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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中文学校运动会樱桃山分校记
	 有人说，一个人的朋友圈一定包括一起跑过圈的。运动会就是和朋
友一起跑圈的最佳机会。一年一次，不容错过。
				樱桃山田径队三十多名运动员，无论是少年选手，还是爸爸妈妈选手，
早早就呼朋约友来到比赛场地。很多都是全家总动员，爸爸妈妈兄弟姐
妹全都是运动员，还自带啦啦队、摄影师。举着旗帜，穿着敦煌蓝的校服，
参加了欢快的开幕式。

	 经过上午的单项比赛，拔河对

决在中午开始。樱山十二力士由

荣朋带领，再次向强大的对手发起

挑战。拔河之后是接力。周宜欣，

丁嘉楠，李佳琳，黄张宜几位好朋

友组成的少年女子接力队，获得第

一名。妈妈接力队和爸爸接力队，

也现场组队，现场演练，立即参赛。

	 体育运动不只有胜负。参加华
夏中文学校的运动会，来到这个场
地，遇见这些人，大家共同做一件事
情，更加有意义。运动会每年有数
百名学生在同一条跑道上奔跑，在
同一个沙坑里跳跃，一起结下难忘
的友谊。比赛结束之后，欣赏我校
摄影大师曾葵抓拍的精彩瞬间，立
刻就忘记了全身肌肉的酸痛，大家
都默默下定决心，来年再战。

