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场 昏 天 黑
地、 突 如 其 来 的
全球疫情风暴，席
卷了世界的每个角
落。当然学校也未
幸免。学校关门了，但孩子们的学习不能
停。在新型的“停课不停学，停校不停教”
的教学方式摆在了老师们的面前。

我们的周末中文教学受到了挑战，对
于我这位50后的老师更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我们的教学模式也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传统的黑板、三尺讲台
面对面的传统教学模式转变成了隔屏的新的
现代化的云端教学模式。对这种完全崭新的
教学模式，我非常的迷茫。作为已经 60 多
岁的老教师，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崭新的教学
模式呢 ? 逐渐地去适应网上授课呢 ? 摆在面
前两条路：一是选择败下阵来，全身而退；
二是选择学习，与时俱进。

毕业于师范院校，站了近乎大半辈子的
讲台，面对学生，铿锵有词，从未怯场过的我，
对于网上授课开始迷惑，产生不自信……

于是赶紧学习，不敢错过学校教务长、
教材编者的每一次培训，拿着笔记本，认真
记录，仔细琢磨，像小学生一样地做着笔记，
现学现卖。在第一次 Zoom 课时，提前一小
时设定 zoom 课堂。自己试了又试，直到孩
子们陆续进入 Zoom classroom 时，心里还是

觉得不踏实，第一
次忐忑不安地面对
镜头，第一次心里
没有底气了，胆怯
了。各种各样的担

心：怕中间断了线，到哪里去再把学生叫回
来？隔着屏幕，学生们能否坐得住？怎么和
学生互动？能否收到实体课堂的效果？第一
堂课怎么上下来的，稀里糊涂。虽是冬天，
却一身汗。

下了课后，不断回想课堂上的不足和
对于网上教学的未知与缺憾，睡前还像过
电影似地过滤着网课的过程，然后总结，
及时找教务长、年轻老师沟通交流，反复
看网上直播教学，恶补。通过四个多月 20
多节网上授课，不断总结、学习、交流、
成长、进步，对于网上教学逐渐有所认知。
从网上教学零起点，到可以做 PPT、活动视
频、插播短视频，到可以带领孩子们做认
字游戏，到直播中和孩子们互动自如，还
可以在春节联欢会上给孩子们做节目演出
的视频，现在成为了深受孩子们喜爱的“主
播老师”，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现在回
忆起来这两年来“老师变主播”的过程就
是接受挑战、与时俱进、成长进步的过程。
在此感谢一路帮助我的校领导们，同仁们，
使我对网上教学有了自信，觉得自己青山
在，人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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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朋友
四年级 张杰睿 指导老师 熊婷妮

我的小狗
五年级 姚博霖 指导老师 闫宏

特别的朋友
四年级 畅超然 指导老师 熊婷妮

我的圣诞节
四年级 张振凯 指导老师 熊婷妮

我喜欢做的事
六年级 林以诺 指导老师 褚明辉

打网球的心得
六年级班 张婷婷 指导老师 褚明辉

我的卡内基音乐厅钢琴演奏
七年级 张振义 指导老师 黄镁

音乐伴我成长
七年级 俞心安 指导老师 黄镁

喝温水好还是喝凉水好
九年级 张润峰 指导老师 邵天毅

我最喜爱的体育运动—跆拳道
六年级 武添翼 指导老师 褚明辉

我的好朋友
六年级  陈忠锐  指导老师 褚明辉

我和游泳
五年级 杨百 指导老师 闫宏

功夫不负有心人
——九年中文学习体会

九年级 周可蕴 指导老师 劭天毅

ぁ 伯克利分校

祝贺张凉女士连任 2022-2023 学年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

2022 年 6 月 11 日 晚 8 点
30 分，华夏中文学校董事会在
网上召开了 2021-2022 学校年
终董事会议。当晚共有二十位
董事与会，总校董事长刘宏杰
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此次会议最重要的任务是进
行2022-2023 学年华夏中文学校
总校长选举。

作为总校长候选人，张凉
女士阐述了参选理念以及下一
学年的目标。经与会董事讨论
及投票，张凉女士全票当选为
2022-2023 学年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随后
张凉女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学校
董事会的信任，并表示将在第三年的任期中
一如既往秉承华夏的义工精神，铸造华夏的
最强团队。

