋青波	 七年级	 孙颖		 我和中国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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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第一届作文比赛获奖名单	-	续
	 	 	 	
D	组作文评审结果：	 	 	 	
	 	 	 	
奖							别	 获奖学生	 	 班				级	 指导教师	 作文题目
	 	 	 	
一		等		奖	 殷慧文	 	 MLP7	 张凤兰	 我的梦想
	 	 Sean	Shang	 九年级	 李冬菲	 我的梦想
二		等		奖	 徐福润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付思亭	 	 九年级	 李冬菲	 我的梦想
	 	 朱秋悦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三			等		奖	李欣瑞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张思元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金培坤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王春玉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鼓			励			奖	朱雨婷	 	 MLP7	 张凤兰	 我的梦想
	 	 谭易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鹿星煜	 	 九年级	 李冬菲	 我的梦想
	 	 韩逸逍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孙士超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李波霞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华子熙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计嘉瑞	 	 MLP7	 张凤兰	 茄							子
	 	 胡凯铭	 	 八年级	 屠宁君	 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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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第一届作文比赛颁奖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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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秋校作文评审有感
文/朱	蓓

首先我要检讨。坦白说，刚接到作文
评比的工作时，我没把此当成一项多
么重要的任务，主要是对孩子们的写
作没有信心。因为在中文学校的时间
不长，没机会接触不同年级的孩子，
主观上认为孩子写不出什么子曰诗云
的。但等我看到参赛作品，着实被孩
子们高质量的文章所叹服，不得不抛
开偏见，正视这份严肃的工作，才能
对得起孩子们辛勤努力的写作。我被
分到的三篇文章题目是“我与中国菜
的故事”，我真是在边流口水边判作
文。现在还记得一位孩子写北京烤

鸭，吃法描写得细致入微，就像眼前摆了一桌烤鸭盛宴，让人垂涎欲滴！

在这次评审中，我们C组组长吴利宁老师高效有序的组织工作让我受益匪浅；她谦逊
低调、全心全意为学校服务的精神让我感叹折服。幸好当初B组因为作文数量少被取消
了，否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组长还不知会出什么洋相呢。所以，我真心感谢学校提供
这样的机会，找到这么多经验丰富又愿意奉献的好老师，让我这样资历浅薄的老师学
习、取经，充实教学、也提高师德。

最后，有两点不成熟的想法，在此提出请各位老师参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诗圣在一千多年前所说的名言，告诉我们积累阅读的重要性。我想，对这里的孩子而
言，中文阅读量的提高是个大难题，没有阅读基础的作文只是为作文而写，而缺乏自
己的真情感悟。所以，我有以下建议：

一、建立学校中文图书馆。可以由学校购买（资金情况不明:-）或老师及家长捐赠。图
书给学生看也给老师参考。老师有意识地将有关书目融入自己的教学中，引导孩子并
开出书单带领孩子阅读。
二、暨南四年级（对应MLP三年级？）及以下的孩子用朗读或故事大赛替代作文比
赛。充实中文文字功底，为以后参加作文比赛做铺垫。这些年级平时的写作教学正常
继续，只是到比赛的程度还是早了些。

以上是我参与此次作文评审从孩子作品、老师协作、思考建议三个方面的感想总结。
不对之处，望大家海涵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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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课高年级组教师培训

	 3月19日，学校	在405教室举办了一次高年级组教师培训。教务主任于晓研，
石红月和姜海群老师精心筹划准备了这次培训活动。被邀参与培训教师有吴利宁（原	
G1-9)，徐丽（	MLP4B	），徐静（原MLP1-5	&	8），马燕（G6-9,AP	&MLP8）等
老师。这次活动包括了马立平高年级组，暨南高年级组，CSL-I-1，CSL-I-2，CSL-I-3
，Advanced1，和Advanced2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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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I－3	助教	张凤玲

