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交流
《奔腾的作文教学》

 华夏奔腾 教学总监 张悦

B 6 2016年1月29日 .星期五 教育頻道(簡體) EDUCATION

NJ

新澤西 : 1876 Lincoln Hwy Edison, NJ 08817;    Tel: 732-485-6860;    Fax: 732-287-2098;    E-mail: nj@chinapress.net      I      費城: 917 Arch St #201, Philadelphia, PA 19107;    Tel/Fax: 215-627-1506;    E-mail: pa@chinapress.net

华 夏 园 地
第 18 期

2016 年 1 月 29 日

Huaxia Chinese School
 New Jersey  New York  Pennsylvania  Connecticut 

华夏中文学校网站：http://www.hxcs.org/

华夏中文学校
华夏中文学校刊物《华夏园地》投稿 : hxyonline@yahoo.com
华夏中文学校刊物《小语世界》投稿：Huaxia_XYSJ@yahoo.com
稿件提供：华夏奔腾中文学校

侨报小记者在中国
 华夏奔腾 七年级 吕佳然

指导老师 刘彬

	 我在2015年的8月跟着侨报小

记者赴中国采访团去了北京和云南

游览和采访。因为我们都是小记者，

得写稿子，所以每天晚上都很忙。我

们要跟搭档讨论报道内容和形式，

写稿子，对稿子进行编辑，输入电

脑，	附照片，然后还要为第二天的

采访和报道做背景研究。每次写报

道我们都在赶时间，结束后不知不

觉的就已经很晚了，平常我们都是

深夜一点多才能上床休息。

	 每天我们都很忙，但是过得很

充实。每天早上，带队的老师为我们

分配任务，当天要写报道的人到了

地方都在仔细地观察，导游的每一

个字他们都不能漏掉，忙着做记录，

抓住一切机会问问题。别的小记者

也不闲着，也充分地利用时间，都

抓紧时间去抓拍一些好照片，留着

回去发给爸爸妈妈看，或者交给老

师看，贴到报道上。晚上吃完了晚

饭到了旅馆，所有的小记者都赶快

的拿着电脑到楼下的会议室去，如

果旅馆条件不太好，就到旅馆的前

台边上去。要写稿子的小记者就立

即开始写，不写的就开始搜索第二

天要去的景点，大家一分钟都不会

浪费。根据去采访的地方的采访难

度，在写报道上花的时间会不一样。

比如说，写我们去采访外交部，国家

侨办，和美国大使馆的报道会比写

卢沟桥，全聚德烤鸭，和云南过桥米

线的报道花的时间多得多。大部分

的小记者半夜十二点就能回房间去

了，不过有时有一些小记者两点多

了还没写完。其实，这些小记者写到

那么晚是因为他们写的文章难度

高，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浪费时间。

	 记得第一次写报道的时候，我

因为没有集中精力，一直跟搭档说

话，导致最后我们俩都特别匆忙才

写完。这次经历教会了我一个很重

要的经验或者教训，那就是应该先

把那些有时间限制的事做完，然后

再去干别的。最后几天，老师让我们

都写自己对这次旅行的感受，要求

我们一个小时之内把稿子发给她，

我很快地把它写完了。这次，我一分

钟都没有浪费，我不但不需要急着

写完，出一身汗，而且写完了以后还

可以高兴地跟朋友们玩儿了。

	 我觉得这次去中国旅行不仅让

我学了好多中文，而且还增强了我

的时间观念，教会了我时间应该怎

么利用才会更有效率。

游览Acadia国家公园
 华夏奔腾 五年级 宋士博

指导老师  朱艳萍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去了

Acadia国家公园。这个公园在美国

东北部的缅因州。从我们家到那儿

要开车七个小时左右。

	 经过长时间的旅行，下午四点，

我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	Acadia	

公园。可是，天气不配合我们的到

来，不仅刮风，而且雨还下个不停。

我们不能按计划下车游览。因为时

间还早，我们决定开车到公园最高

的山去看看（Cadillac	Mountain）。到

了山顶以后，风更大，雨也更大，但

是我和爸爸还是很兴奋地跑到了车

外。外面的雾很大，看不见美丽的景

象。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感觉就好

像走在云彩里。我期待明天是个晴

天。

	 第二天，天气非常好，蓝蓝的天

空，没有一丝云彩。我们开车先去了

沙滩。这里的沙滩跟新泽西不一样。

这里不仅有沙滩和蓝蓝的海水，而

且还有高高的山和绿绿的树。这里

的海水似乎更蓝一些。虽然这里的

沙滩不大，但是景色非常美丽，我很

喜欢这里。然后我们又去了	Cadillac	

山。站在山顶上望下看，有蓝蓝的大

海，黑黑的礁石，和绿绿的树。大海

里白白的帆船看上去像珍珠大小。

我喜欢登高望远的感觉。我们决定

呆在山上看日落。太阳快落山的时

候，周边的天空和云彩被染成橘红

色。太阳的光芒也变得温和好多，

不怎么刺眼。	太阳慢慢地走下了天

空，落在了山后面。我想在地球的那

一边，一定也有人在看日出。虽然日

落时间很短，但是它是我见过的最