张凉女士自 2013 年加入华
夏义工团队，先后担任东部分
校董事、秘书长，华夏总校财
务总管、教学部长、副总校长
和代总校长，期间工作积极勤
恳、任劳任怨、乐于奉献。自
2020 年起张凉女士担任总校校
长至今，面对多重困难和挑战，
带领团队沉着应战，灵活主动，
在她的领导下，打造了一支有
活力有战斗力的总校团队，把
各项活动搞得风生水起，不但
提高了华夏中文学校品牌的知

名度，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华夏的凝聚力。
在此，董事会希望在度过了难关的后疫情
时代，华夏中文学校在张凉总校长的带领
下再攀新高！

（供稿：华夏中文学校董事会秘书 薄英戡 ）

稳生源 促交流 打造优质学习平台
伯克利分校 2021-2022 学年记

伯克利分校 庄伟

在 2021-2022 学年里，伯克利华夏中
文学校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中文课和文
化课。并积极与各线上培训中心交流与合
作，为广大学生提供了编程、英文阅读、
数学、绘画等多门课程。由于新冠疫情的
冲击，虽然有各种开课准备，由于注册学
生数锐减，学校损失巨大。21-22 新学年
的开始，学校义工决定重新开放线下授课，
希望挽回生源，恢复正规。目前学校已经
开放注册系统，联系了镇上中学作为授课
地点。同时我们也正在积极组织师资力量
准备中文课和文化课。

6 月 5 号，伯克利华夏中文学校今年参
加了 Berkeley Heights Township 举办的游园

会。学校义工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宣传中
文学校恢复秋季线下上课。学校的杨澜迪老
师在中文学校的展台展示了中国书法。参加
活动的群众都非常喜欢并且踊跃参与。学校
还举行了现场募捐活动，收到了镇上居民的
支持。

6 月 11 日，学校利用最后一节课的时
间举办了线上期末毕业典礼。毕业的同学们
在线上互相交流和讨论。学校也借此机会向
每个同学传达了秋季线下的消息。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尽自己
的努力使生源回流，让伯克利华夏中文学校
成为伯克利高地以及附近各镇学习中文以及
合作交流的平台。

线下老师变线上主播
伯克利分校 冯丽滨 老师

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一个玩具——蓝色
小鲨鱼。它非常可爱，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Blue Sharky。它是在我三岁生日的时候，爸
爸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很开心也非常
喜欢它！

我每次去旅游的时候都带着它，我们一
起去了好多地方。一起坐飞机，一起坐邮轮，
特别是我去游泳比赛的时候也带着它，每次
它都能带给我好运并能取得好成绩。我每晚
上睡觉前都会把它放到我的枕头旁边，这样
我早上一醒来就能看到它。

现在我的小鲨鱼
有一点破旧了，但是
我也舍不得把它扔掉，
因为它是我最特别的
朋友。

我有一个特别的朋友，它会教我怎么打
字，虽然它整天在我的电脑上，但是它给我
很多帮助。

我打错的字它会用红色标记，打对的字
会用绿色标记。如果我打得太慢了，就不会
得到五颗星星；如果我打错了字，也不会得
到五颗星星。我常常可以用它来练习打字的
速度和准确性。它可以给我很难的关卡，也
会给我设定速度目标，还会让我随意改变背
景。它的资源非常丰富，一共有六百多课，
有文字也有一些视频。

我这个特别的朋友是一个练习打字的
网站。这个网站很好玩儿，我在家里和学校
都会用。这个打字网站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圣 诞 节 前 一 天 的
午夜，我们一家人开车
前 往 South Carolina 的 
Myrtle Beach。我们打算
在那里露营，但首先爸
爸需要开车十一个小时
才能到达那里。几个小
时后，我感到疲倦并很
快就睡着了。当我被父母叫醒时，我发现外
面天已经亮了。大概上午十点，爸爸把车停
在 Panera Bread 吃饭，我吃了一个三明治，
里面有洋葱、奶酪和牛肉。当我们吃饱后，
我们回到车里，继续前往我们的露营地。

下午两点就到达了我们的露营地，一到
露营地，我就感到这里的天气暖洋洋的。我
整个下午都在探索营地，我发现露营地里有
一个很好玩的游乐场。当我玩到疲倦时，太
阳已经落山了，月亮正在升起。当我回到房
车里时，我洗了个澡，然后和家人一起吃晚
餐，看电视节目，我们为圣诞节的到来感到
非常兴奋。

