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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演小品》
郭泽南  九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春节快到了，按照中文学校的

传统 , 我们会在离春节最近的一次

课后举办一个小型的春节联欢会。

通常每一个班都会表演一个小节目，

可是今年我们 AP 中文班一直都没

有时间准备我们的节目。在最后三

个星期里，别的班级都已经准备好他

们的节目了，甚至都排演过了，可是

我们 AP 中文班还没有决定我们要

表演什么呢！看到这个情况，我觉得

八成我们今年是表演不了了。

  一个星期又快过去了，我们班

还是没有决定要表演什么节目，我觉

得这一下肯定没戏了。可是，就在离

晚会只有两个星期的那天，我收到了

一个我们 AP 班同学发的电子邮件，

是一篇叫《火炬手》的喜剧小品剧本，

通知说我们 AP 班要表演这部小品。

我看到这个电子邮件时候，简直惊

呆了！我们现在可是只有两个星期

了，却需要练习整个一部小品！可能

吗？太不靠谱了吧！

 在后面的两个星期里，我们争

分夺秒地练习这个小品。在假日练

习时，妈妈还跟着我到同学家来帮着

指导我们的表演技巧呢！在大家的

努力之下，我们终于背下了所有的台

词，还编排好了我们需要做的台上动

作、道具和服装。表演的那一天很快

就要到了，我们在前一天晚上都紧张

地在家里反复练习台词和台上动作，

就怕上台后忘词儿把小品演砸了。

 表演的这一天终于到了！我们

都自信满满地准备上台，可想不到的

是，因发生了意外事件表演时间不够

了，学校不得已把最后两个节目给取

消了，我们的节目就是其中之一！我

们回家的时候都是既失望又气愤。

 没想到第二天又收到了学校的

通知，下个星期学校会把这次取消的

节目给补上，我们都高兴极了！这一

次，我们的表演大获成功！虽然在过

去的一个星期里没有练习，我们都有

一点儿忘记台词，但还好没有出现什

么大的失误，观众们非常喜欢我们的

小品。表演后，我们得到了大家的热

烈掌声。鞠躬谢幕后，我们都为能给

大家带来欢笑而高兴。我们的辛苦

没白费， 也希望今后有再机会用中

文给大家表演好看又有趣的节目。

《去公园的路上》
何心宜 九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昨天的天气非常好！ 所以一大

早妈妈就带我去公园玩，还准备了可

以在公园里吃的午餐，放到一个漂亮

的篮子里。我们早上七点从家里出

发了。

 我和妈妈来到了地铁站，买了

两张票。我真的很兴奋因为我好久

都没有出去玩，今天终于可以了。但

是到了排队上地铁的地方，我们发现

有很多别的人也有同样的愿望，所以

上地铁的地方排了很长的队，看起来

只能耐心地等一会儿了。

 过了大概一刻钟，我们终于排

到了队的最前面，下一次车我们就可

以上了。我已经能听到下一辆车的

声音，再过一分钟就可以出发了！突

然，有一位先生从我们的后面走过

来，在我们前面想插队！我很生气，

为什么我们排了这么长的队，他就可

以这么容易的排到前面？我看到旁

边的人也很不高兴。我很生气地告

诉那位先生：“这位先生，对不起，但

是你不能插队！”大家也都说他必须

站到队的最后面。看到这么多人都

不高兴，他只好不好意思地溜走了。

 地铁到了车站，我和妈妈终于

可以去公园玩了！我也希望那位先

生接受到了教训，以后再也不会插队

了。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郑孜昀  八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第一天的跑步可以用两个词来