	 丁喆再一次站在跳远比赛的

踏板前，再一次轻松获得了冠军。

那位友校的老对手今年缺赛，没

有见到老友而有些遗憾。而我自

己却幸运的再次和友校的那位老

哥同场奔跑。每年一起跑一次，

虽然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早已是

好朋友了。

（撰稿   于雷）

	 寒来暑往，转眼间，我在樱桃

山华夏中文学校做老师已有 5 年

了。在这 5 年里，从最初的不知所

措，诚惶诚恐，到不断学习，渐渐

成长，至今也算积累了一点经验

和体会。在这里，把自己的一些体

会分享给各位，希望和大家一起

探讨和交流。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相对于课本上有限的词汇和

课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培养孩

子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要让孩子把学中文

当作乐趣，而不是一件苦差事。

学习中文一定要把孩子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通过更生动的方式，比

如小品，绕口令，猜谜语等等，让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充满课堂。在

学《东郭先生和狼》这篇课文时，

我会组织学生分别扮演东郭先生

和狼，还要模仿他们的动作和语

气，来展现狼的凶恶，东郭先生的

仁慈而糊涂。在学《草船借箭》时，

我会让学生扮演诸葛亮，周瑜，鲁

肃，还让孩子们轮流做解说员。孩

子们都跃跃欲试，表演非常精彩。

上课的时候，还可以采取一些方

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

学《十二生肖歌》时，单单学习字

词和课文不免有些单调，我会给

每个学生准备一张十二生肖转盘

图片，让学生戴上彩笔一起来绘

制。这样，学生不仅会学会了课

文，而且通过图片和色彩，对十二

生肖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学习中文还需要和现实生活中联

系起来。在学习《捉鱼》时，为了

学习课后的的菜谱，我会把全班

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模仿现实生

活中到餐馆点菜吃饭的情形。每

个小组里一些学生扮作顾客，一

位同学扮作服务员，一位同学扮

作收银员，来学习点菜和付钱。大

家积极参与，非常开心。

赞美的力量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只凭

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两

个月。”赞美的作用是无法估量

的，一句激励的话语，一个赞美的

眼神，不但能够拉近师生之间心

与心的距离，更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责任感。每个孩子都

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带上智慧

的眼睛去发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

点。有的孩子字写得工整，要时

常夸一夸他的书法；有的孩子发音

纯正，要时常夸一夸他的朗读；有

的孩子积极回答问题，要夸一夸

他的积极参与。每一次赞扬和肯

定，都能让孩子感到骄傲和自信，

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我的中国梦
九年级 杨启栋  指导老师 赵峥

	 我小时侯一直梦想着去世界另
一端——中国。
	 某天，我站在长城的烽火台上。
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条龙。那龙
又大又红，胡须又长又粗。它飞到
我的面前，问着：“小朋友，你想去中
国的哪里玩呢？”我说：“我想去看紫
禁城！”那龙说：“好！坐在我后背
上！”我爬上它后背以后，龙起飞了。
它冲上云霄，遨游在云朵中，白白的
云朵不时地从我身旁飞过，一下子
飞到紫禁城的上空。红红的砖瓦出
现在我的下方，是那样宏伟与壮观。
红红的龙带我飞过午门，又带我去
看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和御花园。那些景象跟书本中描述
的一般无二，美丽而庄严。我还坐
在龙椅上，想像我是一位皇帝……
看完的时候，天开始黑了。龙对我说：

“天黑了，我们回家吧！”它飞上夜
空。突然，龙把我甩了出去。我极
速地向地面坠落。
	 我从床上坐起来，原来是一个
梦。
	 中国的历史是那样悠久，文化
是那样丰富，建筑是那样宏伟，书本
上的中国深深吸引着我。我长大以
后一定要去中国看看。
 （注：这篇作文获得江苏省侨办
第二届“华文创想曲”作文大赛二等
奖）

中国古代建筑
九年级 游婧  指导老师 赵峥

	 关于中国，我最喜欢的是紫禁
城、天坛等地标中展示的独特古建
筑。
	 中国古代建筑主要由木材构
成，即木材的使用。木头成为构成
房屋框架的木柱，横梁、门楣和托
梁。这些古建筑的墙壁作为房间的
分隔，不承受整个房屋的重量，这是
中国独有的。有一句话形容说，“当
它们的墙倒塌时，房屋仍然不倒。”
	 中国古代建筑其建筑更加壮观
的原因在于其华丽的设计。我最喜
欢的建筑是彩色釉屋顶，精美贴花
设计的窗户和木柱上美丽的花朵图
案，体现了工匠们高超的手工艺和
丰富的想象力。
	 中国古代建筑的另一个重要部
分是他们的庭院建筑群的布局，这
也是中国独有的。庭院的主要结构
位于群场的中心轴线上，而不太重
要的结构位于群场的左侧和右侧。
整个布局是对称的，给人一种完美
的组织感。与开放式的欧式建筑风
格相比，中式庭院就像一幅手卷画，
应该一点一点地展开。每个庭院的
风景都不同，为建筑增添了特色。
即使在院子里移动几步，你也会对
前景的变化感到惊讶。同样，从建
筑物的内部来看，没有两个窗户的
视图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
建筑如此引人注目，也是我去中国
的最爱。

春 日
		九年级  张美洁  指导老师 赵峥
随着炽热的太阳慢慢升到地面之上，
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天，
雪覆盖着生命，
等待重生的漫长的等待，
在世界被颜色和气味描绘之前，
我在温暖，灿烂的阳光下微笑。
虽然可怕的冬天正在慢慢消退，
随着公园周围生长着浓郁的绿色植物，
当柔软，蓬松的云层遍布蓝天时，
在地球温和淋浴之后，
迷人的土地充满了生机。
嗡嗡的蜜蜂从花中采集花粉，
随着粉红色的樱花盛开，
唧唧喳喳的鸟儿快乐地坐在树枝上，
现在蝴蝶的翅膀出现了，
世界是多么的令人愉快和快乐。
现在这片土地充满了七彩缤纷的颜色 ,	
精致的踏板，
所以好玩的孩子们欢欣鼓舞，
由于温暖的薄雾覆盖了新鲜的叶子，
因为清晨的清风，
美丽的春天来了。

