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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交流
东郭先生和琪琪

儿童学习成语心得
 刘鲁粤 里海谷分校

道听途说
范缘萍

	 有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鲁
鲁。鲁鲁经常被几个男孩子欺负。那
几个男孩子听别人说“鲁鲁经常说
谎骗人，尤其是对自己的朋友。”	所
以，他们觉得应该教训教训鲁鲁。
	 其他小孩儿听到他们说的话，
也认为鲁鲁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大家都不愿意做他的朋友。鲁鲁觉
得很奇怪，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但
是，小孩儿们都对他不友好。
	 有一天，那其中的一个男孩子
把他心爱的手机丢了，他很着急，可
是哪儿都找不到。	鲁鲁在放学的路
上，无意中看到树下有一个亮闪闪
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高级
手机。他捡起了手机，赶快向周围的
人打听有谁丢了东西。	很快有人告
诉那个男孩儿，鲁鲁找到了他以后
把手机还给了他。当那个男孩儿从
鲁鲁那里拿到自己的手机的时候，
他就再也不相信别人说鲁鲁的坏
话。从此，大家都知道鲁鲁是一个诚
实热心的好孩子。后来，其他几个男
孩儿也都成了鲁鲁的好朋友。
	 这个故事说明了不能相信道听
途说的事情，只有自己真正地看到
了，听到了才是真的。

考试的利与弊
李欣怡

	 考试。真的是一件好事情吗？
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事情，考试
也是有利有弊。
	 首先，考试一定是你学习中最
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考试，你能更好
认识到你应该花更多时间在哪种题
目上。你也能发现到哪种题目对你
更简单些。我十分同意考试对我们
掌握知识有很多好处。
	 但是，考试对我们的精神健康
有害。当你为考试复习的时候，很容
易把太多压力放到身上。而且，考试
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太紧张。因此，
你会得到很低的分数。这样，你的自
信心会受到打击。
	 还有，很多时候，孩子们有可
能还不能全部理解所学的内容，于
是会死记硬背所学的材料。当他们
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无法做到“融
会贯通”。对这种情况，有很多比考
试更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应该
变换题型还有让学生多练习。这些
方法不仅会提高你对一个题目的理
解，它们还会保证你对所学的内容
很好地掌握。

考试
高圣雅

	 我不喜欢考试，但是，在我们
的人生中，我们都要经过很多的考
试。如果没有考试，作为一个学生，
我就不会长知识。考试很重要，因为
只能这样，我才会学到新东西。考试
会让学生想到，“为什么我的老师在
教我这个？这个会不会帮助我的未
来？”	如果没有考试，学生不会认
真地想老师教学生的目的。学生会
以为上课是不必要的，以后会失去
上课的兴趣。
	 现在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上网
找答案。我们要思考问题。考试就让
我和别的学生知道怎么分析问题，
然后怎么得到我们要的答案。这种
能力是很难得到的。
	 因此，即使考试不好玩儿，我还
是赞成考试，因为考试会帮助我的
未来。如果我现在不好好地学习和
考试，那么将来会后悔的。所以，考
试会让我更好地学习，会激励我更
好地学习。

没有考试该多好
范缘萍

	 老师总是认为考试是检查学生
有没有学会的好方法。所以，做学生
一定会有很多考试，但是我觉得考
试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考试让我感到有很大的压力。
很多时候，考试成绩并不能真正地
表现出我们学会了多少。比如，考
试的时候，我总会觉得很紧张。有的
时候我看到第一道题，我的脑海里
什么也想不出来。然后，我就会开始
慌张，心想：我大概什么也做不出
来了。往往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才
会放松一点儿。然后，会把第二页做
完，再回去做第一页。如果有时间检
查，我总会觉得我的答案可能是错
的。所以考试的时候我不能正常地
去思考，也就不能表现出我真正学
会了什么。
	 其实，如果没有考试，我也会努
力学习。没有考试该有多好！

