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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随笔
南郭先生当老师
 郭为 （里海谷分校）

《 没完没了》

大海捞针
 郑孜昀  八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全家去了
佛罗里达州的环球影城玩。影城里
的每个游乐场都是讲述电影中的
一段场景，我特别喜欢哈里波特的
部分。游览了Hogwarts城堡，Diagon 
Alley（对角巷 ），我还参加了哈里

波特被禁之旅（Harry Potter and the 
Forbidden Journey）和哈利波特逃离
古灵阁（Harry Potter and the Escape 
from Gringotts），好像身临其境地跟
着哈里波特和他的朋友们在历险。
当我们终于要离开去别的游乐场
时，在礼品店里，我一眼就看中了一
顶漂亮的帽子，有宽宽的帽檐，上面
还有一个Hogwarts的图案。我马上买
来戴上了，正好把佛罗里达州的大太
阳挡一挡。
 我们一边走一边玩，很快到了
晚上。环球影城的Macy’s Holiday 
Parade开始了。路边很快就挤满了
人，却没有人看见天空也突然挤满
了云。游行开始不久，天就下起雨来
了。雨一滴一滴地落下，落在我的头
发上。我一摸脑袋，发现我的帽子没
了！
 雨下得更大了，我来不及多想，
赶紧跟着爸爸妈妈跑进了一家餐
馆。跑到店里以后，我连忙里里外外
翻了一遍所带的提包。没有！而外
面的瓢泼大雨也让我的心情越来越
凉。在哪里丢的呢？去过的地方太
多了，我一下子不知道该从哪里找
起。妈妈见到我伤心的样子，说好好
想想，我们去找一找，说不定能找到
呢？
 我仔细想了一想，觉得我的帽
子很有可能是丢在“怪兽史瑞克”那
里。其实我也知道，就算是我真的把
帽子忘记在那里了，也不见得能找得
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找一个帽子真
的是大海捞针呀。等到雨终于停了，
我们赶紧走向电影院。
 穿过长长的队伍，我们找到一
位工作人员。我跟他讲了帽子的事，
当时也不能确定帽子到底在不在里
面。电影结束了以后，他帮我们去里
面找，结果是没找着。他建议我们去
失物招领处看一看。在失物招领处，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所有丢了的东
西，都要等到环球影城关门打扫后，
才会送到失物招领处。换句话说，今
天怎么也不能拿到我的帽子了。带着
一丝希望，我只好跟着家人回旅馆去
了。游乐园里，依然到处都有节日的
气氛，到处都是笑声。但是，我心里的
快乐却好像随着刚下过的雨水，一滴
一滴地流走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窗外是一个
好天气，蓝天白云。好像昨晚的大雨
从来没下过。来不及享受这阳光，我
就急着给失物招领处打电话。铃声一
声一声地响，我也越来越担心。当电
话那一头终于传来工作人员的回答
时，我差一点儿跳起来，我的帽子找
到了！
 戴上失而复得的漂亮帽子，我
的心情比昨天刚刚买到新帽子时还
要高兴。不光是因为找回了帽子，更
是因为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有时
候，即使寻找一件东西像在大海里捞
针一样困难，但只要不失去希望，尽
力去做，你仍可能找到那一根针！

我远方的朋友
 吴嘉莉  七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好朋
友，她的名字叫Johanna。她的名字很
像我的英文名字Joanna，只差一个字
母。
 那时我在一所国际学校里读
书，在那里我遇到了Johanna。她是德
国人，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金黄色
的头发。我们不仅名字很像，也互相
喜欢对方。她常常邀请我去她家玩，
她有一个小弟弟。她的爸爸是个有趣
又友善的人，弹吉他非常的好听。她
的妈妈是个律师，总是笑眯眯的。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们
全家离开了上海回德国去了。虽然当
时我们都很难过，但是到现在我们依
然记着对方，而且时常联系。
 Johanna只会德语，她不懂中文，
每年她爸爸都会在圣诞节之前通过
电子邮件用英文告诉我们他们全家
所有人的情况。她还发来很多照片给
我告诉我她在德国怎么样并祝福我
们。她现在把头发剪短了，和小时候
很不一样，看起来大多了也很高。 我
想她看到我现在的照片肯定也会认
不出我了。现在Johanna喜欢吹笛子， 
喜欢在她学校里演话剧，还继续在
合唱队唱歌。她还是当地手球队的成
员，现在打得越来于越好了。
        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位朋友，
每次读到她的邮件心里都感觉非常
的温暖。无论距离有多远，我们永远
都是朋友，永远互相关心。

