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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康州分校五年级 陈迪菲

指导老师：林莹 
 马是美丽的动物。它们也很聪
明，有些人认为马很笨是不对的。马
有不同种类。有的马用来赛马赢取
奖金，这些马必须非常强壮，并且要
跑得很快。有些马是用来做工的，它
们拉货或刨土，这些马是很强壮的。 
 马有不同的颜色。栗子色和鹿
皮色的马身体颜色是一样的，但它
们的鬃毛和尾巴的颜色不一样。白
色的马很特别，它们看似白色，其实
是灰色的。如果马身上有好多斑点， 
这种马叫做斑纹马。 
 幼马叫马驹。雄马驹叫小马，雌
马驹叫菲依。雌马叫做母马，雄马叫
种马。刚生完小马驹的母马叫大坝。
在野外，一群马在一起叫马群。每个
马群里都有许多母马和一匹种马。
种马和马群里的母马交配。母马生
下马驹。种马保护马群。马群的首领
是一匹母马，她告诉马群往那儿走。
我喜欢马，你呢？

中国之行
 康州分校六年级 邹励明

指导老师：周洁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了中国。
我去了北京、青岛、敦煌和兰州。
飞机上很好玩，因为飞机上有游戏
和电影。从纽约到北京是十三个小
时，我玩了斗地主，也看了The Lego 
Movie和Despicable me，觉得很有
趣。我们还遇到了气流颠簸。飞机上
也很冷，但是到了北京却特别热。北
京的天空是雾蒙蒙的。我们下飞机
就坐出租车去姨妈的朋友家住。他
的家住在亚运村附近的一个公寓。
我特别累因为在倒时差，所以我都
在出租车上睡着了。我们和姨妈、表
姐一起住在那儿。
 在北京我们去了金山岭长城。
长城非常壮观，就像一条巨大的蟒
蛇在大山里盘旋着。但是因为水土
不服，我的肚子很难受，所以没有爬
很久，就下山休息了。在兰州我最喜
欢的事是吃兰州牛肉拉面。它的味
道很独特，跟别的面条都不一样。我
喜欢的是不加葱和辣椒的。每天早
上我们就去一个不同的牛肉面馆。
每个地方都很好吃。这次回中国我
最喜欢玩儿的地方是鸣沙山。我在
那儿爬了一个很大的沙丘。下山的
时候我一步步蹦着下来，感觉好像
在飞一样。
 我非常喜欢中国。那里是爸爸
妈妈长大的地方。

我的夏天
 康州分校七年级 马艾滢

指导老师：李枫
 今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弟
弟、爷爷、奶奶去了Acadia国家公
园。Acadia国家公园在缅因州的一个
小岛上。我们在那儿住了四个晚上。
 第一天，我们一起开车上Park 
Loop Road，那条路上有很多景点。
每个景点都有蓝蓝的大海和绿绿的
树。有一个景点叫Thunder Hole，因
为海水冲进一个小山洞，听起来像
打雷一样。
 第二天我们去小岛的西边。有
一个湖叫Jordan Pond。有很多人去
湖边的Jordan Pond House饭馆吃龙
虾。即使我们没去那个饭馆，还是每
天都吃大龙虾。最后我们都吃腻了。
 第 三 天 我 们 爬 一 座 大 山 叫
South Bubble Mountain,奶奶没去因
为太累了。山顶上有一个大石头叫
Bubble Rock，挂在悬崖的肩膀上，
好象随时都会滚下来，真神奇！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爸爸带我看
日出。我们两个早上四点多起来上
Cadillac Mountain去看美国的第一
缕阳光。从头顶上能看见下面的大
海和小岛，但是过了一会大雾来了，
小岛在云雾里忽隐忽现。差不多五
点，我们看见了第一缕阳光从雾里
穿过。不一会儿，所有的雾都漂走
了。太阳从对面的山蹦出来了，天突
然变成桔红色。太漂亮了！
 Acadia国家公园真是太美了，我
明年还想去！

暑假
 康州分校六年级  张安娜

指导老师：周洁
 一放假，妈妈就带我和哥哥去
Lake Coumpunce,Six Flags和Cape 
Cod玩。
 我最喜欢坐Zommerang的翻滚
过山车，它速度飞快，我的头朝下，
不停地转。我也坐了Down Time，它
有三百公尺高，快速地坠落的时候，
我的心砰砰地跳，几乎从我的嘴里