欲速则不达
高圣雅

	 丽丽走进教室对老师说：“老师
您好。”		
	 “你好丽丽。请你找到你的座
位。”	丽丽立刻坐在她的座位上。
	 当每个学生来到教室后，老师
就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征文专栏。
丽丽最不喜欢写文章了。她叹了口
气，然后举起手问：“老师，这个文章
我们什么时候要写完？”	老师回答
说：“丽丽，我会说的。请你等等，让
我先说。”	老师继续地说为什么她
让我们写文章。丽丽坐在那里生气
地等她的老师说完话。
	 “明天，我要你们把文章交到我
的房间里面。”	丽丽听到老师说的
话后，觉得更加生气。她想：“我怎么
可以写一篇文章？我最不喜欢写文
章了。哎呀，这个老师真让我生气！
啊，我有一个办法！我可以上网找
一篇文章，然后就说是我写的。
	 老师说完后问：“同学们，你们
有问题吗？如果你们要我帮你们写
你的作文，你可以问我。然后，我可
以指导你。此外，我可以修改你们的
文章。”		没有一个同学举手，所以老
师就说：“好，	如果你们没有问题的
话，就下课吧。”
	 丽丽赶快走出教室的门，跑到
校车的地方。丽丽对自己说：“终于
放学了！”
	 丽丽回家后就到网上搜了一个
文章，	这篇文章叫《欲速则不达》。
她找到文章后就把它打印出来。
	 一天过去了，丽丽又要上学了。
每个学生都把他们的文章交到老师
的手里。然后，丽丽的老师开始说：

“学生们，我可要警告你们，如果你
在网上搜到了一篇文章，做为你的
作文的话，你会得零分。所以，如果
你真是用网上的文章做为你的文
章，请把它收回去重做。”	丽丽想：

“我的老师怎么会知道我是用网上
我的文章？我不用重做了。”
	 星期五到了，老师让丽丽到她
的办公室，丽丽到了以后，老师就跟
丽丽说：“我想跟你说一下作业的事
儿。”丽丽回答说：“行。”		“你的文章
是不是是从网上找到的，说实话，如
果你撒谎，你会被处罚。”	丽丽不得
不得说实话了。
	 老师听到丽丽说的话以后觉得
很不开心。她跟丽丽说：“丽丽，你怎
么可以这样？我都已经说了，如果
你要人帮助你写作文的话，我可以
帮你的。你为什么从网上弄了一篇
文章？你这叫抄袭，是犯法的！你
知道吗？”	丽丽哭着对老师说：“我
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是没有自
己写你的文章呢？”				“因为我不喜
欢写文章。”
老师：“这不是借口。丽丽，我对你很
失望。”
	 同学们，现在你们知道了偷懒
的结果。孔子曾经说过：“无欲速，无
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
不成。”	因此，偷懒的后果不仅不会
帮助你的未来，也不会让你在生活
中健康成长。

感恩节快乐
高圣雅

	 感人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在感人节的那一天，我们都有人去
感谢。其实，如果我要感谢一个人，
我不知道应该说谁，因为我有太多
人要感谢。不管是家人，朋友，老师，
邻居，甚至陌生人，我都要感谢他们
的帮助，向他们说一声谢谢。但是，
我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家人和朋
友。没有他们我就不会那么的开心。
	 我想感谢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给
了我一种爱，别人是不能给我的。我
的爸爸和妈妈买了一个这么好的房
子让我在里面吃和睡，让我因此觉
得很幸福。每天我回家的时候，妈妈
会拥抱我以后问我今天在学校怎么
样。有的时候我讨厌被问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我想想别的孩子的生活，
我就会知道我的父母多么地爱我。
我不开心的时候，我的父母会让我
哈哈大笑。我开心的时候，我的父母
也跟我开心。
	 我也想感谢我的朋友因为她们
让我很开心。从小到大，我的朋友都
很支持我。我的朋友会让我觉得很
幸福。我没有人说话的时候，我的朋
友会站在我旁边陪我。
	 感恩节很快就要到了。我知道
在我生活中，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
父母和朋友。星星会让黑天变得更
亮。我的父母和朋友会让我也变得
更开心。	