和外婆一起逛中国城
 辛平  九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去纽约中国
城，那里可以买到很多好吃的中国食
品。去中国城交通并不是很方便，所
以我们总是等到外婆和舅舅来看我
们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全家好多人
在一起，非常的开心。
 记忆中每次到中国城，首先都
会去吃早点。然后，我妈妈和外婆就
会去中国店买东西，而我舅舅会带我
和我弟弟去面包店，那里有很多的的
点心还有珍珠奶茶，我们会美美地吃
一些，临走时还要买上一大包。
 我们全家都喜欢在广东茶楼吃
早点，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点心。有
甜的，咸的，卤的，炸的，烤的，冰的和
热的。服务生会推着装满点心的餐车
来到客人的餐桌前面，让他们自己看
自己选想要吃什么。我们最喜欢点
的是，虾仁粉肠、油饭、油条、炒面、红
烧排骨、海鲜汤、豆沙包、芝麻球和豆
花。刚刚出锅的小点心摆在桌子上，
实在是又香又好吃！
 吃过早点之后，妈妈和婆婆就
会去中国店买东西，因为那儿的东西
又便宜又新鲜。她们通常会买很多蔬
菜水果，还有外公最喜欢吃的豆腐。
与此同时，舅舅会带着我和弟弟跑去
面包店。那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柜
台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蛋糕和面
包，五颜六色的十分漂亮。刚刚烤好
的面包又软又香，我一进去就不想出
来了！每次我都会买椰子面包，而弟
弟最喜欢的是热狗面包。至于舅舅，
好像什么面包都喜欢，但更喜欢珍珠
奶茶。
 中国城不单有好多好吃的东
西，更有许多美好的童年记忆！真希
望外婆和舅舅有时间再来我们家，我
们就又可以去逛中国城了。

生命在于运动
 何心宜 九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可能有许多人不喜欢锻炼，但
每个人生命的成长都需要运动，不管
是大人还是小孩，只有常常运动才是
健康的生命。
 第一，运动会使人的身体变得
更加健康。常常运动会帮助人控制体
重和减肥，把多余的卡路里消耗掉。
还有，运动有帮助预防心脏病、高血
压、癌症、糖尿症、中风等疾病的作
用。时常的运动还可以让人更快地睡
着，睡得更香。
 第二，运动有利于头脑清醒提
高办事的效果。在运动的时候，一个
人的大脑会产生很多使人高兴的化
学物质。运动以后，人会感觉很轻松，
很舒服，头脑也会感觉很清醒。还有，
长时间的运动可以让人对自己的形
象更满意，所以就会更加有信心，变
得更快乐。
 我自己最喜欢的运动之一是打
网球。打网球的时候需要用上身体里
所有的肌肉，所以可以保持身体的力
量。还有，打网球的时候需要不停地
跑，这样就能提高肌肉的耐力。这种
运动不仅需要身体的技能，而且还要
用脑子去思考应该跑到哪个位置，应
该把球打到球场的哪个角落。
 我自从开始有规律的运动以
后，人变得越来越开心，身体也变得
更加强壮，冬天感冒的次数也少了许
多。所以，我认为人的健康和生命在
于运动。

