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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 学
校为语言课主讲
老师组织了一场
教学培训会。各
个年级的资深老
师和大家分享自
己多年的教学经
验，受到大家欢
迎。新老师感受
良多。

3月31日： 学校又为语言课助理教师组织了一场教
学培训会。各年级的资深老师把自己多年的教学和
教室管理经验和大家
分享。 她们现场演
示如何根据不同年级
要求，用多种不同的
方法方式辅助管理。
使学生在课堂感兴
趣，能集中精力学
习。此次培训将对助
理教师非常有帮助。

4月7日： 从教研主任于晓研的工作记录获知， 学校
已经根据去年秋季演讲比赛最后的总成绩，在高，
中，低年级组各选拔出3名同学共9名同学，参加今
年新英格兰地区中文学校学生朗诵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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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培 训 有 感

教务主任  于晓研

 3月24日刚刚结束的主讲老师培训非常成功，老师们在教学上，犹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形成了各
有千秋，独具特色的教学方式，年轻老师们虚心好学，触类旁通，敢于创新，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
套教学理念，并在教学实践中越来越趋于成熟。

老师们经过多年的教学积累，摸索和实践，相互学习，借鉴，融会贯通的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的教
学模式，将传统的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相结合，不断的独辟蹊径，研究探索，让我们的教学质量，
总体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按照以往的规律，每年春季学期的学生人数总体上会有5%--10%的下
降，但今年春季，我们的学生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这和老师们教学质量的提高，辛
辛苦苦的教学研究，兢兢业业的教学态度以及作为教师的责任感是分不开的。

从这次老师们的培训中，我们能深刻的感觉到，老师们在教学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付出了
很多心血去构思课堂的设计，搜集校外的教学参考资料，整理编排和利用，巩固和结合教材，最后
实践课堂，每一步围绕教学的工作，都非常难能可贵，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多方面的
受益。

 这次老师们的教学分享，让我们可以明显的体会到老师们在设计教学过程中以及其它很多方面的良
苦用心。

和学生们：
在培训中，很多老师提出要和学生们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孩子们做朋友，加强和学生们在课堂
上的互动，希望看到他们到中文学校来是高高兴兴的，回家去的时候是快快乐乐的，每年在学好中
文知识的同时，顺顺利利的升入下一个年级。从老师们平铺直叙的语言中，我们能深深的感觉到她
们对孩子们的感情，那种真挚和质朴的热情。

和家长们：
大多数老师们认为在和学生们建立良好的关系的同时，要更多的和家长们沟通，交流和联系，以获
得家长们在课外对学生们学习中文的帮助，这样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老师们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保证学生们学习好中文的一条路径。

在课堂上：
老师们千方百计的想尽办法，让学生们在课堂上充分的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观点，尽量多的给学
生们表现自己的机会，并利用卡片，实用教具，网络设计，视频动画和影片，多媒体等形式，寓教
于乐的游戏和活动，结合教材，以达到丰富和活跃课堂的教学内容，用老师们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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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体式的备课和立体式的教学，全方位的展开中文的教学。

写作上：
积极鼓励孩子们大胆的创作，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中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老师们很早就开始训练孩子们从了解字的意思到组词，造句，再到句子的扩充，扩展练习，从练习写短
文，写日记，到写出几百字乃至上千字的文章，这些长期的积累，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许许多多
的老师在孩子们十几年的中文学习过程中一点一滴，日积月累而取得的。最近几年从我们的作文比赛中
就能看出孩子们写作文的功力已日趋成熟，而且参与写作的孩子越来越多，连续几年的评审，让很多评
委都对孩子们写的作文赞不绝口。

表现上：
无论是从我们近几年自己组织的演讲比赛，毕业典礼的演出，还是新英格兰地区举办的大型朗诵比
赛……学生们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除了朗诵诗歌，儿歌，唐诗，散文，讲中文故事，说三句半，说相
声，演独目话剧，以及毕业生的毕业感言………所有孩子们的表现，让家长们和老师们都感觉欣喜，这
些除了孩子们自身的努力，家长的重视以外，和我们每一位老师的悉心教育，认真的教学是息息相关，
相辅相成的，这都是老师们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教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学过程中，老师们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让我们在教学的这条道路上仿佛越
走越宽。

接下来我们打算把老师们培训时的教学进行分享，集结成册，陆续发表在校刊上，这样我们可以互相学
习，开阔视野，博采众长。作为宝贵的教学资料，和现在以及将来的老师们分享，并把这些好的教学理
念和经验留存，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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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  
 
一等奖 
  
 裘奕琳 G1A 
 刘沐宸 G1A 
 吴俪俪 G1B 
 蓝永乔 G1B 
   
二等奖 
 田思麟 K 
 高睿妍 G1A 
 周逸轩 G1A 
 张爱力 G1B 
 邵天力 G1C 
   
三等奖 
 张轶博 K 
 林睿辰 K 
 郁政家 K 
 裘奕华 K 
 李熙楠 K 
 秦子瑞 K 
 单中涵 G1A 
 景若澄 G1A 
 陈研希 G1A 
 曾隆杰 G1B 
 邱晗宇 G1B 
 张瀚文 G1B 
 陶思怡 G1C 
 熊卓如 G1C 
 吴家锡 G1C 
 吴梦然 G1C 
 罗霖森 G1C 