描述，浑身酸痛和上气不接下气。

 我跑了十五分钟才终于见到 

1.5 英里的标志 -- 一个灯柱。不错，

我喘气喘得像一条离开水的鱼一样，

汗珠一滴一滴地流下我的额头，两条

腿又沉又重。这是春天里的一天，路

上空气新鲜，但是湿漉漉的感觉像是

就快要下雨了！

 虽然天色不好，身体也是非常

的疲惫，但是我的心里却是非常的高

兴还有自豪，因为我已经迈出了我长

跑锻炼的第一步。

 也就是前一天，我才决定每天

放学以后开始跑步。因为五月三十

号学校要举行 5000 米比赛。而我非

常希望完成我的第一个 5000 米越野

比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今天

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一部分了。

当我鼓足勇气准备把名字输入空白

框，才打了两个字母，我就犹豫了。

我到底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呢？

还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呢？要知

道，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越野跑步的训

练，当然也没有比赛的经验。当我跟

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儿的时候，她睁大

眼睛，很认真地说，“这可是三英里

多的路哦！”想到这里，我的手指飞

快地敲在键盘上，把名字删除了！这

时候，一个微弱的但是很坚定的声

音，在我耳边响起，“你不是盼望这一

天很久了吗？你想和朋友一起参加

5000 米彩虹越野赛，你想挑战自己

的耐力，享受跑到终点的乐趣！”于

是，两分钟后，我已经点击了“提交”

按钮，并开始制定我的训练计划。

 很幸运，天气不太冷也不太热，

我也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跑步训练。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坚持训

练，无论刮风下雨。我一天比一天跑

得更快，更长，更有劲。而我耳边的

那个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开

心，“你可以做得到，因为‘千里自行，

始于足下’。”

武则天驯马
何心宜 九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

统的女皇帝，她是中国武周时期的

皇帝。武则天也是活得最长，即位年

龄最大的皇帝。在自己当皇帝以前，

武则天是唐朝皇帝唐太宗的才人，然

后又成了唐太宗儿子唐高宗的皇后。

唐高宗在公元 690 年去世以后，武则

天自己做了皇帝，一直到她在公元

705 年得病去世之前，她一共做了 15

年的皇帝。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中国，身为

一个女子，武则天成为皇帝的过程决

不简单。她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她坚

忍无情的性格，有一个故事能很好地

说明这一点。

 唐太宗有一匹列马，叫做狮子

骢，因为他的毛像狮子的毛一样，身

材也长得高大威猛，加上性子暴烈，

所以没有人能驯服它。有一天，唐太

宗带着一群妃嫔去看这匹马。他叹

着气说：“可惜这匹好马没有人能够

驯服得了！”旁边的人都不敢出声。

突然，武则天站出来说：“陛下，我能

治服它！我只要用三件东西就可以，

就是铁鞭，铁锤，和匕首（短刀）。”唐

太宗很吃惊，说：“这不是驯马的东西

啊！”武则天笑着说：“我先用铁鞭抽

它，如果不行，我就用铁锤锤它脑袋，

如果还是不行，我就用匕首杀了它。”