平安夜晚上睡觉时，我好期待圣诞节
早上的到来。我一直在想我会收到什么礼物
呢？第二天当我醒来时，爸爸和妈妈立刻把
礼物给我和哥哥。我迫不及待的打开了我的
礼物，是一个模型赛车和一个 POP It 胡萝卜
铅笔袋。我非常喜欢我的圣诞礼物因为我想
要模型赛车已经很久了，还有现在非常流行
的 POP It，我觉得我的同学们一定会认为我
的 POP It 胡萝卜铅笔袋很酷！

由于是圣诞节很多餐馆都没有开门，爸
爸开车到处找餐馆让我们吃午餐。最后我们
找到了一间西餐馆，我们在室外吃午饭，一
边享用着美味的食物，一边享受温暖的阳光。

吃完午餐后，我们去海边晒太阳，妈
妈在沙滩上看书，哥哥和我在沙滩上建了一
座城堡。建完了城堡，哥哥，爸爸和我在沙
滩上玩球，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下午。

这是我最喜欢的圣诞节，因为我不但收
到我最喜欢的礼物，我还能在 Myrtle Beach
度过一个温暖的假期！

我喜欢游
泳，因为游泳
可以锻炼身体，
提高自己，也
能交朋友。

我七岁的
时候，就开始
参加游泳选拔赛。但是前面两次我没有选
上，因为我仰泳和蝶泳游得不好。后来，爸
爸给我找了两个游泳老师。他们教了我很多
东西，教我蝶泳、仰泳，教我怎么更快地游
自由泳和蛙泳。我按照老师教的方法自己练
习，每周游几次。八个月以后，我又参加了
游泳选拔赛，这次我进了游泳队！这都是那
两个老师的功劳。

开始的时候，我的游泳队里都是八九
岁的孩子。他们比我大，也比我游得快。可
是，因为我每天都去训练，每次游一个多小
时，我变得越来越快了。九岁的时候，我就
是我的游泳队里游得最快的孩子了！之后，
我去参加了很多游泳比赛，都拿第一名和第
二名。一年以后，在九到十岁组的比赛中，
我不是最快的了，因为有几个十岁的孩子体
力更好，姿势更好。可是我还是去游泳训练，
参加比赛。

现在我已经在十一 / 十二岁组了，游
泳队里有不少新人。我功课开始有些忙了，
每周能去训练三次。我不会放弃游泳，我喜
欢我的教练，我喜欢我的队友，我也很开心
可以在训练和比赛中为我的游泳队争光。

我有一只小狗，叫Lucy，它特别可爱。
Lucy 一岁七个月了，是拉布拉多跟泰迪的杂
交。它重 17 磅，全身金黄色的毛，眼睛是
棕黑色的，鼻子是棕色的。

Lucy很会撒娇，它明明自己会跑来跳去，
但是它一看到周围有人就要人抱，像一个小
孩子一样。Lucy很友好，看到其它狗的时候，
它会发出一种小狗狗的嘤嘤声。它看见生人
也不会很凶的叫，更不会去咬，只会摇尾巴
求抱抱。

在家时，我最喜欢用 Python 编程序。
Python 是一种高级的程序语言，设计得很简
单，很容易被人看懂。我喜欢编程序，因为
它能让你创造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你很
需要一个帮助你的软件工具，并且你知道怎
么编程序，你就能自己创造那个你盼望的软
件工具。如果你会编网站程序，你也能建造
一个网站，用它来帮助人家学习。

我今年买了一个专门编程序的电脑，它
叫树莓派。它看起来很小，像一个信用卡大。
但是，它能做好多事情。它有很大的存储器，
所以它运行很快。它也很小，所以你能把它
随身带着去很多地方。它有两个 USB 二点零
和三点零端口，它不需要以太网电缆即可访
问网络。它有很多应用程序专门让你学习编
程序。它也有通用输入输出接口，可以连接
程序和让它们在现实的世界里应用。

它还有不一样的程序编译器，我下面列
出一些：Python，JavaScript，Java，C#，C，
C++, 和 Swift。因为有这么多程序可以学，
所以我很高兴，我有一直忙不完的有趣事了。

为了提高编程序的能力，我设计了一个
预告天气的程序。根据你现在的位置信息，
这个程序调用一个应用程序接口，从云端获
取全世界的天气预报数据，把它直观地显示
在屏幕上。