美丽的景象。

	 三天的游览很快就过去了。我

很喜欢	Acadia	公园。我喜欢听大海

拍打礁石的声音，更喜欢登高远望

的感觉。这里的美景让我永远不会

忘记。

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华夏奔腾 七年级  包瀚琳

指导老师  李冬梅

	 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是去阿里

山。2015	年的夏天，我们全家、外婆

和阿姨一起去阿里山游玩。我们从

山下坐小火车上山，沿路风景秀丽。

火车开过了好多个山洞，最后一站

是阿里山公园。下了火车后，我们先

去旅馆把行李放好。一放好行李，弟

弟和我已迫不及待地想开始玩了。

	 首先，我们去森林公园散步。阿

里山的森林很大一遍，有各种各样

的树，而且都很古老。有些树看起来

像猪，有的像大象，还有的像一颗大

心。树林里的树都非常高大，让我感

到自己很矮小。除了很多树以外，树

林里还有一个湖。湖水很清，清的可

以看到里面游来游去的蝌蚪和鱼。

阿里山的树林真是美丽啊！

	 第二天我们去看日出。清晨三

点钟，妈妈就把我和弟弟叫醒了。这

时天还黑的，我们搭了小火车去山

顶等太阳出来。山上非常冷，外婆给

我和弟弟一人一个暖暖包。我手握

着暖暖包就不觉得冷了。两个小时

后，太阳开始慢慢升上来，天空由深

黑色变成多层次的红色，好像着火

了，真迷人。大家都拿出相机来照

相，我刚好站在前面，拍到了好几张

好看的照片。很快天就亮了，这时温

度也往上升了。阿里山上的日出真

是迷人，令人难忘。

	 我们还去参观了阿里山上的一

个古老村庄。那里的旧房子有的是

用石头做的，有的是用木头做的。大

部份房子的屋顶都漆成红色，从上

面看起来像一片玫瑰花。街道上有

很多游客，人来人往，很热闹。我边

走，边看着这些古旧的房子，边想：''

我现在住的房子真好，我真是很幸

福。''

	 阿里山是个很美丽，很有历史

的旅游胜地。有机会，我还想再去一

次。我还想再去看那特别的树，欣赏

日出，体验那村庄的热闹。阿里山之

旅真是令我难忘！

我的爱好
 华夏奔腾  六年级施 敏

指导老师 宋虹

	 我有很多爱好。不管是各种体

育运动，	还是弹琴画画，做手工艺

术品，	我都喜欢。在这些爱好中，我

最喜欢的要数打篮球了。

	 在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

带我去我们家小学附近操场打篮

球。那时我们住在纽约，有很多小朋

友一起玩。我们把篮球在地上滚来

滚去，觉得这样很有趣。慢慢地，	我

开始学会了传球和运球，但投篮连

篮圈都够不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爸爸在我6岁生日的时候，在我们家

后院装了一个篮球架，作为生日礼

物送给我。这个篮球架可以调高度，

爸爸把它调成我的高度，我终于可

以投篮了!	 	从此以后，我特别喜欢

打篮球，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在后院

练习，周末又和同学一起去操场打

比赛。同学和家长都夸我投篮准，打

得好，我也很受鼓舞。

	 9岁时我们全家搬到了新泽西，

打篮球的场地和机会就更多了。爸

爸妈妈送我去YMCA上篮球课。我

每天放学回家先把功课做好，然后

就盼着去打篮球。现在我已经打进

了市队。去年篮球比赛，我们队经过

艰苦奋战，最终夺得了冠军。	这是

我第一次拿冠军，我别提有多高兴

了！

	 回想起来，篮球真是一个很好

的运动。它丰富了我的生活，让我学

会了吃苦耐劳，拥有团队精神，也使

我交了很多朋友。虽然我会越来越

忙，但是，我会坚持打下去的。

十一个感恩
 华夏奔腾 七年级邢悦琪

指导老师 刘彬

	 感恩节是一个提醒人们不是所

有的东西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

饼”的节日。既然感恩节是在十一月

份，那我就列一下我要感恩的十一

个人和事情	吧。

	 第一，就是我的家人。	如果没

有他们，我是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的，

也不可能做我喜欢做的事。俗话说：

家庭是永远的避风港，会让你有温

馨的感觉。我的家人一直都对我想

做的事很支持，所以我很感恩有他

们。

	 第二，是教过我的老师们。我

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他们改变

了我的一生	。他们教会了我各种知

识，也在我迷惑的时候耐心地给我

解释。没有我的老师们，我可能真会

成为一个白痴，什么也不知道。

	 排在第三的，就是我的朋友们。

如果他们不存在，我大概不会天天

愿意去学校上课，或有人陪我聊天

和写作业。他们带给我的快乐是无

	 作文，是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什么时候开

始作文教学？怎样进行作文教学才是适时的？才不会让学生和老师

都感觉压力过大？每个中文学校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奔腾的教学大纲中，从一年级开始就为写作文做准备、作铺垫

