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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闻： 

1. 我校中文 AP 班学生何睿和五年级学

生何佳 12 月 18 日代表长城中文学校

参加了侨报举办的第五届少年儿童中

文写作大赛，双双取得优异成绩。其

中何睿荣获大费城地区少年组第一

名，何佳获得儿童组第二名。她们均

获得侨报颁发的证书和奖品，何睿将

于 1 月底去纽约参加侨报举办的中文

大赛决赛。热烈祝贺两位同学取得优

秀成绩。 

 

主要内容： 

1. 参加全美华文教育研讨会的感想和收

获:  齐红伟（十年级教师），万山红

(八年级教师) 

2. 六年级孟玉老师班的学生供稿讲述他

们的生活是如何和中文息息相关，长

城中文学校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 

*************************************** 

     参加全美华文教育研讨会的感想和收获 

       齐红（十年级教师）万山红(八年级教师) 

入行十余年，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第一次参加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举办的年会和

华文教育研讨会，受益匪浅！亲身感受到了

数百名海外同仁为传播中华文化的热情执著

和不懈努力；亲耳聆听到了前辈们高水平的

教学经验分享。作为一线老师，深感骄傲的

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差距。愿借

此机会将我们对 AP 中文班的设置以及与其相

关的教学改革的粗略感想与学校管理人员，

老师和家长们分享。 

长城中文学校作为拥有 20年办学历史

的先驱，应与时俱进，大力支持 AP 中文班的

开设并且坚持开下去。感谢邹明芳老师为学

校开设 AP 中文班迈开了第一步。希望经过老

师和学生若干年的努力，积累教学经验，提

升学生成绩，将我校 AP 中文班办成继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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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班和绘画班后的又一个亮点。结合我校

九年学制的改革，将通过 HSK 四级考试，毕

业，AP 考出好成绩作为长城学生的毕业目标，

这将会大大有助于1）学校在高竞争中争取生

源，2）减少中高年级学生的流失，3）给学

生和家长一个实实在在的回报。 

 AP 成绩的高低取决于老师，学生和

家长三方面的不懈努力。作为老师，特别是

中高年级的老师，需要尽早了解考试要求，

熟悉考试题型， 调整教学方案，将 AP内容融

入日常教学之中。具体怎么做？结合 AP 考试

75%是考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听，说，读，写

的考试形式，与会专家们的以下经验值得大

家借鉴 （针对高年级可能更实用）： 

1）课堂教学由自上而下的老师灌输

式改为自下而上的学生自学式。高年级不再

以单纯教学非常难的字，词为主，而是更注

重引导，互动式的教学，让学生在主动学习，

练习中掌握和复习字，词。 

2）加强对答式的对话练习。将需要

掌握的词语应用于对话练习中，取代传统单

调的造句。 

3）结合 AP 考试题型，将记叙文题材

的课文编成四幅插图（想参与画图的同学一

定不少！）。让学生反复练习用文字讲解，

允许对内容的改编，充分想象设计不同的结

局，从而激发学生用中文表达的热情。 

4）针对中国文化题材的课文，注重

文化知识的扩展和补充。利用多媒体手段，

让学生听声，看图；布置与中国文化相关的

演讲题目，让学生在自查资料准备讲演的过

程中了解中国文化。 

5）结合 AP 考试题型，强化训练学生

用中文回复邮件的能力，可将作业转化成此

形式。 

6）尝试由同一位老师跟班带学生从

七或八年级直至 AP 班，这样有助于更系统教

学和更全面了解学生。 

  总之，这种自下而上，循循善诱的

教学形式应该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提高学习效率，提升 AP 考试成绩，但对我们

