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趣。作为一名教师的经历帮助我成长很多，我非常感
谢长城中文学校给了我这个机会。

毕业生作文 Graduation Essays
一位学生和老师

成长在长城中文学校

【毛小佛, 班级: C12 教师: 胡友平】

我从小上中文学校。以前，每
个星期天我爸，大家都叫他小毛，
送我去上中文课。现在，我可以自
己开车带着我弟弟一起去学校。我
还记得小时候最讨厌做作业。每个
星期六，我姥姥帮着我写作文，写
字和读课文。
现在，我变成了老师。差不多每
个星期天，我提前一个小时到学校。我坐在餐厅里等着我
的学生。从十年级开始，我辅导差不多五个学生。他们没
有一个姥姥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来帮助他们。有些学生
是中国人，有些是美国人，有些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的父母
是美国人。他们都需要帮助，特别是他们的发音。很多中
国小孩从小听他们的父母说中国话，所以说话的时候发音
像他们的父母。中文的发音很特别，所以外国人说中国话
的时候，听上去有点奇怪。所以每个星期，我让我的学生
听我说话。他们喜欢玩游戏还喜欢争吵。为了让他们去好
好记单词，我想出各种各样的游戏让他们玩。
他们最喜欢的游戏很简单。我把他们排成一队。每个
学生拿一个字。有些时候是英文字，有些时候是中文字。
拿到中文字的时候，他们要给我讲那个字的英文意思。英
文字的时候，他们要给我讲中文的意思。回答对的时候，
就可以向前一步。但是，有些时候他们知道一个字的拼音，
不知道正确的发音。那时候我不会让他们往前走。因为他
们想赢，他们会变得很不耐烦。我会跟他们讲正确的发音，
他们会重复正确的发音至少五次。我也会记得那些难的字，
等到下个星期我会再问他们怎么念那些字。
我从十年级教到十二年级，有的学生的中文发音进步
很大，就像中国人发音似的。他们开始可以用他们认得的
字造句。我的学生还可以翻译句子。我会问， “我今年
十岁”， 翻译到英文怎么说？或者我问，“我家有四口
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谁是弟弟？”的英文.我最
小的学生在学怎么说日期的时候，用英文他们可以说，今
天的月，号和年。但是，把英文的月，号和年翻译成汉语
对他们很难。我先帮助他们怎么说日期的月。我让他们依
靠他们的手指来弄清楚， “March”，是三月。然后，他
们会说月和号。他们最喜欢的是日期的年，因为他们觉得
说二零零九年好玩。为了保持他们的兴趣，我会问，
“你的生日是不是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四号？”从练习和玩
游戏中， 他们进步很多，我很自豪。
教学生给了我机会去帮助别人，也促进我的学习。在
当今的文化中，多样性非常重要。从教人家，我可以帮助
别人更好的理解中国的文化。 通过辅导和志愿服务，我
发现我喜欢教其他人学习。 同时做一名学生和一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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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凯文, 班级: C12 教师: 胡友平】

住在丹佛南部的孩子们, 大家都一样，从小就上长城
中文学校.
我记得每个星期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着去完成还
没做完的中文作业,准备课堂考试. 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
学中文,学校老师循循善诱, 除了教学中文, 还讲一些有
趣的中国传统文化. 家里妈妈也是
软硬兼施, 连哄带逼着我做中文作
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学会的汉
字越来越多, 学中文也越来越有信
心. 长城中文学校鼓励我们参加每
年的汉语考试,作文比赛. 取得了好
成绩, 学习的兴趣也大大增加.
另外学校开设了各种文化课,我
学会了折纸. 学校鼓励我们竞选学
生会职务, 我积极准备竞选演讲, 自我介绍,拉选票, 锻
炼我从内向到外向, 教会我当选后的责任和义务.学校还
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老人院义工, 龙舟队比赛,
春节联欢......我都积极参加.
进入高中, 虽然作业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少. 但是
不管作业多少,时间够不够,我每个星期都坚持来上中文学
校. 除了继续学中文, 准备中文 AP 考试, 我还幸运的当
选了折纸课老师, 用我学会的折纸技能教低年级的同学,
培养我的耐心, 细心和 责任心, 回馈培养我的长城中文
学校.我在长城中文学校已经 12 年了,无论是参加龙舟队
比赛, 教学生折纸, 或者去老人院做志愿者, 我会永远
记住这些美好回忆.
平衡学习中文和享受中文学校的活动, 珍惜,享受这个
机会, 这也是我给低年级的同学们的建议. 参加长城中文
学校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和体验, 学到的知识会受益终
身, 会成为一生的美好回忆。

我和长城中文学校
【朱清莲, C12 班 教师: 胡友平】

我从小跟我爸爸妈妈说中文。
刚生下的时候，我的姥姥姥爷来
美国因为他们想帮我的父母照顾
我。姥姥姥爷给我念中文书，跟
我看中文动画片，比如孙悟空。
到了三岁，我还不会说英文因为
我一直跟我的家人讲中文。直到
开始去幼儿园的时候我开始学英文。
当我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中文水平比小的时候差。
我在学校平常说英文，只在家里讲中文。为了让我提高我
的中文水平，我妈妈爸爸决定让我去上中文学校。我七岁
的时候第一次来长城中文学校。去长城中文学校以前，我
没有很多讲中文的朋友。在平常的学校里，我是我年级唯