家庭，朋友，老师
范缘萍

	 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它是美
国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其实，我们每
一天都要感恩，我很感谢我的家庭，
朋友，还有老师。
	 我感谢我的家庭和朋友是因为
他们总是关心和爱护着我。当我有
困难和烦恼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在
我的身边，耐心地听我讲，然后会给
我很多有帮助的建议。我的家长总
是会鼓励我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
动，比如弹钢琴和打网球，等等。如
果他们没有给我这样的好机会，那
么我现在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兴趣
和爱好呢？
	 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们。老师
每一天都教给我们很多新的知识。
这些知识对我们今后的生活都会有
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在数学课
里做一些应用题，在我们的现实生
活中都会遇到。很多老师想出更多
的方法让我们的学习变得更有趣。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用一个网站
叫Kahoot。这个网站是用游戏的方
式来帮助我们学习。如果你回答问
题又快又准确，你就会得高分。这
样，很多同学对学习都有了更大的
兴趣。
	 我从心里感谢我的家庭，朋友
和老师。他们每一天都在帮助着我
成长。

丽秋的花（拔苗助长）

陈雨林
	 丽秋很喜欢花，觉得它们很漂
亮。
	 有一天，丽秋回家的时候看到
一朵花长在她邻居的花园里。那朵
花的花瓣是鲜艳的粉红色，丽秋最
喜欢粉红色。她立刻跑回家去问妈
妈那是哪一种花。
	 妈妈回答说：“那是一种玫瑰
花，非常漂亮。”
	 丽秋再问：“您能给我种一个
吗？”
	 妈妈答应了丽秋，但是她必须
等很待长时间。丽秋心里有一点不
耐烦，但她只能去等。那个下午，妈
妈去买了些种子种在一个花盆里。
	 过了几天后，丽秋去看一看花
长得怎么样，盆里面只有一个绿绿
的小芽。当丽秋看到这个小芽时，她
跑去问妈妈为什么花朵还没有长出
来。妈妈说要继续等，花不会长这么
快。
	 又过了几天后，丽秋看到那个
小芽长高了一点。
	 突然，丽秋想到了一个办法怎
么能让这朵花长得更快。
	 第二天早上，当妈妈去浇花的
时候，她看到那个小芽已经萎了。她
惊讶地去问丽秋发生了什么。
	 丽秋自豪得说：“昨天我把小芽
拔上了一点。现在花可以生长得更
快。”
	 妈妈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

“丽秋，植物不能这样生长。它们必
须自己成长，自己开花。如果它们不
能像这样子生长，会死的。你现在明
白了么？”
	 丽秋一边点头，一边哭着说：

“妈妈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
样子了。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再种一
朵花？”
	 妈妈笑着说：“当然可以。”

发明家杰夫
叶英健

	 杰夫是一个发明家。	他的梦想
就是把他发明的东西给每个人用。
可是，别人不愿意买他发明的东西。
	 有一天，杰夫把他的最新的作
品拿出来给大家看。“啊…这个作品
的名我还没有想起来，可是这个东
西能让人们飞！”	观众立刻有兴趣
了。
	 杰夫马上把遮在作品上的布撤
下来。观众看到了都很吃惊。他们问
道：“裤子怎么会让人们飞呢？”	有
几个人觉得不可能就想离开。杰夫
赶紧叫住他们：“等等！等等！我先
解释一下。这个裤子是有奥秘的，它
里面装了氦气。氦比空气轻，所以就
会飞起来！”	
	 没等杰夫说完，观众已经一个
一个走了。每次都是这样子。杰夫很
失望。过了一些时间，他觉得很生
气。于是，他把裤子穿上准备去给别
人看他的发明是很有用的。他连了
一个管子到裤子上。开了一个机关
就把裤子里面充满了氦气。他再把
管子拔掉就开始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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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牙俐齿  精彩纷呈
“2017华夏演讲比赛”南区成绩揭晓