饺子
九年级 周宜欣  指导老师 赵峥

	 饺子是一种经典的中国食品，
几乎世界各地都可以吃到。酥脆或
柔软的饺子皮，蔬菜和肉类的馅料，
难怪它如此受欢迎，世界各地的亚
洲餐馆都有卖。每个人都听说过饺

子，但是大多数人或许并不知道饺
子是怎么来的，以及饺子的不同种
类。
	 饺子是在 1800 多年前被创造出
来。根据传说，张仲景是饺子的创
造者。起初饺子能治病。有一年冬
天，张仲景回到自己的村庄。注意
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村里的许多人
都患有冻伤，尤其是耳朵。张仲景
就煮了一批肉，辣椒和草药，分成几
批面团包好煮熟后送给村民吃，就
治好了他们的冻伤。饺子的折叠设
计意味着耳朵，虽然它开始只是为
了治疗冻疮，但人们也非常喜欢他
的创作，就随时都吃起饺子了……
	 饺子有许多种口味和类型。除
了通常的水饺还有灌汤包、锅贴和
蛋饺，它们都是饺子，但却各具特
征。例如，灌汤包在饺子里不仅有
汤，还有经典的肉和蔬菜馅；锅贴是
一种普通的饺子，但却是油炸的，所
以皮很脆，锅贴的不同质地使得它
的口感与普通饺子完全不同；蛋饺
可能看起来像是平常的饺子，但它
是由鸡蛋制成的饺子皮。
	 虽然饺子是一种可以随时随地
吃的食物，但是传统上有几个节日
应该吃饺子。例如，在农历新年除
夕或冬至节气，人们吃饺子。此外
人们喜欢吃饺子也是因为饺子的形
状类似于象征财富的古代元宝，有
些人甚至认为在新年期间吃的饺子
越多，明年赚的钱就越多。
	 饺子已经成为世界上经典的食
物，很多人都喜欢吃。我也特别喜
欢吃饺子，特别是灌汤包。现在我
们了解了更多有关饺子的信息，理
解了为何饺子深受许多人的青睐。
它曾经被用来治疗冻疮，现在是一
种享誉全世界的食物，我更爱吃饺
子了！