我最喜欢的中秋节
 陈西蒙 十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中秋节是个很有意思的节日，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中国人都会庆祝
中秋节。其实不光是中国人，许多亚
洲国家的人们，在世界上每个地方，
都会一起庆祝这个节日。
 中秋节一般是在农历八月满月
的这一天。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去
买或者是自己做特别好吃的月饼。
此外还有非常隆重的聚会和仪式，
内容从庆祝农业丰收到纪念亲人团
聚，非常的丰富。中秋节的时候，有些
家庭还会在门口挂上漂亮的灯笼。但
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好看又好吃的月
饼。月饼一般是做成月亮般圆圆的样
子，上面有各种精致的图案，装月饼
的盒子也十分讲究。月饼不光是好
看，而且也非常好吃。我最喜欢豆沙
的月饼，甜甜的特别好吃。
 中秋节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国传
统节日，从商朝到现在中国一直在庆
祝这个节日。现在中秋节已经成了中
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随
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很快全世界都会
一起庆祝中秋节了，大家就都可以吃
到美味的月饼了。

守株待兔
 范矫健  十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农夫。
他每天都要在田里耕种，工作很累，
生活也很幸苦。虽然他每天早上很早
起床要一直工作到很晚，可是不管他
多辛苦，家里的粮食总是不够吃。
 有一天，农夫像往常一样在外
面种地。忽然，有只兔子飞快地跑了
过去，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撞到了
树上，就一动不动了。农夫过去一看，
兔子的脖子撞断了，已经死掉了。于
是农夫停下田里的工作，很高兴地把
兔子带回家了。那天晚上，农夫一边
喝兔子汤一边想，“既然兔子会跑来
撞在树上，我就不用那么努力工作
了。”所以农夫决定以后就不干活了，
每天从早到晚坐在树旁边等兔子来
就是了。
 可是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一个
月又一个月过去了，连一只兔子都没
有。他很纳闷，不明白为什么兔子不
来了。邻居都笑话他异想天开，兔子
撞树上怎么可能是天天都发生的事
啊。
 可怜的农夫就一直等啊等啊，
到了最后，土地都荒芜了，兔子也没
等到，反而留下了“守株待兔”这个成
语。这个成语告诉我们，成功不能靠
等，而是要靠自己的劳动和努力去争
取。

神奇的中医
 黄婷婷 九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人们都是
靠中医来医治各种疾病。中医治病的
方法包括针灸和推拿，针灸是中医常
用的医治疾病的手法，通过用细细的
金属针，扎进人体的某些部位，不用
任何药物，就可以解除很多病痛。推
拿也是一样，通过按摩，就可以有效
治疗肌肉和关节方面的病痛。人们也
使用中药，常用的中药有各种各样的
植物，还有蛇胆，熊胆，和鹿角等等。
 高明的中医可能观察人一下就
知道他们有没有病，如果那人有病的
话，医生甚至可以知道他有什么病和
怎么能治那病。但是，人们有时不相
信医生。
 关于中医，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君，他去外
面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高明的医
生。那医生看到国君后就说国君有
病。可是，国君不相信，也可能猜想医
生只是想要钱，所以坚持说自己没
病。下次医生看见国君的时候，他还
说国君有病，可是国君还是不相信。
等到国君感到了不舒服才想起医生
的话，可惜太晚了，医生已经不能医
治国君了。这个医生就是中医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扁鹊。