来美国上研究生，然后在美国工作多年，我对中国
文化的热爱有增无减。
有了孩子以后，更加意识到教孩子中国语言和文化
的重要性。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大学物理
教学工作经验，对教育事业和中国文化的热情，让
我很高兴能加入艾克顿中文学校教师中来。
非常有信心也很高兴能长期为中文学校更加成功添
薪加柴，增砖添瓦！作为艾克顿中文学校学生家
长，我更希望帮助所有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感兴趣的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创造更良好的
中文学习机会和中国文化了解的环境！

微型雪雕欣赏
图/任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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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人》的女人花
文/武婷婷

	 亲情中华—《全球华人旗袍映象长卷》美
东行系列活动”是由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画中人》全球旗袍文化联盟、波士顿南开校友会
和美国旗袍文化艺术协会共同主办。
	 在这次波士顿旗袍文化周活动中，有200
多位华人女性荣登《画中人》长卷。创始人刘冰
先生和杨静怡-雅学专家及全体画
中人摄制团队为波士顿带来了又一
股旗袍热，让这座文化底蕴丰厚的
城市为旗袍长卷更添一份妩媚和色
彩。
	 长卷《画中人》的每个女人
都有一个旗袍情结，而每个不同的
女人则用旗袍演绎出千姿百态的女
人味。《画中人》拍的不是照片，
是故事，是感受，是情怀，是文
化。
	 为了让中华文化的底韵和旗
袍的典雅魅力永存，我们中

文学校的部分老师也很荣幸地参与了这一行为艺
术！据悉从2014年起到目前为止，长卷的摄制足

迹已遍及中国30多个省市和世界各地多个城市。
目前长卷长度已达1.3万多米，参与人数已超过
3.5万！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的旗袍热还在延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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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李睿恺	指导老师：孙颖

	 我从小到大，	 几乎每天都吃妈妈烧的中国菜。我很喜欢吃。妈妈给我们做菜的时候，
她总是想方设法地变换花样，	 这样我们吃不腻。	 比如今天晚上吧，妈妈给我们做了五
道菜，其中包括辣豆腐，烤鸡翅，烤排骨，凉拌海带，和青椒炒肉，这里我最爱吃的是
辣豆腐。辣豆腐很软也很辣，吃起来很香，红色，白色，混在一起也看着很好吃。妈妈
教我了这个菜的做法，我现在就介绍一下辣豆腐的做法。
辣豆腐很好做。材料是软豆腐，辣椒酱，猪肉，葱，姜，和酱油和盐等调味料。
豆腐是用黄豆做出来的，很健康，是中国人喜爱的美食。豆腐有很多种类，有软的，硬
的，还有豆腐干，豆腐丝，和油炸豆腐，等等，我都喜欢吃。做辣豆腐要用软豆腐。先
把软豆腐拿出来洗净，切成小块，放到旁边的盘子里面。再把肉也切成片放到油锅里，
炒熟后，加辣椒酱和葱姜。两三分钟后，再放豆腐炒均匀。然后再加盐和酱油，炒好了
盛到盘子里，就能吃了。
	 我除了会做辣豆腐，还能做西红柿炒鸡蛋。你先把生鸡蛋打碎，用筷子搅拌均
匀。然后再把西红柿切成小块。先把油烧热，再把打碎的鸡蛋放到锅里，等鸡蛋烧熟
后，加西红柿和调味料，盐和糖。快熟的时候放葱。焖一会儿，就好了，盛到盘子里就
能吃了。
	 很多人喜欢吃中国菜，因为它又好吃又健康，我以后要跟妈妈学做更多的菜。请
你来吃呀！