跳出来。最后在礼品店，我还买了写
有我的名字的项链，每天我都带着
它上学。
 妈妈还常带我去游泳。我特别
喜欢在室外游泳，我能享受灿烂的
阳光和美丽的景色。我们全家又去
了Six Flags, 这里比Lake Compounce
大十倍。我最喜欢坐Bizaro。我唯一
不喜欢的是它的队太长。
 最后，我们去了Cape Cod。我们
坐船去看鲸鱼，有大的也有小的。它
们吐出很多海水就像喷泉一样。我
喜欢那里的白色的沙滩, 我们还打
沙滩球。
 署假是我最爱的假期。

绿色烟囱农场
 康州分校七年级 张嘉林

指导老师：李枫
 两星期前，我们一家去了一个
美丽的地方，它的名字叫绿色烟囱
农场。
 农场里面的风景很优美，周围
全是五颜六色的花和绿色的草坪。
我们在那儿看见了各种各样的动
物，不仅有山羊、牛、猪、马、鸭等等
一般农场都会有的动物，还有一些
比如像骆驼、孔雀、白头鹰等等只有
动物园里才有的动物。我后来了解
到这个地方不仅是个农场，还是一
个提供特殊教育的学校。
 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那儿的
马，因为我属马，我对马有天生的好
感。而且，我觉得它们长得特别帅。
农场里有很多的马，有一些是娇小
温顺的矮马，有些是高大威猛的赛
马。它们都对人很友好。我伸手出去
的时候，它们会走过来让我摸鼻子，
我很开心地跟它们玩了很久。
 后来，我们走到了农场的一个
角落，发现那儿是一个百鸟园。我看
到了好几十个笼子，每个里面都能
看到很有特色的鸟，有一只像火一
样颜色的红鹰在它的笼子里飞快地
跑来跑去；它边上的笼子是一只白
色的猫头鹰，它安静地站在一根树
枝上。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睡觉，所
以我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想让
它把头转过来。让我失望的是它还
是没有理我。
 我们后来还在农场里逗留了很
久，最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在绿
色烟囱农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
午。我希望以后可以经常来看望这
些友好和特殊的动物们。

Acadia 国家公园
 康州分校七年级 唐凯文

指导老师：李枫
 这个暑假我们家一起去了缅因
州的Acadia国家公园。我爸爸开了七
个小时才到那里。在那里我看到很
多很美的湖、山和瀑布景色。
 第一天我们先去了Acadia国家
公园的露营地搭帐篷。我们的帐篷
是蓝色的，我和爸爸一起努力，很快
就搭好了。我们觉得搭的不错。
 第 二 天 我 们 去 了 C a d i l l a c 
Mountain。这座山是北大西洋海岸
最高的山，它有1528英尺。这个地方
也是以最早看到日出而闻名的！但
是我们觉得太早了，所以没有去。
我们开到了山顶停了下来，就开始
往下爬。一路的景色很美丽。大海中
有三个小岛，错落有致，远处海天一
线，湛蓝湛蓝的。我们爬到半山腰的
时候都累了，就返回了。
 我 们 第 三 天 开 车 逛 了 一 下
loop，是一条观光的路。loop里有些
彩色的湖，漂亮的石和美丽的景色。
缅因州是盛产龙虾的地方。在那里
的龙虾三明治很新鲜，很美味，是我
吃过最棒的龙虾三明治。
 这就是我的旅游，我觉得很好
玩。

管道水上活动（Tubing）
 康州分校七年级 余秉恩

指导老师：李枫
 夏 天 刚 刚 放 假 的 时 候 ，我 和
朋友们去了蜡烛木湖（candlewood 
lake）游玩。蜡烛木湖是康州最大的
湖，在丹城附近。
 我们一行六人开车一小时左右
到了那儿。在蜡烛木湖里，我的朋友
把船装备好。我们于是穿上救生衣
开始出发了。微风轻轻地吹在我的
脸上。首先，两个朋友从船走到管道
坐在上面。船在湖里加速，拖着在后
面的管道。她们随着管道上下弹跳
着，显得很高兴。
 我坐在船头上，水花轻轻地洒
在我的脸上。随着船儿的加速，船头
前面的水花在空气里飞舞。很快轮
到我了。我走到前后摆动着的船后
面，爬到管道上的一个位子上。另一
位朋友也爬到另一个位子上。船儿
开始加速，我们坐着的管道随着波
浪上下弹跳着，水花喷在我们的身
上。
 这一天，我们每个人都玩的高
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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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頻道(簡體)EDUCATION