这可把唐太宗吓坏了，吓得很长时间

连话都说不出来。

 武则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唯一

的女皇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她无

情的行为，有些人因为她的性格太残

酷了所以不喜欢她，但是我觉得她是

中国历史中最有特点的人物之一。

我第一次登长城
郭泽南  九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在我上小学时，常常会读到有

关长城的课文，于是希望有一天可以

自己登上长城。碰巧那年暑假，我和

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一起去中国探

亲。在那一次回中国期间，我提出了

登长城的建议。因为我们正好在北

京看我的姑妈，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

个很好的建议，所以我就开始兴奋的

为登长城做准备了。

 去长城那一天很热，所以我和

哥哥都穿着背心和短裤，兴高采烈的

准备征服长城！在以前，我总是把登

长城想成一个特别容易的事，可是真

正到了长城脚下的时候，看到那么多

陡峭的石阶，我一下就傻眼了！在哥

哥和爸爸的鼓励下，我终于登上了长

城。我正为我小小年纪登上长城自

豪时，抬头一看前面的又长又陡的石

路，我的腿都软了！可是，最终我还

是斗志昂扬的走了下去，因为我想，

大家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小

小年纪就已经是登上长城的好汉了，

真是了不得呀！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登长城没

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可是我还是

觉得爬长城是一个很好的经历（也是

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当我站在

长城上时，感觉我像一个正在站岗的

中国古代士兵，也感觉到作为一个中

国人的骄傲！

我最喜欢的百奇饼干
黄婷婷 九年级   指导老师：郭为

 上星期我去超市买了很多东

西，其中就有我非常喜欢的饼干。我

最喜欢的饼干叫“Pocky”， 中文名字

叫做 “百奇”。

 百奇最初起源于日本，现在已

经成了非常有名的饼干。百奇饼干

在东亚很多国家，如中国和韩国，都

有很高的知名度。百奇饼干有很多

种风味，包括牛奶，慕斯，绿茶，蜂蜜，

巧克力和香蕉。我最喜欢的是巧克

力口味的百奇，当然其他滋味的饼

干也都很好吃。百齐不光有很多种

口味，也有很多种吃法。有些餐馆把

百奇放在冰淇淋里做为餐后的甜食。

在日本，好些酒吧把百奇放在冰水里

面一起供应。有人喜欢先吮吸百奇

上的糖衣，然后再吃饼干的部分，其

实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这样做，当然

我现在不这样做了。

 很多人也喜欢用百奇做游戏。

这游戏需要两个人，一个人把百奇的

一头放进他嘴里，另一个人在把百奇

的另一头放进嘴里。两个人要一起

吃那百奇，但是不可以把百奇弄破。

如果百奇中间被弄破了，那么游戏就

算是失败了。成功的玩法要两个人

一直吃百奇，直到他们的嘴彼此碰到

才可以停止。

 从小我很喜欢吃百奇，所以每

次我去超市的时候我买很多。还没

有吃过百奇饼干的人真的一定要尝

一尝，我保证你会非常喜欢它！

南郭先生怕考试
郭为      里海谷分校

 南郭先生当然还是我这住在学

校南边的郭先生，上次刚刚胡诌过

《南郭先生上讲台》，现在马上又要进

考场，虽然只是学生去考，但是和老

师被烤也差不多少。心里惴惴也不

用说了，精心准备更是理所当然。

 从古至今，喜欢考试的人恐怕

是凤毛麟角。记得还没有上小学的

时候，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突然就从

天上摔到了地下，简直就是从九天揽

月直接改成了五洋捉鳖。印象最深

的还是上学以后不久，老师就在课堂

上宣布，以后的考试都是开卷的了，

而且要同学们结合生产实践自己出

题。好家伙心里的舒服畅快，就像是

把鱼缸里面的金鱼放入了大海，虽然

不习惯，但是广阔天地的前景毕竟是

引人入胜。等到若干年后又恢复了

考试乃至高考，必须要把以前耽误的

功课一一补回来，方才想起当年老师

宣布取消考试时候的眼神，真是无奈

加上怜悯。

 那时候不光是副统帅从天上摔

到了地下，而在地下安睡了几千年

的圣人孔子也被惊动，不得不上来接

受傻瓜木偶的批判。过了不多几年，

政府再次展示改正错误的拿手好戏，

想必也是孔子的道行深远，圣人的牌

位再登大雅之堂不算，更作为中国的

名片，派给了世界各国。以前说起留

学生，总是想到十年寒窗的中国学子

从天朝去到美国之类番邦蛮夷之地。

但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更多的是许

多金发碧眼也争先恐后地投奔解放

区，反过来更促进了孔子学院的遍地

开花，中文资格考试也跻身于美国中

学生的日程之中。前面说到南郭先

生招摇撞骗成了中文老师，虽然不需

要奏乐吹竽，但是刚刚走上讲台，学

生就要面临考试，也算是劳苦担重担

了。

 一个班的孩子需要去考 HSK，

另一个班的学生则是专为 SAT 的

AP 中 文 而 来。HSK 是 中 国 官 方

的汉语水平考试，类似于如雷贯耳

的 TOEFL，而 AP 中文则是美国大

学理事会 (College Board)，相当于天

朝的教育部，所设立的中文作为高

校第二外语的高中预科 (Advanced 

Placement) 考试标准，类似于天朝的

英语四级。简单地说就是 HSK 是中

国承认的中文水平考试，而 AP 中文

则是美国官方认可的第二外语的大

学水平。后者还有个经济效益，如果

学生能在高中期间通过 AP 中文水

平考试的话，从理论上说，大学期间

的学费可能省个万八千的。

 来龙去脉弄清楚了，那么本质

也就容易理清了。所谓 HSK 当然就

是中国人考中国人的汉语水平，而

AP 则是洋人考洋人的汉语水平。理

所当然的，前者的试卷题目都是中文

的，中规中矩；而后者的试卷题目则

都是英文的，真正精通汉语的人，恐

怕一时还不容易看懂。下面的照片

分别是 HSK 和 AP 的试卷，出题之

人是敌是友，包括居心何在，都是昭

然若揭。

 