老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老师们可以相互出

谋划策，大家一起努力把这种理念尽快地引

入教学之中，一步步提升，趋于成熟完善。

同时，也欢迎校方的监督和家长们的参与支

持。 

*************************************** 

在不知不觉中我(孟老师)与我的孩子

们（6C）一起度过了 14 个周日。与其说我每

周花近 2 小时往返路程来长城学校教授孩子

们中国文化知识，不如说我们是互帮互学。

因为这些孩子都十分聪明，知识面蛮广，我

从他们哪儿也学到了不少知识。每当我看到

他们开心的笑脸，上课踊跃举手发言，为一

件事各抒已见争执不休时，积极参加班上打

扫卫生时，等等我都感到无比欣慰。他们的

成长给我带来了难以明言的快乐。在此我要

感谢我的孩子们。那么在过去日子里，孩子

们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孟玉（六年级教师） 

**************************************                        

                                这样的课堂 

                姓名： 黄隆飞  （6C  - 10 岁）                                  

       今年我在中文学校 6c 班学习，我们班的

老师是孟老师，我觉得我今年的班比以前的

班有特点，她不仅教我们学习中文，还教我

们其它。 

     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孟老师给了全班每个

同学一个香蕉，孟老师说：我给你们这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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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的意思是因为香蕉的外面是黄色的就象别

人看我们是中国人，香蕉的里面是白色的，

象我们想自己是美国人。我觉得孟老师说的

有点对。因为在別人眼里我是中国人，因为

我长的象中国人，我的家人也是中国人。但

是我觉得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因为我出

生在美国，而且也在美国长大，受着美国式

的教育。孟老师是想通过一根香蕉让我们认

识到学习中文的必要性，她还请一位她以前

的学生来班上跟我们讲：她为什么要学中文，

她是如何分配时间学习的。这让我感到我不

能找理由学不好，不完成全部作业了。 

       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 孟老师叫同学们

先翻到第四课， 孟老师说我们先学第四课， 

因为第四课的课文里讲的是： 只有勤劳， 才

能富起来。 孟老师要我们象课文里的故事那

样， 努力学习， 才能有收获。我认为孟老师

说得很对， 如果同学们不学习就什么都学不

到， 如果同学们上课时认真听老师讲课， 做

笔记，下课后仔细复习，努力得完成作业， 

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孟老师上课的时候， 老师要求同学们一

边听课一边写笔记，老师在教生字的时候， 

也会教跟这个生字有关系的字，而且让同学

们写笔记在课本上。 这样可以帮我们记住更

多的字。我们班还有很多和以前不一样的特

点，这就是其中几个。  

                            有趣的中文学校  

                          郝婧彤 （6C - 9 岁） 

     我虽然是 6c 班的学生，但我是长城中文学

校的新生並爱上了她 -长城中文学校。     

     6C 班是很好的。班里的同学和老师都很好。

我喜欢很友好的老师和同学们。当我有问题

时他们都会帮我。我的班里有 15 个同学，5

个女生，10 个男生。我的老师是个女老师。

她姓孟，我们叫她孟老师。她很美丽，她有

又黑又长的头发，她总是喜欢穿裙子，她的

声音很好听。她很有趣儿，她跟其他的老师

很不一样。她讲课内容清楚，很容易明白。

课堂上，有她讲课，有时让同学们发言。同

学们时而很紧张应付回答她提出的问题，时

而高兴地开怀大笑。她让我们在班里作梦，

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好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

力，很有趣。 

  她不仅教我们课本上的知识，还让我们感受

自然的美。她说尽管我们渡过了多少个春夏

秋冬，但可能都没细仔观察过他们的不同。

并希望我们亲眼亲手亲身感受最美的季节一

一秋天 。我记得有一节课我很喜欢， 她利用

15 分钟的时间带我们去看校园中的风景，就

在学校大门前左手的树下，那儿有树，有草，

有水，有小桥。我在捡叶子的时候，我用眼

睛，手，耳朵和鼻子去感受秋天。我用眼睛

看到了五颜六色的叶子，用手摸到有薄有厚

的叶子，用耳朵听到叶子被我用脚踩得嘎吱

嘎吱的响声，用鼻子闻到了秋天的味道。说

实话以前还真没有仔细观察过秋天的美。她

要我们拾叶子，观察完，记在心里，并用中

文写下来，回到教室她让我们描述刚才体验

到的秋天，并教了我们几个描述秋天的成语。

并用我们拾叶子，装饰我们的班。 

我很喜欢老师这样教我们，让我们学到了知

识又觉得有意思。我爱我的孟老师，我的同

学和我的 6C 班。 

                                    我的 6c 班   

                               郑宁钢 (6C - 11 岁)  

