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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顺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

朱云涛    辅导老师：朱卫东

	 孝和顺常常是连在一起说。

“顺”就是顺着父母说的做。就像弟

子规里讲的“父母命，行勿懒”，也

就是说父母命令我去做一件事的

时候，我就要立刻去做。“孝”就是

父母还没有讲的时候，我就要帮助

父母让他们开心。需要孝顺父母的

原因事因为我小时候父母都一直关

心我,给我吃，给我穿，带我玩，教我

知识和技能，所以现在我应该回报

父母。孝顺父母的方法有很多种，比

如说冬天关心父母是否穿得暖，夏

天看看是否有电风扇、空调。再比如

说，父母很忙的时候，我主动带弟弟

睡觉或者玩，这样父母就不用担心

了。可是孝顺有时候是很难的。比如

说我妈妈信佛只吃素，我爸爸不信

佛，素和肉都吃。爸爸让我吃肉，说

对身体好，可妈妈说吃肉是造恶业。

所以我要是听爸爸的话就是不孝顺

妈妈，听妈妈的话就是不孝顺爸爸。

有时候很难决定我到底应不应该吃

肉。有时候真正的孝顺很难呢。

孝 顺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  

朱云海    辅导老师：朱卫东

	 孝顺就是尊敬父母。孝是主动

帮助爸爸妈妈。顺是爸爸妈妈叫我，

然后我就做。我看过一个故事，说的

是古时候有个人叫舜，他的妈妈去

世了，他的爸爸娶了个后母。他们都

不喜欢舜，舜还有个弟弟，也不喜欢

他。有一次舜的爸爸修米仓的顶。舜

在上面的时候他们有意把米仓弄着

火了。可是舜也没有生气，还是继

续孝敬父母。还有一次舜的爸爸不

小心坐在了一只刺猬上，舜的后母

说刺猬是舜放在那里的。舜还是没

有生气，还是继续孝敬父母。再有一

次，舜的爸爸叫他挖井，当井挖得很

深的时候，舜的爸爸开始往井里扔

石头和土。还好舜挖了一个秘密通

道逃了出来。尽管这样，舜还是没有

生气，继续孝敬他的父母。所以我也

要向舜学习，不管爸爸妈妈对我怎

么杨，我都要继续孝敬父母！

难忘夏令营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

五年级  杜一舟    指导老师: 王英

	 今年暑假，姥姥带我去了中国

北京，送我参加了一个航空夏令营，

在那里生活了九天，过得十分开心。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离开过家。刚到

夏令营那天，我还有些想家，想姥

姥，过了二天我才习惯了。

	 在夏令营，住的是绿色的野营

帐篷，睡的是木板床，我们十个男生

住在一起，可热闹了。班里有一个教

官，与我们吃住在一起。每天早上七

点军号一响，大家一起起床，排着队

去操场跑步，然后才刷牙洗脸吃早

饭。上午大家都在操场上训练，教官

带着我们学习敬礼，排队、走步，还

有越野跑，电子枪射击。天很热，大

家的头上脸上都是汗水，	衣服上也

沾了不少的土，可没有人叫苦。下午

给我们放航空知识的电视片，最后

一天的晚上，我们还集体去站岗。午

饭和晚饭是用餐盘装的份饭，有馒

头有米饭，有青菜也有肉菜，还有

汤，不够吃还可以加。我觉得比在

家时吃的多了，也许是出力多吧。我

还学会了了洗衣服，换下的衣服都

是我自己洗的。为了让我们看到火

箭、飞船是什么样子，教官带着我们

坐大巴，到北京科技馆参观。在那里

看到了中国造的火箭和宇宙飞船模

型，那火箭好厉害，那么大的飞船也

能送到天上，还把那个月球车送到

月亮上。我觉得中国人真了不起。

	 夏令营结束那天，我们都舍不

得离开，大家与教官一起照相，教官

给每人送了礼物。多么难忘的夏令

营啊。

捞鱼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 七年级      

