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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5日，在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联络宣传部副主任张彦的带领下，

“名师北美巡讲团”来到位于纽约州威郡白原高中的华夏大纽约中文学

校讲学。华夏奔腾中文学校、华夏纽约中心学校及周边中文学校的教育

工作者也纷纷前来听课，会场上互动热烈。

	 本次活动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组织，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及广东

省中山纪念中学联合主办。曾荣获“国家级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的罗文

斌老师与资深语文老师张洁共同主讲了“如何激发学习汉语的兴趣”，通

过实例向听众传授如何提高学习中文的兴趣。由于汉语的音形义结合特

色与欧美拼音文字的不同，因此中文学习最大困难之一就是掌握词汇。

有34年教龄的王金泉教师主讲了	“现代汉语词汇教学”，从三方面探讨

了词汇教学的方法。另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美术教师李

竞成主讲“中国国画之美”，使听众感知国画艺术的笔墨意趣，了解到中

国传统哲学观和审美观，体验了国画独特的视觉魅力和文化内涵。

	 讲学结束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向参加听讲中文老师与家长颁发

了讲学结业证书。

																																																					（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	徐加勇	供稿）

《巨人》
 华夏长岛分校四年级：张家忻

指导老师：李可茗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巨人走在

路上，他忽然觉得很饿	，想找吃的。	

忽然	，发现了一颗蛋.他一口就吞

到肚子里面去了！	吃完蛋后他的

肚子一阵绞痛，然后他就缩小…缩

小…，最后变成了像一只小鸟大小

的小巨人。

	 他继续走着走着，走进了一个

小村庄。他一边走，一边想：“我是一

个普通人呢？还是一个巨人？”

	 村庄里的一只老鼠碰见他，问

他说：“你是谁？”

	 巨人迷惑的回答：“我不知道我

是谁。”

	 老鼠接着问：“你怎么不知道你

是谁？你像一个小巨人！”

	 小巨人看了看老鼠，再看了看

自己，然后委屈的说：“我刚才还是

个巨人呢，不知怎么变成这么小？

我以前是很大的！”

	 老鼠想了想，说：“我知道了，你

一定是吃了我们老鼠的蛋，才会变

得这么小。	不过你不用慌，我有一

个好办法。现在，你需要一粒胡椒，

吃下那一粒胡椒，你就会变回你原

来的大小！”

