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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家长座谈会报道 

长城中文学校于 2015年 12月 6日在 Good Counsel Hall at Rosemont College举办了两场家长座谈会，数十位家长
出席参与了此次座谈会。余晓明校长、依慧理事长分别主持上午及下午两场座谈会。 
 
学校领导介绍了 POD（家长值日）、校园安全等情况和教学改革的设想，并听取家长们关于学生们学习、作业，物理
化学数学等新补充课程设置，暑期夏令营，托儿班，报税房地产讲座及服务等议题的讨论，以及对老师们的意见反馈。 
 
学校将汇总以上议题和意见，尽可能在后续学期、学年里落实家长们关注的问题，逐步实现传播中华文化，寓教于乐
的办学思想。 

 

 

                                                                         ------  万应杰报道 

 

 

 

 

 

 

编辑语：长城中文学校八年级万山红老师提供了同学们《我》和《老师》为主题创作的作文，现由《彩虹》发表供同

学们、家长们学习点评。感谢万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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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吕乐佳 
 
我的名字叫吕乐佳。奶奶说, 这来源于中国的一句古
话:“为善最乐, 读书更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
从小就非常爱看书，从书中我学到了很多数学、历史、科
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我读最多的还是文学书, 特别是悬疑
小说。我最喜欢在清晨拿起一本有趣的书, 一个人静静地
躺在床阅读。书中的乐趣真是无穷无尽啊! 
 
和读书一样, 音乐同样带给我欢乐。我五岁开始学弹钢
琴, 十岁开始吹圆号。我现在不仅自己练习, 还参加了好
几个学校的乐队。 
 
书本和音乐里的世界精彩迷人, 可是现实的世界一样五彩
缤纷。我喜欢和全家一起去旅游, 去体验。我已经回国了
八次, 每一次都去了不同的地方。虽然我已经见过很多亲
戚, 但是还有更多从未见面。除了中国以外, 我们也去过
其他国家, 包括加拿大、 墨西哥、阿根廷、法国、英
国、芬兰、西班牙、摩洛哥和澳大利亚。 
 
为了更好地了解各国文化, 我也在学习不同的语言。我会
讲中文、英文和西班牙语，我现在在学法语。我也非常喜
欢运动，爱踢足球, 打垒球, 跑步。 
 
我是马年生的。人们说, 马年生的人强壮、敏捷、机智、
乐观、幽默，随和。我觉得这也是对我很好的总结。 

 
 

我 
 

卢永杰 
 
         我叫卢永杰。我是两千零二年在麻州出生
的，在麻州上完三年级之后，我和爸爸妈妈就搬到
费城来了。现在我十三岁，在英文学校上八年级。
我学习中文也八年了。我有三个主要的爱好，画画
儿，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儿；游泳，我参加了
游泳队；我也喜欢弹钢琴。  
 
         画画儿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爱好，我在麻州
上中文学校的第一年就开始学画画儿了。刚开始学
画的时候，我只画一些简单的图案，有时候会用一
些彩笔画几个动物或者一些简单的景色。那个时候
我只是在小纸上画。来到费城以后，我就开始画素
描了，并且开始在大画板上画画儿了。现在，我正
在学怎么样画人。我也希望以后能学画油画。  

        游泳也是我的一个爱好。我还不到五岁的
时候，妈妈就在夏天的时候带我到我们家附近的游
泳池教我游泳。没多久，我就开始去上游泳课了。
上了两年游泳课以后，我就参加了当地的游泳队。
我们来到费城以后，我又加入了一个游泳队。现在
我在 FCA 游泳。每个星期训练五次。 
        我的第三个爱好就是弹钢琴。我五岁的时
候就开始学怎么样弹琴了。我每个星期一次去钢琴
老师那儿学钢琴。我觉得很有意思，希望以后能弹
得更好。 

 
 
我 
 

伍宇超 
 

      我叫伍宇超，今年十一岁，我在 Valley 
Forge Middle School读 7 年级。我的主课有法
语，科学，数学，英语和历史。数学我学的是代数
一，相当于 9 年级的数学。五门课里面，我最喜欢
的课是科学。 
 
