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喜欢的季节
黄奕 指导老师马静

	 春天到了，小草生出嫩嫩的绿
芽，成群的天鹅飞到草地上来吃草，	
小鸟在树上唱着欢快的歌;很快树
上就开出了五颜六色的花儿。蜜蜂	
也开始了繁忙的工作。春天，到处都
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夏天，绿树成
荫，学校也放暑假了，海滩上开始
热闹起来，游泳的，晒太阳的，	还有
许多庆祝活动，尤其是七月四日。
秋天，	更是万紫千红，硕果累累。冬
天，虽然有时会下起鹅毛大雪，但是
下雪很好玩。冬天还有更好的节日，
圣诞节和新年。每个季节都有不同
的东西，每个季节都要互相依靠。所
以，一年四季我都喜欢。

我的社区
Ethan Zhuo 指导老师孟春辉

	 我叫Ethan	Zhuo。我在我家附
近的学校上学。它只需要五分钟就
可以走到。通常妈妈开车送我去学
校。还有一个杂货店在我家附近，走
路只需要五分钟，我经常骑自行车
去买零食。离我家不远还有一个篮
球场，我经常和哥哥一起去打篮球。
我喜欢快餐，妈妈说Applebee’s比麦
当劳健康，有时候我们去那吃。我家
离快餐店比较远，开车十五分钟才
能到，所以我们不经常去吃。我也喜
欢中国菜。我们经常吃中餐。

杂技表演
崔中华 指导老师叶翠

	 感恩节前的周末，我爸爸带我
们看了一场杂技表演。
	 这是来自中国上海杂技团的演
出，地点在新泽西。我们坐在二楼，
爸爸说票价只要十五元。表演很精
彩。有顶大缸；有同时玩七个小球；
有人学好几只鸟在叫；有个女孩的
头上和四肢上都顶着亮蜡烛；有个
小丑用跷跷板把四只碗都甩到他的
头顶；还有个人把好几把椅子叠到
二层楼高，在上面做动作。大家看了
都起劲鼓掌。
	 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跳圈。有的
人是头先穿过去，也有的人是脚先
穿过去。最后是把四个圈叠起来，再
从最上面的圈里穿过去。就是跳高
冠军也只能跳这么高。
	 这样的表演我们好像每年都有
得看。如果明年有我还想看。

我的社区
范杰    指导老师 孟春辉

	 我的社区很小，离商场、交通线
很远。在我家门口有个小湖，湖里有
鸭子，湖边有树和花儿。我和朋友们
总是在那玩游戏，骑车，喂鸭子。有
一个学校在我家的后面，我走路五
分钟就到了，但是我不在那个学校
上学。我常常坐我妈妈开的车去买
东西或上学。我的学校在去JFK飞机
场的路上，要过桥，每天从桥上看太
阳升起来，阳光照在海湾上.....

我的小白鼠
孟施怡  指导老师孟春辉

	 今天，我想说说我养过的小白
鼠。我是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
它的。它正在和一只大狗在草地上
玩儿。大狗的主人说，“这只小白鼠
是你的吗？”	我妈妈说，“不是。”	这
只小白鼠可怜又可爱，因此我说，

“我们可以拿回家养吗？”我妈妈不
是很情愿地同意了。在这之前，我有
养过三只仓鼠但是他们都死了。我
妈妈跑步回家拿来仓鼠球。她把小
白鼠放进仓鼠球里面。我们回家后，
我和妈妈把仓鼠笼组装起来并把小
白鼠放进笼子里。我有时候和小白
鼠玩儿玩儿。它全身都是白色，它很
小，很轻，很软也很光滑。它有一双
红色的眼睛。我很喜欢它。我和妈妈
去宠物店给小白鼠买了食物。它常
常把纸壳从笼子的楼下运到楼上。
但是，和仓鼠比小白鼠不常在轮子
里跑步。它拉的臭臭很臭。每个星期
我妈妈清理他的笼子。每个月我去
洗手间给他暖和地洗澡。我很爱这
个小白鼠。但是它两年前死了。

