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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中国的古诗词已经有了几千
年的历史了，从《诗经》中的《关
雎》、《蒹葭》、《君子阳阳》
到唐诗宋词中的《静夜思》、《枫
桥夜泊》、
《念奴娇 • 赤壁怀古》，
也包括了明清时期的《村居》、
《论
诗》、《临江仙》等著名作品。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
为风、雅、颂三部。《国风 • 秦风 •
蒹葭》是我初次遇见到的诗经诗歌，
也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描绘了诗人对“伊人”的思念，但因
为有了阻碍，却见不到她。这位“伊人”
究竟是谁 ? 是诗人的情人吗 ? 我个人
觉得这首诗表达了歌者与情人的浪漫
与思念，读了此诗，身不由己地感到
悲哀。
其次，曹操写的《短歌行》激发
了我对古文的兴趣。以前曹操这个人
物给我的印象是一副白脸、虽然聪颖
中文对我是个有趣的语言。
中文与我熟悉的英文不同。首先，
汉语很独特。英文里有规定的字
母，每个字母都有读音，读起来
会容易些。但中文没有规定的字
母，学起来会难一点。中文用象
形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读音，而英
文是用字母拼成字的。所以每个汉字
需要一个一个地认识。我觉得那就是
中文的难点。
其次，汉语有个特点，非常有趣，
但有时难理解：成语。我对成语很感
兴趣，但对某些成语不完全理解。有
一次，上中文课时，老师要求我们解
释一个成语。我选了“雁过拔毛”。
那时，我不理解“雁过拔毛”的意思，
就吞吞吐吐地说 :“大雁飞过去，一个
人抓住了几根羽毛，就形容那个人动
作很快。”老师回答 :“雁过拔毛，就
我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难的
语言之一，中文有很多特点使它
比别的语言更难。
首先，中文起源于象形文字，
而世界上绝大多数是字母文字。
中文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最早是
象形文字，每个字就表达一个意思。如，
“水”字就像潺潺的流水，“火”字
像燃烧的火焰。每个汉字都相对独立，
每个字的发音，意思和形状都没有规
律。正因为如此，学中文就很难。
第二是中文的同音字很多。因为大部
分的汉字是单音节，所以很多字的发
音是一样的。比如，“河”与“和”
两个字是同一个发音，但是两个字的
意思很不一样。很多时候，听中文时，
就会很糊涂。
中文最后的特点是有很多多音字。
在中文里有一些特别的字有多个发音。
比如“长”可以跟“常”一样发音，
或者也可以跟“掌”一样发音。这些
多音字不仅有不同的发音，而且还有

我最喜欢做的事是在外面烤
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肉是在火
上面烤的，所以味道和在家里面
做的有一点儿不同。烧烤的肉有
更香的味道，一吃就想再吃一点。
我每次烧烤就感到特别兴奋，因
为每次做的比以前做得好。我总是想
出去给我的家人做一顿好吃的饭。
我在家里有更多时间做菜。因为
有疫情，夏天就有更多时间烤汉堡。
外面的天气总是很好，所以我烧烤了
好几次。第一次，妈妈让我试试，后
2019 年的春假，爸爸妈妈带
我去坐游轮。我们先去佛罗里达，
然后再上游轮。因为我们坐的是
世界上最大的游轮，爸爸妈妈想
让我见识一下，对我将来学习有
帮助。
因为是第一次坐游轮，我上了游
轮以后特别开心，还特别激动。在游
轮上我坐了个气球，它会带你到海面
的上空。我在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海洋，
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下面的人看起来
像是小蚂蚁一样。特别好玩但是又特
别可怕。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坐。我坐

古诗词与我
中文 AP 班 李安愉

指导老师 窦泽和

过人，却刁滑奸诈，常被视为《三国
演义》中的反派角色。没想到他也会
写诗，这让我感到惊讶。从他的诗中
可以看出他的爱才、“唯才是举”的
信念。
我也在《三国演义》中读到了曹
操与曹嵩的故事，也更全面地了解了
这个人物。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写出了曹
操心中不死的抱负。他的儿子曹植也
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代表作品有《洛
神赋》和《七步诗》、《洛神赋》中
描写了曹植与洛神的爱情与离别，看
来父子二人都是情深义重的文才。
刘禹锡写的《陋室铭》也让我印象很
深刻。他用了仅仅几个字抒写了虽然