	
	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谭杰睿	指导老师：孙颖
	 过年吃饺子是一个中国北方的传统。除夕时，
家人都要聚在一起吃饺子。饺子表示团圆。我妈妈是
在中国北方长大的，所以她把这个传统带到我们家里
了。因为我们都喜欢吃饺子，我们有时间就做饺子
吃。
	 我们家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包饺子。我们一直都用一样的馅儿来包。我们一般蒸一
锅饺子，煮一锅饺子，煎一锅饺子，然后把剩下的饺子放到冰箱里冻起来。要是有一天
妈妈来不及做饭，我们就会从冰箱里拿出一些饺子蒸着吃。
	 我很多年以前就跟我妈妈一起包饺子。我弟弟有的时候也帮我们包饺子，但是他
一般包的不多。我以前喜欢数我包了了几个饺子，和吃了几个饺子。
	 饺子是我，弟弟	 和妈妈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我最喜欢吃煎的饺子，然后是蒸的饺
子，然后才是煮的饺子，因为我觉的煮的饺子没有太多味道。我妈妈和我弟弟吃饺子都
喜欢蘸醋，可是我不喜欢。我们都觉得面食比米饭好吃。
	 记得有一次回中国，我和我弟弟一口米饭都没有吃。我们连着三个星期只吃了饺
子，包子，葱油饼，面条，还有别的面食。我觉得天天吃面食比天天吃米饭要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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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李明蕙	指导老师：孙颖

	
饺子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一种食品。	它皮薄馅大，	味道香。	我第一次吃饺子是在我五岁
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吃东西，	很挑食，	妈妈爸爸想方设法，	他们做饺子给我
吃，	饺子很快就成了我最喜欢的，	渐渐地，	我也不再挑食了。	
我八岁的时候，	我不光喜欢吃饺子，	还想学怎么做饺子，	我总是喜欢看爸爸妈妈做饺
子。	
有一天，	我问妈妈“能不能帮你们做饺子？“，	他们同意了！	我用了一个早上，	试着
包饺子，	可是我包的饺子个个很难看。	那天晚上，	妈妈，	爸爸和弟弟都吃了我做的饺
子，	大家都赞不绝口，	”	饺子很好吃！“	
以后的几个星期，	我老是再试着包饺子，	可是不知为什么，	它们还是不好看。	终于有
一天，	我包的饺子快和爸爸妈妈包的一样啦，	我的饺子好看了。	“这对一个8岁的孩
子，	已经不错了。“妈妈鼓励我说。	
从那天开始，	我不仅可以吃别人包的饺子，	也可以吃到自己包的饺子了。	
从学习包饺子当中，	让我学习到一个做人的道理，	做事情要不怕困难，	持之以恒，	失
败是成功之母。	
我对中国菜很熟悉，我小时候经常去中国和我的爷爷奶奶住，	我每次去都是呆几个月，	
所以可以说我是吃中国菜长大的。	
中国菜虽然看上去简单，	做起来可不简单，	要有很多道工序。	就比如西红柿炒鸡蛋，	
做好吃了也不是那么容易，	要盐和糖搭配合理，	火候适中，	这样才会好吃。	我zui喜
欢的菜是清炒豆苗，	很多中餐馆都有这道菜，	但是我觉得Lexington的北京饭店做的最
好吃。	
我在家里每天都会吃到中国菜。	我就每顿饭基本上都会有一两个中国菜。	我姥姥给我
们做饭，	她喜欢给我们做豆腐，	西红柿炒鸡蛋，	和茄子。	有的时候我放学早，	中午
就下课了，	回到家里，	姥姥给我烙饼，做土豆丝。	我一到家，	就可以吃午饭了。	我
平时在学校中午吃的东西都是西餐，	所以可以换换口味	。	西餐虽然很好吃，	但是我也
喜欢吃中国菜，	中国菜做起来有很多油烟，	所以很多中国人的家都有抽油烟机。	
每次我家和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们总会去中餐馆。	我们很喜欢Asian	Gourmet，	
因为它离家很近，而且那里做的中餐也很好吃。	
我很喜欢中国菜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菜很健康，	
有营养，	对身体好。比如说吧，	饺子里不光有
菜，	还有肉，	饺子是用水煮的，	不是油炸的。	
九层塔茄子，	里面有不同的维生素，	对身体很
好。	
中国菜有悠久的历史，	大约5000年了。	中国菜
一直在不停地更新改进，	我将来也要学会怎么做
中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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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	毛积瑀	指导老师：孙颖