      我喜欢踢足球，打篮球，还有田径。我参加
了学校的 7年级足球队，在场上踢前锋。因为我最
矮，所以我的号码是一号。我今年踢进了一个球。
我们踢了十五场足球比赛，赢了三场，输了十二
场。 
      我参加了学校篮球队选拔，有三天可以去选
拔。我在那里参加了一些基本技能训练，然后我们
打了一些练习赛。最后，我没有被选进我学校的篮
球队。我想明年我还要去参加学校篮球队的选拔。 
 
      等到春天，学校会成立田径队。我喜欢短
跑，也跑得很快，所以我想去参加学校的田径队。
到时，我想跟其他学校的学生比一比，看谁跑得
快。 
 
      我也喜欢吹小号，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参加
学校的乐队。学校每个星期有一天早上是全体队员
的合练，还有一天上小号的排练课。我每天在家里
都练习。每年的冬季和春季各有一次音乐会，我们
都穿上乐队的服装去表演。 
 
      平时我最喜欢玩的是 FIFA的电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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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男孩 
 

翟凯文 
 

     我的名字叫翟凯文。我的姓的意思是一种长尾
巴的野鸡。我小时候就是个胆小鬼，像鸡一样。我
的名字里面的“凯” 是从“凯旋” 来的，代表胜
利。我的名字里面的“文” 是从“文化” 来的。
我的爸爸妈妈给我取名叫“翟凯文”， 因为他们想
让我长大后事事成功，学会中国文化。 
 
     我很喜欢上网，玩游戏，游泳。每个星期我在
学校的游泳队上游四次，我从六年级开始学游泳，
我希望我能成为我们学校游泳队的队长。我计划以
后三年都参加游泳队坚持游泳。 
 

在我的学校里，我的朋友圈子里面是一半白
人，一半华人。我有三个朋友是我在小学时交的，
还有四个是在中学时交的。我有一个朋友叫马克
斯，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另一个朋友亨利，我是
通过马克斯认识他的。还有一个是丹尼尔。这三个
朋友们都是我从小学交的。我的中学朋友们，我先
认识朱利安，在他那里又认识了康纳和吉列尔莫。
最后，在八年级，我们又认识了一个新学生叫霍华
德。 

 
我现在读高中九年级，我很高兴我的朋友们都

从中学跟着我来到我现在的学校。我最喜欢跟我的
朋友们玩游戏。 

 
    我家是从费城搬过来的，我们从那里搬过来的
原因是那儿的区和学校们都不太好。我喜欢我们现
在的学校。 
 
 

我 
 

李碧涵 
 

我的名字叫李碧涵，因为我爸爸姓李，我姐
姐的名字有个碧字。碧的意思是绿色或者蓝色的玉
石，涵的意思是有涵养。 

 
我 2002 年 出生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奥

克兰很漂亮，它是一个海边城市，我们可以去海边 
 

玩，捡贝壳，钓鱼，和游泳。我在那儿上了幼儿
园，小学 一年级和二年级。我在那儿有很多小朋
友。我们一块儿玩游戏，跳舞和唱歌。 
 

我家 2009 年来到美国。我一来到美国就开
始上小学一年级，上学第一天我就交了很多朋友。
我很喜欢我的老师们，每次我毕业后都会回去看他
们，他们有时候会给我小礼物，如铅笔和糖。 

 
现在我在初中八年级，我的学校叫 Bala 

Cynwyd 中学。有的同学是从我的小学过来的，还有
同学是从别的小学过来的，所以我又交了一些新朋
友。中学比小学学习更忙了，我每天有很多作业，
晚上十点多才能睡觉。 

 
2013 年十月份我家买了一只狗，我给它起

的名字叫 Rocky。它是一只金毛犬，重七十磅。我
们有时候带她去公园玩儿。 

 
我很喜欢美国的生活，有时候我也很想念我

在新西兰的朋友。 
 
 

我 

 

杨晨怡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的名字叫杨晨怡。我

十三岁，上八年级。我弹钢琴， 打垒球，喜欢读

书，喜欢去外面儿玩儿，我还喜欢做饭。 

          