总之，我最喜欢做的事是编程序。它能
让我创造我喜欢的东西，让我的创造力和学
习能力有很大的进步。

我喜欢各种各样的
体育运动。我经常参加
的体育运动是足球、游
泳和跆拳道。这三样都
很好玩儿，但是我觉得
跆拳道是最吸引我的。

我从五岁开始，就跟随我们镇上的跆拳
道老师练跆拳道，到今年，我已经练了六年
多了。我每周上两次课，六年来一直坚持。
在多年刻苦练习后，我已经成功地通过一级
黑带考试。我现在正在努力锻炼，准备五月
份的二级黑带考试。

为了准备二级黑带考试，我每周跑步三
次，每次至少跑两迈。我还要练习仰卧起坐
和俯卧撑，以及准备跆拳道拳式和套拳。二
级黑带考试要求十八分钟以内跑完两迈，还
要求完成五十个姿势标准的仰卧起坐和俯卧
撑。经过刻苦练习，我相信我一定能成功地
通过二级黑带考试。

在跆拳道课里，老师还教我们怎么成为
一个更好的人。我们有跆拳道的行为准则，
老师要求我们尊重别人，选择做真善美的事，
帮助共建安全的社区和世界。我们也学到了
怎么保护自己，如何自卫，但是又不能用跆
拳道去攻击别人。

跆拳道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
分。帮助我成长为一个身体强壮，意志力坚
强的人。

我有一个好朋友，它的名字叫 Chunky。
它是一条鱼。它是一条 Gold-Dust Molly。
它是金色的。它是我们最早买的鱼。我们在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份买了它。当时我们一共
买了 8 条鱼，我叫了它 Chunky 是因为它当时
是我们买的鱼里最大的一条鱼。

一个星期前，它生了很多条小鱼。我
们抓到了 5-6 条小鱼，把它们放到小鱼缸里
了。这些小鱼是它和另一条叫 Kevin 的鱼一
起生的。Kevin 是一条 Golden Panda Lyretail 
Molly。它是有金色头和身体和黑色的尾巴。
Kevin 是和 Chunky 一起买的。它和 Kevin 与
另一条鱼 Dot 也是好朋友。它们一来到我们
的鱼缸就是好朋友。Dot 也是和 Chunky 一起
买的。Dot 也是一个 Gold-Dust Molly。我叫
它 Dot，因为它的尾巴上有一个黑点。

我每天去看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游到
玻璃前来看我。它们摇着尾巴像在和我打招
呼。我每天喂鱼的时候，它们都是吃的最多的。
它们看到我就会很高兴，特别是吃东西的时
候。它们和两条 Catfish 是在我们的大鱼缸
里面最大的鱼。它们也是在我们的鱼缸里最
活跃的鱼。我家鱼缸里面有一些水草，石头
和水中城堡。它们非常喜欢在水草里游来游
去，也喜欢在城堡的洞里钻来钻去。它们白
天总喜欢一起游，晚上喜欢待在一起睡觉。

每当我做作业时间长需要休息的时候，
我都喜欢站在鱼缸边上，看着这些小鱼游来
游去，能让我感觉很放松。这是为什么我最
喜欢 Chunky。

许多人说网球就是打个球，但是网球比
那复杂很多。

网球需要手眼协调，力量，敏捷，灵活
性，和速度。

如果你要球打到你想要的落点，你必须
要在确切的时间，确切的角度，确切的步伐，
和确切的旋转击球。

如果你在错误的时间击球，球可能不会
去你要的方向。

如果你以错误的球拍角度击球，球可能
会太高或太低。

我从六岁就开始学钢琴，至今已经学
了六年。从那时起，我每周都上钢琴课。在
我的钢琴生涯中，我曾经参加卡内基音乐厅
(Carnegie Hall）钢琴演奏。今天就来说说我
第一次去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奏。

我第一次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大约是五
年前。我那年七岁，第一次参加 Golden Key 
Festival 赢了银奖，得到去卡内基音乐厅演
奏的机会。我当天演奏的歌曲是Arabesque，
弗里德里希•伯格米勒的作品。那天我非
常紧张，我很担心我会搞砸很多东西，比如
音符、节奏，动态等。