了。从“看图说句子”到“看图写句子”；从“	根据课文回答问题、完成对

话”到“看图完成段落”；从“写信、写电子邮件”到	“正确排列所给句子

的顺序、组成段落”；从	“记叙文（记人、写景）的写作”到	“记叙文（叙

事）的写作”；从	“议论文的写作”到	“日记、读后感、演讲稿的写作”，学

生们在各年级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才能一步一个台阶、扎扎实实地完

成八年级毕业时的当堂毕业感言，才能轻松自如地走进AP中文的考

场，完成AP中文考试中2分钟的口头作文和两篇当堂作文。

	 今天，在这一期《华夏园》的奔腾专版中，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奔

腾本学年度五至八年级八位学生的作文。

可替代的，就算是家里的人也比不

上他们的搞笑本事。

	 这个宇宙没有艺术，就像我们

没有太阳。因此，艺术就是我要感恩

的第四件事。画画儿就是我最喜欢

做的事。上课时，我有时也会不由自

主地画起来。我也喜欢欣赏名画家

的画，因为它们给我灵感，让我着

迷。

	 很多人会说我是一个“吃货”，

因为我喜欢品尝美食。我觉得，一个

人来到这世界上就应该好好体验和

享受大自然提供的食物。这世界上

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食物就是

我感恩的第五件事。

	 我感恩的第六，七和八件事是

我最喜欢的运动。它们就是舞蹈，网

球和游泳。四岁多时，我就开始跳舞

了，因为当时做一个舞蹈演员就是

我的梦想。过了一年，我又开始练网

球和游泳。因为我不喜欢其他的运

动，我很感恩我有跳舞，网球和游泳

和我作伴。

	 我感恩的第九和十件也都是相

关的。我很感恩我有一个手机和电

脑。有了它们和网络，我可以随时随

地和朋友发短信联系，以及方便快

捷地查到我需要的信息。

	 最后，我非常感恩这个世界上

有那么多的书可以读。从哈利波特

到霍比特，我特别喜欢读各种各样

的小说。如果没有作家来写书，我的

生活一定会超极无聊。所以说，我很

感恩我所拥有的一切。

请给我们一些想象的空间
——读《儿子的创意》有感
 华夏奔腾  八年级 王海伟

指导老师 郭玉坤

	 我从郭老师那儿借了一本中文

杂志《读者》。一拿到它我就认真地

读了起来，爱不释手。其中我最喜欢

的一篇是《儿子的创意》。

	 作者的儿子参加了一个有关宗

教博物馆建筑的创意征文比赛，孩

子跟他的妈妈讨论后，投了稿。结

果，得了银牌奖，但儿子只想要得到

金牌，那样他就可以去日本买一台

游戏机。不过，这整个过程中，妈妈

不但没有鼓励儿子的创作，而且一

直反对他的计划，她只希望儿子做

作业，得高分。

	 读完这篇文章，我顿时想到我

自己的经历。我也经常胡思乱想，幻

想有一天我能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

作曲家。但我的爸爸妈妈总在让我

“现实点”，要“抓紧时间学习”，好像

生活的目的就是得一百分，一点用

来想象和创造的时间都没有！初中

和高中把学习压力早早地加在小孩

身上了，我们哪有一点想象的空间，

“玩”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爱因斯坦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好

学生。但是，他的丰富的想象力揭开

了宇宙的奥秘。虽然学习是很重要

的，“玩”还是对我们有很多好处的。

要是爱因斯坦只跟他的同学们读

书、学习，那他怎么会有时间和空间

完成他那么多的发明呢？要是我们

整天都在忙学习工作，我们怎么能

有创造力呢？

	 我为作者的儿子感到自豪，可

以为了“玩”儿而写一篇得奖的文

章。同时，我希望全世界现在和未来

的父母可以多给给孩子一些想象的

空间。那样，世界将会产生更多的奇

迹。

我的爱好
 华夏奔腾 六年级 何怡菲

指导老师 刘俊青

	 所有的人都有爱好，有些人爱

唱歌，有些人爱跳舞，我的爱好是看

各种各样的小说书。要问我为什么

这么喜欢看书呢？	

	 我爱看书有很多原因。首先，我

觉得每次打开一本新书我就会被主

人翁带进他们的世界里。每－页都

有着不同的感受。有时我可以跟主

人翁一起打败一条大巨蛇；有时我

可以在上海外滩与主人翁一边吃又

香又鲜的小笼包，一边欣赏外滩夜

景。书里的人就像是帮助我实现我

的梦想！	在书里，没有什么事是不

可能的。每次读完一本书，我都非常

感谢书的作者。他们的书给我一个

全新的体验，并让我学到了很多的

新知识。每次读完一本好书简直就

是高级享受。虽然书里的故事讲完

了,在我的脑海中，他们还在继续着

美好的生活，继续着他们自己的故

事。

	 书是我的好老师，好伙伴。书里

学到的知识会跟着我一辈子！	我爱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