      我很喜欢弹钢琴，已经弹了五年了。我的钢

琴老师是个俄国人，我很喜欢她。我现在正在弹一

首俄国作曲家写的曲子。 

 

 除了弹钢琴以外，我还参加体育活动。我主

要参加的体育活动是垒球，我从三年级开始打垒

球。在学校里，冬天的时候，我参加篮球队，秋天

的时候我打网球。 

 

 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的课程是科学。我也喜欢

科技教育。很多人不喜欢学校， 但是我觉得学校还

不错。放学后，我回家做作业，弹钢琴，读书，去 



彩虹校刊 
 

  
 

 

外面儿运动一下，然后我喜欢做饭。我不喜欢做肉

类食物，但是我喜欢烤饼干，面包，和甜点。在周

末，我喜欢做早餐，比如炒蛋和煎饼。 

 

 在家里我爱做很多东西。放假的时候，我们

全家喜欢旅游。  我们去了中国和很多别的地方。

我们有时去美国的国家公园，今年夏天，我们去了

黄石公园。 今年春天，我们去了很多美国西南部的

国家公园。我们也去了阿拉斯加。美国的国家公园

都十分美丽。我们还去了很多欧洲国家，比如法

国，俄国，德国，还有很多别的国家。我很喜欢旅

游。 

 

 希望看了这个简述，你对我有个大概的了

解。 

 
 

我是家玉 

林家玉 

 
     我的名字叫家玉，全名是林家玉。我有一个哥
哥，他十六岁。我还有一只小仓鼠,他的名字叫
Houdini，他很好玩儿。 
 
     我在 Spring-Ford 上学，在那里我有很多朋
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Spring-Ford 的颜色是
黄和蓝色，是很漂亮的，我的学校有一个吉祥物，
是个很大的公羊。反正，你肯定已经知道我的学校
在哪儿了。 
 
     我在家的时候，爱读书或者出去跟朋友玩儿。
如果外面太冷了，我就呆在家烘蛋糕或者看电视。
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蛋糕，那个蛋糕有一
个白色的底层，红色的上层，我还把一点椰子丝放
在红色的地方。妈妈和爸爸把它都吃完了！他门也
没有给我留一口!我真是太生气了。 
 
   我也可以弹钢琴和跳舞。我最不喜欢跳舞。你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要跳三
个小时！所以我没什么时间玩儿，我太不喜欢了。  
 

弹钢琴还好，肯定比跳舞强。我每个星期 一上课。
从七点钟开始，到八点钟弹完，挺好的。 
 
         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但她已经搬走了，还好
我们还可以在电脑上说话。我还有一个朋友是一条
狗，它很可爱！我最想要的宠物是一条狗，但是妈
妈和爸爸不给我买。 
 
       这就是我。 
 
 
 
 

我 
 

程冠捷 
 

 
我叫程冠捷，今年 12岁。在我的名字里：程是

路程的程，冠是冠军的冠，捷是捷报的捷，爸爸妈
妈给我起这个名就是希望我以后有所成就。我还有
个小名：洋洋----因为我是羊年出生的。  

  
我在英文学校上 7年级，在中文学校上 8年

级。课余时间，完成作业以后，我会坐下来静静地
读书，不管是现代流行的书还是年代久远的书，我
都会从图书馆借来阅读。我还会翻看一些杂志，了
解时事。我很喜欢游泳，当你在水里不停地蹬腿，
挥动胳膊溅起无数水花时，与水抗击的疲劳也就消
失了，剩下的只有快乐，我的身体也越来越结实
了。 

 
我生于中国，爸爸妈妈希望我更多地了解中

国，除了来中文学校学中文，在家讲中文外，每次
回中国，爸爸妈妈还有舅舅，叔叔，姑姑都会带我
去游览一些景区，了解不同的风土人情。下次回中
国我会去哪里呢？我耐心地等待着。 

 
当然我也是要玩游戏的，看到自己不断升级的

那种成就感，满足感，我想所有玩游戏的同学们都
有吧。希望我们不要上瘾啊，好好学习才是第一位
呢。 

 
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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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栾力 

 