王樑(11 岁)  指导老师: 董秀敏

	 那是一个星期二的下午，邻居

阿姨打电话来让我到她家捞鱼,因

为阿姨知道我特别爱养鱼,	正巧她

家的热带鱼最近生了很多小鱼，她

说要送些鱼给我。

	 妈妈放下电话立刻带我和哥哥

去了阿姨家。她家里有一个二十加

仑的大鱼缸，里面有超过两百多条

的五颜六色的小鱼，红色，黄色，蓝

色，紫色，橙色，还有各色相间的小

鱼，在大鱼缸里游来游去,非常得好

看。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渔网去捞一

条红色蓝色相间的鱼，可是鱼的速

度太快了，还没等渔网碰到它,	它就

失踪了;	哥哥换了个大一些的渔网

去捞，可惜试了半天，还是一条没捞

着。最后，还是阿姨有办法，她卷起

袖子，拿起一个大玻璃杯，几下就捞

到了三四十条鱼，其中有八条大个

的，十条中等个的，还有二十多条小

个的鱼。

	 看着玻璃杯里这么多漂亮的

鱼 , 我心里不由得高兴起来 : 太好

了！这下我的鱼缸一定会热闹起来

了。

削土豆皮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 

七年级 毛安迪（13岁）

指导老师： 董秀敏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放学回

家后对妈妈说：“你今天晚饭能给我

做个土豆烧肉吗？这是我最爱吃的

菜。”妈妈说：“好啊！不过，今天你

得自己削土豆皮。”我没等妈妈说完

就回答说：“好的，没问题，今天我来

削土豆皮。”一边说一边心里想：削

几个土豆皮有什么难的，我两下就

能把它们搞定。

	 我把几个土豆放进一个小盆，

并用水把它们冲洗了一遍，然后就

拿着削皮刀开始削土豆皮儿。妈妈

在一边告诉我说：不要着急削，拿刀

和土豆的手的姿势要正确，否则不

仅削不掉皮，而且容易削到手。我不

但没有听进去妈妈的话反而笑她太

啰唆。五分钟过去了，我手里的土豆

差不多还是原来的样子，那削皮刀

一点也不听我指挥，要么削一下只

削掉一点点皮，要么削一下什么也

没削掉，我一着急一使劲儿，差点儿

把指头削了。妈妈这时走到我身边，

教我一手抓紧削皮刀，把刀韧对着

土豆，另一手用大拇指顶着土豆，

哎，这个办法不错。我开始削第一

个，第二个等到削第三个时，我的手

感到有点酸痛，但我还是很快把五

个土豆削完了。

	 妈妈看着我削好的土豆，高兴

得表扬我说：“你真是太能干了。”我

听了感到惭愧，说：“妈妈，没有您的

帮助我是不可能削完这五个土豆

的，谢谢妈妈!我应该一开始就听您

的就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我最尊敬的老师
华夏中文学校 北部分校 7年级        

郑智文(14岁)  指导老师: 董秀敏

	 一位优秀的老师不仅要认真教

学，而且要跟学生沟通，帮助学生成

长。

	 我最尊敬的老师是我现在九年

级的英文老师,	她大约60岁左右,有

一头微卷的棕色长发,	皮肤很白，身

高大约一米六五,	我们都亲切地叫

她Mrs.Metsch	。她有时会带眼镜，看

上去非常优雅、斯文。

	 Mrs.Metsch非常开朗，喜欢在

课上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来表达她想

要教的内容，使我们加深对新知识

的印象。她总是鼓励我们发表自己

的意见，在课堂上，她给每一个学

生发表意见的机会，并启发我们大

胆地说出对各种事情的看法或想

法。最近，我们正在谈论关于一本叫

The	Bean	Trees的书，为了让我们深

刻领会每一个章节，每当看完一个

章节，她就让我们坐成一个圆圈，让

我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她说，”不管

是什么想法，都是好的意见“。Mrs.