	 B组 
  
一等奖  
 李宏毅 G2A
 于子涵  G2B
 王文兮 
 甄诚  MLP1A
  
二等奖 
 宋文灝 G2A
 毛聿庄 MLP1A
 李路桐 MLP1B
 史习远 G1B
  
三等奖 
 毛茂荣 G2A
 鲁佩媛 G2A
 范子菱 G2A
 史蒂文 G2A
 徐初同 G2B
 于佳鑫 MLP1A
 刘亦菲 MLP1A
 温迦南 MLP1A
 耿亦安 MLP1B
 邢灵溪 MLP1B
 王逸飞 MLP1B
 周梦涵 MLP1B
 明阳  MLP1B
 傅舒影 MLP1B

2018 秋季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C组 
  
一等奖  
 李羽萌 MLP2A
 卢天欣 MLP2B
 张安琪 MLP2B
 黄小虎 MLP3A
 陈稷洲 MLP3A
 汪佳林 MLP3A
  
二等奖 
 马田进 G4
 计嘉华 MLP2A
 李伟晔 MLP2B
 叶家宝 MLP2B
 齐松霖 MLP3A
 尹子坤 MLP3A
 张萌萌 MLP3A
 李奕成 MLP3A
 谭  哲  MLP3A
 陈泽瑞 MLP3B
 夏天翎 MLP3B
  
三等奖 
 宋依伊 G4
 李小航 G4
 吴凡卢 G4
 燕  怡  G4
 冯培芳 MLP2A
 宋卓远 MLP2A
 罗捷明 MLP2A
 Arianna MLP2A
 黄安琳 MLP2A
 寿以安 MLP2A
 王梓昕 MLP2A
 田一然 MLP2A
 陈安琪 MLP2A
 田  喆  MLP3B
 唐瑞秋 MLP2B
 柏  琪  MLP2B
 萱  竹  MLP2B
 吴佳翼 MLP2B
 徐恩佑 MLP2B
 张家琪 MLP2B
 张点点 MLP2B
 王爱嘉 MLP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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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组 
  
一等奖  
 王汀菡 G6
 陈思宇 MLP5B
  
二等奖 
 徐初齐 G5B
 吴凯文 G6
 罗泰越 MLP4A
 丁宸壹    MLP5A
  
三等奖 
 万礼荔 G5B
 徐恩熙 G5B
 周  易  G6
 徐润明 MLP4A
 相宇轩 MLP4A
 邵亚伦 MLP5A
 汤奕华 MLP5B
 庄  园  MLP5B
 王欧文 MLP5B

E组 
  
一等奖  
 许世轩 MLP6
 李泓成 MLP6
 程  毅  MLP7
  
二等奖 
 廖雅晴 MLP6
 陈家霖 G7
  
三等奖 
 相希鹏 MLP6
 万紫瑶 MLP6
 Brian Li MLP7
 崔立伟 MLP7
 计嘉伟 MLP7
 余凯欣 MLP8

	 F组 
  
一等奖  
 Emilia Millard CSL-1
 Eleanor Jaddou CSL-1
 Sohpia Jaddou  CSL-2
 Peter Ansin CSL-2
 Senyoong Heffner-Wong CSL-3
 Brooke Tan CSL-3
 Joshua Yu CSL A1
  
二等奖 
 Dominic Hoang CSL-1
 Leila Tay CSL-1
 Cayla Therrien CSL-2
 Krish Dixit CSL-3
 Daniel Schulz CSL A1
  
三等奖 
 Ella Benton CSL-1
 Nathan Mendelson CSL-1
 Diana Bloom CSL-2
 Lindsey Tan CSL-2
 Austin Mendelson CSL-3
 Samantha Mendelson CSL-3
 Genrikh Avetissian CSL-3
 Emmanuel Avetissian CSL-3
 Karsten Chan CSL-3
 Kaylyn Sethakosee CSL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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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游记

MLP5A     高睿康

 今年我们全家回了中国，去了上海。上海
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东方明珠。我们从外滩坐了
观光隧道车去浦东，隧道里的激光不是很好看，
我不喜欢。我们到了浦东以后就去了东方明珠。
我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妈妈和妹妹都觉得很
热。我们等了两个小时后，终于可以坐上电梯上
塔了。
 东方明珠有三个圆球，我们进入了二百六
十三米高的观光球，里面还有悬空观光走廊，我
很喜欢。我躺在悬空观光走廊的玻璃地板上，像
是我会掉下去。妹妹有些害怕，我对她说：“有
玻璃在下面，不用怕。”我往下看，下面的车像
蚂蚁一样爬着爬着，我好像变成了巨人。我向远
处看，看见了黄浦江上的船来来往往和岸上很多
的高楼，景色很美。
 我们下来后，太阳已经落山，是晚上了。