是参加网球队还是舞蹈队？
 -----回朋友的一封信

 郭泽南  九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林平你好！
 恭喜你同时被网球队还有舞蹈
队录取了！真是了不起，要是我也有
你那么优秀就好了。你问我应该参加
哪一个队，希望我的经验和意见能对
你有所帮助。
 我现在正在我学校的游泳队
里，以前还参加过跑步。在校外我还
学习拉小提琴和唱歌。最近，我也常
常跟我爸去公园打网球。我的时间表
很满，可是我不觉得有压力，因为这
些都是我喜欢的活动。无论什么活
动，如果喜欢的话，你就会发现多花
一些时间也是值得的，你应该试一试
再决定这两项活动是否适合你。
 我觉得网球还有舞蹈都各自有
自己的优点。比方说，网球可以练我
们的臂力，使我们的胳膊强壮。打网
球时也会训练我们的反应速度，让我
们变得更灵活。惟一打网球的缺点就
是打网球用的装备相对来说是挺贵
的。
 学网球的优点很多，练舞蹈对
身体也有很多好处。跟网球相似，舞
蹈也会提高我们的灵活性，可是舞蹈
跟网球相比较，会更锻炼我们的腿部
肌肉。其他的好处还有，跳舞蹈可以
帮助我们抒发自己的心情，跳完后会
让我们感觉又自由又清爽。
 我觉得这两项活动都非常好，
所以建议你都去参加。要是过一段时
间，感觉忙不过来的时候，再选择要
做哪一种运动。不管你决定了哪一种
运动，你都要记得：生命在于运动。当
你决定要做哪一种运动后，必须坚持
到底，不能退后。
 我希望你能很快做出决定，也
希望你会挑一个你觉得有意思，并且
会坚持做到底的运动。要是以后还有
什么事的话，请再和我联系。
 祝你好运！

 南郭先生当然就是住在学校南
边的郭先生，从小到大也算是家学
渊源，父母兄弟都是以文学以自娱，
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业。自己偏偏
阴差阳错上了理科大学，混了个工
科博士，弄得现如今在工业界无聊
游荡。逝者如斯夫，浑浑噩噩的还不
觉得，竟是如失足青年般的越走越
远。不知道是时来运转还是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竟然受邀成了里海谷
中文学校的老师，焉知不是命中注
定，让南郭先生不至于走火入魔也
未可知。
 学校的全名是华夏中文学校
里海谷分校，位于宾州东北，日常上
课以及其他活动都是当地的大学里
面。所以尽管学生都来自小学中学，
但周末都会来大学里面上课，提前
体验高等教育设施设备，加上家长
们对孩子期待和对老师的重托，所
以不论老师学生，都是兢兢业业，不
敢稍怠。整个学校团结紧张严肃活
泼，唯一可能被挑剔的恐怕只能是
规模太小。其实这也难怪，毕竟方圆
几个小城镇，当地的华人人口数目
远远不能比拟东部的几个大城市，
而最大的华人社团就是这所中文学
校了。
 本地华裔的人口比例虽然不
大，当然也决不是孱弱之属，却更像
是浓缩过后的精华之选，而众人加
意精心呵护的中文学校，则更是展
现人杰地灵的明星。就在前不久，在
由美东中文学校集体举办的，华夏
辩论比赛上，里海谷分校的低年级
组和高年级组，双双夺得冠军。消息
传来，多少人大跌眼镜。就是本校的
老师家长，看到孩子们面对比自己

高一头，大一号的对手们，冷静应对
加上自信顽强，正方反方都辩驳得
让对手哑口无言，也都不禁喜出望
外。
 今天的南郭先生能够加盟这样
一个技压群雄的学校，就如同春秋
上古时代的南郭先生有幸成为皇家
乐队的著名成员，自然要殚精竭力，
发奋图强。不单为自己争光，更不要
辜负以前那位南郭先生的千年英
名。
 学生虽然不多，但几乎都是学
霸精英，更难得就算是在美国长大，
还知道服从家长，弘扬传统。就是上
课的教材有些让人头痛，好多内容
都是些不疼不痒，稂莠不齐的莫名
其妙，隐约的还有些主旋律的背景，
让人哭笑不得。第一次备课打开课
本，看到叶圣陶的大名，觉得也算开
卷有益。偏偏课文的内容并不是从
叶先生大量的著作节选的，反而作
者却是个远房亲戚，介绍的是叶圣
陶生平中的鸡毛蒜皮，真是让人无
语。
 不过要是依照南郭先生的意
思，上来就是天罡地煞，阴阳太极，
三才五行，六合七星什么的一通爆
侃，那么可想而知，下次学生再来的
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只好顺风转
舵，然后再见缝插针地灌输一些真
正的中文知识。比如说课本中提到
今年是甲午年，从甲可以引出天干，
从午则可以介绍地支，再和学生的
属相结合，更加生动有趣。当时正好
马年春节将至，全校都要准备表演
节目，南郭也不惜献丑，顺便强调一
下天干地支十二生肖，抄一些，续一
半，也凑成一篇。存此为照。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
 辰龙、巳蛇、午马、未羊
 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十二个生肖十二年
 十二年它本是一个循环
 人与人，没完没了的恨与爱
 天与地，没完没了的暑和寒
 没完没了的喜怒哀乐，没完没
了的苦辣酸甜
 没完没了的春夏秋冬，没完没
了的刮风下雨和雷电
 夸民主，没完没了的换总统
 讲廉政，没完没了的抓贪官
 没完没了的出口创汇，没完没
了的房地产
 没完没了的贸易保护，没完没
了的印美元