   我叫栾力，我想告诉你一点我的故事。 

   我现在在英文学校上八年级，我们八年级有挺多

作业和考试的。我喜欢科学和数学。我喜欢这两门

课是因为我喜欢复杂的东西，这使我变得更聪明。 

还有科学里有挺多的东西你能学习。 语言艺术是我

不太喜欢的课。虽然我不太喜欢语言艺术， 我还是

喜欢读书和看报纸。在网上，我爱看报纸，像 The 

Economist，我还读 the  New York Time。我喜欢

各种各样的书，比如小说书还有科幻书。 我都喜

欢。 

 

   我也喜欢音乐，我在学音乐和各种各样的乐器。

我学的乐器有小提琴，saxophone，还有钢琴。我不

只喜欢弹奏我的乐器，也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听的音乐有摇滚乐, 流行音乐, 还有电子音乐。 

我也很喜欢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旅游。我去过黄石公

园和 Las Vegas，我还去了 the Grand Canyon。我

家跟朋友一家还去过 Bahamas游轮。旅游让我看见

新的东西，学习新的文化。我也喜欢动物，我们家

养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狗狗叫 Feya。  

 
 

              我 

 

             蒋伊莎 
 

我的名字叫蒋伊莎，我是中文学校的学生。
我在英文学校读五年级，可是我在中文学校是八年
级。我爱跳舞，我不但学芭蕾舞，而且还会中国名
族舞蹈。我四岁就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中国舞了。 

 
在我的中国舞蹈班里我有一些中国朋友，我

英文学校里的朋友也是中国人。我也非常喜欢画画
儿，在中文学校的画画里我在学人头素描，然后还
在英文学校里学各种不同的画画儿方法。除了这两
个爱好之外，我也喜欢拉小提琴和游泳。 

 
我有很多朋友，可是我最好的朋友是三个亚

裔 女 孩 ， 英 文 名 字 叫 Abbey ， Evelyn ， 和
Michelle。我早就认识 Evelyn 了。我和她从小就在
同一个中国舞蹈班跳舞。Abbey 和 Michelle 都是我
搬 过 来 以 后 才 认 识 的 。 Abbey ， Evelyn ， 和
Michelle 都在我的芭蕾舞学校里。Abbey 和 Evelyn
也是和我在同一个英文学校里上学的。Abbey 跟我
一起上课，可是 Evelyn比我们大一岁，在七年级。 

 
 Jian 是我妈妈的英文名字，她平常很忙
的，除了她的主要工作， 她还得要在我的中文学校
里当老师。John 是我爸爸的名字，他很熟悉电脑， 
会在电脑上搞很多东西。Ishau 是我的哥哥，他喜
欢游泳，打棒球，和弹钢琴。他比我大两岁，所以
他在八年级。我的英文名字叫 Isha。我最恨的东西
是作业，洋葱，牛奶，和生病。虽然我很不喜欢牛
奶，我还是喜欢巧克力牛奶的。我希望你现在很了
解我了。 如果你还有问题，就问我。谢谢你读我的
作文。 

 
 

我 
 

缪睿雅 
 
   我的名字叫缪睿雅，今年 12岁了。我是一个混
血儿，妈妈来自中国，爸爸来自印度，我有一双黑
色的眼睛和一头微卷的黑发。我是在加州出生的，
现在与家人生活在费城附近，我家有四口人，我有
一个小我两岁的妹妹。 
 
   在学校，我喜欢所有的课程，我还参加了很多学
校的活动，比如：科学奥林匹克、女童子军、女生
科学俱乐部及在管弦乐队里拉中提琴。在校外我还
学钢琴、黑管和画画，每个星期天我都去中文学校
学中文、民族舞和空手道，这些课我都很喜欢，尽
管它们使我的生活很忙很紧张，但也让我过得充实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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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特别喜爱植物和动物，在家里我养了一些
植物和好多条鱼，每天我都浇水喂鱼。我希望能够
再养一条狗，每天我会带狗狗去散步。我非常爱大
自然，我希望人们都能爱护她，不要破坏她。我和
几个好朋友正在进行一个拯救地球的项目，我们共
同的愿望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点贡献。 
 
   我希望长大以后成为一名科学家或者音乐家，现
在我还没想好做什么更好，但我知道只有现在好好
学习，将来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 
 