路灯亮了，塔上灯光也亮了，还会变很多颜色。
我们就一边看夜景一边吃冰淇淋，有很多我没吃
过的冰淇淋品种。我真希望每天晚上都这样，只
要我可以在排长队的时候玩不同的游戏。
 我喜欢东海明珠，也喜欢去上海玩。

中国旅行见闻

MLP5A     邵亚伦

 2018年暑假对我来说很不一样，因为这是
我第一次独自坐飞机去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寻根
之旅夏令营。我在中国一共旅游了三个星期，遇
到了很多热情的人和有趣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
一个美好的经历。
 在整个旅游过程中，我必须注意力很集
中。这样我才不会错过搭乘飞机的各种通知。我
第一次发现我不能永远依靠父母。记得我搭乘从
北京到沈阳的飞机，在机场等待登机的时候，一
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还有十分钟就要登机的时
候，我看到一群和我一起等待登机的人突然都拿
起行李离开了，就让我很纳闷，我开始注意到登
机口旁边的LED 通知牌上打出一段话，我认出一
些我在中文学校学到的字。“XXX 403 X机口XX 
27 XXX变XXX 13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登机
口可能变了，我赶快走到柜台跟工作人员确定，
然后我就拿起行李赶到新登机口，上了飞机。我
感觉我自己很冷静，很有能力处理问题。我在中
文学的中文帮助了我。
 我在北京的夏令营一共有十天，我和八十
个左右来自不同的国家的青少年一起参观了故
宫，水立方，颐和园，动物园，一起爬了长城，
还学习了中国毛笔字，国画，太极扇，京剧脸
谱。在这十天里，我不但学了很多新知识，还品
尝了很多北京的美食包括北京烤鸭，早茶，和火
锅。
 我印象最深的是爬长城。北京的夏天特别
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热，这种热让人感觉
像是坐在热的大锅里一样。爬长城那天是很热的
一天，头一段台阶我们爬的很轻松，然后我们就
觉得越来越热，越来越累。我们不停地喝水，不
停地扇手里的扇子。最后爬到很高的观望台的时
候，我们都非常高兴。长城真的是一个让人难忘
的世界奇观。

2019作文比赛B组获奖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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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夏令营，我还去沈阳和朝阳去看望了
我的亲戚们，有我的姥爷，大姨，舅舅，舅妈，
和表弟们，我上次见到他们的时候还不到三岁，
他们见到我都很高兴，每天带我去不同的地方游
玩，吃好吃的，每天我都很开心，要是有机会我
还想要回中国旅游，因为我能更加了解中国和中
国文化。

我最喜欢我的妈妈

MLP5B     Wen Wang
 
 我最喜欢的人是我的妈妈。我妈妈圆圆的
脸上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高高圆圆的鼻子,黑黑
长长的头发。我的妈妈个子挺高，她也很漂亮。
 我的妈妈很温柔,但是有时候她发起火来也
会变成老虎。她发火的时候我挺怕她的。
 我妈妈爱陪我们玩,但是她也要工作。我
的妈妈一有空儿总是陪我和我弟弟打乒乓球、读
书、运动、旅游、做饭、烤蛋糕、教我做家务活
和另外的东西。我妈妈的工作是编程序。她很努
力工作,有时候工作很晚才回家。
 我喜欢我的妈妈因为她平常很温柔、爱陪
我们玩、爱教我知识、爱给我做好吃的、送我礼
物。妈妈很爱我和弟弟， 为我们做了很多事。
我希望我妈妈永远年轻和漂亮。我永远爱我的妈
妈。

我最喜欢吉他

MLP5B     陈思宇

 我最喜欢的乐器是吉他。
 我从六岁开始一直听别人弹吉他，我觉得
吉他的声音很美妙。今年夏天，我告诉爸爸我想
学吉他。爸爸带着我一起去乐器店买吉他，我们
挑选了不同款式的吉他，最后我们选中了一把
Yamaha的木吉他。我们还挑选了一些配件：调音
器、拨片、架子和变调夹。

 爸爸还给我报了吉他课。我的吉他老师名
字叫Rob。他是一个很热情的老师，每次我见到
他，他都跟我说：“你好Steven，今天过得怎么
样？”他教我弹手指练习、和弦，还教我各种各
样美妙的歌曲。经过老师的指点和我每天坚持练
习,我很快就学会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老师夸我是
个小天才，爸爸妈妈也赞不绝口，我可真高兴，
使我更喜欢它了。
 我有一个梦想，我能用吉他弹各种各样美
妙的歌，还可以在全国各地表演。

我最喜欢玩电脑游戏

MLP5B     韩宇轩

 我最喜欢的活动是玩电脑游戏。我开始的
时候只是看我的哥哥玩电脑游戏。后来，我渐渐
地学会了怎样玩电脑玩游戏。现在，我已经玩了
好几年,算是一个电脑游戏高手了。
 我觉得玩电脑游戏有两个好处。首先，玩
电脑游戏既有趣又能学到很多很好的故事。游戏
的画面又漂亮又鲜艳。我用很多不同的界面来打
游戏，非常刺激有趣。其次，玩游戏可以帮助我
交朋友。当我跟朋友玩游戏的时候，我们会有好
多东西交谈和分享。当遇到不认识的小朋友时，
我们在一起玩一会儿游戏就熟了。
 但是，玩儿游戏也有两个坏处。首先，有
些小朋友会沉迷于游戏，忘记了自己的学习。我
家的规矩是要写完了作业才能玩儿游戏。每次玩
儿游戏前要定好时间。其次，玩儿游戏有时会遇
到坏人。所以我只和我的朋友交谈，把不认识的
人静音。