		很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中国菜。	我从小到大吃过很多不同的中国菜。我最喜欢的一道菜
是叫笋尖肉丝。	我喜欢这道菜的原因是，	它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虽然都是很相似的样
子，	像肉，	竹笋和豆腐干儿。	这些看上去很一般的东西放在一起，却别有滋味，	让这
个菜很有特点，	很好吃。	
我还喜欢中国的饺子。	饺子是中国很传统的一道菜。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经常给
我包饺子吃，	我最喜欢的饺子有两种馅:		韭菜饺子和白菜饺子。	这是我们北京人家常
最常吃的两种馅。	韭 菜饺子里有韭菜，	鸡蛋
和虾；白菜饺子里有白 菜，	猪肉和蘑菇。北京
人	吃饺子时也有讲究，	 我把香醋里加上酱油和
香油，	再用饺子沾着 吃，	这样吃饺子就更香
更好吃了。	我两岁的时 候，	爸爸妈妈因为工作
的原因，	把我托给人家 照顾。	我保姆家的爷爷
奶奶，	经常给我包饺 子吃，	每次包饺子的时
候，	总是想方设法换不 同的馅，	这样我不会吃
腻，	从那时起我就很喜 欢吃饺子。	
还有一个让我很喜欢中 国菜的原因是它的品种
繁多，	有很多的菜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听都没听过！	中国菜和美国菜比起来，	用料
更加复杂，	工序繁多，	色香味俱全，	看上去很漂亮。	而且很多的中国菜不想美国菜
那么油腻，	吃起来更健康！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家到外面吃饭，	我们都喜欢选中国餐
馆。
我不记得我第一次吃炒米饭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一吃起来就喜欢上了。一粒粒的米粒
油浸发亮，盐味恰到好处，里面还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肉粒，蔬菜粒，和鸡蛋等
等。	

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	晋青波指导老师：孙颖

	 我在很多饭馆吃过炒米饭，可是饭馆里的炒米饭都没有我妈妈做得好吃。我很喜
欢我妈妈炒的炒米饭，我反反复复让妈妈教我怎么炒米饭，有一天，她终于答应了。

	 要做好炒米饭的第一步先要把米饭蒸好放凉，妈妈一般用两杯米就够我们一家四
口吃的了。然后在炒锅里放点油加热，把两个鸡蛋打进碗里搅匀。等锅里的油热了，把
鸡蛋放进去，炒熟了以后，盛起来切碎放到一边。

	 然后把熟肉切成小粒，你可以用火腿肉，牛肉，火鸡肉，或者羊肉，总之你喜欢
什么肉都可以放进去。然后把蔬菜切成小粒，你可以用新鲜蔬菜，比如胡萝卜，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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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花，青豆，香菇，木耳，也可以用冷冻蔬菜，把准备好的肉和蔬菜放进油锅里炒到八
成熟，放进盐，再把米饭和鸡蛋都加到锅里一起炒熟。做好了以后盛到碗里就可以吃
了。

	 用我这个方法做的炒米饭很好吃，可以当中饭，也可以当晚饭，还可以带到别人家
里聚会。每一次我做的炒米饭带到聚会上总是被大家一扫而光。我自己觉得很自豪，也
由心底感谢我的妈妈。

	 中国菜品种五花八门，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亲爱的朋友，看了我的文章后，想不
想和我学学炒米饭呢？

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	晋青波	指导老师：孙颖

我出生在美国波士顿附近，	从小在幼儿园和学校一直吃美国菜。	我喜欢吃比萨，	汉堡
包，	烤鸡和沙拉。	爸爸妈妈是湖南人，	在家里经常给我们做中国菜，	但是菜一旦放了
辣椒后，	我就不敢吃了。	

去年夏天妈妈和我讲要送我到中国去夏令营，	我心里又激动又害怕。	激动的是这将是一
个非常有意思的夏令营，	可以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害怕的是我会离开爸爸妈妈，	跟老师
和同学们在长沙生活两个星期。	