方言就是家
中文 AP 班 李健悦

指导老师：窦泽和

是形容那个人很快 ? 那你对这个成语
的理解是错误的。”我那时就感觉十
分尴尬，一时不知所措。后来我知道了，
“雁过拔毛”的意思是一个人贪得无
厌，连大雁飞过去的羽毛都放不过。
对我来说，成语听起来很文雅，好听。
最有趣的是，每个成语来源于故事或
诗词，比如“瞒天过海”，”叶公好龙”
等等。
最后，你觉得自己对中文有了一
定的概念，但去中国某些地方后也并
非听得懂那里的语言。这就是方言。
中国有十大方言：官话方言，晋方言，
吴方言，徽方言，闽方言，粤方言，

学中文方法
中文 AP 班 胡彦杰

指导老师：窦泽和

不同的意思。读中文的时候，得要根
据意思来决定发音。
学任何一种语言，都要学会听说读
写。我的听说能力比读和写更强。这是
因为爸爸妈妈在家说中文，也要求我用
中文跟他们交流。相对来说，读和写就
困难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认字对我那么
重要。字认得不够多，就没法读文章。
认字对写也很重要。现在大部分人都不
再用手写中文，而是在计算机上用拼音
输入汉字。也就是在计算机上输入拼音，
然后用你的认字能力从很多同音字中挑
出正确的字。
我的妈妈教过我一个好方法认字。
她的方法有三步。一看到不认识的字，
首先就得要看是什么偏旁部首和结构。
比如上下结构，左右结构，里外结构

我喜欢烧烤
马立平七年级 符哲涵

指导老师 郭小川

来我就每个星期都烤一次。
除了汉堡，我也喜欢烤别的东西。
我每次都会烤辣椒，芦笋，洋葱，和
很多别的东西。每次做都会做新的菜。
我经常烤的是烤汉堡。其实挺简单的。
一开始，我就做得挺好。然后把面包
和洋葱都放在汉堡里面，吃的时候又

坐游轮
马立平七年级班 赵源舜

指导老师 郭小川

完了就感觉不可怕了。这是一个非常
好玩的项目。
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项目是空中
飞人，他们把我放到一个管道里面。
里面有风吹着你，所以你是呼吸不了
的。我在飞的时候我很害怕，我感觉
我都要被吓死了。但是最可怕的事情
是在飞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怎么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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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爱迪生分校
屋子简陋，作者却没有怨恨，表示
自己不同流俗、品德高尚。“山不
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
则灵。”这两个美妙的诗句也描述
了一幅优美的山水。虽然山高，有
了仙人就有了名声；水固然深，但
有蛟龙就神妙；这座简陋的屋子，有
了一位高风亮节的人，并不觉到丑陋。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就像
诸葛亮与杨子云一样，“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遇到了不利的情况，我
们应该像刘禹锡一样高尚纯净。
这些作品虽然有了几百年的历
史，但我们还能通过它们理解历史中
发生的事件，也能够欣赏几百年前的
风景，也能感受到作者的悲欢离合。
读起它们，如唱歌一般。这是几百年
古人说的话，仍活在我们的舌尖。通
过诗词，我们能够跟千古名人交流，
也可以把他们带进现代的生活，铭记
古人的智慧。
客家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平话
土话。各个方言都很不同。比如，
北京人与上海人讲的话就是像两个
语言似的。某些方言外地人都几乎
听不懂，比如温州话。附近的上海，
宁波人听起来时会一脸懵逼。我的
老家在东北，有的时候我也不理解家
人在讲什么。想学好一个方言，也不
简单。如果你不是那里土生土长的人，
会很难说好那里的方言。令人遗憾的
事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会说
方言了。因此，中国的很多美妙的方
言在渐渐地消失。方言就是家。方言
没了，家也永远不一样了。
因为疫情，我今年回不了国，但
我还想继续学中文。于是，我就通过
网上了解中文，比如看纪录片、看书、
等等。疫情过后，才可以回国，学新
的知识。
等等。第二步是看一看在这个生字
里有没有我认识的字。要是有的话，
就得要用知道的字的发音来猜出生
字的发音。最后一步就是用生字前
后的字来确定音调。比如，“认”
字里有“人”字。要是我不认得“认”
但是认得“人”，我用这个方法来猜
出“认”字。这样，有很多不认得的
字就可以猜出来了。这个办法很有效
是因为 80% 以上的汉字都是形声字。
第二个方法是我从学英文带过来的
技术。读中文的时候，不用把每个字都
读出来。有一些时候，要是你知道生字
大概的意思就可以了。比如，你读一段
课文，但是你不知道一个词，你可以猜
一下词的意思：是一个地方吗 ? 还是一
个人的名字？这样，你可以读懂课文的
意思而不需要认出所有的字。
这些方法为我读中文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让我学中文进步快一些。虽然
这些办法可以帮你学中文，但是你还
是需要付出努力和时间才能学好中文。