中国旅行见闻

MLP5B      汤奕华

 每年去中国旅行，我都会去南昌看外公外
婆。南昌有一个秋水广场，非常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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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水广场有一个很大的音乐喷泉。沿着赣江
岸边，有几个长长的水池，里边装了很多喷泉的水
管。中间的池子最大，还有一个伸进去的平台，像
一个舞台一样。晚上八点的时候，秋水广场等了很
多人，有的人手里拿着荧光棒。喷泉开始的时候，
四面八方的人都聚过来看。我总是站在平台上离喷
泉最近的地方。随着音乐，喷出来的水忽左忽右，
忽高忽低，颜色变幻莫测。同时，两岸的建筑物
上，有美丽的灯光，有时像一群马奔跑，有时像五
颜六色的蝴蝶飞舞。
 我喜欢拿着雨伞，站在平台最前面，挡住四
面八方喷过来的水。音乐变响的时候，水就越来越
高，打过来像海浪一样。这时候大家都退远了，只
有我拿着伞打拍子。有一次，水实在太大了，打破
了我的雨伞。那把伞留在外婆家，后来修好了。
很可惜，今年夏天我去的时候秋水广场的喷泉在修
理，没有看到。我们就坐了赣江上的游船，从水上
看了灯光秀，很好看！希望明年我可以再次欣赏秋
水广场上的音乐喷泉！

我最喜欢的棋盘游戏

MLP5B    蔡逸轩

 我最喜欢玩的棋盘游戏叫 Barrage Battle。
这个棋盘游戏有一个很大的纸版，和一些卡。如果
你想赢，你要第一个打败敌人或者对方的国王。游
戏设置在中世纪的时间，所以这个游戏只有剑，弓
箭和魔法。
 Barrage Battle 玩的时候玩家要部署单位，
结构，战争机器和施放法术卡到棋盘. 这个游戏有
许多不同的字符，但是一些字符有很多复制。例
如，有很多士兵卡，但是只有一个国王，一个巫
师，和一个城堡。每一个卡只能有一个字符，一个
城堡或墙壁，一个战斗机器，或一个魔咒。这个游
戏的很大部分是骰子。这个游戏用黄金作为一种货
币, 把字符放在版上。这个棋盘游戏也就变得有法
力了。有法力后，你就可以用咒语。如果你的向导
卡在版上, 如果你有足够的法力，你可以一直玩法
术。当游戏开始时, 你一定要从你的国王，巫师和
城堡开始玩。这个游戏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每个卡

就像棋子一样，可以放在棋盘上走动。而别的游戏
里，一般卡是放在棋盘外面玩。
 我很喜欢玩 Barrage Battle 因为这个游戏很
有挑战性。玩的过程中要有很好的逻辑，战略与策
略。我喜欢这个游戏的另一个原因是, 玩游戏的时
候，每个玩家不必等对方玩家太多时间, 因为每个
回合都走得非常快。
 Barrage Battle棋盘游戏是我和朋友们一起
玩的好活动。我非常喜欢玩这个棋盘游戏。

中国旅行见闻

MLP5B     张美怡

 在 2016 年的暑假，妈妈,爸爸带我去了中
国玩。我们去了北京。北京有很多有名的景点，也
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玩得很开心。
           我们去了故宫和天安门。故宫是古代皇帝
住的地方，很好看。我们看的时候有很多人。我们
也去了鸟巢。鸟巢很大。鸟巢是 2008 年奥林匹克
运动会用的。里面有游泳池和跑道等供比赛用的场
馆。我们还去了 798 艺术中心。那里有很多艺术
作品。
 我们吃了很多北京有名的美食。我最喜欢吃
北京烤鸭。味道非常好。听说北京烤鸭是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是到北京一定品尝的美食。
            我们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北京有很多好
玩的地方，吃得也好。我很喜欢北京。明年我想再
去一次。