         我在长城中文学校巳学习 5 年了。今年

的 6c 班很特别。上学的第一个星期天梦老师

给每个同学一根香蕉，我觉的老师很好，很

可爱可亲。孟老师先教我们上课本的第四课，

就是从课文中学到做人的道理，要努力，勤

劳，坚持才能成功胜利。老师说的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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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每学完一节课以后都要让我们学会课后

多复习，多努力。孟老师教给我们她的教学

方式使我们能够很好的记住。我很喜欢这个

方式,因为我能学到很多那些从前觉得很难，

很烦的一个一个方格子字。每天我们学字的

时候孟老师都会故意写错字，就是让我们能

够知道错的字在哪里，好让我们更好的记住

每一个字。教室里面很安静，每个学生都很

认真听课做笔记，有时大家开心大笑。老师

说每个季节我们都要出去看外面的天气和树

叶，因为她想让我们知道天气的变化，学会

仔细观察身边事物的变化. 当然玩是有任务的，

最后会要求我们写一篇描述春夏秋冬的文章。

钟铃响的时候，老师都会叫二个同学帮助整

理打扫教室。她希望我们培养我们爱劳动，

集体主义精神，和为别人想的意识。我觉得

挺好的。 

        梦老师虽然很可爱可亲，但对我们要求

很严。她不给我们复习考试纸。她说她教的

内容都是考试内容，当然也有些重点。让我

们复习课本，及练习册上内容。真的很难，

很烦。但通过全面复习真得我记住了很多，

又学到了不少。考试也没觉得那么难了。 

        6c 班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都很认真的学习. 

我们每天都笑，因为上孟老师的课很开心。

孟老师让 6c 班很开心和很特别。 

          找中文学校就要找长城中文学校这样 

                       郑丽淇（6C - 12 岁） 

        学校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来说学习英

语很简单，但学中文就很难了。我知道学习

中文很重要，但是要找一个好的中文学校也

很难，上哪儿去找，去哪儿学呢? 

       我之前我在费城第一中文学校学习了三年，

从没有注意过我的老师们。他们在台上讲他

们，我在下面偷偷绘画，有时跟同学说话,  老

师们也不管我们；功课也特别烦，老师老叫

我抄写几十遍，但我写完还是不知道写了什

么。后来我妈妈要考我什么时，我什么都不

会，甚至连最简单的都不会。妈妈就着急了。

她就开始为我们找其它中文学校。 

       后来她找了一间离家半个小时的中文学校，

那就是长城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也是我

最喜欢的中文学校。不仅因为在这儿学习时

间可以自已选，更是因为这儿的老师们特别

耐心教我们，还给我们讲故事。 

       慢慢地我开始接受中文了，我也改善自己

的学习方式。现在我在 6c 班学习。我们的老

师是孟老师，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老师，她

对我们特别好。如第一次上课就给我们香蕉。

通过一根香蕉她想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好中

文。她还让我们在她读书时我们趴在桌上闭

上眼睛，想象着课文中的画面等。我觉得她

很好玩！她很历害老是可以讲一些我们有兴

趣的话. 在她的班上，每个人都要接龙读书；

她还会问不同问题，启发鼓励我们发言。我

以前上中文课都不会回答问题. 一是沒机会，

二是不敢，怕说不好。现在我已从被点名回

答问题到, 有时可以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增

强了学好中文的心信。对主动发言的同学她

给予表扬，对躲着不想不敢发言的同学，她

也不”放”过。就是同学们回答的不对，她会

给予提示或者说”这是一种新的想法”，并表

扬。因为说中文说的少，所以我的中文发音

不好。孟老师会在课堂上或课间纠正我的读

音，并表扬我的读音有进步。我们大家都会

感到高兴与自豪。因为她讲课方式特别，除

讲课文上的内容还讲其它有兴趣的东西。我

们一边听课一边做笔记；一边还要及时回答

问题，有兴趣时还一起哈哈大笑。现在我忙

得没时间偷偷绘画，与同学们说话了. 