一的华人。我即使交了一些朋友，我们的生活经历非常不
同。比如，他们的父母都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他们喜欢
听的音乐和吃得饭跟我不一样。到中文学校，我交了很多
新朋友。他们和我喜欢吃同样的饭，跟我有同一样的文化。
对我来说，中文学校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给了
我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如果我没有到长成中文学校，我就
不会遇到这些朋友。
除了交朋友，中文学校帮我提高了我的中文水平。小
的时候，我可以讲中文，可是不会写和读。我爸爸妈妈平
常给我念中文书，可是我自己不会读。在中文学校，我学
到怎么读中文和写作文。除了读和写，中文学校老师还教
我们中国历史。比如，有一次我班读的故事就是讲中国四
大发明：纸，罗盘，火药，和印刷机。我们还在课堂里唱
中文歌。我最喜欢唱的歌是茉莉花，因为这是我妈妈小时
候就给我唱得。我在中文学校不但学了中文语言，还学了
中国文化，历史，和音乐。中文课还帮我了解我的个性。
在中文课之外，我总是参加长城中文学校的社区义工
活动和表演。我刚开始去中文学校的时候，参加跳舞队。
那时候，我也学跳芭蕾舞，所以我对中国舞蹈也很有兴趣。
我还记得我们穿粉色和绿色的服装在学校的新年联欢会表
演舞蹈。除了跳舞，我和我的妹妹还参加了中文学校的扯
铃队。扯铃和跳舞不一样，因为参加舞蹈队的都是女孩子，
而扯铃队的都是男孩子。但我很喜欢这两个队。我在中文
学校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每年的圣诞节表演，新年表演，和
龙舟比赛，因为我爱跟我的朋友一起玩儿和表演。另外，
我喜欢这些活动因为中文学校的妈妈都会做很多好吃的。
今年，我要从高中和中文学校毕业，到加州去上大学。
即使是我妈妈爸爸要我去上中文学校，但我现在也挺喜欢
去，在中文学校跟我的老师和朋友聊天。对我来说，我的
中国根很重要，中文学校给了我寻根和保存这个跟的机会。

续当志愿者，于是我就当学校主持人。每年春节表演我和
别的主持人一起介绍每个表演。除了当主持人外我也会管
理表演的音乐。经过几次表演以后，我发现当主持人不容
易。许多次我介绍节目时，说话没有说清楚或脑子里想的
话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当主持人时，我压力很少。如果我
说错一个词，后果不严重。当主持人让我慢慢地提高了我
讲话的能力。
玩扯铃很不同。表演时如果有失误，演出就会让观众
很失望。而且跟你许多小时一起训练和表演的伙伴也失望。
有一年春节表演我和两个朋友表演时我没有接住扯铃。我
应该很容易接住，就在我手里拉的绳子面前。扯铃高声地
掉到地下还开始滚下台。我也不好意思地去追扯铃。可是
如果你成功了，观众和朋友都很兴奋。又一年我还是和那
两个朋友在表演。我们练了好几个小时，觉得我们肯定可
以做好。音乐开始了，一个朋友站在我对面，另一个站在
我后面。我和朋友的表演最复杂，放在最后。过了几分钟，
其他的表演者下台了。我们的时间终于来了。我看了一眼
伙伴，点了一下头就跑上台。跟着音乐的节拍，我躺到地
下像滑冰似的滑过去。当我身体停住时，我在台上的姿势
就像电影坦泰尼克号电影中的 Rose 躺在床上一样。看到
我，观众笑了起来。突然，后面的伙伴从我躺着的身体跳
过。同时，对方的朋友把扯铃扔到空中。扯铃在半空中时，
跳过我的同伴一个平滑的动作把扯铃接住。那时，我们演
出就成功了。演出结束时，三个好朋友拥抱在一起，都很
高兴我们的努力和花的功夫没有浪费。
长城中文学校提供给我和许多其他的学生无数机会，
帮助社会，帮助我们学习汉语和必要的生活技能。我非常
感谢十几年来长城中文学校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

我和长城中文学校
【黄真诚, C12 班 教师: 胡友平】

从前有一个学校,学校里有一个教
室,教室里有几位很调皮的小男孩。
小男孩中有一个很普通的男孩叫凯文。
他不是最聪明的孩子也不是最帅的孩
子而且他还挺淘气和烦人。他从九岁
一直到十六岁在这个学校上课学习汉
语，自己都觉得应该毕业了。经过了
许多年学习，中文还是挺差。对他来说写作文挺困难。这
既不帅又很调皮的男孩是我，黄真诚。
一开始觉得学中文很有意思。姐姐学新词的时候我也
很想学。可是那时候我太小，妈妈没有把我送到中文学校，
而是自己在家教我读写中文。过了几年终于上中文学校。
班里都是好朋友，但是一个女同学都没有，上课很热闹。
过了几年同学们都长大了。每个人都有课外活动。我
和同学们经常去许多活动当志愿者。老人院，春节，圣诞
节表演和划龙舟，我们都去过。我一开始学了一会儿中国
扯铃，还跟朋友一起表演过。可是玩了两年以后我觉得没
有意思了，我想用玩扯铃的时间打篮球。不过，我还想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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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陈曾玉, C9 班, 教师富瑶,侨报作文比赛复赛第三名】