 平心而论，汉语就算不是世界

上最复杂的语言，其难度也绝对是名

列前茅。HSK 分成了一二三四五六

各个级别，学生对号入座就行了。可

是 AP 受到自己身家地位的限制，非

要加上一些复杂或者是高深来，才能

显出美国大学的学费收的不算太贵。

话说回来，整个美国，除了中央情报

局的尖端特工，又有几个人肯下功夫

学汉语？但是 AP 又不能不考，所以

只好在考试的方式上做文章。HSK

考的学生是否 " 会 " 汉语，而 AP 则

着重强调 " 吹 "。如果 " 吹 " 有些难

听的话，那就改成 " 表达能力 "。既

然是 " 表达 "，自然也就没有一定之

规，也就是没有评分标准。

       下面就是 HSK 和 AP 考试的内

容范围和成绩比重的比较，以 HSK

四级为例，名义上写作或者表达部分

占 15%，但是其中 10% 的内容实际

上还是某种形式的填空，最多只能算

是词句排列，所以其真正表达部分，

也就是学生需要自由发挥，老师可以

酌情或者随意评分的部分，其比重只

占 5%( 具体分数的算法设计的非常

复杂，所以 5% 只是个大概 )。接下

来再看 AP 考试，比重占 50% 的表达

部分都完全要看学生的自由发挥，同

时评分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判卷老

师自己对特定学生表达方式的认可

程度，所以下面的表格中，南郭先生

称之为主观性评分。

  考试项目    AP     HSK    评分标准

  听力测试    25%    45%    客观

  阅读理解    25%    40%     客观

  词句排列               10%    客观

  写作表达     25%    5%     主观

  口语表达     25%             主观

 这个原则设计的初衷当然是让

实际上不会汉语的美国学生都能拿

到一定的分数，但是其缺欠也是一目

了然。因为总成绩中 50% 的部分都

是不确定，至少是不能完全确定的，

或多或少依赖于评分老师个人的主

观的标准。还是拿以前的南郭先生

自己做例子，齐宣王在上面做评判的

时候，就是功勋艺术家，高级待遇，但

换成了齐缗王掌权的时候，则马上成

了沽名钓誉之徒，需要立刻脚底抹

油。

 真相大白以后，再来指导学生

备考自然就可以有的放矢了。无论

怎么说，HSK 都是基础，考试内容也

是条理分明的中文基础知识，对于大

多数第二代华人孩子来说，自小就从

基础中文学起，一般来说中文学校

毕业时，只要认真准备一下，考过四

级 HSK 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语

言的基础知识，或者说是语言功底的

考试，所以备考辅导很难有明确的针

对性，但是让孩子们能够熟悉考题形

式，把几类问题的解答方法和技巧反

复练习，确实也会收到明显的效果。

 至于 AP，虽然是海阔天空，更

时不时地有些别出心裁，但其听力

和阅读两部分，共有 50% 的内容是

和 HSK 相似相关的，虽然有些变换

和花样，但由于题目都是英文的，孩

子们理解迅速准确，所以对已经通过

HSK 考试的学生来说，这两个部分

都是非常容易准备的。至于阅读题

目中偶尔出现的插图之类的包涵特

定文化符号的内容，只能靠平时见缝

插针地给孩子们灌输了。

 AP 考试的另外两个部分，所说

的写作表达和口语表达，对于好些在

中文学校长大的孩子们，相对来说是

比较生疏的。好些作文水平相当好

的孩子，口语表达的临场发挥都需要

加强练习。AP 考试全部在电脑上进

行，所谓的口语表达就是对这话筒说

话，而写作表达则是在键盘上用拼音

输入，所以这两个部分实际上也是相

通的，其关键之处就是，在较短的时

间里，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文字尽快地

组织好，并且准确地 " 说出来 " ，而

这自然也就成了 AP 中文教学训练

的主要目的。

 南郭先生啰里啰唆地说了这么

一大通，难免又隐隐听到滥竽充数的

指责。好在吉人自有天相，班级里的

孩子个个聪明上进，成绩不用担心。

其实话说回来，老师的功劳虽然可以

夸大，当然也可以忽视，真正去考试

的还是学生。老师再吹嘘自己的本

事，没有孩子们的配合也是白费。就

像古时候的老南郭先生，本事再大，

音乐之声也是从竽里面发出，如果

把 " 竽 " 换成 " 芋 "，给老人家一块

地瓜让他表演，恐怕结果也会很不乐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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