 去学校，没完没了的奔未来
 回到家，没完没了的想当年
 没完没了的写作业，没完没了
的学中文
 没完没了的琴棋书画，没完没
了的补习班
 没完没了的辞旧岁，没完没了
的迎新春
 没完没了的吉星高照，没完没
了的恭喜发财
 没完没了的招兵买马，没完没
了的人强马壮
 没完没了的龙马精神，没完没
了的马到成功
 没完没了的新一年，没完没了
的新一年！

 在我校的教师培训会上，有位
高年级的老师曾经说，不知道低年
级的老师是怎么教学生们学习组
词的。比如“云”字，学生只知道“小
云”；“卫”字，学生只会组“大卫”，别
的组词都不会。各年级的老师们听
了都尴尬而笑。的确，这不是个别现
象，《标准中文》的课程衔接问题必
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今年，我校汇总了各年级的教
学难点，提出高一年级的老师对低
一年级的学生提出必须打好基础的
学习要点，并请低一年级的老师在
教程中强调、贯穿。同时，鼓励高年
级的老师熟悉低年级的教材内容，
以便衔接上下年级，尽量让学生软
着陆。 
 《标准中文》的全套要达到的学
习目的是：学会汉语拼音，掌握1800
个左右的常用汉字，4000个左右的
常用词，200个左右的基本句；具备
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能阅读相
当程度的文章，能写300字左右的短
文、书信；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
 总体而言，拼音班至三年级，学
生们必须扎实学好拼音，能明辨声、
韵母和四声。掌握基本笔画，认识偏
旁部首，学生们可以快乐地学；四年

级至六年级，课文除了生字外已无
加注拼音，难度渐大，学生们一定要
认真朗读课文，说好普通话，这是一
个缀学率最高的阶段，学生们必须
努力学；七、八年级是一个承上启下
的新阶段，要注重理解、运用和掌握
词汇，依照汉字造字法的规律，对于
课文中要求掌握的词语，努力从形
旁和声旁的角度去识读字音、辨别
字形，从而了解词义，学生们要坚持
学；九年级，巩固所学，鼓励多阅读
课文，强调自我阅读能力，增进理解
力，积极准备统一毕业考，着重训练
HSK四级考试，为报考大学的SATII 
Chinese 和 AP Chinese 考试打下扎
实的听力、词汇、造句、作文的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与国家实力的迅
速崛起，中文学习热早已开始。我们
要充分利用继承语家庭的优势，尽
可能地使用辅助教学手段。教师们
的备课和教案可以多加利用多媒体
教学光盘，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展示

（如排演节目，做PPT, 制作展品和
准备报告），突出学生的个性化，生
动教学。引发兴趣，培养兴趣，巩固
兴趣，让《标准中文》的学习为学生
们开启一扇通往未来的门，多一条
通往成功的路。 

《注 重 衔 接》
 《标准中文》教研组长  钟云（李文斯顿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