我觉得，人很有趣——每个人心里都充满很多爱，但
是常常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些爱。
比如说，我最爱的人是我的家人。他们不是世界上最
完美的人，可是对我来说，他们比世界最完美的人更可爱，
更好！这就是爱的魔力。我们不会每天对父母说我们有多
么爱他们；有时候，也不用具体表示我们的爱。因为，
我们和家人已经相互了解彼此的深切的爱。我们爱父母，
我们的父母也爱我们。
人有很多爱——我最爱的人是我的家人。我爱家人；
我爱家。
除了家庭以外，我也爱画画。画画让我去另一个色彩
的世界里呆一会儿。我们的地球上有很多不一样的颜色。
红绿蓝黄紫色等等。每一种色还有很多种色度。比如

“蓝”这个字可以包含的是天空的湛蓝色，午夜的深蓝色，
海豚皮肤的海蓝色，海底世界的黑蓝色等。如果，我的脑
海里浮现一个人，我可以在纸上画出他。如果，我想出了
一个美好的小世界，我也可以画在纸上。这有多美妙！
特别是，每当我觉得：生活有点忙乱；学习常会有压
力；我们爱的家人偶尔也会不高兴。画画，画不同的东西
可以帮我逃到别的世界里，放松一会。我的画常常也会让
家人们重新高兴起来。有些人不知道画画的力量，因为他
们总困在现实的生活里，总在忙自己的生活琐事。如果，
他们有时间，静下心来，坐下来画画。美丽的绘画世界会
让他们可以有一段时间休息和放松，也会带给别人美的享
受。这就是我为什么爱画画。
我还写中文故事。写故事很像画画。但是，写故事的
时候，不是用眼睛看；写故事的时候，作者必须用他的头
脑想象。作者不是从颜色上构图，而是在脑海里想出故事。
写故事时，我可以设计的不同的人物，他们不是在一
个单一的，静止的画框里。他们有自己的相貌，个性，动
作，语言，表情等等。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活生生的人。
他们可以有他们的人生。比如，我可以让我的人物说话；
他说的话可以展示他的性格。我也可以写：”这个人特别
喜欢吃冰淇凌，他是个很安静的人，但是他也喜欢跟别的
人彬彬有礼地交谈。” 通过不同的句子让读者知道我的
人物是怎么样的人。瞧这多有趣！这是我爱写故事的理由。
每个人心里有很多爱。人们都爱不一样的东西，都有
不同的性格。我最爱的是我的家人，因为是他们的爱哺育
了我。我也爱画画和写故事，因为它们让我活在我自己的
快乐精神小世界里。朋友，你最爱的是什么？

爱【陈茜,

C9 班 教师富瑶】

爱在我身边，我们都需要和享受爱。我们为什么需要
爱？爱为什么这么重要？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情感。我们
都愿意感受到爱。爱能帮助我们感受到人们的情感和支持。
爱从来不会离开你的身边，因为你的家人和朋友都会永远
的爱你。
比如说，你的生日快要来了，你的父母和朋友都送给
你礼物。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因为他们在庆祝和表达他们
对你的喜爱。 还有一种特别的爱是妈妈和爸爸骂你的时
候；或者，是老师在批评我们的时候。其实，这表面看起
来一点儿都不像爱，可是这是真正的爱！平常你做错事的
时候，父母会骂你；老师会批评你，这正是一种特别的方
式来表达他们在关心和爱护你。他们努力引领你过健康的
生活和确保你做正确的决定。这是因为他们希望你以后会
有一个快乐和成功的人生。 陌生人也能表达他们对你的
善意的爱。比如说，当你不小心把手上的东西掉在地上的
时候，会有一些陌生人过来帮你捡起你掉的东西；然后再
还给你。这就是一种善意的关爱的表现。
爱特别重要，因为爱能帮助你成长和了解别人，和了
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爱能让我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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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帮助我们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活和创造美好的未来。
爱能给我们一种舒适和健康的感觉。 相反，当你不能感
受到爱的时侯；你会觉得心里很孤独，很痛苦，心像要快
破碎了一样。你会感到孤独和悲伤。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一
个黑洞里，很暗，很阴沉，很难过。最后，你会觉得你失
去了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方向。
无论你是一个普通的平民；或者，你是一位高高在上
的女王，生活中都需要爱。因为，爱是人类生活中最根本
的需要之一。从你刚出生一直到你变老离世，爱总是会在
你身边。 如果你看不到这种爱，那你就没有好好生活，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爱的能力；每个人都能给别人分享爱。
你也需要先爱你自己，然后才能让别的人爱你。因为，你
对自己都不满意，怎么能让别人对你满意呢？爱自己，爱
他人，爱就会永远在我们身边。