夏令营的第一天，	爷爷把我送到夏令营所在的宾馆，	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热情，	我一下子
不紧张了，	很快就交上了很多好朋友。	我的室友，	她的名字叫Michelle，	是从德州休斯
敦来的。	她比我大六岁，	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第二天早上，	我们都到宾馆的自助餐厅吃早饭。	还没有迈进餐厅的们，	就闻到了饭菜的
香味。	一走进餐厅，	我发现除了面包和饮料，	还有丰盛的中国菜，	但是大部分的菜里
都有辣椒，	就连米粉了也放了红通通的辣椒粉。	Michelle	要了一碗米粉吃了起来，	她很
高兴地告诉我说：“米粉很好吃！”，	其他的小朋友们也都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不同的中
国菜，	我鼓起勇气，	也要了一碗米粉，	我一尝，	虽然有些辣，	但是真的很好吃，	只是
我不得不喝下很多的饮料。	

从那以后，	在夏令营的每一天，	我都吃到地道的湖南菜。	我渐渐地喜欢上辣椒炒肉，	
油淋辣椒，	和辣米粉等等。现在我经常和妈妈说：“可不可以做有辣椒的中国菜给我
吃？”

渐渐地，	我发现我很喜欢吃中国菜，	辣一点就更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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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	田雨虹	指导老师：孙颖

		不管是香香的西兰花或者甜甜的凉拌西红柿，一想起一盘
又一盘的中国菜，我的嘴巴就一下子开始流口水了。虽然
我住在美国，我天天都会吃妈妈在家里做的中餐。大部分
的时间我在家里都是吃中餐的。妈妈懒得做饭或者没时间

做饭的时候非常少。偶尔，妈妈也会买回家一个pizza之类的东西。平时，在我们家妈妈
经常做的菜就会是快快地做个西红柿炒鸡蛋之类的，但是如果有人来我们家的话，妈妈
就会做她最特色的饭菜了。这时，妈妈就会在厨房里忙一上午，	准备满满的一桌菜。客
人来的时候大吃一惊，从烤三文鱼，素鸭，干煸四季豆，到四喜烤麸，和烧茄子等等，
他们把妈妈夸得不得了。在这么多菜里我最喜欢的是素鸭，干煸四季豆，四喜烤麸。妈
妈的干煸四季豆又快又好，她把炸出来的豆角，加蒜炒出来，再加点儿盐，一下子就会
变成一盘儿每个人都喜欢的菜了。素鸭是豆腐皮里卷起来竹笋香菇的，然后烤麸是面筋
做的。这些菜都好吃极了！

回国的时候，我家会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旅游。有一年夏天，我们去了四川。四川的麻辣
饭菜可有名了，谁去了四川不会尝一尝那儿的吃的呢？我们来到了宽窄巷子，找了一个
小吃店去吃午饭。他们的小菜都装在小碗和盘子里，每个只装了一丁点儿东西。第一道
菜是一个可小可小的盘子，里面光放了一个饺子，一人一盘儿。饺子上放了一堆辣椒调
料，每吃一点就辣得喝几口水。虽然辣，但还是很香很好吃。饺子吃完了，又上来了好
几碗汤圆儿。我心里想：	“终于有一盘不是辣的了！”	汤圆儿又甜又粘，里面包了芝
麻馅儿，可好吃呢！川北凉粉，他们又叫成伤心凉粉儿，因为吃起来辣的都要掉眼泪。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吃，保证每个人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我们还吃了地道的麻婆
豆腐。这就是爸爸最喜欢吃的川菜了。我们每次出去吃饭时，只要有这个菜，爸爸就只
点这个菜。我们还去了河边儿美滋儿滋儿的一边吃着四川火锅，一边看着风景，聊着天
儿。我大舅问我对四川有什么印象，我的回答是辣和香。