当我和我的家人到达卡内基时，首先，
我们得去售票亭领取门票。售票亭还没开，
但是队伍已经很长了。在这段时间里，我越
来越紧张，我真的很想临阵退缩。另一方面，
能有资格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是一个难得的
机会和荣幸，所以我不能放弃这个宝贵的机
会。排了大约 30 分钟的队后，售票亭终于开
了。爸爸领取门票之后，我们终于进入了卡
内基音乐厅。

进入卡内基音乐厅后，我就跟我的家人
分开了。爸爸，妈妈，和弟弟走向观众席，
我和其他的表演者走向礼堂的阳台。所有的
演奏者在阳台上等待他们演奏的时间。阳台
上的座位区很小，大概有五十个红色真皮座
椅。阳台下面就是观众席，观众席大约有
200 个座位。

在观众席的前面是一个半圆形的舞台。
舞台中央放着一架施坦威三角钢琴。钢琴上
方是一盏闪闪发光的枝形吊灯，将明亮温暖
的光洒在舞台上。

在阳台上，一位女士根据我们的表
演号码给我们分配座位。由于我的号码是
二十五，所以我坐在第二十五位，这也意味
着我将是第二十五位演奏者。我的后面还有
二十三位表演者。不一会儿，大家终于落座，
灯光缓缓暗了下来，音乐节终于开始了。

在我前面的演奏者一个个上台表演他
们的乐曲。我一边看着他们的表演，一边担
心着我自己的表演。“我的演奏会出错吗？
我会忘记或弹错音符吗？我会在观众前出丑
吗？“一连串的消极想法不断在我的脑海里
出现。

不久后，就轮到我上台演奏了。我的双
腿都变软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钢
琴前面的。当我站在钢琴前准备鞠躬时，枝
形吊灯的光芒洒在我的身上，让我成为舞台
上的焦点。我觉得每个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了
我的身上。我拼命想办法镇定自己，但已经
太迟了。

我立刻向观众鞠了一躬，转向钢琴，在
钢琴椅上坐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我
的手指放在钢琴的琴键上，开始演奏了第一
个音符。

当我开始演奏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想
起过去一年我的父母是如何支持我的。然后
我开始让我自己平静下来，当我的手指在琴
键上优雅地舞动时，钢琴以正确的节奏和力
度准确地发出曲子。柔和而舒缓的钢琴声充
满了整个礼堂，我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几
乎忘记了我是在卡内基大厅演奏，而不是在
家练习。我之前的担忧突然间就烟消云散了。
当我终于弹完最后一个音符时，我的脸上洋
溢着喜悦。枝形灯的耀眼光芒仍然照在我身
上，但是我已经不害怕了。我听到观众的热
烈掌声，我心想，“我做到了！我成功了！
我终于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了！”我从钢琴
上站起，向观众鞠躬，下台。

这次的演奏过后，我更加努力练习弹
钢琴，争取再次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我的
努力让我继续在接下来的四年又再赢得了 
Golden Key Festival 的两个金奖和两个银奖，
再回到了卡内基
音乐厅演奏。为
了继续提高我的
钢琴水平，我每
天仍在努力练习
钢琴。

我最喜欢 Lucy 的粘人，每天 24 小时都
跟在我妈后面。晚上我想跟 Lucy 睡得时候，
它却坐在我床尾，看向妈妈的房间，一直静
静地等着。只要一看到妈妈过来，它就摇尾巴，
当妈妈走到床边，Lucy 就一下子扑到妈妈身
上，要回到妈妈的床上。

Lucy 有一个同胞姐妹叫 Ruby。Ruby 有
深棕色的毛，是我们邻居家的狗，它俩从小
就经常一起玩。我们遛 Lucy 的时候，它一看
到Ruby，就不管不顾地冲向Ruby，经常把我
都拉倒了。Ruby 和 Lucy 就又开心又疯狂地
玩在一起，它们俩叫得我们的耳朵都嗡嗡响。
每次结束的时候 Lucy 不愿意回家，我只好把
它抱回家。它玩得太脏了，到家以后我都要
给它洗嘴巴和脚。

Lucy 很可爱，很友好，又有趣又粘人。
我非常喜欢我的小 Lucy ！

如果你球打得太快，除非你用足够的旋
转，球就会出界。

如果你球打得太慢，你的对手会有更多
的时间打到球。

每次你的对手打回来球，你都要努力尝
试去接球。每个球都很重要。

你想要打好网球的话，你就要调整这些
因素。

在网球里，你要同时干好很多事情。你
需要注意你的动作：你先要准备好击球，跑
到球旁边，打到球，再恢复和准备打下一个球。
到对的地方击球很重要。如果你离球太远或
太近时，你不能保持身体平衡，而且球会更
难击到你想要的地方。