我爱长城中文学校
【周美琪, C9 班 教师富瑶】

我爱长城中文学校。我在长城中文学校上学已经十年
了。虽然长城中文学校是周日学校，但是学校很吸入我，
我在学校很投入。在这十年中，长城中文学校发生了许多
有趣的让我难忘的事情。我越来越爱长城中文学校！
长城中文学校提供许多志愿者服务活动。当我在小学
时，我就开始做志愿者工作。我们每年都去养老院慰问演
出；也去食品银行帮助分发食品等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我经常在养老院为老人们演奏钢琴。他们很欣赏和享受我
的钢琴曲；我也乐在其中。 我也擅长跳舞，我特别喜欢
在新年联欢会中表演，或者在养老院和其他长城中文学校
组织的活动中跳舞。每当我身穿美丽的中式舞衣，伴随着
美妙的中式乐曲翩翩起舞，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同时也愉悦
和升华了我自己。 我还喜欢折纸。折纸是传统的中国手
工艺，用我们灵巧的双手拿捏小小的纸片打造不同的魅力
无穷的造型。栩栩如生的作品，常常让观赏的人们啧啧称
赞，特别令人陶醉！今年，我已经成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
折纸教师助理。长城中文学校培养我成长。现在，我用在
长城中文学校学到的知识反馈和服务社会。我除了帮助年
轻学生学习折纸外，我还在制作更大的项目。如天鹅，狐
狸等等。从去年开始，我经营折纸生意，去不同的活动场
所表演折纸，售卖了一些我的折纸作品。我还做其他宣传
中文和中国文化类活动，如散发中文小册子和用中文问候
人等等。每一次活动都让我成长和感动。
我爱长城中文学校！ 我来自中国家庭。我的爸爸是中
国人；我妈妈是中国人；我哥哥是中国人；我的妹妹是中
国人；我的祖父母也是中国人，我的表弟是中国人；我骄
傲我的全家都是中国人！。我的第一语言也是中文。但是，
当我学英语时，我忘了我的大部分汉语能力。为了恢复我
的中文能力，我去长城中文学校学中文。我最早开始学习
中文是在幼儿园，我学会了如何写拼音。从一年级起，我
系统地学习了长城中文学校的基本汉语词汇。在接下来的

几年里，我学到越来越多的中文知识。现在我能流利说中
文，长城中文学校对我非常有帮助。我特别自豪的是-当
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能够用中文和我的亲戚以及更多的
中国人交流，而不是只听他们说话！
我爱长城中文学校。 长城中文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好
朋友。这些朋友组织和参与了许多有趣的活动。例如，我
们参加每年的龙舟赛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去年，我
参加了龙舟队，亲历了比赛全程。对于我们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出师不利输了头阵；只得了第二名。但是，我们总结
经验，团结奋斗在我们的第二场比赛中，我们扭转战局赢
得了对阵。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我们再接再厉，一鼓作气
竟然赢了与我们再次对抗的第一场第一名的队伍。我们是
进入总决赛的第一组第二名。真是大快人心，群情振奋！
我们在非常紧张的比赛中打败了对手。尽管，最后我们总
积分只是第三名，但是我们的士气赢了第一名。这是
2017 年最近最激动人心的活动。我期待着长城中文学校
更加精彩有趣的活动。我爱长城中文学校！

爱在身边
【汪玉杰, C9 班 教师富瑶】

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颜色。我们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幸福成长，爱是世界上最美的无声语言……
小时候，我和邻居家的孩子们常常在院子里玩。我喜
欢和几个大孩子玩；玩捉迷藏、躲猫猫、捉人游戏。因为
年龄小，我总是跑的最慢的一个。他们总是来捉我，我常
常容易被捉住了；我却每次都捉不到人。我只好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一个个从我身边跑过、跳过。
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找了一些比我还小的
小朋友们玩。我们痛痛快快的玩了一个下午后，我高高兴
兴、恋恋不舍的回家了。但是，因为不看路，误碰上一个
防盗窗的尖角，锋利的尖角划破了我的额头；我立刻哇哇
大哭起来。妈妈远远地听到我的哭声，急忙赶下楼；，看
见我用小小的手捂着流血的头，妈妈被吓坏了。她急忙抱
起我往医院跑。到了医院，妈妈反复恳求医生仔仔细细检
查我的头部。直到医生说：“没有事!只是磕了一个大包，
流了一点血!没有事!” 妈妈才放下心来。
母爱真是太伟大了!自身都不在了，还爱着自己的孩
子，世界上应该没有什么比母爱更伟大的了。
爱是无形无色的，爱就在一件件的生活琐事中，只要
你细细观察，你就会发现：爱其实就在你身边!