脆又香。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
因为我平时在家里面吃中国
菜，所以我喜欢用不同的方法做菜，
换换味道，吃点别的东西。在外面
烧烤的时候，可以尝试新的做法。
比如，牛排既可以用锅煎一下，也
可以在烤架上烤。两种做法很不同。
而且别的菜也可以用不同的做法做。
我比较喜欢尝尝以前没有吃过的菜。
在疫情时间既然不能出去旅游，
在家里也有很多事可以做，比如烧烤。
尝试新的东西也一样有趣。
后不知道我怎么翻了个跟头。可
把我给吓坏了。但是这是一个很
好的记忆。
这次坐游轮不仅玩得很开
心，而且吃得也特别特别好。他
们的比萨饼香脆柔软，非常好吃。
每次进去这个餐厅能闻到香香的味
道。 啊， 一 想 起 那 个 味 道 就 想 再 去
一 次。 这 种 美 味 只 能 在 游 轮 里 能 吃
到， 在 其 他 的 地 方 是 吃 不 到 的。 所
以我感觉上游轮是一件特别好玩的
事 情。 建 议 你 要 是 没 有 去 过 的 话 一
定要去试一试哦！

《十一》读后感

在桑德拉 • 西斯内罗斯的写
实故事《十一》中，主题表达了，
无论多大年龄，我们的一部分都将
保持不变。想象一下，今天是你的
生日，你正在改头换面。你不会马
上感觉到，所有那些年少的自我都
在你体内积累。故事的主角瑞秋就是这
样。她没有体会到十一岁的成熟，虽然
她满了十一岁。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就像洋葱内部的层一样，她的某些部分
将保持不变。
对每个人而言，无论你身在何处，
小时候的某些部分永远都是你的一部分。

标准中文六年级 冯晓茜

《十一》通过一系列重复，支持它的主
题。故事中的主角瑞秋重复了许多事实，
说明她的年轻自我是如何在她身上建立
起来的。文中写道：“今天是我十一岁
的生日，但是我在大家面前哭得象个三
岁的孩子。”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瑞秋即
使在十一岁时也能表达自己的年轻自我。
当她三岁时，她的一部分开始在她身上

建立。此外，文中还指出：“你不会
感到十一岁。不是马上。当别人问起
时，你需要几天甚至几周，有时甚至
几个月才会自然回答十一岁。“这是
一个更广泛的例子，说明了瑞秋不总
是习惯自己的年龄。她也是十岁、九
岁、八岁直到一岁，因为那些部分仍然
在她身上存在。她可能已经十一岁了，
但仍然很难有这种感觉。
总而言之，在桑德拉 • 西斯内罗斯
的故事《十一》中，主题描绘了无论你
多大年龄，都将永远保持你年轻的自我
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顾庄华