徐浩雪 
 

 
你好! 我的名字是徐浩雪，叫我浩雪。我十一

岁，上六年级，我的生日是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
号。现在我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和妹
妹生活在一起。我的姐姐叫浩雯，十三岁，妹妹叫
浩雲，七岁。我生的时候外面下着雪，所以爸爸妈
妈给我起名叫“徐浩雪”。 

 
 
我喜欢看书，画画，游泳。我在写一本书，可

是你还不能看，因为还没写完。长大以后我想写
书。我也喜欢动物，像猫，狗，和鸟，龙是我最爱
的动物。我画动物画得很好，画的人很难看。我没
有宠物，它们都死了。我打空手道，是棕带。我还
游泳，拉一点小提琴。我拉小提琴拉了五六年了，
可是我没兴趣了，所以停了上课，只在学校拉一
下，可还是最好的小提琴手。 

 
 
    我不喜欢作业，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老师为
什么要给我们布置作业？学生不喜欢做，老师不喜
欢看，谁说我们必须要有作业？我说如果没作业，
学校不布置作业，我们都能快乐很多，你说呢？ 
我是徐浩雪，这下你了解我了吧。 
 
 
 
 

   我的老师 

 

陈查理 

 

我有过很多的老师，可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之

一是我中文学校三年级时的魏老师。这个魏老师也

是我的妈妈，在学校里我得叫她魏老师，因为她不

想让别的小朋友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 

 

学中文很没意思，可是在她的课堂上我们很

放松也很欢乐。魏老师在网上收集了很多笑话，每

次她要在课上讲一个笑话或者问一个脑筋急转弯的

问题前， 都会先讲给我和哥哥听，来确定我们会不

会喜欢。她每次教课的时候都准备好了一个 

powerpoint，把笑话什么的放在上面让我们试着

读，上面有很多好玩的图片，有的还会动呢。每次

同学们看见好玩的照片都哈哈大笑。 

 

每年开学第一天自我介绍时魏老师都告诉学

生们她 “今年二十岁。” 她还说她十六年前就开

始教中文了 。如果有同学说 “哇，老师你四岁就

开始教中文了呀！”她就笑得十分开心，还夸这个

同学算术真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她不只二十岁。 

 

魏老师对她的学生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对大

家的发音和写字的笔顺。她经常拿我爸爸的南方口

音又当笑话又举例子，要大家把中文说准确，还让

我们站到讲台前用学过的词汇给大家讲故事。她把

生字编成一个故事，教我们怎么记住和使用，再一

笔一划地教我们认字，写字。她要是总让学生玩儿

却不让学生学东西就不会是一个好的老师。她让我

们高高兴兴地学习，学生们的中文学得越来越好。 

 

我觉得魏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不仅我

喜欢上她的中文课，我的同学们都喜欢上她教的

课，因为她让我们觉得学习中文是件快乐的事情。 

 

 
 
 



彩虹校刊 
 

  
 

 
 

我的老师 

 
黃秋晨 

   

       当大家提到老师两个字,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

小学老师, 初中老师, 高中老师.....而今天我要介

绍的这位特殊的老师是每个人一生中随时都会碰到

的,这个老师就是书

 

籍！ 

       书可以是一名老师,事实上,书是世界上最好的

老师. 它可以教给你许多普通老师教不到的东西。

当你打开一本书, 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动人的

小说，美妙的诗歌, 

 

感人的童话….在我无聊时,它

是我的朋友；在我有困难的时候，它也会帮助我。 

 
 
 
 
 
 
 
 
 

 
不同的书可以是不同的老师，不同的书还可以教给

我们不同的知识。例如，在《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

人》这本书中，那个女巫只是外貌换了一下，别人

就看不出她了，这个故事可以 告诉你，不要只看到

事物的外表就做出轻易判断。在《细心的乔治 》那

本书里，有很 多我们身边那些不太注意的科学常

识。而在《马克吐温的传记》那本书

 

中，你了解了

马克吐温的许多生平事迹，从而了解到他的书中人

物的特定的历史背景。 

         我很爱读书，书是我最好的老师。我也希望

大家和我一样，永远爱人类最好的老师-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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