爱在身边
【张思涵, C9 班 教师富瑶】

朋友们；不知道大家喜欢树屋吗？我读过的和听过的
故事书里都有讲，小朋友们在树屋里好玩的故事。读到那
些主人公们在树屋里游戏和读的情景，令我一直很向往树
屋生活。我渴望拥有自己的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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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放学后回到家。外公神神秘秘地带我到院
子里，让我往高处看。哇，我看到了一个新树屋，一个高
高大大的木头做出的房子被安放在绿绿的树荫里。我连忙
爬上去，一阵微风吹来，传来旁边小鸟的歌声。我看到，
树屋外面用中文写“思涵树屋”；外公在树屋还铺放了地
毯，放满了我的毛绒绒玩具和一些中文书。终于，我拥有
了自己的漂亮树屋，我开心极了！看到我那么激动的神情，
外公也快乐地笑起来。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会在我的树
屋里读书和玩耍，我几乎整天都在树屋里度过。
可是，接下来的第二年，我们不得不搬家。我很舍不
得我的树屋， 根本不愿意搬家。离开了我的生活，我变
得很不快乐。外公发现了我不高兴，他就在新房子里又搭
建了一个树屋。这次的树屋，他搭建的比前面一个更大，
更漂亮，也刻了：“思涵树屋”的中文字在上面，它漂亮
的更让我喜爱。
我们之后又搬了很多次家。可是，我们的每处房子都
有一个我外公新搭建的“思涵树屋”。
外公说他希望我可以在我喜爱的树屋里度过我的童年。
我相信无论我去哪里，外公的爱都会永远在我身旁陪伴着
我，就象我的树屋。

爱在身边
【项钰杰, C9 班 教师: 富瑶】

爱就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父母的爱、师生的爱、
同学的爱、社会的爱……在生活中，各种爱就像温暖的阳
光无时无刻地哺育着我成长，爱就在我身边。
我爱中文。我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我的父母是
中国人。但是，他们现在只是会说一些中文了。父母希望
我能学好中文。九年前，父母送我到中文学校上学，我坚
持下来了。而且，随着不断的学习，我越来越爱上中文学
校，我爱中文！
我爱中文。我的作文成绩一直很好，老师经常把我的
作文作为范文。老师和家长都为我的作文感到骄傲。特别
是这一次，老师说可以写“爱在我的身边”或者其他的。
爱在我的身边是一个没有边际意思的命题。爱总是在
我们的身边，爱是把我们个人联系起来的纽带。我们的生
命里，离不开爱。爱在我的身边意思太广泛！我拍着脑袋，
告诉老师：“为什么我要写这个作文？这个命题是不是太
广了？”我懂得。爱不是在什么人的身边，爱无处不在：
父母的爱、师生的爱、同学的爱、社会的爱……在生活中，
各种爱就像阳光无时无刻地照耀着我，爱就在我身边。
老师的爱是最高尚的和无私的。每当我们在学习中遇
到困难时，老师都会及时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特别是中文
老师特别耐心；她教中文特别有趣。我爱上中文课！每一
次，我们遇到难解的问题，向她请教解决方法。她便耐心
地教我方法，一遍遍重复讲解从来没有厌烦。我对老师充
满了敬爱。老师就像那辛勤的园丁一样每天精心地哺育着
我们――未来的花朵。兢兢业业，不辞辛苦！

当然，生活中更缺少不了的是母爱，母爱是也是最无
私的。妈妈总是嘘寒问暖；把我照顾的无微不至！鼓励我
学好中文；只要她有时间，她就会亲自开车接送我上课。
有一天下午放学，天气突变异常寒冷，妈妈接我回家。路
上我感觉身上凉飕飕的，妈妈问我：“孩子，你冷吗？我
的衣服给你穿上吧！”我接过带着妈妈体温的衣服，穿上
身上马上暖和起来！到家后，爸爸问妈妈说：“你怎么冻
成这样，手冰凉凉的！”雨雪风霜，披星戴月妈妈从来没
有耽误我上课。
妈妈每天还会努力尝试和我用中文聊天。她也要求周
围的人和我讲中文。他们带动我不断学习进步。妈妈每天
也我深深体会人世间妈妈的爱是最永恒的、最无私的！
同学的爱是友善的……世间处处都有爱，只要你用心
去寻找就会发现：原来，爱就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父
母的爱、师生的爱、同学的爱、社会的爱……在生活中，
各种爱无时无刻地哺育着我成长，爱就在我身边。

假如我是老师，我会和学生们一起在课间吃饼干；喝
可乐；观看和讨论中国互联网内容。 我会和学生们一起
读好看的中文书像《唐宋诗词》；《西游记》；《水浒
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学生也会有跳舞
比赛； 星期五派对。在派对时，我和学生们一起吃比萨
饼；饺子；面条；小笼包；炒饭；汤圆；各式中西餐等等，
我和学生们像好朋友一样。
假如我是老师，每天学校生活我们会像开派对一样度
过 ：好玩；好吃；好乐。假如我是老师，我还要成为好
校长。使每个学生喜欢我和我的学校! 两百年以后（现代
科技可以保持人类将拥有平均三百年的寿命）我会卖学校。
有些学生有可能会难过得哭，可是，我一定发财了！因为
我已经桃李满天下！ 我将会云游天下（也可能还有外太
空）顺便去看我的学生。假如有下一辈子或者来世，我会
想......假如我是老师， 我会做同样的事: 爱教学；爱
我的学生；爱学校......真是太棒了！假如我是老师.....