我的中国情
九年级 李佳琳  指导老师 赵峥

	 我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不仅
是因为爸爸妈妈出生长大在中国，
更重要的是，当我去中国旅行的时
候，喜欢上了中国的风土人情。
	 我们全家去中国旅行过两次，
这两次旅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
吃到了美味的中国食品，比如早餐
的油条豆浆，各种各样的菜肴，还有
火锅等等。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饺子
和各种面条。有时候我们会在家
里包饺子，有时候我们会去饭店里
吃。饭店里的饺子有各种各样的馅，
每一种馅都那么好吃。我还很喜欢
吃拉面。在饭店里吃拉面，拉面师
傅可以拉出各种粗细的面条，粗的
面条有一英寸宽，但是细的面条只
有一根线那么细，再配上汤汁和牛
肉，非常美味。除此之外，我还很喜
欢中国的餐馆。这些餐馆里总有很
多单间，单间里面有很大的圆桌，很
舒服的椅子，墙上的装饰都很漂亮。
餐馆里的服务员总是很热情地招待
我们。
	 我很喜欢去看广场舞。下午
三四点钟，人们都从自己家里走出
来，聚集在公园里开始跳舞。广场
舞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跳的，
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有几岁的
小孩子。跳广场舞的时候，人们总
会放上很响的音乐，大家跟着音乐
的节奏跳各种舞步。在这里跳得好
或者跳得不好都没关系，最重要的
是大家都非常开心，而且还锻炼了
身体。跳完广场舞我们非常喜欢去
逛夜市。夜市真是人山人海，天空
很黑，但是市场上有五颜六色的灯
光，看起来热闹极了。有很多小贩
吆喝着卖东西，也有很多顾客在挑
挑拣拣买东西。我们经常可以在夜
市上吃到各种各样在饭店里吃不到
的小吃，比如羊肉串，麻辣烫，各种
小饼等等。我们还可以买到很多又
便宜又好玩的小玩具。
	 我们在中国有很多亲戚，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姑姑舅舅阿姨们。
他们对我们都很好，经常带我们去
吃好吃的，还带我们出去到各个地
方玩。临走的时候，他们还送给我
们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让我带回美
国，现在还有一些东西摆在我的书
架上留作纪念。
	 这就是我眼中的中国，人们热
情善良，食物美味可口，生活丰富多
彩。希望我在不久的将来再到中国
旅游，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香港游记
九年级 李浩然 指导老师 赵峥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关
于香港的故事。它做了英国殖民地
九十九年，直到 1997 年回归祖国。
它有好多好吃的食物，好玩的去处。
我一直盼着能去香港看一看。2018
年夏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全
家决定去香港度假一周。
	 一下飞机，我和妹妹就兴奋极
了。飞机是晚上着陆的，从机场到
酒店，远处看去城市灯火辉煌，高楼
数不胜数。快到酒店的时候，街道
开始变得很窄。虽然已经很晚，路
边还是人流不息，各家店面里也是
热闹非凡。
		 第二天，我们吃完早饭就直接
向半山扶梯奔去。半山扶梯据说是
世界上最长的扶梯，不过它跟我想
像的不太一样。它并不是一条扶梯
一通到底，而是由很多一节一节的
扶梯组成。这样设计是为了方便人
们上下扶梯，去扶梯两边的商店购
买东西。我们也在中间下来，到了
一家特别有名的丝袜奶茶店喝了它
们的奶茶。据说它们的奶茶都是
用丝袜过滤的，所以特别香嫩润滑。
奶茶很好喝，可我听到它的做法却
感到有点怪怪的。
	 然后我们去了香港最著名的景
点平顶山顶。我们坐着汽车绕着山
转了好多圈才到山顶，头都转晕了。
可一切都是值得的，平顶山顶是香
港最高点。从这里可以俯瞰城市全
景和维多利亚海港。风景美极了！
我们站在最高点，香港全景做背景，
照了一张全家照。人好像悬在半空
中一样。逛完山顶，我们乘缆车下
山，又快又方便。据说平顶山缆车
是世界上最可靠最安全的，几十年
从未出过事故或中断过。
		 第三天，我们去了很有名的一
家早茶餐馆。他们做的点心有各种
各样的形状，像小鸟小猪等。尤其
是小猪点心，极其可爱，我和妹妹拿
着都不舍得吃。最后爸爸妈妈威胁
说要把它们全吃掉，我和妹妹才赶
紧一口把小猪吃到肚里。点心的味
道香甜爽口，我觉得我会永远记住
的。
	 吃完早饭，我们到附近的庙街
去逛。庙街上有几百家小商小贩卖
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在这里有了一
段特别的经历，那就是和每一个商
家砍价。来回砍价好多个回合才能
最后有一个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可
是，如果你价格压得太低，商家会很
恼怒然后把你赶出去。很有趣，不
是吗？我觉得这个经历很棒，因为
和别人协商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后面几天，我们又去了很多其
他地方，包括全球最大的商场之一。
我们还尝了许多不同的当地美食，
有蛋仔饼，芒果冰，等等。
	 我想我是爱上香港了。快要离
开时，我们都恋恋不舍。它的风景，
人情，食物，文化，都让我难以忘怀。
我在这里学到了好多中国文化知
识。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到香港的。

我想学好中文
九年级 周家俊  指导老师 赵峥

	 大家好，我叫周家俊。今天想
跟大家讲讲我想学好中文。在我的
生活中，中文有很大的影响。我从
小在家里说广东话，长大一点才学
普通话。当我一年级的时候，我参
加了教广东话的中文学校。在学校
里学广东话帮助了我的中文读写能
力，在家里生活中应用提高了我的
广东话中文口语。八岁时我开始学
普通话。因为我家里从来不说，觉
得普通话很难。我平时听人家讲普
通话时有困难，而我用普通话说话
一般还会带有口音。虽然我每年升
上更高的中文班，但我认为我的中
文提高不算很快。	
	 我现在明白怎样更好地学中
文。我很喜欢去中文学校，在中文
学校里我喜欢同朋友一起用中文交
流，我们可以相互学习，通过交流和
讨论帮助提高我的中文口语和读
写。今年的中文班对我有很大的帮
助，我感觉有了明显的起色。感谢
老师对我的帮助，她帮我提高了中
文水平，包括听力、阅读能力、认字
写字和作文。
	 我感觉中文很重要。去中国北
京旅行，我会用普通话跟周边的人
交流，我能看懂更多的中文字，了解
更多的中国文化。回到我爸爸妈妈
的故乡，我会用中文跟我的亲人朋
友交谈，我感到很高兴。所以我很
想学好中文！

快乐学中文  
华夏中文学校樱桃山分校  冯朝晖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