网球也是一种心理战争。当你输了的时
候，要学会怎么处理你心理的平衡。如果你
输了球的时候，还继续生气，那会影响你打
下一个球。如果你不能集中注意力，就会打

乱自己的打法。紧张
和怀疑都会影响你的
动作。网球是个很难
的运动。如果你要把
网球打得更好的话，
你需要身体和思维都
配合好。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听歌，也喜欢弹钢
琴和拉小提琴。

我六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刚开始弹的
曲子比较简单，后来学习的曲子就越来越难
了。有时候我会觉得曲子太难，休息一下再
接着弹。每次我学好一首新曲子，都会非常
开心。

考钢琴五级前，需要考乐理五级。因为
哥哥考得很好，所以老师让他教我。但我跟
他学习的没有跟老师学习的好。

我更喜欢小提琴，小提琴是我自己选择
的乐器。我大概八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妈妈
觉得可能有点晚了，但是我的进步很快。妈
妈也很喜欢听我拉
小提琴。

音乐对我来说
很重要，每次我不
开心的时候听听音
乐心情就会好起来。
所以我爱音乐。

不管喝温水还是喝凉水，大家每天都要
喝足够的水。大部分的人一天都应该喝 3.7
升水。喝得不够时，你的身体就会出问题。

喝温水和喝凉水都对身体有好处和坏处，
但喝温水似乎比喝凉水更健康。

许多研究表明：喝温水时会对咳嗽和胃
有好处，可以帮助缓解症状。咳嗽时，温水
可以清洁喉咙的任何粘液；胃难受时，温水
可以让肠道放松，并排出毒素。还有，天气
变冷时，人的体温会降低，喝温水会帮你提
高身体的温度。另外温水也可以帮人减肥，
这是因为温水会清肠和消除身体里的废物。
但是喝温水也有一个缺点：如果温水过热，
一不小心就可能烫到嘴，所以把握水的温度
很重要。

喝凉水也有它的作用。凉水会帮你降低
体温。像在热天，或者锻炼后体温升高，会
有可能使人犯心脏病，也可能引起身体其他
的不适。喝凉水会释放身体的肾上腺素，让
你感觉轻松并保持警觉，从而应对不同复杂
的问题。

总之水的温度有不同的作用。平常的时
候，喝温水会给身体带来很多好处，可是要
锻炼身体时，喝凉水会比温水更好一些。

在九年学习中
文与中国文化的过
程中，我不仅获得了
各种有趣的知识和经
验，而且还提高了中
文水平。此外，我还
学习了书法，跳了中
国舞，甚至参加了三
句半的文艺表演。我

觉得中文学习既有趣又好玩。我很珍惜这些
美好的记忆。

从一年级开始 , 每个星期六，我都去附
近的中文学校上课。我先学了拼音和数字，
接着是汉字，再以后是很多古诗和成语。我
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年都被评为优秀学
生。上课时我非常认真听讲，平时认真做作业。
Elena Du，Janna，Michael Xu 等都是我的好
同桌、好伙伴。由于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中文，
六年级之后，我跳了一级，十二岁时就上了
八年级。九年级时，我参加了HSK 4级考试，
并取得了 295 分好成绩。九年的中文学习给
了我很多的自信。

在三年级时，我报了舞蹈课。老师教
我们中国名族舞蹈，在庆祝春节演出时，
我们穿着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打扮最美
的自己。

爸爸妈妈还给我报了书法课。我用毛笔
跟着老师“画”字，学习了楷书、隶书和草
书。我最喜欢的是用毛笔和墨水画熊猫、竹
子和小虾，逼真的样子，连老师和妈妈都夸
我画得好。

在一次庆祝春节演出时，我参加了三句
半表演。一共有四个演员，前三个人各说一
个句子，而第四个人只说半个句子。在我们
队里，第四个人是一个叫 Max 的男生，他很
幽默，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九年的中文学习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
扩展了视野，还让我能与国内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姑姑、小姨用中文交流。九年中
文学习的经历让人难忘，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中文和别的语言，以后可以到处旅游，也许
我长大可以做翻译工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