假如我是一位律师

假如我是老师

【徐蕾, C10 班 教师:仁毅】

【陈曾龙, C9 班 教师: 富瑶】

假如我是一位律师，我肯定会在一个环境保护律师事
务所或一个公民权利律师事务所。如果我当一位律师，我
可以帮助，那些无助的人。我喜欢公开演讲，所以我可以
利用我的技能去帮别人。我们都住在同一个世界上，我们
都一起生活，只知道和承认世界上有不平等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也应该互相照顾。世界上总需要我们去帮助和解决的
紧迫问题，可是很多人都视而不见。我常常告诉我的朋友，
他们应该回收他们喝完的汽水罐和水瓶，可他们老问我为
什么。我告诉他们，我们的世界需要保护，我们得行动起
来保护我们的环境，因为那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可是他们
就说一个瓶子不会改善我们的环境。如果我们人人都行动
起来，我们的环境将会得到改善。

假如我是老师，在学前班或者教学初期，我会教我的
学生怎么写字词。 然后，我会逐渐增加字词量；同时我
会教他们怎么用学会的字词跟他人聊天；认读课文，报纸
和其它应用例句。最后，我应该训练学生学会用学到的字
词；句熟练书写作文。到高中阶段学生应该熟悉掌握三千
左右字词和熟练书写千字作文。
假如我是老师，在课堂上每天我会结合教学内容和我
的学生做兴趣游戏。通过游戏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
掌握 。
假如我是老师，我会爱我的学生，我会带好吃的糖和
糕点给他们在课间吃。关心他们的健康和成长。我的学生
会喜欢我，所以他们会请我连续教课； 喜欢上我的课和
按时完成我的课后作业。

学习中文有趣的故事

假如我是老师，每天我会给他们课堂小考试，检查学
生对前期知识点的掌握程度；纠正学生错误，强化学生对
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曹语嫣, C10 班 教师:仁毅】

假如我是老师，除了每天认真备课教受新课内容外，
我也会带我的学生休息的时候去打球。我会跟他们打球 ，
通过和学生们一起活动交流和建立友谊；联络感情。师生
一起锻炼身体和建立良好的合作团队。
假如我是老师，我会关心了解学生们玩儿的电脑游戏
和看的书和电影。了解学生们的兴趣和正确导入课堂教学
当中；把学生的兴趣和知识点结合在一起，寓教于乐。比
如， 我会带学生看《春节联欢晚会》《黑豹》和《星球
大战》等等。让他学生对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当前科技发展
和未来世界产生求知热情。
假如我是老师，我还要经常给学生们不同的测试。学
生们对考试常常感到头疼。但是，我的学生们将不会那样。
如果考试， 我会让学生们感觉像玩儿我的游戏或者是像
睡觉一样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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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末，我和我的家人出去选择一个好吃的餐馆里
吃饭。中国餐馆里大家的交谈声音很大，大家一边吃一边
聊天，真热闹！每个人点的菜对我来说都很有兴趣，美国
人会点很辣的菜，西班牙人会点有点苦的菜，中国人只点
适合他们的口味的菜。我的手里有一 个菜单，我准备读
菜单的时候，老板娘在我的旁边问我：“你是中国人
吗？”我对他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我的妈妈
和爸爸都是中国人，他们是在中国上海出生的。”我开始
点菜了，我指着菜单上的菜， 对她说：“我要牛肚丝和
肉麵麻辣”，老板娘就笑着跟我说：“啊！你读错 了。”
我又重新仔细读菜单以后发现，老板娘说得对。这两个菜
应当是牛肉麵和麻辣肚丝。 通过这次点菜的经验，我改
变了我用美国的习惯读菜单，不是从左到右而是从上到下
的读菜单。 还有一次在一家中国人开的面包店，面包店

的香味很好闻，我一 边流口水一边想我真的饿了！那里
的菜单我马上开始从上到下读。服务 员过来了，我跟他
说：“我要饼蛋和干糕”，他笑着说：“你读错了”。怎
么会呢？中国餐厅的菜单不就是从上到下吗？但是，那个
面包店的服务 员告诉我，这个菜单应当从左到右读：
“饼干和蛋糕”。这两次读菜单的经历，让我明白了：每
个店字有自己的菜单设计。以后，我应当先看清楚菜单的
设计，是从上到下还是从左到右。读 菜单也有很大的区
别。这就是我学中文和用中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爱在我身边
【朱玉莲, C10 班 教师:仁毅】