顺应时代背景 华夏中文学校
将举行首届“华夏杯”文创大赛
为了弥补由于疫情而暂停了两年
的面向中、高年级的辩论比赛，总校
教学团队经过反复切磋讨论，推出首
届“华夏杯”文创大赛。
本次大赛面向华夏中、高年级学
生，采用团体赛制，主题定为“打破
华裔固化形象”-- 旨在紧扣当前社
会形势， 引导“华二代”直面种族
歧视抬头的美国社会，这是总校团队
顺应时代，把文化背景嵌入中文教学
的一次创举。
在推出大赛组织规则后，为了帮
助各分校积极备赛，总校请来对“华
二代”心理健康和身份认同问题有多
年研究的台进强老师对大赛主题做了
一次分享介绍。通过华裔子女讲述成
长体验、美国华人历史故事及华裔榜
样人物故事，比较中美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关系华裔利益的时事话题等不
同视角，进行理性的探索与思考，以
期达到：
1. 使“华二代”能更深地体会
理解中华文化，树立文化自信，以免
误读误解和被恶意扭曲而不知；
2. 使“华二代”勇敢正视族裔并
存与冲突的现实以及无法回避的种族

主义问题，在多族裔环境中，如何面
对和反思对华裔的刻板印象和“模范
少数族裔”标签等问题；
3. 帮助“华二代”和“华一代”
共同成长。华裔父母要顺应历史发展
转变观念和言行，给孩子正向引导，
使他们能积极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和社
会问题，培养华裔孩子的文化自信和
性格自强，认识华裔群体和个体自我，
实现两代人顺畅的文化沟通；
4. 引导和培养“华二代”对华
裔美国人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不仅仅
文化习俗方面的，更有政治和社会参
与方面的，从而产生自我认同感和自
豪感；
5. 助力“华二代”塑造自尊自强
积极健康的心理人格，防止和克服文
化“夹缝人”心态。
希望借助此次大赛推广“参与和
活动任务式”的主流教学方式，使华
夏中文学校从“老师教 + 学生被动学”
的传统课堂模式中蜕变革新。
大赛组委会期待学生积极参与，
用他们最善长的表现形式表达出他们
最强的心声和最炫的风采！
（华夏中文学校 培训部 薄英戡）

转型成功 成绩优异 未来可期
爱迪生分校鼠年回顾牛年展望
自从 2020 年春季开始，华夏爱
迪生分校也和各兄弟学校一样经历了
新冠肺炎的冲击，学校不得不转入远
程教学模式，很多文体课和俱乐部也
因此暂停。在校委和老师的群策群力
辛勤付出下，学校得以成功转型，我
们的中文教学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转。
另外我们新开了编程和人工智能课，
方便了对这方面知识感兴趣的同学
们。从去年夏天开始，我校廖山漫老
师在中文课之外，免费开设了中华文
化小课堂，帮助同学们了解中国悠久
的历史和文化。
过去的一年中我校学生积极参与
了华夏总校以及社区主办的各项比
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此，我们
向比赛主办方、参赛者和获奖者致以
诚挚的感谢。下面是部分获奖者名单：
华夏演讲比赛一等奖：黄语萱
华文畅想曲作文比赛获奖
一等奖：于笑涵，刘丹迪
二等奖：张凌瑞，李漪宁，
林妮可，徐书楷，鲁东
习作奖：魏欧文，金怡
书画比赛人气奖：李安愉，李健悦，

黄语萱
华夏中文学校跳绳比赛：吴乐洋、
吴乐涛获少年组前两名
侨报中文写作大赛复赛
二等奖：韩子奇、胡又奇、王晗溥、
于德帆
三等奖：胡海蒂、柳智景
华夏杯网上中华知识竞赛
一等奖：符哲涵
二等奖：韩子成
三等奖：符哲睿，于德帆，柳曼颖
送走了鼠年，我们迎来充满希望
的牛年。由于大家无法像往年一样聚
在一起欢歌笑语共度佳节，学校推出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网上春节晚会。晚
会节目全部出自本校的家长和同学。
这场晚会从主持、表演到抽奖，每一
个环节无不体现出组织者们的认真细
致和表演者的优秀才华，得到了观众
们的高度认可。
现在疫情正在一天天好转，让我
们共同祈祷那美丽自由的生活尽快到
来，到那时孩子们在一起无忧无虑地
玩着游戏，父母们脸上的皱纹也将消
失无踪。