感恩 2016 
Laura Fan 指导老师 马静

	 今年的感恩节很难忘。我姐姐
和爸爸的朋友都来了（姐姐还从加

州回来一星期）。	我，妈妈和姐姐十
点钟起来了，开始做感恩饭。我今
年开始帮妈妈姐姐做饭：我做蔬菜
酱，芦笋和三文鱼片。晚餐有很多吃
的东西！餐前点心吃乳酪和薄脆
饼干，三文鱼片和番薯片；主餐有火
鸡，火腿，土豆泥，鲑鱼，蔬菜	等。我
们甜点吃乳酪蛋糕，水果和果仁。爸
爸的中国朋友们三点钟来了。我们
吃了很多，	每样菜都很好吃！我吃
得饱饱的，	更开心自己是个小帮手
了！

去日本探亲
Emmi Chen指导老师孟春辉

	 下个月，我要去日本。我们要住
在我奶奶的房子。我们坐飞机十个
小时。妈妈说，飞机很大，可以坐很
多人。当我们到了日本，我们要坐十
分钟公共汽车去奶奶家。爸爸说他
不去，因为他要去医院上班。妈妈说
我们将于一月二十日从日本回来。
哥哥和我都很兴奋。我总是喜欢看
到我的亲戚，因为在纽约我经常想
念我的家人。我们计划去游泳，钓鱼
和观光。我们要去看东京天空树（晴
空塔）。我真的想去看看我的表兄
弟。我所有的表兄弟都住在日本。每
两个月我会看到他们。我的亲戚都
住在日本。

中学开始
Vivian Zhang   指导老师 孟春辉
	 我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当中
学开始的时候，我在我班没有看到
我任何老朋友。即使我看到老学校
朋友中的几个，他们都在二楼或四
楼。他们想学习西班牙语而不是意
大利语。但是我选择学意大利语，因
为在夏季时意大利语的教室有空
调。我数了数，只有五个孩子从我的
原来的学校升到我们中学，包括我。
其中一个是男孩，其余的都是女孩。
幸运的是，我和另外五个孩子成了
朋友。我们不时地互相帮助做家庭
作业，我们一定会在未来三年一起
开心度过！

自我介绍
周莉华 指导老师 丁萱

	 你好！我的中文名	字是周莉
华。我今年九岁。我的生日是二零零
七年三月九号。我出生在金色的猪
年。我是水属性的，我最喜欢的颜色
是青蓝色。我有很多爱好：我喜欢体
操、滑冰、做饭、游	泳、学习不同的
语言、	读书和科学。我也爱动物。在
将来，	我想成为一个律师。	我喜欢
辩论会。

我喜欢旅游
梁秋玉 指导老师 叶翠  

	 您好！我的名字是梁秋玉。我
今年10岁，我没有兄弟姐妹，我家有
三口人，爸爸、妈妈和我。我很喜欢
旅游，在美国，我去过十七个州。但
是最喜欢的还是纽约。我还去过欧
洲、加拿大、中国的云南、澳门、香港
和台湾。我也去了加勒比海那边。
我最喜欢的是法国巴黎的艾菲尔铁
塔。我想不到可以在铁塔上溜冰。我
也很喜欢伦敦的Ferris	Wheel，伦敦
的桥、大笨钟及游轮。我喜欢旅游，
因为可以见到不同种族的人们，听
到多种语言，看到各式各样的建筑
物，体会不同的宗教，我也从中学到
不同的文化。

中文学校第一天
Tracey Zheng  指导老师 孟春辉
	 在二零一二年，我开始在华夏
中文学校学中文。我特别不想去，
可是我妈妈和爸爸说我应该要学
中文。“妈妈，我不想去。”我说。“你
要学怎么说汉语。”妈妈说。我妈妈
带我去，然后我找我的教室。我去教
室里面。我害羞的说“你好！老师。”		
我的老师说“同学们，这是Tracey，
她的中文名字是郑雪红，我们新的
同学.”		“你好！”同学们说。然后我
去找到一个空桌子，就在Lara旁边。