  现在我敢大声读书，中文发音比以

前好了，也敢举手发言了。之前做功课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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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妈妈在做功课，现在功课也可以自已做功

课了。想想这些变化，我就觉得很神奇！ 

      所以说上中文学校一定要找长城中文学校

这样的学校。我喜欢上长城中文学校。 

                             中文有用吗？ 

                       王霆钧 （6C - 9 岁） 

  我感觉中文很有用。因为有很多人说

中文，你就可以跟他们交流了。我觉得中文

比其它语言难一点儿。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

的记住。学好中文需要很长时间。中国有五

千多年的文化，只有学好中文才能更好的了

解中国。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按照中文路标

你就可以找到你想去的地方了。在旅游景点

也可以读懂中文介绍了。 

   我现在在 6C 班学中文，我的老师各方面教

得很好。她教中文的方法和其它老师有一点

不一样。每教一个字她还会让我们想和它有

关系的字。这样我们学一个字又复习很多字。

她有一次说过我们不能 100%相信她。因为有

的时候她会故意把字写错，看我们能不能发

现。通过找错使得我们很容易记住是怎么错

的，以后就不会再犯类似的错了。另外在我

们学习邮票这一课时，我的老师特意拿了真

的邮票让我们看，使得我知道什么叫集邮，

让学习中文变得很有意思。她还计划每个季

节带我们出去看风景，观察季节的变化。当

所有的季节看完以后，她要我们写一篇小文

章把我们的感受写下来。我很喜欢跟我的老

师学中文。因为她使得学习中文变得更加有

意思,有兴趣了。 

                           我喜欢的中文课 

                         王耀文（6C - 10 岁） 

 

今年的 6c 班真好。6c 班的同学们都好聪明，

好友好。梦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很好。梦老师

叫我们每周都要复习巳学过的生字词。这样，

我们就不会忘记巳学的字词了。老师改完作

业本后还要求我们更正错误，下次她还要检

查我们是否改正了。孟老师很有意思，她告

诉我们让我们不要 100%相信她。当时我感到

很吃惊。因为从小到大，大人，老师都希望

我们相信他们，听他们的话。为什么梦老师

会这么说呢。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

说了。老师们通常教我们时会将字等写在黑

板上，然后讲这个字，让我们跟着读。而梦

老师常常让我们揉揉眼睛再看黑板上写的字，

并让我们仔细参改书上的字，让我们自己发

现黑板上的字与书上的字有什么不同。通过

自己识别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每到这时，班

上同学们都很兴奋，个个都希望抓出老师的”

错误”。她是希望我们从错误中尽快学到什么

是正确的。梦老师 的教法是不是很独特？  

她不仅教我们学中文，还理解我们，教我们

明白了许多道理。如她给我们吃香蕉，用此

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好中文，做好一个中

国人的孩子，“我们是中国人，不要做香蕉

人”。她还先教我们第四课，跟我们讲”只要

肯出力气，就一定会成功”。梦老师还有许多

特别的地方，我不能一一说完。 

长城中文学校有好多课外活动，这些课外活

动都很特别，你可以学画画或跳舞。老师们

都很和蔼。长城中文学校也有好多比赛可以

让我们提高写作和口语能力。 

************************************** 

                              转变:一根香蕉 

                           王小玉 (6C - 10 岁) 

        今年九月，长城中文学校新的学期开始

了，我在六年级 C 班。刚开始，我有点紧张

和不高兴，因为我觉得中文课太难了，还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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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学中文了，