西安，我最喜爱的城市

暨南六年级     单卓文

 在我的脑海里，记录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无
论你怎么选，有一件事情是我最最喜欢的，那就是
2018年中国春节我的一次旅行--西安之旅。
我们乘着飞机来到西安，到达机场后，我看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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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哇！中国的景色真是太美了。窗外绿树青
青，湖水波光粼粼，展现出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
丽。
 西安有许多著名的历史景点。我们游玩了
大雁塔和小雁塔。大小雁塔是八世纪建造的，比
美国的历史早了九个世纪。美丽的彩虹喷泉在阳
光的映照下，把大雁塔显得更加庄严，更加美
丽。我们又去参观了西安古城墙，古时候西安有
东西南北四道门，古城墙把四道门连接起来，古
城墙有十公里长。城墙上正进行春节花灯展览， 
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灯，还有许多鲜花灯，真是太
令人惊叹了。第二天我们又去参观了兵马俑，兵
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据说是一个老农民在耕
地时发现的，能发现这一处等于八个网球场的遗
迹，太让人惊奇了，中国人好厉害！
 我们也品尝了西安的特色美食。西安的回
民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有羊肉串，羊肉泡
馍，葫芦头，还有各种面条。我最喜欢的是肉夹
馍，肉夹馍是一个饼，中间夹着好多碎肉，样子
像美国的汉堡，可是比汉堡好吃多了！
 我非常喜欢西安的美丽风景和特色美食，
如果我能生活在西安，天天看到西安的古城，那
该多好啊！我怀念这东方特色，心里暗想，下一
次有时间我一定要再来一次！！！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暨南六年级    付沁中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玩电子游戏。我非常喜欢玩
电子游戏，因为它可以帮助我放松。我最喜欢的
视频游戏是fortnite，我每天至少要玩2小时。所
有的朋友都玩得很好，所以和他们一起玩很有
趣，我们互相打电话，所以我们不必使用游戏中
的语音聊天。这是结识世界各地新人的好方法。
这一次，我与一个法国人合作，我们赢得了29
场比赛的二人组比赛！还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
在一起，我得到了总共34次杀戮，他得到了20

次，我得到了14次。我真的很喜欢fortnite battle 
royale但是还有另一种游戏模式，也很有趣，叫
做fortnite拯救世界。在那个游戏中你和另外3个
玩家合作，你就可以对抗像暴风雨中产生的僵尸
一样的外壳。我在那个游戏中认识了2个很棒的
朋友，他们也和我一起玩战斗royale。我最喜欢
的着陆点可能是尘土飞扬的草皮或倾斜的塔。如
果我是一名职业球员，我可能会喜欢倾斜。我最
喜欢的金枪是重型霰弹枪，我的杀戮死亡比例为
2.43，我的死亡率为1.45。我真的很喜欢fort-
nite，我希望你玩的时候也会这样！

我最喜欢的音乐组合--EXO

暨南六年级     耿若凡

 我最喜欢的音乐组合是 EXO， 一个韩国男
子九人演唱组合。这个组合在 2012 年刚刚出道
时，有十二名成员，但是，三名成员先后离开了
该组合。现在 EXO 的九名成员中八位是韩国人， 
还有一位是中国人。这位中国歌手和作曲家就是
张艺兴。他也是EXO 里我最喜欢的一位。 
 这个音乐组合的名字也很特别。 EXO 源于
EXO-PLANET，一个太阳系以外的外部行星，寓
意着这个组合是来自遥远未知世界的冉冉新星。
这个组合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粉丝， 我就是他们
在北美大陆上的一个铁杆粉丝。 我喜欢他们是因
为他们在跳舞和唱歌上的无限努力。我也学习跳
舞，知道这样有表现力的舞蹈一定是多年舞蹈训
练的结果。 他们激励我更努力地学习，那样我长
大以后就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 
 每次看见EXO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我就
时而开心，时而伤心，但每次都很兴奋。看了他
们的表演，我觉得只要努力，凡事都能成功，精
彩的背后一定是辛勤的努力！EXO 在我心中拥有
了特殊 的位置， 我会在他们的歌声中获取前行的
力量！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音乐组合 -- EXO！



No. 130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九年四月

10

我的中国长城访问

暨南六年级    华仁杰

 “我们来了！” 爸爸说。我很高兴，这是
我第一次参观中国的长城。我迫不及待想要爬上
去。我们必须爬八个楼才能到顶峰。爸爸告诉我
路线（我们从八达岭底部开始），因为长城很长
的，所以我们只能爬一小段儿。我非常兴奋。
 一路上有很多买食品的小商贩。我们只买
了几瓶水，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长时间爬长城很累，我们不得不休息几
次。但是最后我们到了八达岭的顶峰！冬天这条
路线上有冰，很滑。我们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我
等不及告诉妈妈。
 晚上我们回到了酒店。我兴奋地无法入
睡。我回想今天我们在长城所做的一切，我很享
受这一天。

我最喜欢的钢琴曲子

                      暨南中文六年级   赖冰涵
 
 我喜欢的钢琴曲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的
节奏欢快，像小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有的节
奏是慢慢的，像高山流水。这些曲子都非 常好
听，都有自己的特点。可是有一首曲子对我来说
比别的曲子都不一样，很特别。
  这首曲子就是华尔兹，是肖邦在1847年写
的。那一年，他去看望 一个老朋友--乔治沙，写
了这首曲子。乔治沙有一只小狗，名字叫侯爵，
是一只狮子狗。这只小狗非常活泼，十分可爱。
一天到晚跑来跑去，一会儿闻闻这儿，一会儿闻
闻那儿。可是最让人们可笑的是小狗想抓到自己
的尾巴，一个劲的在转圈圈，抓也抓不住，但它
始终不放弃；头朝着尾巴流口水，小脚拼命的跑
着。看见了这只那么可爱的狗，肖邦有了灵感，
写下了这首曲子。这首曲子里节奏快的地方就是
表达小狗追尾巴的场景；慢一点的节奏就是表达
小狗侯爵终于追累了，要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不
过，侯爵休息完了就会马上又跳起来接着是这抓

