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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崔中华　指导老师　李琪

	 我叫崔中华。我二00七年出生

在美国纽约市。我今年九岁了，在纽

约上三年级。

	 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大

哥，	二哥，和我。我的二哥有时和我

玩。我的大哥不和我玩。

	 我最爱玩	Lego‘s。我经常不停

地玩几个小时，把几百个小零件拼

装在一起。

	 去年我爸爸带我们到中国玩。

我们去了三峡大坝。我们的船上升

了很高才越过大坝。爸爸说这是世

界上最大的大坝。我的印象很深。

自我介绍
 封浩轩 指导老师：李琪 

	 我 叫 牛 牛 ，今 年 六 岁 。我 在

二	00	九年出生。我的生日是九月

二十五日。我是小学生。我上一年

级。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阿

公，阿婆，和我。我没有兄弟姐妹。我

住在纽约。我很爱我的家人。

自我介绍
 陈雨轩　指导老师：叶翠

	 你好！我叫陈雨轩，我在二　

ＯＯ九年出生。我的生日是五月	

十七日。我今年六岁。我家有六口

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妹妹和

我。我们一家人住在纽约。今年我回

中国过春节，我看到了舞狮子，鞭

炮，烟花，我家里也挂了灯笼，我们

很高兴，希望明年再回中国。

自我介绍
 梁泳曦  指导老师： 叶翠

	 你好！我叫梁泳曦，我在二

OO 七年出生。我的生日是十二月

十八日。我今年八岁。我家有四口	

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们一	

家人住在纽约。我喜欢足球和篮球，

我还喜欢画画。我爱吃Pizza。

自我介绍
 崔思城  指导老师： 叶翠

	 你好！我叫崔思城，我在二

OO 七年出生。我的生日是四月

二十一日。我今年八岁。我家有五

口	人：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和我。

我	 们一家人住在纽约。我喜欢玩

Terraria,	大部分游戏我都喜欢。

自我介绍
 薄君弈  指导老师： 叶翠

	 你好！我叫薄君弈，我在二

OO 七年出生。我的生日是十二月

二十四日。我今年八岁。我家有三口	

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一家人住	

在纽约。我喜欢运动和玩游戏。

自我介绍
 林翔 指导老师： 叶翠 

	 你好！我叫林翔，我在二 OO

八年出生。我的生日是一月三日。

我今年八岁。我家有六口人：爸爸、

妈妈、哥哥、姐姐、妹妹和我。我们一	

家人住在纽约。我喜欢玩游戏和看

电视。

自我介绍
 冯伟庭  指导老师： 叶翠

	 你好！我叫冯伟庭，我在二

OO 九年出生。我的生日是九月

二十日。我今年六岁。我家有三口	

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一家人住	

在纽约。我喜欢玩Lego。

自我介绍
 张颖琳  指导老师： 叶翠

	 你	 好！我叫张颖琳，我在二

OO 八年出生。我的生日是一月

二十八日。我今年八岁。我家有五口	

人：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和我。我	

们一家人住在纽约。我喜欢看电视、

画画和跳舞。

自我介绍
 张逸峰 指导老师：叶翠

	 你好！我叫张逸峰，我在二
OO 九年出生。我的生日是十月六
日。我今年六岁。我家有五口人：爸
爸、妈妈、两个姐姐和我。我们一家	
人	住	在	纽	约。我喜欢踢足球。

自我介绍
 梁来恩  指导老师： 叶翠

	 你好！我叫梁来恩，我在二
OO 五年出生。我的生日是十一月
二十二日。我今年十岁。我家有五口
人：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我。我
们一家人住在纽约。我喜欢弹钢琴。
我还帮妈妈清理房间。

自我介绍
 梁祖恩　指导老师：叶翠

	 你好！我叫梁祖恩，我在二
OO 八年出生。我的生日是五月三
日。我今年七岁。我家有五口人：爸
爸、妈妈、哥哥、妹妹和我。我们一	
家人住在纽约。

狮子和老鼠
 范杰　指导老师：徐燕、孟春辉

	 狮子是森林中最大的动物之
一。他能跑，能跳，还很有力量。当他
气昂昂地走在丛林中时，毎个动物
都敬怕他。有一天，他炫耀自己跳得
最高。他一下就跳上了悬	崖，又跳
下山坡，引来许多羡慕的观众。他跳	
呀跳	，终于累了。当狮子慢慢地走
回家时，他掉进了一个深洞。这时他
己经没有力气再跳出深洞了。过了
很长时间，天快黑了，狮子知道他会
死了，狮子哭了。突然，一	个小老鼠
出现了。小老鼠是最最弱小的动物
了，怎么可能帮助狮子呢？狮子还
是叫住他，请他帮他逃跑。老鼠说，

“我可以帮你，但是有一个条件。”	
狮子很气愤，叫道“是什么！？”	