因为我非常喜欢我的 6C 班。 

        我的 6C 班中文老师是孟老师，她对同学

们很友好，可是又非常严格。孟老师上课时

会从自己家里带些奖品，如果我们上课时回

答对问题或者考试成绩好，她就会发给我们。

孟老师要求我们每次必须按时交作业，上课

时每一位同学都要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如果同学们不回答问题，就要在课堂上重复

说三遍。所以，我们大家既喜欢孟老师，又

有点儿压力。 

        孟老师讲课很有趣。记得在第一节中文

课上，孟老师给每一个同学一根香蕉，然后

告诉同学们，大家就像香蕉一样。 尽管我们

内心觉得自己和白皮肤的美国人是相同的，

是美国人。然而无论怎样， 别人看我们， 我

们就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就一根我们经常吃

的香蕉， 让大家一下儿就明白了为什么学好

中文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 

       孟老师的中文课也很有特色。和过去不一

样的是，第一节同学们都翻到书本第一页，

可是，孟老师竟然先从第四课“埋在地里的金

子” 开始学习，我们都感到特别惊讶。后来我

们终于明白了，原来老师是想让同学们知道，

只有刻苦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 

        6C 班的老师和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

喜欢 6C 班，我喜欢在 6C 班学中文。 

                              独一无二的学校 

                          卢俊楠 (6C - 10 岁) 

    长城中文学校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像征

着中国长城的精神。在这独一无二的学校有

个独一无二的班级，那就是 6C 班，它使得枯

燥无味的中文课变得如此生动,有趣。 

 

我们在课堂上做许多不同的事情。在我们上

课的第一天，老师给我们每一个学生一根香

蕉。我就想了香蕉是很好吃的。但是老师是

想通过香蕉告诉我们，香蕉和我们之间有很

多相似之处。无论香蕉肉是白是黄，给人感

觉香蕉就是黄色的。孟老师告诉我们，尽管

我们是在美国出生的，是标准意义上的美国

人：出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受的是美国教

育，但是在别人眼里我们还是中国人。我们

都不相信。几周后，孟老师请来了一位她以

前的学生。这位学姐是沒有任何中国家庭背

景，也就是说她的父母都不是中国人。孟老

师问她：”如果你在英文学校见到下面的这些

同学，你认为他是什么人？美国人？还是中

国人？” 那位学姐说：”中国人”。老师是想通

过一根香蕉，一位学姐的回答告诉我们。既

然我们在别人眼里一定是中国人，那我们就

应该做好一个中国人，最起码做个会说中国

话，会认,会写一些中文字的中国人。不要变

成四不像。是中国人但不会说中国话。这会

让人看轻我们。另外老师说，希望我们可以

将看上去的劣势变成好事。因为现在好多英

文学校开设了中文课。我们可以用我们在中

文学校,家里学到的知识来帮助那些不是中国

人的同学来学中文。通过这事增加了我要学

好中文的动力。 

    老师教我们新的知识同时，也审查我们以

前学习的知识， 确保让每一个学生都难忘以

前学的生字。当老师给我们考试听写，她说

出的词语都具有挑战性。它不只是简短的词

语，还有很长的语句。真难！另一个不寻常

的事情是，如果你第一次听写考的不好，老

师不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而是让你下周重新

考试。老师说她知道我们不喜欢学中文，但

也不想考得不好。考得不好了我们自己的心

情巳很不好，也知道自己缺了什么。所以她

给我们自己改正的机会。她很理解我们。为

了让我们尽快有兴趣记住教过的字词，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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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想办法让我们边玩边学：一个同学在说一