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和教我很多重要的东西。他们的
爱，总是在我的身边。我的狗和我足球教练就是两个例子。
我狗的名字是 Lucky。六年前爸爸妈妈给我和姐姐买
了一只狗。当我第一次看到 Lucky， 它很小，很可爱和
很好玩。我很爱它，它也爱我。当我伤心时，Lucky 就坐
在我的旁边和 把头靠在我的腿上；当我生病时， Lucky
就躺在我旁边拿它的玩具给我。在 2017 年一月 ，Lucky
开始不吃饭了。我看它不吃饭，我很担心。我和我妈妈带
Lucky 去看狗医生。医生告诉我们，Lucky 得了胰腺炎。
我和我妈妈都很担心 Lucky。整个寒假我都在 Lucky 旁
边 ，喂它吃饭和喝水。后来 Lucky 感觉好点了，它开始
吃饭和喝水。是我的爱帮助 Lucky 慢慢恢复健康。
另外一个例子是踢足球。足球是我的爱好。从小我就
很爱踢足球。开始时候踢的不是很好。但是八年过去了，
在教练时候我进步很快。我的教练是 Richard Dell。当
我第一次在他的球队，每当我踢得不好了他就告诉我如何
提高和激励我。一个时候我的球队比赛。我丢了球。我的
教练就鼓励我让我做得更好。然后我赢了球和进球得分,
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我，我就努力的实践和我慢慢的提高
很多。我的教练教我永不放弃，和他我就是很感 激。我
是一个努力的足球运动员因为我有很多教练，和他们都教
我不放弃。是因为他们我 是一个很好的足球运动员。
我的狗和足球教练，一直在我身边。给我帮助给我爱。

爱在我身边
【张文韬, C11 班 教师:叶云飞】

生活中，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让我感动的事情，其中让
我体会最深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去年。
那时我所在的游泳训练队有一位叫 Dominic Griffin
的队友，他的妈妈很不幸得了癌症，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变
得与以前不同。当我们的教练得知这件事情后，他开始号
召建立一个帮助 Dominic 一家的筹款基金，取名叫
GriffinStrong，意思是希望 Griffin 一家在大家的支持
下变得更加坚强，渡过难关，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
GriffinStrong 的基金标志。之后的几个月里，游泳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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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队员和家长都尽最大努力帮助 Dominic 一家，大
家不仅捐钱，还去医院送饭，还写鼓励卡给他的妈妈坚持
下去。
经过几个月的化疗，Domonic 妈妈的病症好转了许多，
整个游泳队都为他妈妈和家人的努力而骄傲。但是，没有
料到的是，一段时间后，Dominic 妈妈的癌症又复发了，
而且变得愈发严重，这一次，病症没有缓解，不久 Dom 的
妈妈就离开了他和家人。
当不幸发生后，所有游泳队的家长和孩子再次行动起
来，我们聚集在一个队员的家里，花了几个小时装饰一个
花盆，我们在花盆上画上了美丽的蝴蝶和代表支持癌症病
人的粉丝丝带，又画上了 GriffinStrong 基金的标志，每
个队员和家长都在花盆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大家一
起将这个花盆送到了 Dom 家，当时 Dominic 和他爸爸都非
常感动，因为他们深知在他们家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游
泳队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对他们的帮助、支持和鼓励。
那时，我也非常感动，感受到我和我的队友关系原来
是这样的亲密，当一个人遇到难事时，我们可以团结在一
起去帮助他，瞬间，我感到有很多平时没有注意到的爱就
流动在我身边，其中有我的游泳队对 Dominic 的爱，我们
队友之间的爱，还有 Dominic 对我们的爱。原来爱并不远，
就在我们身边！

爱在我身边
【姚润芝, C11 班 教师:叶云飞】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情感都不能与母亲对她的孩
子的爱相比。事实上，大多数女人都是天生优秀的母亲，
她们在孩子出生后哺育他们，然后培育他们整个童年，直
到成年。孩子成长过程中，她们始终忠实地保护、支持、
鼓励孩子，让他们在爱中长大成人。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
位母亲。
我记得在我 8 岁的时候，因为白天在电视上看了一些
吓人恐怖的内容，晚上让我久久不能入睡。这时，妈妈悄
悄来到我的床边，抱着我说：“不要害怕，电视上的怪物
都是虚构不真实的。”听着妈妈温暖的声音，我渐渐地睡
着了。从小长到大，我妈妈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每
次我发烧感冒的时候，她都是数夜无眠、全心全意地照顾
我，直到我好起来。
为了得到妈妈的赞美和奖励，我一直努力地读书，争
取获得很多的奖。记得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得到了学校的
卓越学生奖，颁奖时，妈妈幸福地不停给我拍照，并带我
去吃冰激凌。让我觉得所有的努力是值得的。每年在我生
日的时候，妈妈都会带我出去玩、买新衣服给我，并下厨
做很多我喜欢的饭菜，还会给我生日红包。正是这些美丽
而温暖的时刻让我和妈妈都拥有了人生最珍贵的回忆！
我始终认为，有这样一位妈妈是我今生的幸运和幸福，
我们有太多开心、快乐的时光，有彼此无尽的依恋和依靠，

她的爱始终在我身边。所以我很想对妈妈大喊一声：“妈
妈，其实，我很爱你！”