Metsch跟我过去的老师们的做法很

不相同，比如她总是能够大胆地说

出自己的女权观点，而且站在女性

的角度维护女性的权利，我们很受

感染和鼓舞。

	 Mrs.Metsch记得每个学生的生

日，她不单单为过生日的学生送贺

卡，而且会为他们准备一份精美的

小礼物。

	 Mrs.Metsch尊重每个学生，她

永远不会疏漏任何一个学生。每天

我上她的课，都希望时间能够停留

下来。下课后，就会期待下一节课的

来临。她不太在乎有时我们忘了做

功课，但她一定郑重其事地告诉我

们要用心补上。

	 她很快就要退休了。同学们

知 道 这 个 消 息 后 都 非 常 难 过 。								

Mrs.Metsch告诉我们：虽然她期待

她的退休的新生活，但是她却很伤

心，因为她舍不得她的学生们。

	 Mrs.Metsch 是我最尊敬的老

师，也是我一生的老师。

我的中文老师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

五年级：董孟奇 (9岁)

辅导老师：董秀敏

	 她中等身材，皮肤微黑,一双大

眼睛炯炯有神,	嘴边总是带着暖人

的微笑.同学们亲切地称她为“王老

师”。王老师喜欢留披肩发，显得很

年轻有朝气。

	 今年 , 王老师是我五年级的中

文老师,她曾经是我三年级的中文

老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我

的心里,	她是一位认真负责，又有耐

心和风趣的好老师。

	 王老师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为

了教我们学中文，她着实费了不少

心血，每次下课她都是笑眯眯地对

我们说：“你们今天做得好极了!”	如

果我们作业本上的句子和字写得

对,字写得又公整，她一定会奖给我

们一个大大的“优”字。这让我们觉

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王老师对我们很有耐心。记得

有一次上课时，我对“抱”和“报”的

字型和字义怎么也分不清，王老师

不仅没有着急，反而一直在我的身

边耐心地辅导和启发我，直到我理

解为止。同学们都觉得她比自己的

妈妈更有耐心，我觉得她就是我的

第二个“妈妈”.