 一、中文的魅力在哪里？
 很多学中文的外国人，都是被
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所吸引才学中
文的。我朋友江岚是新泽西威廉柏
特森大学的中文教授。她说她开始
教美国学生时，和国内一样先教拼
音；但上了两次课，美国学生提意
见，为什么不教汉字？江岚说，一
上来就学汉字太难了。美国学生
说，我们不是来学拼音的，是冲着
汉字来的，我们不怕难。从此江岚
第一课就教汉字，把拼音夹在汉字
中间教，满足想学中文的美国学生
的要求。
 中文的魅力在哪里？中文的
魅力在于它表达的文化，既有背后
的中华文化，也有汉字本身的文化
内涵。如果能将这些丰富多彩的文
化展现出来，学中文就会很有趣
味。
 再来看看世界语的例子。它是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科学、最规范、
最容易学的语言，中国八十年代曾
经热过一阵。但世界语一直只是知
识分子的业余爱好，永远都不可能
成为一个流行有用的语言，原因就
是世界语完全是编出来的，背后没
有任何历史文化内涵。
 所以世界上任何语言，如果放
弃文化内涵，学起来就没有意义。
方块字就是活生生的历史，鲜活的
文化。如果展现出来，学生怎么可
能没有兴趣学呢？

 二、新思路与实践：以趣味中
文展现文化内涵，激发学生们学中
文的兴趣
 这两年来，我开始探索能不能
放弃原有的思路，不再把“能用中
文”当成学中文的目的，不再把死
记硬背作为学中文的主要手段？
 指导思想就是把中文当成“趣
味中文”或者“艺术中文”来教。不
是以教会听说读写为目的，而是通
过全面展现中文的艺术性趣味性，
让孩子对中文感兴趣；不是要去掌
握所有的语言形式，只是简单介
绍，不给学生压力。中国有句老话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只要
有兴趣，他们就会自己去学，而且
知道怎么去学。即使现在没有时间
学，将来有机会就会去学。老师不
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课堂上大包大
揽。
 我的具体做法是，通过缩短
在教材教学上的时间，将“趣味中

文”，就是民间语言表达形式大量
引入教学，同时保留并加强课本里
象形字、会意字等内容。我引入了
宋体字、对联、字谜、歇后语、谚语

（像“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拗口令、儿歌、三字经、百家姓、繁
体字等等，这些表达形式本身就具
有非常强的趣味性和丰富的文化
内涵，很容易激起学习兴趣，也让
学生感受到中文独特的文化魅力，
增进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教三字经、百家姓时，我只取
前面一点来讲。比如讲三字经，只
讲到“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
礼仪”，共三十二句。学生不但能
懂，而且还有很深刻的理解。有学
生只读了一两遍，就惊叹“三字经
就是中国人的圣经！”大部分学生
都觉得，自己的父母很多思想和行
为就是三字经上面的。虽然大部分
父母都没有正式学过三字经。像拗
口令、儿歌，他们都很喜欢。回家一
遍遍地练习，歌词都可以背下来。
 对于大家都认为很难的繁体
字，也被我引入了教学。原因是在
海外，繁体字比简化字运用广得
多。绝大部分报纸、广告、店名都是
繁体字，忽视繁体字是不现实的。
 我从象形字入手。讲“門”比

“门”更像一个门；“魚”下面四点比
“鱼”下面一横更加像鱼尾巴；“馬”
上面出头的横是马鬃，下面的四点
是四条腿，远比“马”字更像马。会
意字的繁体“愛”有“心”，简体把