其实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我在天津吃过狗不理包子，在北京吃过著名
的北京烤鸭。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儿的炸酱面。我那时才七岁，吃了满满一大碗。我们山
西的刀削面肯定谁都会喜欢吃。在洛阳吃水席的时候觉得可香呢！虽然我没有去过上
海，但是我非常喜欢小笼汤包，每次吃都很高兴。我还能想起西安美味，肉夹馍，bi-
angbiang面。biang字儿是中国笔画儿最多的字，一般的字典里都没有。这个字的写法
还有一首歌谣呢：一点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进走；左一扭，右一
扭；左一長，右一長；中间来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两个贼娃立在旁，坐上车车
走四方。

中国菜色香味俱全，不光我爱吃，连老外都对中国菜赞不绝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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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	王永利	指导老师：孙颖

			 我们一家除了我以外，	都很喜欢吃中国菜，大概是我小时候吃多了，	现在我好像
不怎么喜欢吃中国菜了。
	 小的时候，	妈妈经常做鱼给我们吃。	鱼可以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了。	如果用
牛油做，	味道就更好了。	
	 记得每个星期一我爸爸休息，	他总会到中国城买回很多蔬菜，	水果，豆腐，	鱼
和肉回来。我爸爸也很会做中国菜，每个星期一的晚上，我们都会有一顿很丰盛的晚
餐。妈妈平时忙，	做的菜比较简单，	她最拿手的是麻婆豆腐，	我不喜欢吃，	可能是因
为太辣了，	我只能吃一点点。	做汤也是妈妈最拿手的。	我最喜欢她做的鸡汤，	妈妈一
定会在汤里放一些蔬菜	，如西洋菜，	大白菜和青菜等等，		她总是希望我们能够多吃一
点蔬菜。	
	 虽然话说起来我不是那么喜欢吃中国菜，	但是每次我都吃得不少，	可能是我更喜
欢一家人坐在饭桌旁，	团团圆圆，	其乐融融的气氛吧！这么多年，	我就在喜欢和不喜
欢中国菜之间，	渐渐地长大了。	
	 几乎每天都吃妈妈烧的中国菜。我很喜欢吃。妈妈给我们做菜的时候，她总是想
方设法地变换花样，	这样我们吃不腻。	比如今天晚上吧，妈妈给我们做了五道菜，其
中包括辣豆腐，烤鸡翅，烤排骨，凉拌海带，和青椒炒肉，这里我最爱吃的是辣豆腐。
辣豆腐很软也很辣，吃起来很香，红色，白色，混在一起也看着很好吃。妈妈教我了这
个菜的做法，我现在就介绍一下辣豆腐的做法。
	 辣豆腐很好做。材料是软豆腐，辣椒酱，猪肉，葱，姜，和酱油和盐等调味料。
豆腐是用黄豆做出来的，很健康，是中国人喜爱的美食。
豆腐有很多种类，有软的，硬的，还有豆腐干，豆腐丝，
和油炸豆腐，等等，我都喜欢吃。做辣豆腐要用软豆腐。
先把软豆腐拿出来洗净，切成小块，放到旁边的盘子里
面。再把肉也切成片放到油锅里，炒熟后，加辣椒酱和葱
姜。两三分钟后，再放豆腐炒均匀。然后再加盐和酱油，
炒好了盛到盘子里，就能吃了。
	 我除了会做辣豆腐，还能做西红柿炒鸡蛋。你先把生
鸡蛋打碎，用筷子搅拌均匀。然后再把西红柿切成小块。
先把油烧热，再把打碎的鸡蛋放到锅里，等鸡蛋烧熟后，
加西红柿和调味料，盐和糖。快熟的时候放葱。焖一会
儿，就好了，盛到盘子里就能吃了。
	 很多人喜欢吃中国菜，因为它又好吃又健康，我以后
要跟妈妈学做更多的菜。请你来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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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	黄嘉馨	指导老师：孙颖

			 中国菜种类很多。有各种汤，不同的小吃，各种海鲜，五花八门的蔬菜和糕点，
做法也多种多样，煎炒烹炸蒸煮。但是在众多的中国菜里，	我最喜欢的是水饺。现在
我就给大家讲怎么包饺子。