	 由于天气原因延迟的“2017华夏演讲比赛”南区赛事，终于	2月11
日下午在南部分校拉开帷幕，来自大费城、樱桃山、普兰斯堡、南部、东
部、中部等六所分校的60名小选手参加了比赛。
	 一年一度的华夏演讲比赛面向一至三年级的学生，鼓励他们将所
见所闻用中文表达出来。评委们根据选手的语言表达、表情仪态、主题
内容和文句演绎等四方面来打分。小选手们以讲故事、说笑话、诵读诗
歌等多种形式，一个个伶牙俐齿，风趣幽默，机灵活泼，既练习了中文，
也找到了展现自我、提高演讲技巧的机会。学生们精彩纷呈的表演是对
老师们多年辛勤教学最好的回报，也是对家长们精心培育最好的回报。
	 经过激烈较量，分获南区各年级一等奖的选手是：一年级，武洛诗

（中部分校）/	郑乐一（中部分校）；	二年级，宋彦霏（普兰斯堡分校）/	程
梓芸（普兰斯堡分校）；三年级，林泽璇（普兰斯堡分校）/	玖玖（普兰斯
堡分校）。								
	 感谢以下华夏演讲赛组委会成员：汪杰、吴嘉俊、朱恩玲、俞强、李
琪文、叶晶、李盛京、陈华、许兰薇、王宏、叶森、李晓京、张长春。		
																																																																						（教学部	许兰薇供稿）

	 华夏中文学校理海谷分校的2017春节联欢会是Lehigh	Valley	华人
的盛会，	领导致辞，劲舞，钢琴，小提琴演奏，小品等等，让孩子们体会
到中国传统迎新春的节日气氛；尤其是抽奖得来的幸运红包，更让孩子
们兴奋不已。			

	 以前给孩子讲的睡前故事都是各种寓言，随着孩子长大，觉得应
该给孩子“灌输”	一些咱们中国的成语童话故事。既达到哄孩子睡觉的
目的，也增长了他们的文学知识。
	 	一开始并不顺利，	也许我不善于讲故事。孩子对成语并不是很感
兴趣，尤其是故事中带头衔的人名，总有陌生的感觉，对故事的情节也
就提不起兴趣。
	 有一次给琪琪（孩子小名）讲《东郭先生和狼》，讲到这“狼张开大
口向东郭先生扑去”，孩子又在床上淘气，我叫他的名字，	让他躺好，	结
果讲成了”琪琪，张开大口向东郭先生扑去“，	孩子听了哈哈大笑，让我
用他的名字代替故事中所有的“狼”。	没想到效果很好，他听的很认真，
好像已经入戏了。听完一个故事，还要让我如法炮制，讲其他的成语。他
最喜欢的是：盲人摸琪琪,	曹冲称琪琪。	一周下来，效果还挺好的，他都
能背出几个成语故事了。
	 这种教法唯一的缺点是，小孩越听故事，越精神，很难到点睡觉！

	 哈哈哈哈！果然很有用！他十
分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过了一会，
他想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不对。啊！
糟了！他忘了裤子没有安装控制
转方向的机构。他只能往上飞了。啊
呀！又糟了！他没有安装一个停止
机构。他就一直往上飞。越来越高，
停不下来了。
	 过了一会，他已经消失的无影
无踪。大家想一想杰夫后来会怎么
样呢？

我可爱的小兔子
叶秋仪

	 我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父母给

我买了一只可爱的兔子。我一看到

它，一下子就很喜欢它。我给它取个

名字叫Oreo。

	 兔子的毛是长长的软软的，颜

色是黑色的和白色的，所以它的名

字叫Oreo。它的两个耳朵很软，它的

眼睛是榛子色的，总是望着我，它就

跑过来，等着胡萝卜来吃。它也喜欢

吃青菜。我的兔子很聪明。我放青菜

在它的笼子上面，然后过了几分钟，

青菜不见了。我发现我的兔子用牙

齿来把青菜拉进笼子里来吃。真的

很聪明呀！有时候，我和我的兔子

一起玩，它每次都跟在我身边，很可

爱啊!

	 我喜欢我的小兔子。我也很感

谢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给我兔子来

和我一起玩。我很喜欢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