	 于是，小巨人找到了一粒胡椒，

赶快吃下去，	吃完之后，肚子又是

一阵绞痛	。疼痛之后，他吐出了老

鼠蛋。	然后，他一下就变大了，又成

了巨人！他很感激小老鼠，他把小

老鼠放到自己的肩膀上，小老鼠看

的又高又远，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

看到过的景色，	小老鼠开心极了。

于是，他们成了好朋友。

	 天黑了，巨人决定回家了，他和

小老鼠依依惜别，并约定下次再一

起玩。巨人迈步向前，才跨了一步，

就跨出了小村庄！

《渡假散记 》
 华夏长岛分校四年级：王馨蕊

指导教师：  李可茗

	 上星期放春假，我们乘飞机到

达了MEXICO。要在那里和爸爸妈

妈渡过一段轻松愉快的一周	。妈妈

在飞机上就给我讲了玛雅人的悠久

的历史，和有趣的玛雅预言	。所以

我很期待快点达到目的地，一睹为

快。							

	 走出机场，迎面就扑来了干热

的风	。空气好热。好干燥。

	 星期一，我们就去海边游泳。海

水很蓝，	沙滩是耀眼的白色，和我

家附近的大海一点都不一样。我和

爸爸在海里快乐的戏水。妈妈则坐

在躺椅上，给我们一边录像，一边还

准备好当地的特有的水果汁，这种

果汁非常甜美。	

	 星期二：我们全家一起去看了

chichen	 Itza	的金字塔。天气热得我

都走不动了。整个身体的水分仿佛

要蒸发掉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真

正的玛雅人的文化，学到了不少玛

雅文明		。最后我们在洞状陷穴里边

游泳。据说这个陷穴有60米深！

	 星期三：我们去了海豚馆	。这

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一天。小海豚很

友好，它让我们抚摸它的身体，和我

们拥抱，还用湿漉漉的嘴巴亲我们

的脸。海豚还在水下奋力的顶着我

的脚，让我站起来。然后他游开了。

我整个人飞进了水里。真是让人兴

奋！

	 为期一周的假期很快就过去

了。我们恋恋不舍的回到了家。妈妈

说。等我放暑假的时候还要出去玩，

我可开心了！	

《加拿大旅行》
 华夏长岛分校五年级：王彧

指导老师：杨美玲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和我的

家人去加拿大。我们在	Old	Quebec	

和	Old	Montreal	呆了一个星期。第

一天我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	Old	

Montreal	很漂亮。第二天，我们去

Mount	Royal	爬山。我看到了好多

大树和美丽的花。	 当我们到了山

顶，我看到了很多的高楼大厦。下山

的时候，我们迷路了。还好有当地

的人为我们指路，我们才顺利回到

酒店。在Old	Montreal	我们还去了

唐人街，买了龙须糖，	我觉得特别

好吃。到了Old	Quebec	的时候，我

觉得它比Old	Montreal	古老。	Old	

Quebec	有好多老房子。我和妹妹每

天都会买冰激凌。那儿的冰激凌又

甜有好吃。在加拿大我吃了很多我

没有吃过的东西。我玩得又累又开

心所以一回到酒店就想睡觉。过了

一个星期，我们开始准备回家了。我

希望下次可以看到更多的博物馆。

我还想去加拿大玩。

《妹妹再不半途而废了》
 华夏长岛分校五年级：黄枢衡

指导老师：杨美玲

	 去年圣诞节，我们全家去上州

滑雪。在旅馆里面我的妹妹就说，

“我不要去滑雪！”	其实她有点害

怕摔倒.	第二天我们都去滑雪了。我

们拿着自己的雪橇，雪鞋，雪棍,和

头盔。然后，我们去坐缆车上山。我

跟着我的哥哥还有其他朋友滑雪。

我的爸爸带着我的妹妹。我高高兴

兴地滑雪。我滑的滑雪道很难。可

是，我看见了爸爸和妹妹也在滑我

滑的道！我问爸爸妹妹摔过几次 ,	

爸爸说，开始摔了两次，妹妹就坐在

地上不想起来，后来看着大家都喊

着滑下去，妹妹就又坚持滑了起来.	