个字时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做完。学生要找到

生字的结构，偏旁部首，意思，词语，还要

造句子。如果学生成功完成，学生可以选择

另一个学生，给那学生另一个生字。这活动

继续这样，直到所有的生字都用完了。要想

顺利过关，需要我们复习准备好，真是既紧

张又好玩。不知不觉一堂课就在紧张欢笑中

度过了。 有一节课，我们去外面玩了。老师

要我们观察大自然。检查叶子的颜色和天气。

老师要我们收集最好的叶子，然后装饰我们

的 6C 班，使它变成很漂亮。 

我们 6C 班老师教得很奇怪，但是老师教的很

有意思。 

                        期待的中文课 

                    潘立洋 （6C - 10 岁） 

         伴着上课铃声，我爬上楼梯，走进二楼

的 6c 教室。当我走进教室，看见了我以前的

同学们已经在他们的位置上坐好了。我们开

始上课啦！ 

         我仔细听孟老师解释今天要教的内容。

我们这个 6 年级班与其它班级不同。孟老师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我们不仅学习当前课

程的內容；我们还要复习以前学习过的内容。

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记住在课堂

上学到的知识。当我们学一个新字时，老师

还会教我们一些同音字，一字多音字，等。

比如：”好”字可以读成 2 个读音。同时她还会

让我们回忆以前学过的多音，然后写到黑板

上我们一起复习；教”养“时，还教我们”痒”；

教＂象“时还教我们”像” ”橡”等等。 

          在我们学习课文时，老师还会给我们介

绍与课文相关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学巜去

邮局》时，孟老师为了增强我们对课文理解

带来一本集邮本到班上。让同学们亲眼看到

什么叫集邮，什么叫集邮本。为什么说通过

集邮这个爱好，我们可以认识许多世界名人，

学习不少历史知识，了解各国风情，还可以

欣赏世界各地的自然风光。邮票使我们开阔

了眼界增长了见闻呢。 

        这还要感谢长城中文学校为我们创造了

一个可以学习中文的环境。现在每个星期天，

我都很期待去中文学校和我的同学们一起上

孟老师的中文课。 

                                        等待惊喜 

                            杨婕雯 （6C - 9 岁） 

        今年我在 6C 班。我的老师是孟老师。我

们全班都喜欢她，她很善良。老师要我们每

次上课前站起来说“老师好！”然后她说“同学

们好！”她让我们这么做，是因为她要我们学

会尊重老师，同样她也尊重我们。她讲课讲

得很有特色。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给我们。

她有时候专门把字写错了，让我们改正。她

有时候让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儿，她要我们感

受一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树叶是什么颜色，

和外面有什么声音。老师很尊重我们，因为

一些原因， 老师问我们需要不需要将期中考

试推后一周。这种被尊重的感觉真好。我们

每次听写得写一些画线的词，这些词是老师

从每课中划的重点。老师也让我们写加分的

词。她会用不同方式来奖励我们：如学习进

步，上课积极发言，课文读得好，我们考试

考得很好，如果我们把教室清理干净等。我

们可以用这些奖励在小卖铺买很多东西。孟

老师很灵活，如果有个问题，她会想个办法

就解决了。我们每个同学都想得到孟老师的

表扬，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学习，主动参加班

级打扫。我们班有趣的事不少，我就不一一

说了。 

        当然她对我们也很严格。她在课堂不仅

教我们书上的字和课文，她还教我们不少额

外的字词，额外的成语。她也给我们好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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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除了课本上练习册上作业外还有额外的

