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  指导老师  尹慧

秋天  
 Eric Guo

我记得我学过一首关于秋叶的诗，
作者是唐朝的杜牧，

诗的名字叫  《山行》。
诗中说：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秋天到了，树叶落了。
红色、黄色，真漂亮!
蚂蚁把它当被子。

小朋友把它当跳床。
秋天到了，
苹果熟了，

苹果做成苹果饼，
甜得就像糖一样。

秋天到了，南瓜也熟了，
南瓜做成南瓜饼，
还能刻成南瓜灯。

在万圣节晚上发亮。

秋天
 余欣玥

 一到秋天， 很多红色的树叶从
树上落下来， 在空中就像红色的雪
一样。但是万圣节比秋天的树叶好
玩多了，它的来临让我非常高兴。 
虽然邻居家门前吊的巫婆有点可
怕，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南瓜却可
爱极了。我会在南瓜上刻好多鬼脸， 
还到邻居家去要糖呢！变凉的天气
提醒我们要穿厚一些的衣服。小动
物身上的毛也开始变长变厚，为过
冬做准备。
 秋天是个忙碌的季节。学校都
开学了， 学生们在学校学习和做游
戏。农民们在地里收获春天种的庄
稼。很多松鼠和小老鼠当然也在草
地上和树丛中跑来跑去， 寻找尽可
能多的果子放到窝里去准备过冬。
  感恩节要到了。

秋天
 曾恺希

 秋天来了，天气变冷了。我们开
始穿上了秋装。树上的叶子变成了
红色，桔色，黄色和棕色，慢慢地掉
在地上。我们把枯叶收集在一起，然
后放进垃圾袋里。天黑得越来越早
了。大雁开始向南方飞去。太阳照在
身上没有像夏天那么热了。我们会
去买桔色的南瓜，刻成南瓜灯放在
门口。万圣节快到了，我又可以穿着
可爱的服装和小朋友们一起出去要
糖。我很喜欢秋天。

秋天
 于恩雅

 秋天来了！我觉得秋天是一年
中最美的季节，秋天也是最好玩的
季节。我喜欢秋天是因为秋天离我
的生日很近。秋天里我们庆祝感恩
节，也有小朋友最喜欢的万圣节。秋
天的树叶都变色了！就像一幅幅画
一样。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今年我
和我的同学去Riverbank农场帮忙，
我们大家一共摘了 1450 磅的萝卜。
新鲜的萝卜太好吃了，非常甜。我喜
欢秋天。

秋天
 胡知尧

 我很喜欢秋天。最喜欢看五颜
六色的叶子。我也喜欢秋天温度适
中的天气。
 秋天的叶子色彩缤纷，漂亮极
了！有些是黄色的，有些是红色的，
有些是褐色的，还有些仍然是绿色
的。他们落在地上，大地也变得格外
美丽！
 秋天的气温正好，天气不冷也
不热。很适合远足，在外面玩儿。我
们经常到公园去散步玩耍。
 我最喜欢的节日 --- 万圣节，
也在秋天。万圣节时我特别喜欢看
各家门前那些可爱的、吓人的节日
装饰，顺便要糖。要是那些糖我不是
一下子就吃完的哟！
 很多人像我一样喜欢秋天，你
喜欢吗？

秋天
 WMichael Zhang

 夏天走了，秋天来了。随着天气
开始一点点变冷，树叶也开始一点

点变成红色、橙色和黄色。很快，树
木就光秃秃了。我和家人每年秋天
都要清理好几次落叶，一直到冬天
来临。
 秋天里有一个节日，万圣节。是
孩子们喜欢的节日，他们可以穿上
各种各样的服装，把自己打扮成各
种有趣的人物、动物和怪物去要糖
果。今年我想穿僵尸的服装，一定很
酷。

秋天
 张嘉文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它不
仅拥有漂亮的景色，而且也是瓜果
成熟的季节。秋天来临的时候，树叶
开始呈现出不同层次的颜色。仔细
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每天的景色都
是不同的，像是上帝在每天晚上给
树叶涂上了不同的颜色。秋天也是
收获的季节，春天播的种到秋天就
都成熟了。爸爸今年开了一片菜地，
春天，夏天的时候爸爸每天忙着浇
水，施肥。现在秋天到了，我们每天
都有新鲜的瓜果食用。秋天特别适
合户外远动。天气不冷也不热，而且
一路可以欣赏美丽的秋色。冬天来
临之前，树上的叶子会不断地往下
飘落，最后就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
厚厚的彩色地毯。风吹的时候树叶
们像一个个小精灵般的在飞舞，煞
是好看。现在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
约吗？