假如我是总统
【周芷琪, C11 班 教师:叶云飞】

在我所参加的校辩论队和学校历史课上，大家都很喜
欢讨论政治话题，在各种讨论中让我有了如果我是总统，
我应该怎么做的想法.
现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很多的矛盾，最近这几个月，美
国国会在讨论枪支法。几周前在佛罗里达州的 parkland
高中，一名有精神病史十九岁的枪手杀了十七个学生和老
师。这个枪手就因为我们的购枪法有漏洞，这个疯狂的人
很容易就能买到了机枪。在我所在的高中，我们有时也会
害怕有人用枪杀死我们。在我们附近的 Arapahoe 高中和
Columbine 高中，都有曾经受到枪支暴力危害的事件发生。
从一个学生的观点，现在的枪支法非常危险。学校应该是
一个安全学习的地方，孩子们不应该每天害怕有人持枪来
学校。假如我总统，我会保护我们国家的孩子；我会改
变现在的枪支法，不让有问题的人轻易得到枪；会对每个
持枪人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也会去改变现在的美国移民法。
目前政府取消了 DACA 程序，这个程序是保护非法移民的
孩子，但是这些非法移民的孩子自己并没有选择非法进入
美国，他们不应该被驱逐出境回到他们父母的国家。相反，
这些孩子在美国长大、受美国的教育、加入美国的劳动力。
从文化的角度看，他们“算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应该可
以留下做美国公民。除了 DACA 外，现在的移民法对移民
很不友好，很多人觉得移民正在“偷走”真正美国公民的
工作，还有人认为移民大都是犯罪分子，这些想法的产生
很多都从现在执行的一些法律和政策来的。事实上，大多
数的移民都很努力的工作，并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像我的
父母都是移民，他们勤奋地工作、认真地抚养孩子，努力
让我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所以如果我是总统，我会重新
制定 DACA 相关法律、改变美国人对移民的不好的看法。
我知道当总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所以假如我是总统，
我会承担改变现有不合理的法律和目前政府没有做好事情
的责任来！

红烧肉
【陈东, C11 班 教师:叶云飞】

的兴趣，更不用说认真做中文作业了。所以，我就琢磨出
一些能让我偷懒的办法，如：1.抄句子的时候，我常常坐
在电视前看动画片，三心二意地抄写。2.写作文的时候，
我先用英文写一遍，然后用翻译程序翻译成中文，最后稍
微修改一下最明显的错误。3.做ＣＤ作业的时候，我连听
都不听，开始播放故事的时候就走开，干点其他事情，然
后五分钟以后回来点击下个任务箭头。
虽然我想出了这么多偷懒的办法，但始终想不出怎样
在造句上偷懒。我知道我能上网查出一些例句照抄，可是
我自认还是一个虽懒但诚实的人，最后还是去老老实实地
造句。（另外，网上的大部分句子都太复杂了，不是美国
二三年级的学生能写出来的）。
对于一个中文非母语的人来说，造句应该是最难的部
分，因为中文的语法和英文不同。我造句的时候全靠耳朵
听感判断。如果我的句子听起来有点奇怪，我就得重新想、
重新写一句。这样造句实在太累了，为了把每一句都写得
很顺溜，费了太多时间。
直到有一个星期的作业上出现一个“红烧肉”的词。
当时的我就想：“嗯，这个词还挺有意思！把它用到每个
句子吧！”自此，我每个句子都会把“红烧肉”用进去。
比如，这个星期写“他赢得了吃红烧肉比赛的奖牌”，下
个星期造“他做红烧肉的时候常犯错”，下下星期是“他
很快处理掉一盘红烧肉。”
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造句，每个星期“红烧肉”都会
给我带来新的词汇、新的组合、新的有趣的句子。虽然两
三年以后“红烧肉”的句子出现得越来越少，但是“红烧
肉”造句的乐趣依然还在。慢慢地从五年级以后，我对学
习中文越来越感兴趣。现在总结起来，原来“红烧肉”造
句就是我开始喜欢学中文的原因啊！

2018 Great Wall Writing Contest

长城写作比赛
【梦想奖 Dream Award】 张培源 李奕乐 杨怡文
朱炳星 王嘉睿 廖迩婷 徐晏婧 宋怡霖 郭瑞岐 妮妮
施美琪 潘冬明 朱柄泉 陈曾龙 曹语嫣 周芷琪
【趣味奖 Interest Award】 许诗梅 陈贞怡 小虎
张文丽 郭美彤 顾梓和 马铎瑞 李翰飞 曹文韵 徐景南
汪玉杰 陈茜
陈东
Luke Stinemetze

小时候，我像很多华裔孩子一样，一点都不喜欢学中
文。一周中最难过的时候就是那段要上中文学校的两个小
时。到了中文学校以后，两个小时的课分成“等课间十分
钟休息”的第一个小时，和“等下课”的第二个小时。
再说，中文学校每星期还布置了超多家庭作业：有词
汇，抄句子，写作文，背诗和造句，以及还要回家用电脑
听无聊的ＣＤ中文作业。当时的我心里根本就没有学中文

【特殊鼓励奖 Participation Award】
Claribel Wendling, 叶欣怡, 李彩杰, 李彩坤,
Logan Dailey
【集体奖 Group Award】

班级 Class: B1, B2, B3, PK, CK, 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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