“心”不要了，变成了“爱”，爱去了
“心”，还有什么意义呢？
 学生们很接受这样的解释。我
还教他们怎么在字典里找简体字
对应的繁体字，在作业中布置找出
对应的繁体字并抄写。每次上课，
我都会听写10个词组。当讲了繁体
字的第二周听写时，有学生问“如
果我把繁体字也写出来怎么样？”
我毫不犹豫地说“加分”。我还布置
过一道家庭作业，让学生从当地的
中文报纸找出一条广告来，将上面
的繁体字翻成简体字。大部分完成
得很好。
 我的宗旨是以简体字为主，让
学生知道一点繁体字，怎么查找繁
体字就行了。我将繁体字当成艺术
来讲解，提高学生们的兴趣。实际
情况是，我一共只花了十几分钟的
讲解了十几个繁体字，从此大部分
学生每次都能自觉在听写时，写出
简繁两种生字来，算下来至少也有

四十几个繁体字了。而且他们兴趣
仍在，将来可以一直学下去。这就
是我的目的：保持兴趣，受益终生。
 在教材上，我大量增加课外读
物，比如相声“扔靴子”，“武松打
虎”等；也用一些我自己的文章，像

《为什么买‘东西’不买‘南北’》，从
“东西南北中”与“金木水火土”的
关系来说明为什么“东西“是商品
而“南北”不是。类似“美国之音”的

“words and stories ”，我也专门为教
学写一点。比如《写给Santa的信》，
以一个十岁的孩子口气给圣诞老
人写信，表达他对Santa的爱，和
Santa是不是真的感到很困惑。学生
们很喜欢，边读边笑。这种文章具
有知识性趣味性，同时满足了学生
们的心理需求。
 作文一直让学生和家长都感
到头痛。第一个学期，有家长告诉
我“作文对学生太难，最好不要布
置”。我发现，学生作文有两个方
面的问题：第一，脑子里没有东西
写；第二，中文不好，有东西写不
出来。第一个问题要先解决，你脑
子里得有东西。现代教学大量用选
择填空，加上为了高分，过多地让
孩子死记硬背，造成孩子缺少独立
思考，脑里没有东西。这不仅影响
中文写作，也影响英文写作。于是，
我在第二个学年开始出具有争议
性的作文题，比如“现在世界上还
有人吃狗肉，你怎么看”，“如果一
个人得了癌症，应不应该告诉他实
情”，“有的同学见了曾经教过自己
的老师却不打招呼，为什么”等等，
这些大大开拓了学生的思路，他们
写得很生动，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
面。我因势利导，将学生的作文在
课堂上读给他们听，使他们了解别
人的观点和理由。
 从此，再没有学生家长抱怨作
文难了。虽然写作对有些学生来说
还是不容易，但至少没有原来那样
无从下手了。
 总之, 学生们通过了解丰富多
彩的中文表达形式，对中文以及背
后的文化有了更多的理解，学中文
的兴趣大大提高了,这从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家长们的反应
都显示了出来。每个学期末我都做
一个调查，问学生最喜欢的中文形
式是什么,以便调整教学。大部分学
生喜欢“三字经”，也说明了他们对
中国文化的理解与热爱。

《展现中文魅力，激发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 
 商乐维

教学交流

秋天
 王昱杰

秋天是一个很美丽的季节。

树上的叶子从绿色变成红色和黄色。

秋风吹过, 一片片的叶子从树上飘落。

动物们忙着储存食物， 准备冬眠。

人们准备衣服和食物， 准备过冬。

鸟儿们组队往南飞。

这就是我眼里的秋天。

我爱我的家
 王昱杰

 家，每一个人都有。家，是你的

亲戚。家，是你的朋友。家，是你妈

妈，爸爸，哥哥，姐姐，妹妹，姑姑等

等。家，是你的归属，家，是你的生

活。因为我有家，所以我比没家的人

幸福。

 我的家是一个快乐的家。这个

家有妈妈，有爸爸，有外婆，有外公，

还有我。每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都有

各自的责任。妈妈爸爸工作，外公外

婆做饭，我学习。我们经常去旅游。

我们去过美丽的哥斯达黎加、古老

的意大利和繁华的伦敦巴黎。在旅

游中，我带回家纪念品。每次看纪念

品，我会回想起旅游时的欢乐时光。

在困难中，我们互相帮助，互相鼓

励。当我不高兴时，我的家人会安慰

我，关心我。我生病的时候，我家人

给我看病吃药。家，是我生命中最珍

贵的生命支柱。

 我离不开我的家，离不开我最

心爱的人。家，让我感到温暖，让我

感到幸福，让我感到骄傲。我家人爱

我，但我最爱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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