6年级  指导老师  周洁

我的夏天
 谢福威廉

 今年暑假，我第一次去了一星
期的sleep away 夏令营，当我第一次
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兴奋又有点紧
张，因为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离
开家这么长时间，当载着我们的大
客车缓缓离开送站点的时候，我还
是有点舍不得爸妈呢！
 一小时之后，我们很平安的到
达了夏令营！迎接我们的是夏令营
的领导人给我们讲解了夏令营的规
章制度和注意事项。每天我在夏令
营都有不同的节目和学习，我最喜
欢的一项就是丛林滑道，在两点中
间悬挂着一条钢丝，钢丝悬挂在二
人多高，把人挂上吊索，整个人就像
能飞起来一样，我喜欢风吹在我脸
上的感觉，我竞然没有感到一丝恐
惧！我真希望我能一直这样滑动
着！
 一星期的夏令营好像很快就结
束了，分手的时候所有的营员我们
都依依不舍的相互道别， 盼望着明
年再聚，这次夏令营是我终生难忘
的！

我的夏天
 Tiffany Yin

 今年暑假，我的全家去了加拿
大旅行。我的姨妈独自生活在加拿
大的首都渥太华，从我家到她家的
旅程总花了 12 多个小时。当我们到
了加拿大，我们首先找到姨妈的新
家。晚餐时，她带我们去 Sushi-101 
吃日本寿司和生鱼片。Sushi-101 是
一个寿司自助餐。客户必须用 iPad 
点自己爱吃的寿司、 生鱼片和其他
海鲜。吃完后姨妈付了钱，然后上车
去接姨妈朋友的女儿，她的名字是
Deborah。接了Deborah之后，我们去
了加拿大国会前面的草坪，正在使
用激光束显示加拿大的历史。那些
激光束投影出来的图片又迷人又美
丽，我爸爸拍了一些夜晚照片。后来
我们跟Deborah回到姨妈家睡觉。
 第二天很早，我们一起去吃加
拿大风味早餐。然后, 我和姨妈去美
元商店买棉花糖、巧克力和大饼干
等准备做 S'mores。之后爸爸妈妈从
后面跟随姨妈的新车一直开车去露
营地。当我们到达终点时，看见很多
新朋友。拿了车上的东西放在舱上，
然后跟其他的小朋友去船码头一起
游泳。第三天, 我们都学习好了如何
划独木舟。可惜的是，爸爸妈妈一定
要星期二返回到康州，准备好星期
三回去工作，我们只有三天的美好
时光在加拿大.

我的夏天
 于佳音

 我暑假和妈妈、爸爸、爷爷、姥
爷和妹妹一块去了夏威夷。 我们去

了两个岛：Oahu 岛和 Maui 岛。我们
玩了十天。在 Maui 岛上，我们去了
Haleakala国家公园。爸爸开车，一直
开到山顶上。山顶上没有多少花和
草，因为很冷，但是那儿还有银剑

（silversword）依然开放。银剑的叶子
形状像剑，它的花是紫色的，它可以
活五十年，开完花以后就死了。
 我们在 Maui 岛上和 Oahu 岛上
潜水了。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鱼。
有蓝的、绿的、红的、白的和黑的。我
们还看到了乌龟了！在Oahu岛上，
我们去了 Hanauma 海湾浅水，那儿
有一片珊瑚礁。
 在 Oahu 岛上我们也去了波利
尼西亚文化中心。那儿里有各种各
样的民族舞蹈。我们玩完以后，吃了
夏威夷风味的晚饭。有芋头馒头、烤
乳猪、红烧牛肉、三文鱼沙拉、菠萝
芒果奶昔和椰子蛋糕。吃完饭以后，
我们看了一个表演，表演讲述了当
地一个男孩子的成长故事。
 我们在 Oahu 岛的酒店碰到奥
巴马总统了！我们碰到他的时候，
他走过来，跟我和我的妹妹握了手，
我们都很兴奋。我在夏威夷玩得很
开心，有机会以后再去。