到自己的尾巴。当肖邦注意到侯爵已经实在是太
累了，一动也不动了，这就是曲子终于结束了，
肖邦也回家了。
 我每次听到这首曲子，想象的都是小狗侯
爵在追它的尾巴。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钢琴曲子。

中国旅行见闻

暨南六年级      李佳宁

 今年夏天，我去中国旅游了。
 在中国旅游期间，我看到了许多美丽的风
景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在杭州，有一个叫西
湖的美丽的湖泊。西湖周围环绕着巨大的山脉和
美丽的建筑。我去的另一个地方是中国的长城。
走在墙上很兴奋，墙的一些部分有45度的斜坡。
当我向远处望去时，我可以看到中国长城的几英
里长的山脉。我也去了北京故宫，故宫里有美丽
的建筑，有许多建筑由中国古代建筑师建造的，
建筑物是由多个屋顶组成 ，并由许多红色柱子
支撑。建筑物内部有皇帝曾经使用过的文物和家
具。故宫包含980座建筑，占地180多英 亩。在
故宫散步和在时代广场散步一样令人兴奋。
 我在中国时旅游时看到了很多。我希望以
后再去中国看更多的地方和风景。

我最喜欢的运动 

暨南六年级     宋子豪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我在四年级的时
候就开始成为篮球爱好者，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和
朋友一起打篮球。我那一年就开始想要加入一个
篮球队。我下一年，就通过去选拔赛进入了我现
在的篮球队。去年，我的队打了十二场比赛，但
只赢了一个。今年，我们队有很多厉害的队友加
入，应该会打得更好。
 今年夏天，我去中国见我的外公外婆，并
在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在那里，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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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一起参加了一个非常激烈的篮球训练营十五
天。这是非常累人的，但当我回来再次见到我的
篮球队时，我意识到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现
在我等不急可以开始打篮球了！

中国旅行见闻 - 泰山行

暨南中文六年级      唐晓凝

 今年四月份我跟妈妈一起去了中国。在中
国我们跟舅舅和妗妗一块儿去爬泰山。我们早晨
四点从姥姥的家坐旅游车出发。一路开了五个小
时。旅游车里很热，我们出了很多汗 ，喝了很
多水。我们坐车到中天门，然后才开始爬山。边
爬边休息，吃了很多零食包括我最喜欢的干方便
面，照了很多照片。泰山的风景都很漂亮，印象
最深的是迎客松。最难最陡的是最后一段儿。爬
上南天门，我的腿很疼， 终于爬上了山顶了！山
上很冷，我都穿上羽绒服了！山上虽然冷，但我
还吃了冰激凌。下山的路上妈妈给我买了一艘木
制 的船，还给表弟买了一架木制的飞机。 我们
一上旅游车我马上就睡着了。十一点才到姥姥的
家。这是多么累的一天啊！

我最喜欢的活动

暨南中文六年级     周万达

 我最喜欢的活动是画画儿。绘画可以帮助
人们放松，忘记其他占据他们思想的东西。我喜
欢它，因为它帮助我不会厌倦家庭作业。你不需
要擅长绘画来享受它。因此，无论它有多好，其
他人如何真正做到绘画并欣赏它。我喜欢它，因
为它让我有机会想象任何我可以在纸上画画儿的
东西。它让我的绘画在我脑海中浮现。当人们
说“没关系”时，你想知道，他们真的知道它代
表什么吗？你可以想象人们在看到它时你想让别
人说些什么。当人们赞美你的绘画时，它会让你
的一天成为现实。当人们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时，

它会帮助你学习并使你更擅长绘画。绘图有助于
减轻人们的压力。通过大量的家庭作业来帮助人
们放松。这是一种表达你对不舒服的公共事物的
感受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画画，它是缓
解压力的好方法。绘画也是表达你的感受的一种
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画画儿是我最喜欢的活动。