实景课堂走进爱迪生中文学校
廖山漫

实景课堂是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热爱中华文化的同学们没有被空间
会为海外华裔学生精心打造的一个
限制，远程学习了很多丰富多彩的
教学平台，实景课堂把中国丰富文化
课程。实景课有适合不同年龄的内
资源通过老师的引领，实景呈现给任
容，让年龄小的同学们感兴趣的一
何热爱中华文化的海外学生。爱迪生
个版块是小手工，每一节课后老师
中文学校借助这个课，为孩子们搭
都带领学生做一个手工，生动有趣，
建了一个学习中华文化的的新平台。
很受低年级小同学欢迎。考虑到实景
去年周末中文学校全面转入线
课内容语言部分比较不容易理解，我
上学习，我把这个学习平台带给了
为每一次的实景课增加了一节 Zoom
爱迪生三年级的学生们，并以新的
课，把实景课的主题归纳总结，然
教学模式分享给学生和家长：每周
后根据主题适当补充一些语言知识
实景课后，又增加一节 Zoom 课，为
和活动来让这节课更加丰富。例如，
学生讲解和深化实景课的学习内容。 实景课《苏绣》，同学们认识了中
暑假期间，中文学校放假了，实景课
国四大名绣，同时我把和丝有关的
题依然成为学生们每周有趣的活动。 桑蚕桑树等植物知识介绍给了同学。
2020 年秋天，学校的校长们毅然将
《中国酒》这一课不仅了解到几千年
实景列入学校的文化课，免费向全
酒的历史，而且学习了“酒”字的
体学生开放。如今坚持上实景课堂
故事。以及历史上很多文人饮酒吟
的学生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
诵的豪迈，我们还学习了历史故事
他们依然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鸿门宴”上的酒，有个学生还让
在这个课上，学生们每周六和周
妈妈给做米酒，学习李白醉酒吟诗。
日上午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可
有时候我们会在 zoom 课上去学习一
以选择和世界各地的同学们连线实
个人物故事，如“匡衡凿壁偷光”、
景课，直接参与网上互动， 或者选
“头悬梁锥刺股”，“孟母三迁”、
择自己听课。与传统课不一样的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文房四宝”
实景课不只是通过口述、图片和视频
等等有趣的知识，我们也会学习诗
的学习方式教学，而是由年轻的老师
歌，以及适当的知识竞赛。
带着学生走进实景，去感受大自然，
实景课的确是一个引领学生认
人文景观，文化活动。实景课的内容
识中华优秀文化的好平台，是中文
从中国山川河流、城市地理、历史人
学习一个非常好的补充，不仅能激
物、文化遗产、各地饮食、传统佳酿、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也鼓励学
诗词歌赋，无所不及，文化内容跨
生在活动中学习，在玩乐中获得知
越了时空，立体生动地把中华文化
识。实景课上老师不用一个英文词，
展示给世界各地的学生。尤其在全
学生不得不跟着听，听不懂，但能看，
球疫情肆虐的这一年，我们爱迪生
这也是外语学习追求的境界 - 在中
文沉浸式的语言环境中学习。如果孩
子们能坚持不懈地接受浸染和熏陶，
他们的进步将是无法想象的，学习
的不仅是文化，也是语言。

登三清山
文化小课堂 游弘毅

指导老师 廖山漫

望过山峰看白云，
遥见海狮和观音。
绿树长在石头缝，
若看美景登山顶。
一年级一班李乐山同学和妹妹在实景课完成
的手工：牛牛

二年级李勇辉同学在学习实景课《榕城》，成
语借花献佛，向大家展示家里做佛跳墙的餐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