我的夏天
 Alex He

 今年的暑假特別长，我们做了
很多有趣的事。
 我和弟弟先去了我们城里中学
的夏令營。我们去湖里游泳，做了很
多的游戏，看了电影， 也去了三个
游乐场玩。我最喜欢的游乐场是飞
溅水上公园。它有各种各样的水上
冲浪、滑道和懒人河。水上滑道弯弯
曲曲， 速度很快，很刺激!
 我们还去了手指湖度假。爸爸
租了一个湖边的房子。每天早上我
和弟弟去湖边钓鱼，弟弟没有钓到
鱼， 我钓到一条小猫鱼。下午我们
开船去water tubing。 这是我和弟弟
第一次 玩 water tubing。我们试着呆
在tubing 上，两手拉住手环， 但是很
难掌握平衡， 一不小心就从 tubing 
上掉进湖里。我还试着站在 tubing 
上做动作， 但是一碰上大浪， 我就
坚持不住，扑嗵一下掉进水里， 幸
好我们都穿着救身衣。手指湖的水
可深呢。我和弟弟玩得很开心！爸
爸开船带着我们在湖上看风景。湖
上的景色很宜人，到处是葡萄园和
餐厅。我们好几次把船停泊在码头
上， 去湖边的餐厅吃饭。餐厅提供
各种各样的海鲜、肉、小吃、饮料和
葡萄酒。记得有一次， 我看到菜单
上有一道袋鼠肉做的菜。我觉得很
新奇， 就点了这道菜。味道非常特
别！一个星期的假期很快结束了，
这是我们过得最愉快的假期。
 暑假的最后一个星期， 妈妈让
我和弟弟去了她公司附近的体育夏
令营。我们参加了十多种体育项目， 
有篮球、足球、躲避球 和 lacrosse 
等。我最喜欢的是躲避球。 我们有
二十个小朋友， 分成两组，每组十
个人各站在球场两边。两组中间摆
放十个球。等裁判员喊开始， 我们
就快跑去拿球， 用球打对方，被打
到的人算失败，拿到球的人算胜利。
我觉得这游戏很有趣！
 我希望明年的夏天我能去希腊
的雅典，看他们的古建筑和博物馆。
我知道明年的夏天会更好！

暑假
 高安杰

 今年夏天，爸爸和哥哥回中国
去看爷爷和做义工，我和妈妈留在
家里。他们走的第一天家里太安静
了，哥哥现在不能烦我了，但我却开
始想他了。因为妈妈要工作，我不能
自己留在家里，所以我被送到了暑
假夏令营。
 第一天去夏令营我有点紧张，
因为除了我的好朋友杰森，所有的
人我都不认识。我准备了一本书、游
泳衣和午餐，妈妈送我到了夏令营
时来的人还不多，但我很高兴找到
了杰森，我们立刻跑到一起开心地
聊了起来。
 Oakasha 营地是一个不大的地
方，有一个网球场、一个小公园和一
个小树林。我放下书包和杰森一起
等其他的人来。不一会儿，一辆大校
车来了，很多小孩子从车上跳下来。
我们一起来到一块空地坐下，领队
Cory给我们说了夏令营的规则和要
求。上午我们先到小树林边的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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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除“头痛”，如何免担忧
对接受一个差班学生的感受

 五年级老师：聂型铁

教学交流

 我作为一个教了十六年的中文老师， 今年接受了一个较差的班级。
新学期一开始，我按照以往的教学经验以五年级的高标准来上课，结果
根本行不通。上课时同学们随心所欲，互相大声讲话，在教室里任意走来
走去，读课文不吭声，不会读， 老师提问无人理睬，听写写不出一个字，
家庭作业也不做………。这一切使我感到了“头痛”和担忧。头痛的是学
生的中文水平太低，大概只有二，三年级的水平，而且对学习中文毫无兴
趣。担忧的是无法完成学校布置的教学任务以及家长的期待。但我清楚
地认识到，头痛痛到头炸，担忧忧到心碎也无济于事，这是对我的一个巨
大的挑战。 我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教学策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因地
制宜制定新的教学方法。虽然在中文学校上课只是part time 工作，但不
能简单的计算并理解成part time, 时间虽然短暂，但效应是长期的、永久
的。因为学生掌握了中文将来能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会起很大的作用，
作为老师一定要认真对待。这是一份教书育人神圣的工作，从某种角度
上来说，胜过我的full time工作。
 同学们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是一门外语，有的同学兴
趣不大，甚至有拒绝情绪，因此家长的重视和支持显得十分重要。为此，
我采取了新的措施：1. 首先与家长沟通，反复发email 给家长，通报孩子
的学习状况，提前组织开家长会，要求家长的督促力度加大；2. 在课堂
上，努力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举出实例说明学好中文对将来的益
处（以我的女儿医生工作例子）；3. 从最基础开始补课，一点一点，循序渐
进，逐步积累；4. 课堂上增加趣味性，让同学到前台来根据课文的中心意
思讲故事，请同学到黑板上听写，造句子，其他同学关注和协助，把学生
的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上；5. 每当学生有一点进步，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
培养学生的积极参与精神和敢于竞争的勇气；6. 作为老师要有极大的耐
心、温暖的爱心和对事业的责任心，关爱班上的每一个学生，努力做到老
师爱学生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后，每位同学都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进
步，从上课大声讲话到安静听讲，从不理会老师的提问到活跃思维，积极
回答问题，从上课迟到到准时到校，从不做家庭作业到一点一点补家庭
作业，听写从一个字都不会写到能够写出95%或100%。这些都是同学努
力的结果，也与各位家长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班里学生们的进步
渐渐的去除了我的头痛，是家长们的合作解除了我的担忧，一个当初令
人头疼的班级如今学生们天天都在取得进步，孩子们对学习中文有了兴
趣，家长们露出欣慰的笑容。而我，作为一位中文老师，心中无比喜悦！