我最喜欢的夏令营

暨南六年级      王汀菡

 今年夏天我去了北京旁边的山里，参加了
一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一个在四渡的户外夏
令营。夏令营大概有20个8到12岁的小朋友，还
有四个老师。
 我在北京坐上了一辆大巴车，开了不到两
个小时到达了一个酒店。酒店一边有一片森林，
另一边有一片沼泽地。我们拿着行李进去了。老
师把我们分成组安排到房间，每个房间住了两个
人，除了两张床和一个电视机，就没有别的什么
东西了。
 老师给我们描述了我们这星期会做什么活
动。第一天我们到达时，已经快中午了。我们把
行李留在屋里，就下来吃饭了。我和大概10个小
朋友坐一桌，饭桌上有好多美味，有排骨、西红
柿蛋汤和香菇炒鸡蛋等等，好香啊！
 吃完午饭后，我们坐上一辆敞篷车，开了
不多久来到一条很宽的河。每个人都穿上了救生
衣，然后有一个教练教我们划皮划艇。每个皮划
艇只能坐一个人。我挑了一条浅蓝色的，像天空
的颜色。河水很急，我划了不多久胳膊就累了，
但是太好玩了，我不想休息。船桨溅起来的水把
我的衣服弄湿了，但是太阳很大，所以我不在乎
湿衣服。
 第二天我们吃完一顿简单的早饭，就坐敞
篷车去酒店旁边的一座小山。教练教我们戴上头
盔和安全带，然后带我们去山脚下。在山上有铁
扶手、脚踏和一条绕着山一圈的铁绳。我们把安
全带挂到铁绳上，然后利用手环和脚踏一步步的
绕着往上走。因为我们组有几个八岁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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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走停停的，很慢。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玩。
下午，吃完饭以后，我们去攀岩了。虽然爬的地儿
很高，但是特别窄，所以只能一个一个地爬上山。
我等了好久，终于轮到我了，我爬到顶了，又爬下
来，花了大概20分钟。因为外面非常热，等我爬
下来了，浑身都是汗。不到五点，二十多个小朋友
都爬完了，我们回去吃晚饭了。
 第三天早上起来，马上就吃完早饭，坐上敞
篷车，去树上攀岩。这个对我们十一二岁的人有一
点儿太简单了，很快就玩完了，大孩子们在旁边玩
沙等那些比较小的孩子们。吃完中饭，我们去河里
游泳，因为水很急，我们比赛特别小心，要不就会
被冲下河。晚上吃完晚餐，我们在外面看了场英文
电影，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第四天是我们最后一天了，老师问我们想干什么？
我想去攀岩，但是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想去游泳。因
为从四渡开到北京需要两小时，我们下午两点就得
离开了。
 这四天过的多么美好啊！没有作业，只玩
耍！

我最喜欢的食物-方便面

暨南六年级      杨苏瑜 (Katrina Yang) 

 方便面是一种特殊的面条，也是我非常喜欢
吃的一种食物。它有很多口味，辣的，不辣的，牛
肉的，蔬菜的，海鲜的，还有其他各种我没有吃过
的。它们的味道都很好。像它的名字一样，这是一
种做起来吃起来非常方便的食物。 
 一天下午，我羽毛球训练后回到家里，感觉
又饿又累。但是， 晚饭还没有做好。我想起学过
的一句中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决定自己
先做些吃的。 
 在厨房里找出了一袋方便面后，我飞快的撕
开包装，把面放在碗里，加入调料，倒满开水，最
后盖上了盖子。三分钟后，一碗冒着热气香喷喷的
面条就好了。我看着金黄色的面条，闻着香味，三
下五除二就吃完了。不知道是因为太饿，还是面条
太香，我吃面的速度，简直是狼吞虎咽。吃完以
后，我心满意足的感叹，哇，再没有比这更好吃的

面条了！ 
 从此以后，我常常希望Snack的时候可以吃
到一碗方便面。在超市里，我看见过很多不同包装
不同口味的方便面，若是有朝一日，能够尝尝各种
口味，应该很不错呢。

我最喜欢的地方

暨南六年级        赵瀚磊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波士顿。我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波士顿有地铁、火车、公共汽车和飞
机。我喜欢便利的交通，坐不同的地铁和不同线到
不同地方去。第二个原因是波士顿有很多高楼大
厦。我最喜欢Prudential，因为它有五十二层高。
第三个原因是波士顿有不同的天气，像雷阵雨和
雪。到了冬天雪会积得很高。第四个原因是我在波
士顿的附近出生。第五个原因是波士顿在海边，在
海边的城市都很有趣。第六个原因是波士顿有一个
科技馆。我喜欢科技馆里动手的活动。第七个原因
是波士顿有很多人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像中国、
非洲、欧洲、印度等等。因为这些原因，波士顿是
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最喜爱的动物

暨南六年级       周洁恩

 我最喜爱的动物是企鹅，我觉得他们非常可
爱。
 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给我讲过企鹅的故
事。7岁时，我去水族馆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企
鹅，从那以后我越来越喜欢它们。那时，我家刚刚
搬到波士顿。九月的一个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和弟
弟去新英格兰水族馆看各种热带鱼和水中动物，这
是我第一次去那里。一进大门，我看到的第一种
动物就是胖乎乎的小企鹅，它们的名字叫“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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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我一眼就爱上了它们。它们的身体矮矮胖
胖的，黑黑的圆眼睛，羽毛黝黑发亮，游起泳来身
体灵活又敏捷，像自由自在的小鸟在水里飞。有的
企鹅喜欢平躺在水面，悠闲自在；有的企鹅喜欢在
水中互相追逐打闹，有的企鹅喜欢静静地站在岩石
上冲着凉水，我觉得它们都可爱极了！我看了很久
的企鹅，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去看其它的鱼，海豹
和海龟。
 离开水族馆前，我问爸爸妈妈可不可以买
一个纪念品。他们同意了。我挑选了一只粉红色
的毛绒企鹅。它的眼睛圆圆亮亮的，身上的毛绒
乎乎的，像一只真的企鹅在好奇地瞧着我。我立
刻喜欢上了它并买下来了。我给我的企鹅起了名
字叫“Waddles”。一晃三年过去了，Waddles
还在我的房间里。我经常跟它聊天儿。今年春
假，我还带它去了大峡谷和拉斯维加斯。现在我
的房间里又增添了很多企鹅主题的东西，比如靠
枕，squishy，铅笔，石头画儿，衬衫，另外几个
毛绒玩具等。我还看了很多关于企鹅的书和DVD，
对它们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会永远爱着企鹅，长大以后我也许会成为
鸟类学家，专门研究企鹅和其它鸟类。