	 我们都喜欢王老师的语文课。	

她不仅教我们课文里的内容，而且

向我们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让我

们想放松一下脑子都不行。她总是

把一篇平淡的课文变得有声有色，

使得我们对学习中文越来越感兴

趣。

	 上个月，我们的王老师请了长

假，我们每次去中文学校都打听她

什么时候能回来，希望尽快看到她

那慈爱的微笑的面容和听到她那娓

娓动听的讲课声。最近，王老师终

于回来了，她微笑着拥抱了我们，

像过去一样有声有色地给我们上中

文课，但是，我能感觉到她眼里有一

丝忧伤。妈妈告诉我，她的妈妈在中

国，现在病得住进了医院，已经不能

讲话了，她回美继续给我们上课，是

因为她放不下我们这班学生。我听

到这些，心里真得难过极了，但我也

更对王老师增添一分热爱和钦佩，

希望将来也能像王老师一样，做一

位热爱学生尽心尽责的中文老师。

我的老师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

六年级   项天心   指导老师: 师文

	 我 的 老 师 的 名 字 是 M i s s	

Finnerty。她是我四年级的老师。	她

教我们数学,语文还有社会科学。	老

师很聪明，好象什么都懂,	还有一个

硕士学位，而且脾气也很好。我很喜

欢我的老师。	

	 Miss	Finnerty	喜欢星巴克的咖

啡,	每天都会在教室里喝一杯咖啡。

她还是纽约Yankees队的球迷。她很

喜欢教小孩子（我猜她也喜欢发工

资那天）Miss	Finnerty	总是很开心。

每次有人的铅笔卡在铅笔刀里的时

候，她都很高兴。她很乐观，是一个

和蔼可亲的老师。

	 我的老师很棒。她教会我很多

东西。我喜欢数学,每次老师一把题

目写在白板上,我就会说出答案.老

师要我仔细思考后再回答,	这样就

不会错了。	如果我实在忍不住,就先

用手把答案写在空中好了。	老师希

望我们有个美好的未来，所以有时

候周末她都给我们留作业。每次考

试前，老师都会跟我们一起复习。有

时候她会给学生买些小奖品鼓励我

们更努力地去读书，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加入班级的活动中,感觉到自

己是班级的一员。

	 将来我还会有很多的老师 , 可

是我会一直记得Miss	Finnerty	。她

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老师。将来

我长大了,	也会努力做一个像她一

样的老师。

我的老师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

六年级 韩佩锦    指导老师: 师文

	 我曾经有过无数个老师。	我最

喜欢的老师是六年级的科学老师。

他的名字叫	Mr.	Mott。他大约六十

多岁，长着花白的头发，一双咖啡色

的眼睛炯炯有神。他高高的个子，虽

然看起来很强壮，性格却很温和。

	 Mr.	Mott 很温和，和蔼可亲。

如果我们有问题提出来，他会尽力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从他那里

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许多高年级

的同学也非常喜欢Mr.	Mott，都说

他是他们最喜欢的老师之一，他很

“cool”。Mr.	Mott	给我们上的课既

有趣又有教育意义，极大地提高了

我们的学习兴趣。

	 Mr.	Mott在业余乐队里敲鼓。

上课时，如果我们答对了问题，他就

用他的鼓槌敲出一个清脆的声音。

有时候，他还教我们不同的鼓点。如

果有的人在上课时随便说话，他就

用鼓槌在桌子使劲敲一下，提醒大

家集中注意力。有时候，如果我们提

前做完功课，他就让我们在电脑上

玩游戏。Mr.	Mott还让我们批改我

们自己的考试卷子，因为他相信我

们是诚实的。

	 有一天，下课后，我在他的办公

桌上发现很多张他和朋友的照片。

其中有几张，他骑在摩托车上，威风

凛凛，酷劲十足。从那时起，我才知

道他还会骑摩托车呢！

	 Mr.	Mott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之

一。以前，我不太喜欢科学，自从跟

Mr.	Mott学习这门学科之后，我越

来越喜欢科学了。

清明故事 （一）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廖筱安

指导老师： 金文萱

	 清明这天早晨，天阴沉沉的，一

会儿又下起了小雨。雨下得不大，细

细的雨丝斜斜地飘下来，打在行人

的脸上身上。李达背着行李，打着雨

伞，孤独的走在小路上。

	 今天是清明节，他刚才给去世

的妈妈扫墓。本来是要和爸爸一起

去的，但是这几天爸爸的身体不好，

不能和他一起去。想念去世的妈妈，

担心生病的爸爸，李达心里很痛苦，

感到非常孤独。小雨没完没了地还

在下着，回家的路还很长。他很想找

个地方躲躲雨歇歇脚，如果能再喝

上杯酒，也能解解心中的愁苦。

	 忽然，他听到远处传来了优美

的牧笛声。他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

男孩骑着一头水牛从远处走来。他

追上去问牧童：“小弟弟，附近哪里

有酒店呢？”小牧童把笛子一扬说：

“前面那杏花村中就有酒店。”李达

远远看见在那杏花丛中露出了酒

幌。他谢过牧童，大步向鲜花盛开的

村庄走去。

清明故事（二）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程可丽

指导老师： 金文萱

	 清明节那天，天上下着毛毛细

雨。有一个名叫张三的人，一手捧着

鲜花，一手打着油布伞走出了家门。

这一天，按中国人的传统是给去世

的亲人扫墓的日子。张三来到家族

墓地，清扫了墓园，用心地把鲜花放

在每个亲人的墓前。回想着他们生

前的往事，张三心中十分悲痛，眼泪

流了下来。

	 天上的小雨没完没了地下着，

张三沿着石板小路，走出了墓园。在

回家的路上，张三心情还是不好。走

着走着，忽然他看见对面来了一个

牧童，那牧童骑在牛背上快乐地吹

着笛子。张三问牧童哪里有买酒的

店家？他想喝点酒，心情可能就会

好一点。牧童指着远处长满鲜花的

地方说：“那里叫杏花村，那里有酒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