教育頻道(簡體) EDUCATION

“华夏中文学校教学研讨会暨教师年会”将于11月12日至13日在

新州中部的 EAST BRUNSWICK举办，面向20所华夏分校及周边地

区关心中文教育的热心人士。

这是华夏中文学校连续第六年举办大型教学交流活动。为了强

化华夏内部校际间的交流和学习，本次大会特将“传承、交融、创新”定

为主题。本次教学研讨会采取召集人和主持人负责制，形成“专家讲

座”、“华夏论坛”、“教学实践演示”三大板块。“教学实践演示”和“CSL

的教学方法研讨”是本次大会的重点，将汇集一线教师的优秀课程及

教学理论，展示不同层面的教学经验。

各分校及教师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也是教师会的重要目的。与会

者除了在场内的讲座和论坛上交流之外，还有很多机会在场外进行小

规模探讨。另外，组织者还将举办联谊晚会，以活跃气氛，增进友谊。                   

                                                              （华夏教学部  许兰薇）

“传承、交融、创新”
2016华夏教师年会本月中旬举行

划船。划船太有意思了，大家都很喜
欢。然后我们去网球场玩了一会儿

“四方格”游戏。还不到中午我已经
全身大汗了。下午我们还要去游泳，
这可是我的强项。
 时间过得真快，三点钟的时候
妈妈来接我了。我告诉妈妈我很喜
欢这个夏令营，有好老师、好朋友还
有好多有趣的活动。明年再见。

我的暑假
 王佳佳

 今年暑假我跟我的家人去了很
多地方，我最喜欢的还是宾州，我们
在宾州一共呆了三天，去了两个地
方。
 第一个地方我们去了赫尔西巧
克力工场，在巧克力加工厂我们看
到巧克力是如何生产的，我们自己
亲手做了巧克力，真的很有趣，另外
我们也买了很多巧克力，准备送给
亲朋好友。在巧克力工厂，我们还看
了4D的电影，所有的画面都栩栩如
生，像真的一样。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巧克力加工
厂的游乐园，在哪里有各式各样的
过山车，我自己非常害怕坐过山车，
只能默默的在下面看着，后来我们
又去看了音乐表演。
 最 后 一 个 地 方 我 们 去 了
Penny’s cave ，在洞中我们看到很多
鸭子在游水，鸭子见到人也不会害
怕，还是在自由自在的游着，真的是
非常有趣。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宾州之行
就结束了 , 我真希望明年暑假还来
玩。

8年级  指导老师  李雪

假期趣事
 张安娜

 今年的暑假又充实又有趣， 因
为我第一次去中國。
我们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出发乘坐
十三小时的飞机。当飞机即将着陆
时，我很期待看到中国北京。我们住
在市中心的饭店 , 这是一座二十层
的欧式建筑 , 站在窗前可以看到步
行街，街道两边摆满了鲜花，还能看
到很多商店。妈妈问我和哥哥：你们
明天想去哪儿？我和哥哥异口同声
说：看大熊猫！
 第二天，来到熊猫馆大门前，只
见人们在夏天火热的太阳下， 排着
长长的队，我感到在北京动物园，大
熊猫就好似超级巨星。当我们一走
进熊猫馆， 就看到巨大而又明亮的
玻璃窗内， 有一只黑白相间的胖乎
乎的大熊猫靠在一棵弯曲的大树杆
上，正慢幽幽地吃竹子呢。它那专心
的萌萌的样子也太可爱了！这时走
过来一只熊猫宝宝， 它好似模特儿
一样左右摇摆地走近玻璃窗前， 对
着围观的人们打了一个滚儿，滚成
了一个毛绒绒的大球球，停在那儿
等着游客拍照。它们绝对是世界人
民热爱的巨星。
 第三天，我们登上了雄伟而又
壮观的长城，证明了我们是好汉！
我终于实现了去中国的梦想。中国
太伟大了，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