我喜欢的夏令营

暨南六年级    周易
 
 今年夏天妈妈给我报了一个很好玩的夏令
营。这个夏令营是我家隔壁的小镇举办的。在夏令
营里有很多来自附近各个镇上的小朋友。
 夏令营每天带着我们去一个新英格兰地区好
玩的景点游玩。礼拜一我们去了Jay Gee’s 游乐
场，玩了迷你高尔夫，小赛车，碰碰车，还品尝了
美味的冰淇凌。礼拜二我们坐着游轮游览了美丽的
波士顿港湾。礼拜三，上午我们去了一个很好玩的
蹦床游乐场。我和小朋友们一起蹦得很高，玩得很
开心。下午我们还看了一场精彩的电影。礼拜四我
们去了有名的室内水上乐园，我玩了水滑梯，游了
泳，还和小朋友们打了水仗。礼拜五是我最喜欢的
一天。上午我们去了附近的农场，帮助农民采摘了
很多各种蔬菜和水果。下午我们去了湖边的沙滩游
泳和堆沙比赛。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堆了一个巨大的

王国，赢了堆沙比赛的第一名。我们开心极了，爸
爸妈妈也很为我们骄傲。
 我喜欢这个夏令营，明年还要参加。

中国旅行见闻

MLP5B     Andrew Wu

 我，妈妈，公公，和婆婆 春假去了张家界
和天门山。Avatar这个电影就是在张家界拍的。张
家界有好多好多高山。张家界的山不像普通的山，
那里的山是一岑一岑造成的。我们坐车上去山顶, 
再走下山。走下去非常累。下楼梯，上楼梯。我们
走着走着，我看到好多人还住在这山上。我心想着
人怎么活在这山上。我们终于走到了山下。但是我
们还要走到酒店。我觉得非常累。我们不坐出租车
回酒店, 我脚就活不下去了。妈妈说如果我走到酒
店不坐出租车我就可以打游戏。我一听我脚连忙就
可以活了。我就一直走到了酒店。
 第二天我们去了天门山。天门山是张家界最
高的山.我们跟着导游先坐车上去山顶。我们再下
车。我的面前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楼梯,这个楼梯是
我见过的最长的。但是我想为什么只有人上去没人
下去。我坐了自动楼梯上去。我后来才明白, 从上
往下看，令人胆寒不前。天门山有世界第二长的缆
车。我们排了队上了缆车。我什么都看不见以为被
云挡住了。但是云很快飘走了。风景非常好看。
这次张家界和天门山旅游,我亲身经历与电影观看
不同. 我觉得虽然非常累, 但是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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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国画班学生作品

指导老师 -- Sharo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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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妈妈的信

暨南5B   徐恩熙

亲爱的妈妈：
 您好！

 亲爱的妈妈，我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您说。可是，话到嘴边却好像一句也说不出来……
亲爱的妈妈，谢谢您一路来的陪伴。您对我说您是第一次当母亲，我也是第一次当女儿，咱们大家都
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彼此相互理解，包容与合作。
亲爱的妈妈，您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打小开始您跟爸爸一有空就带着我们出去探索世
界。我目睹了这个世界的贫穷和富有，文明和野蛮……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16个国家留下了足
迹。
 亲爱的妈妈，您知道吗？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我希望长大能当一名医生，将来能学有所
用，研制出治疗癌症的药物，帮助世界上千千万万个被癌症折磨着的人们。我想您一定会支持我的，
对吗？
 最后，亲爱的妈妈，我想对您说：“您煮对饭，真是太太太……好吃了！每一口都藏着爱的味
道！
 未来的每一天，我祝您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您的女儿   恩熙
 2019年3月

龟兔赛跑

毛聿庄

 老师同学大家好！今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
 从前，有一只小兔子，它跑步跑得很快。有一天它碰到小乌龟，就问：“你敢不敢跟我赛
跑？”小乌龟没回答。小兔子就嘲笑小乌龟，说：“你肯定是怕自己跑得慢，不敢跟我赛跑。”小乌
龟很不服气的说：“比就比，我不怕跟你赛跑！”小兔子说：“好！谁先到那棵大树下，谁就赢。预
备——跑！”
 小兔子跑得很快，像一阵风。小乌龟慢吞吞地一步一步往前爬。不一会，小兔子就把小乌龟远
远地落在后面。小兔子心想：“这个比赛太容易了吧！我先睡一觉，等睡醒了再跑也不晚。”于是，
它真的睡着了。小乌龟爬呀爬呀，一刻也不停。当小兔子醒来，小乌龟已经到树底下了。小乌龟爬得
慢，却先到终点，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不要半途而废，要踏踏实实，坚持到底，才能成功。

学生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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