“你好！	Lara。我说，“你好！Tracey	
！”Lara说。现在是九点半了，要开
始上课。我和很多同学一起读课
文。两个小时以后，要放学了。“下
课了！”老师说。“你要做我的朋友
吗？”我问，“可以！”	Lara	回答。这
是我在中文学校的第一个朋友。那
一天我真的很开心！我也学到了很
多中文。

自我介绍
谢卓诚　指导老师 叶翠		

	 我叫谢卓诚，今年十四岁，我的
生日是2002年5月10号，我家有四口
人，爸爸、妈妈、姐姐和我。我们一家
人住在纽约。我是高中生，上九年
级。我刚开始学中文。我早上6:00起
床，6:30吃早饭，我8:00上学，2:20放
学。我坐校车上学，我喜欢玩电脑、
读书。

自我介绍
梁来恩  指导老师叶翠

	 我叫梁来恩。我今年十一岁。我
的生日是2005年11月22号。我家有
五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
我。我们一家人住在纽约。我是中学
生，上六年级，我早上7:00起床，我
7:25上学，2:00放学。我妈妈开车送
我上学。我喜欢玩电脑。

自我介绍
梁祖恩  指导老师叶翠

	 我叫梁祖恩。我的生日是2008
年5月3日。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
妈、哥哥、妹妹和我。我们一家人住
在纽约。我是小学生。

自我介绍
戴皓明　指导老师 叶翠	

	 我叫戴皓明。今年九岁，我的生
日是8月21号。我家有四口人，爸爸、
妈妈、姐姐和我。我们一家人住在纽
约。我是小学生，上四年级。我早上
6:00起床，7:00吃早饭，我8:00上学，
3:00放学。我坐爸爸的车上学。我喜
欢唱歌、踢足球和读书。

自我介绍
薄君弈 指导老师叶翠

	 你好！我叫薄君弈。我在2007
年出生，我的生日是12月24号。我家
有三口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一
家人住在纽约。我是小学生，上四年
级。我早上7:00起床，7:30吃早饭，我
8:00上学，5:00放学。我喜欢运动和
玩游戏。

自我介绍
梁泳曦  指导老师叶翠

	 我叫梁泳曦。今年八岁，我的生
日是2007年12月18号。我家有四口
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们一家
人住在纽约。我是小学生，上四年
级，我早上7:00起床，7:30吃早饭，我
8:00上学，6:00放学。爸爸开车送我
上学。我喜欢红的颜色，我还喜欢足
球、篮球、玩电脑、画画和读书。

自我介绍
陈雨轩  指导老师叶翠

	 我叫陈雨轩。我今年7岁。我的
生日是5月17号。我家有六口人，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妹妹和我。我们
一家人住在纽约。我是小学生，上二
年级，我早上7:00起床，7:10吃早饭，
我7:30上学，5:00放学。我爸爸开车
送我上学。我喜欢玩iPad、画画、读
书和游泳。

自我介绍
Jia Rose Grannic  指导老师叶翠
	 我叫Jia，今年七岁。我的生日是
2009年4月17号。我家有四口人，爸
爸、妈妈、外婆和我。我们一家人住
在纽约。我是小学生，上二年级。我
早上7:00起床，7:30吃早饭，我8:00
上学，2:30放学。我爸爸开车送我上
学。我喜欢踢足球、唱歌、跳舞。

自我介绍
 Jacob Zhuo指导老师叶翠

	 我叫 Jacob，今年八岁。我家有
五口人，妈妈、爸爸、两个哥哥和我。
我们一家人住在纽约。我是小学生，
上三年级。我早上7:00起床，七点半
吃早饭，我八点上学。妈妈开车送我
上学。