“你不要再炫耀自己”，老鼠说。狮
子不喜欢老鼠这么说，但最后还是
说“好吧！”	于是，老鼠一口一口吃
土，最后她吃出一个通道来，狮子终
于爬了出来。这时猎人从远处走来，
狮子和老鼠赶紧跑。狮子把老鼠骑
到自己背上，老鼠抓住他旳头发，他
们尽	力逃了出来。后来他们发现狮
子被打中了一枪。虽然老鼠很小和
很弱，但她很聪明，她又治愈了狮子
的伤口。以后狮子尊重老鼠了。老鼠
很快出名了，因为她帮狮子活	了下
来！

暑 假
 金 楠 宇 指导老师：李琪、孟春辉
	 今年夏天我们坐了飞机去中	
国。下了飞机后，有人接我们去南	
京。我们在	车上很长时间才到了南	
京。第二天我们去看了我们的外公。
他住在一个医院。他很高兴我们都
去看他。妈妈还给他做了运动。我	
们想他赶快好。
	 在南京我们见了很多亲戚，真
好。我们去了一个公园和博物馆。那	
儿有中国历史，但那个很无	聊。我	
很喜欢公园，很好玩。过了两天我	
和爸爸去了常州。我们坐了高铁。我
研究了高铁以后我很想坐高铁，因
为我想体会高铁的速度。我们经过	
了乡村。我不敢相信高铁速度能到
两百九十公里一个小时。我们到了
常州奶奶家。我们待在常州三天。然
后妈妈和妹妹来了常州。舅舅开车	
送她们的，她	们没有坐高铁因为	妹	
妹有一点生病。
	 离开常州，我们都坐了高铁到	
上海。在上海，我们去了上海外滩。
上海外滩非常美丽。上海旅馆很有
中国特点。那个旅馆有竹林。过了一
天后我们离开了中国。中国很美。我
想明年再去。
	

中国春节
 赵家宏 指导老师：孟春辉

	 我们在今年二月初渡过了非常
愉快的中国新年。在春节大年三十
晚上，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了
一顿丰盛的团年饭。有发菜蚝豉猪
手汤，生菜冬菇，海参花胶，年年有

鱼，芹菜香蒜炒腊肉，鸡和烧鸭，等
等，我们还一起互相祝福。我妈妈
说，这些菜都有很好的意思。说是吃
了这些菜，	大	家就幸幸福福，聪聪
明明，身体健康，快高快大，学业进
步。吃了团年饭，我们一起观看了中
国电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精彩表演。
很美，很好看，很动听。之后，我们还
打电话给中国的亲人，因为中国那
里已是大年初一，给他们拜年，祝大
家新年快乐，平平安安，万事如意。
对了，在大年初一早上，给长辈们早
上拜年问好后，我们都从长辈那收
到了新年红包--就是“利是”。太高
兴了。我很喜欢在我家过春节。

哈利波特
 赵彤菲 指导老师：孟春辉

	 我很喜欢哈利波特这套系列小
说。哈利波特是作者J.K.	Rowling所
写的系列小说里的主角。他是作者
的最大成就。哈利波特在书中是一
个小男孩，但他发现自己还是一个
巫师。随后他加入到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	他被分
到书中的四大家族之一Gryffindor。	
哈利波特发现他的家长被 Lo r d	
Voldemort谋杀.	Lord	Voldemort	是
最黑暗的精灵。哈利波特有两个
最好的朋友-	Ronald	Weasley	和	
Hermione	Granger.	通过串联，他
们计划冒险要去找到，并杀死Lord	
Voldemort.故事就是这样在这套总
共七本书里，围绕着哈利波特他们
三个人踏上了共八个旅程，与Lord	
Voldemort一直在争斗的故事。这些
旅途中有六个发生在Hogwarts，其
余的发生在英国其它地方。哈利波
特的阿姨，叔叔，和表哥他们都不使
用魔法。但他们喜欢哈利波特。我也
非常喜欢哈利波特这套系列小说，
它是非常吸引我的。

Hunter 中学考试
Lara Bernard　指导老师：孟春辉
	 我自己想去 Hunter 中学和高
中，但是很难考进去。我不是很聪
明，所以我妈妈说我应该每天学习。
每个星期天，妈妈开车带我去布鲁
克林的补习学校上课。在补习学校，
我有两个小时的英语课，两个小时
的数学，一个半小时的午饭时间和
两个小时的写作。我们有十九个同
学。除了我以外他们的家都在布鲁
克林。我住在史泰登岛。在英语课我
读文章和回答问题。我喜欢英语课
因为很简单。我不喜欢数学课因为
题目都很难。我喜欢写作因为我的
老师对我们很好。在	Hunter考试的
时候，我感到很紧张，因为考试题里
几乎没有我在补习学校学过的东
西。考完试之后我感觉还可以。我希
望我能去Hunter中学和高中。考试
成绩快要出来了，我希望我可以被
录取。