	 每次包饺子的时候，我们首先把面准备好，然后调馅，夏天的时候，馅是韭菜和
肉，可是我最喜爱的是猪肉和白菜。妈妈去商店买了猪肉馅，大白菜和葱姜。回家以后
把肉馅放进调馅的盆子，放料酒，酱油腌制，然后妈妈把葱姜剁成碎末，放到肉馅里，
爸爸就把所有的东西搅拌在一起。各种调料混合在肉馅里，肉馅就变的有味道。接着妈
妈开始洗切白菜。她 把白菜切成一条条，
然后再切成白菜丁， 剁碎。妈妈把剁碎的
白菜加盐挤一挤水，	 加到调好的肉馅里，
爸爸继续搅拌，把肉 馅和白菜充分混合在
一起。白菜汁混到肉 馅里，原来硬硬的肉
馅变得软软的，然后 妈妈又放香油，橄榄
油和盐，再加点儿胡 椒面儿，这样调好的
馅闻起来香喷喷的， 我恨不得马上吃上一
口。

	 下一步是包饺 子了！爸爸一般提前
把面活好。放在你醒 上一段时间，面变软
了。妈妈把面切成小 块儿，用擀面杖把小
块儿擀成薄薄的圆圆的饺子皮。我和爸爸接着把馅包到饺子皮里，把饺子皮对折，把饺
子边儿捏在一起，这样一个个大肚子薄皮的饺子就包好了。

	 饺子包好以后，妈妈把水加到锅里煮。水开后，她就把饺子放在水里煮。妈妈煮
饺子很有经验，所以她煮的饺子皮一般都不会破。妈妈爸爸吃饺子喜欢加醋，可是我和
我的姐姐和两个弟弟不太爱醋的味道。我喜欢加香油，吃起来可香了！

	 饺子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做饺子的时候，常常是全家人一起动手，	和乐融融，	
我现在就帮助爸爸妈妈，	长大以后我也会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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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	蔡悦	指导老师：孙颖

			 从小长大，我吃过很多不同的中国菜，	除了自己家里和朋友家里做的以外，	我还
经常和爸爸妈妈去外面餐馆吃不同风味的中国菜。在众多的中国菜里，	说来说去，	我最
喜欢的还是我们中国的饺子。

	 饺子是中国传统的一道美食，	家喻户晓，	几乎家家都会做。	我们家里很爱吃饺
子，	冰箱里也经常备着速冻饺子，	要是没时间做饭就下饺子吃。	传说冬至的那一天不
吃饺子耳朵就会掉下来，	所以每年到了冬至的那一天，	妈妈就会包饺子给我们吃。	而
过年包饺子的时候，	妈妈还会在一些饺子里放硬币呢！说谁要是吃到了有硬币的饺子，	
这一年就会很有福气。	我和弟弟的运气特好，每次总是会吃到有硬币的饺子！

	 饺子有很多做法，	可以煮着吃，	还可以煎成锅贴。	我最喜欢吃锅贴，	因为它外
面的饺子皮脆脆的，	里面的馅儿嫩嫩的，	咬一口香
喷喷的。	饺子馅儿可以放很多不同的东西，	比如肉，	
蔬菜和鸡蛋。	而我最喜欢的吃的是鸡肉馅儿的，	吃的
时候我喜欢蘸饺子酱或醋。	

	 饺子皮可以自己做，	也可以上店里买。	我觉得自己
做的饺子皮更好吃，	因为有嚼头。	可是买的饺子皮方
便多了。	我不仅爱吃饺子，	我还爱包饺子。	爸爸妈
妈包饺子的时候，	我总是在旁边帮忙，	妈妈还特意给
我买了一个包饺子的小工具，	这样包起饺子来就容易
多了。	

	 饺子是家喻户晓的中国食品，	很多外国人也喜欢
吃。	若是你还没有吃过，	我建议你也试一试，	你一
定会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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