自我介绍
邓乐贤   指导老师叶翠

	 我叫邓乐贤，今年九岁。我家有
四口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我们
一家人住在纽约。我是小学生，上三
年级，我早上6:00起床，7:00吃早饭，
我8:00上学，我2:30放学。我外公、外
婆送我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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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掌握第二门语言变成了至关重要的技能之
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迅速发展给学习汉语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
流利地听说、读写中文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加分项。越来越多的在美国的
家长意识到汉语的重要性，纷纷送孩子到中文学校学习汉语。
	 要熟练掌握中文的读写学习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如果希望家
里的孩子不仅能听说中文，还要会读写，那就抓紧时间吧！从现在开始，
将学习中文重视起来，尽早打好基础。因为到了中学或高中后随着学业
的加重，中文的学习与各种活动冲突时，许多学生就放弃了中文的学习。
久而久之，原来掌握的中文知识也会被淡忘了。所以请不要错过孩子学
习中文的最好的时期。除了周末三小时的中文课学习外，家长应督促孩
子复习功课，多读勤写；同时多创造语言环境，让孩子在生活里多使用中
文。尽早实现可以自主阅读和顺畅地用中文交流。
	 我校老师根据本校学生的家庭语言环境等诸多因素，细心设计教
案，并探索出行之有效的中文教学方法。纽约市
越来越多中学、高中开设中文课为第二外国语，
希望我们的学生经过几年的学习，可以先拔头
筹，占据优势。让我们在年末一起展望未来，祝
愿学生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进步！
	 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学校网站
http://www.huaxiasi.org/
学校地址：New	Dorp	High	School，	465	New	
Dorp	Ln，Staten	Island,	NY	10306

	 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成立于是2002年，学校的主课程是教授

汉语拼音和简体中文，弘扬中国文化和华夏民族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孩子们从对中文完全陌生的状态到能够识字写字，甚至进行流利的

对话交流，华夏中文学校的中文教学成果十分卓著。与此同时学校在每

周末三小时的中文教学中还加入了绘画、舞蹈、棋艺、武术等有助于孩子

提高个人艺术修养抑或强身健体的一个课时，劳逸结合，提高了学习效

率并丰富了课堂内容。而且使得不同中文水平的学生有机会因为志趣相

投从不同班级中走出来汇集到一起，取长补短，切磋学习。

	 今年九月我加入到华夏中文学校大家庭，成为了华夏的一名美术课

老师。我在国内是一名艺术与设计学副教授，综合十六年的大学教学经

验以及美国本土学生的兴趣爱好和需求，每次课我会按照学生不同的绘

画基础和能力，量身定制，给予不同层次的教学命题和教学内容，因材施

教，循循善诱，虽然每周只有短短	45分钟，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眼见着

孩子们从乱涂乱画到开始根据命题要求，独立认真思考、构图、设计、学

习相应的绘画技巧。学生们从五岁大的小朋友到十几岁的少年对绘画都

有了更浓厚的兴趣、更专业的认识，绘画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中文的学习过程中，绘画艺术的蓓蕾也在孩子们

身上逐渐萌芽花开。长远的考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机会从小接触

琴棋书画等艺术启蒙教育非常重要；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说是对孩子修

养情操的提升、拓展知识体系结构、扩展视野，提高品位，丰富内心世界，	

进而激发孩子们的创新能力，在艺术感受中形成自己独特向上的世界观

和价值观；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说美国的升学制度尤其是大学录取制度和

国内高考制度完全不一样，SAT	的高分数只是进入常春藤名校或其他

重点大学的基本要求，艺术修养、体育特长、领导能力、社会经验等等全

部具备的复合型人才才是大学招收的培养对象，家长们尽早为孩子们创

造机会开展艺术体育等相关教育是为孩子们将来能够成为这样一名优

秀的复合型人才提供平台，奠定基础。

	 华夏中文学校桃李满天下，预祝全体师生在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

把华夏文明的种子洒向更高更远的天地！

海外中文教学的挑战与展望

艺术蓓蕾花开华夏中文学校

教育頻道(簡體) EDUCATION

 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校长 叶翠

 美术课老师 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