弟弟和我
 冯淑怡 指导老师：孟春辉

	 我的弟弟名字是冯富荣。他上
二年级。弟弟有棕色短发。他不喜欢
做作业。他也不会打篮球，打乒乓球
等等。弟弟很喜欢玩具。弟弟不喜欢
吃鱼，水果和蔬菜。他每天和爸爸
打闹。弟弟很害怕狗。今天，我们看
到一只可爱的白色狗，弟弟害怕极
了。我都笑坏了。弟弟的生日是二月
十五号。他最喜欢玩具乌龟和鲸鱼。
弟弟最喜欢吃薯片和热狗。
	 我叫冯淑怡。我上四年级。我喜
欢水果，蔬菜和薯片。我不太喜欢
鱼。我很喜欢狗。我每天看书和听音
乐。我有长头发，棕色眼镜和棕色头
发。我有小小的鼻子，不大也不小的
眼睛。我会打篮球和画画（画油画儿
和画国画儿）。我不太喜欢做作业。
我不喜欢弟弟，弟弟也不太喜欢我。
我和弟弟都喜欢粉红色花。我很美。
弟弟我就不知道了，	哈哈。

黄先生的实验
 范程程 指导老师：徐燕、刘燕

	 来来，小孩，听我说一个故事。
这故事说黄先生，一个很好的人。

	 风风雨雨的梁警官的事件在上周六下午最大程度地狂扫美国华人

圈。我从这件事中深深领悟到，引导孩子对工作的热情及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才是我们第一代移民的艰巨任务。华人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

为孩子规划稳定的职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常常忽视孩子是否对此职

业有Passion。什么是Passion?	Passion	从希腊动词πασχω	来，意思

是“suffer"，即受罪。Passion,	英文解释为	a	strong	 feeling	of	enthusiasm	or	

excitement	for	something	or	about	doing	something，即高涨的热情。

	 作为第一代移民，为谋生，我们毫无选择地做一切可以赚钱养家的

工作，对我们来说很难找到自己喜欢又擅长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因

此而放弃挖掘或引导孩子的	职业热情—对谋生手段的热情高涨到可以

去为之受罪！只有这种Passion	才能让孩子感到赚钱外的快乐，从而领

悟到对社会的贡献，从而升华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由此，从内心深处

发出成为社会精英的强烈愿望！

	 除了专心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我们

应该给孩子接触更多的人文教育-	自由。就如哈佛大学校长Drew	Gilpin	

Faust所说的“人文教育使你学会自我分析和评判，让你从容把握自己的

生活，并掌控其发展路径。赋予你寻找和定义所做之事的内在意义的能

力！”	

	 所以，鼓励孩子尝试自己喜欢的工作，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调整

自己生活的方向，努力创造生活的意义！幸福才会降临！

很久以前，有一天，黄先生在想，“我
没有小孩，没有弟弟妹妹，没有妻
子。我真的是很孤独的人。会有人帮
帮我吗？我活的这么长，但是还没
有看到很善良的人。有没有？”
你看，这个黄先生不是普通的人。他
很有来头，他的爸爸是国王。但是，
这爸爸特别残忍。因为黄先生不要
从他爸爸那学可怕的手段，结果，他
爸爸不给黄先生他的合法的位置－
王位。黄先生变成一个弃儿。
	 黄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他对人
和他们的本性特别好奇。他今天没
有什么事，所以他想实验一下，找找
好人。
	 黄先生去一个美食广场，找有
很多饭的人。他看见了一个男孩子
在吃一个大比萨饼。黄先生走到男
孩的前面，问他，“你好，先生。我今
天没有饭可以吃。我看你有很多，你
可以给我一点吗？我会	偿还你的。”
这个男孩看黄先生，说：“我啊？我
每天去上班，工作，所以我可以吃
饭。你呢？你什么都不做！我为什
么应该给你我的饭？你走吧，走！
我没有饭会给你！”
	 整整一天，黄先生就问人要一
点饭。没有一个人给他。天快黑了，
也没有人跟他说“对不起，我没有饭
可以给你”。就是叫他快走。还有一
次人们叫经理来了！黄先生想回家
睡觉吧，人不给，就算了！但是，这
时他看到一	个家庭，一个有五个人

的很大的家庭	，他们全家只有两个
汉堡包。“你好，我今天没有吃的，你
们有一点饭可以给我吗？谢谢！谢
谢！”黄先生说。
	 “我们会给你一个汉堡包。这里
的汉堡包不贵，也很好吃。我们有两
个，一个给你吧！”
	 “啊？谢谢你！谢谢！”黄先生
说。
	 “应该的！”
	 黄先生想，为什么他们给我饭，
但是他们也没有太多？黄先生在吃
的时候，他跟这家说话。他感到这家
没什么钱。
	 “为什么？为什么你给我饭？
你们应该自己吃，你们需要！我问
了其他的人，都有很多很多的饭，还
不给我，你们为什么给呢？”他问。
这家笑，“知足啦，我们说我们有很
多，我们还可以，还有饭可以吃！你
没有，比我们有的还少。我们帮帮
你，老天会帮我们。”
	 “你跟我说很多，但是你还不知
道我是谁！我应该是国王，但是我
爸爸不让我继承。”黄先生说。
	 “你不知道吗？你爸爸刚去世
了！你走！快点走！回家拿王位
去！”
	 两个月以后，中国有了个新的
国王。他的名称？黄先生。
	 	但是，他没有忘记这家人。黄先
生给他们工作，他们变成他的顾问。
黄先生还从那个美食广场买最喜欢
的汉堡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