我滑完雪后，我看到妹妹的脸笑得

像她很享受滑雪。

	 第三天，雪道上有很多冰。我摔

了很多次。可妹妹没有抱怨,	还是滑

雪了。最后一天，下雨了。妹妹又开

始说，“我不要去滑雪！”	爸爸说，

“我们还是去吧，明天就回家了,	要

不然就得等到明年才能滑雪。”	在

山上，雪里有水又很滑。后来，我的

裤子湿了,	而妹妹还在坚持滑雪。不

然的话，妹妹就半途而废了。

	 通过这次滑雪，我明白一个道

理，那就是，无论做任何事都不能半

途而废。只要坚持不懈，就能成功。

《我的中国旅行》
 华夏长岛分校五年级：杨申如

指导老师：杨美玲

	 去年春节，我们全家回了一次

中国。我们去了几个很有意思的地

方。

	 首先，我们去贵州的省会贵阳

看爷爷奶奶。他们住在省政府大院。

爷爷奶奶的家又大又漂亮，他们住

在七楼，从阳台就可以看到远处的

公园和山，风景真美！有时候爷爷

奶奶会带我和弟弟去省政府后面的

黔灵山公园玩。我在那里看到很多

猴子。这些猴子很顽皮，有些猴子居

然从游客手中抢食物。在贵州，我们

还去了爷爷的老家安顺。我们一起

去了老祖太和老祖公的墓地扫墓。

和爷爷奶奶呆在一起的两周我很开

心。

	 然后我和爸爸妈妈，弟弟去了

北京玩。在北京的第一天，我们参观

故宫。故宫是以前皇帝居住的地方。

故宫里的每一座房子都是橙色的瓦

和红色的墙。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

起床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升

旗仪式是在早晨六点半左右举行。

在北京的第三天，我们坐高速火车

去天津。在天津我们见到爸爸高中

同学吴叔叔。爸爸和吴叔叔聊得很

高兴。当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

是晚上九点半了。

	 这次中国旅行我们全家都玩得

很开心。旅行是一件愉快的事儿。我

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去更多地方。

《给老师的一封信》
 华夏长岛分校七年级： 陆伯瑞

指导老师： Susan Porcelli

	 四个月过去了，今年的中文学

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学期。

这不是因为您讲了什么有特色的内

容。虽然每年作业和考试都差不多，

但是您讲课的方式很特殊。

	 不像上几个学期的老师，您让

我们课前预习课文！这样上课的时

候，当一个同学读课文，有不认识的

字，其他同学就会告诉他，这样我们

能互相帮助，而且保证大家都在听

课！以往要是哪一个同学课文读的

不好，谁也不知道对与错，同学们都

没有办法帮助他。我想提个建议：为

避免有人不预习，您应该加一个奖

励给预习的人。这样不但能提高大

家的积极性，而且我们会学到更多

的知识。

	 另一个我喜欢您的讲课方式，

是把我们分成小组。这样，我们能更

快做完课后练习和作业。要是全班

一起做，有一个人不懂，大家都得停

下来，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在小组

里，只有两三个人需要停下来。不会

影响全班。

	 此外，每两个星期，您把我们分

成小组，讨论时事。大家都要找一篇

中文时事文章，然后用自己的话总

结，给小组里的人读，然后讨论。这

样能增加对中文的理解，并且促进

和中国有关的事情的了解。还能增

加我们的读、写和总结的能力。

	 以上，是我喜欢您讲的中文课

的原因和一个建议。

《我记忆中深刻的一次家宴》
 华夏长岛分校七年级：陈旭雯

指导老师：Susan Porcelli

	 每年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开心地

去旅游。今年夏天，我的舅舅第一

次来美国玩。我特别开心见我的舅

舅！我们全家站在机场里等着舅舅

出关。“他来了！他来了！”弟弟高

兴地叫。舅舅兴奋的走过来抱我们。

我们一起拥抱。大家坐在车上边笑

边聊天。

	 过几天去了，我们去	City	Island	

吃晚饭。纽约的路很拥挤。我们花

了很长时间才到了餐厅。餐厅里的

味道特别香。我看见桌子上整齐的

排着我们的餐具。爸爸和妈妈点了

很多不同的食物。我一看见菜单上

的照片就开始流口水了。过了一会

儿，服务员就慢慢的放下我们点的

东西。有龙虾，萨拉，意大利面条，大

虾，土豆拌酸奶油，饮料，牡蛎，面

包，	墨西哥大米饭和不同的菜。我

们一个又一个的把龙虾慢慢的吃下

去。龙虾的味道特别浓，也很好吃。

龙虾下面有意大利面条。舅舅也点

了一被含有酒精的饮料。大家都开

心的吃着。弟弟嘴里塞满了龙虾。舅

舅高兴地和爸爸妈妈聊天。

	 吃完后，我们发现餐厅外面的

景色很美。天上的太阳慢慢的落下

来。天空的颜色变成了粉红色和橘

色。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大家一

起坐在车上说笑话。这是我第一次

和舅舅在一次共用晚餐，我很喜欢

我的舅舅。这也是我记忆中最深刻

的一次家宴。

教授中国语言  传承中华文化
“华文教育基金会北美巡讲团”到华夏讲学

《写给老师的一封信》
 华夏长岛分校七年级：朱安琦

指导老师：葛漫

葛老师，	你好！

	 从去年九月一日到现在已经五	

个月过去了。	

	 我们学了很多新课。	每一篇课

文都非常有意思，	有寓言，	有成语

故事，	中国民间传说，	还介绍了历

史人物，	美食和文化。	我非常喜欢

这些课文。	

	 我们还学了很多生字。	每节课

老师都要听写上节课学的生字，	这

个学期我的听写有很大进步。	每次

我写出一个额外的字，	您都给我加

分，	我很开心。	我每节课前都要进

行预习。	预习可以帮助我了解新课

文	的内容，	还能让我练习朗读，	使

我在课堂上朗读时更加有信心。	您

也夸我预习得好，	让我很受鼓舞。	

	 但是我还可以作得更好。	有的

时候我都练习了，	妈妈也给我听写

了，	可是我练习的内容和老师听写

的不一样，	结果我有的生字写不出

来，	我很失望。	

	 要是你能给我们听写的范围，	

我一定多多练习，	会做得更好。	

	 敬礼！

																																							朱安琦

	 	 	 								一月三十日

《写给老师的一封信》
 华夏长岛分校七年级：李可馨

指导老师：葛漫

葛老师：

	 您好 ! 一个学期马上就要结束

了，有很多话想对老师说。

	 首先，非常感谢老师，让我学到

许多中文字，中文水平提高了很多。

		 	 	 	 	 	这学期我加入了学校的足球

队，认识了很多同学。有些同学成了

我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购物、	溜

冰、	踢球、	学习，成了无话不谈的好

朋友。

	 我从五岁就开始学习踢足球。

在教练和父母的帮助下，经过刻苦

练习，我的足球水平不断提高，今年

我加入了有名的Albertson足球队，能

够入选这个足球队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所以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

希望通过努力，将来能拿奖学金，上

一个好大学。

	 去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

回中国探亲，见到了外公、	外婆和奶

奶，还有很多亲人。我们过了一个快

乐的夏天。

	 2015 年我过得非常开心，在各

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请您分享我

的快乐吧！

	 祝好!

																																							李可馨

																																				2016-1-31

《写给老师的一封信》
 华夏长岛分校七年级：林蕊

指导老师：葛漫

葛老师:	

	 您好！我今年在英文学校上七

年级，这也是我第一年上中学。平常

学生们都从六年级上中学。因为我

住的区学生少，所以在我们学区，七

年级的学生才开始上中学。

	 新的学期，有一个新的开始，也

有新的变化。我不仅和新同学交了

朋友，也和新老师有了一些良好的

沟通。今年的作业量增加了，觉得自

己上了七年级，身上也多一些责任。

可是，不是只有在英文学校变化大，

在中文学校也是一样。今年七年级

的书本跟去年的不一样，里面的字

更难了。每一个星期的课文都在逐

渐变难，像《北京烤鸭》那一课的字

就很难。

	 我今年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认字比赛我得了第一名。谢谢您教

我的知识，每一课都讲的很清楚。我

很高兴我可以成为您今年的七年级

学生。

																																										林蕊

																																					201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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