作业。尽管这样，我还是爱来中文学校上中

文课。 

       6C班的同学们也很好玩儿。在今后的 7个

月里相信还会有很多惊喜在等着我们。这就

是为什么我爱 6C 班。 

                               集邮本 

                     张育恺 （6C - 9 岁） 

        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去长城中文学校学中

文。今年我的老师是孟老师，她很有趣。我

们班一共有十六个小朋友。 

        我能在 6C 班学到很多东西，有中文故事

和古诗，集邮和写生。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埋

在地里的金子”，这个故事让我们懂得只有勤

劳才能好起来。以前我只是听说过邮票，但

是没看见过真正的邮票。 在“去邮局”的故事

里，我学到集邮是一个爱好。为了让我们看

到真正的集邮本，孟老师从家里带来了集邮

本。让我知道了什么是集邮册，为什么集邮

会是一个爱好。使我将书本上一个个方块字

与具体的物件联系起来了。更好地理解了为

什么书上说：”在集邮本里，我认识了许多世

界名人，学习了不少历史知识，了解了各国

风情，还欣赏世界各地的自然风光。” 这些邮

票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我很喜欢

孟老师带来的集邮本。老师还请了一个去年

班上的姐姐来告诉我们中文是一个很重要的

语言。 

 我在中文学校认识很多小朋友，今年认识了 

5 个朋友。每次的 15 分钟课间，我会跟他们

出去玩，我们也去买些好吃的东西。 

       在 6C 班，孟老师会给我们很多惊喜。她

给我们香蕉和其它奖品以鼓励我们好好学习。

每个季节，老师还会带我们出去看一看，说 

体验大自的美。我喜欢我的 6C 班。也希望去

6c 班上课。好像学中文也沒象以前一样那么

难，无味了。因为不知道孟老师还会带给我

们什么惊喜。 

                                 不一样的老师 

                            于海月（6C - 10 岁） 

感谢长城中文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好的学

习中文环境，感谢长城中文学校老师的辛勤

劳动。 

 我现在在孟老师的 6C 班。孟老师的

6C 班跟别的班不一样。孟老师教课文不是完

全按照课文顺序来教的，别的老师第一个星

期都教第一课，而她第一个星期教了我们第

四课。开始我们都糊塗了，不明白是我们没

听清还是老师说错了。后来通过学完第 4 课

《埋在地里的金子》后才知道课文的中心意

思是只有勤劳才能富起来。 老师是希望我们

做为一个学生，只有勤奋才能学好中文和其

它。并希望我们将这道理一直记住在心，贯

穿在这一年的学习之中。她说她会常常在课

堂上让我们重复第四课内容。别的老师都是

教完了一课，就只听写这一课学的生词，而

孟老师听写的时候，她要我们把到目前为止

学的字词都听写了。这样才能确定我们把以

前学过的字都记住了。例如，如果我们学了

第一课和第四课，我们不仅要听写第一课的

生词，还要听写第四课的生词。孟老师教我

们生字的方法也不是很常见，她教我们一个

字结构 部首 词意，不是就只教我们这一个字，

她会教我们好多跟这个字相关的字。这不仅

让我们学习了这个新字，还让我们复习以前

几年前学过的”旧”字。还要学”新”字。因为有

些字换个部首或换一点点就变成另一个新字

了。这样让我们感到新奇，同时也觉得很容

易记住他们的区别，很快就记住了。觉得学

习中文有时也不是那么难了。这个方法很有

用。现在我的书上记了许多额外字词，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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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我都记住了。还有，她不仅要教给我

们课本上的知识，还培养我们尊重他人的好

习惯。上课前和下课后， 老师会让我们站起

来说“老师好” 和 “老师再见”。这是为了教我

们尊重老师。同样她也非常尊重我。下课后， 

她也要两名学生将教室收拾干净整齐为下班

的同学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孟老师很特别。我非常喜欢她的班，因为

她教课的方法跟别的老师不一样，这些方法

都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更好。 

                                 我和长城 

                           田浩 (6C - 10 岁)  

        长城， 也叫做万里长城， 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  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是我们中国人

的骄傲。  去年暑假， 我们回中国， 有好吃

的， 又有好玩的。  其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全

家一起爬八达岭长城。  当我登上长城的时候， 

感觉自己仿佛在很久以前的长城上。  我低头

往下看， 能看到很漂亮、 很壮观的风景。  

我第一个到达了南长城的一个高点。  突然间， 

我意识到了，短时间内我是跑不到长城的终

点的。   我是全家第一个爬到烽火台上的， 

当看到爸爸妈妈和妹妹落在后面的时候， 我

很自豪！  此时是我一点儿水都没有了。  我

的体力消耗很大， 实在是口渴难忍。  爸爸妈

妈他们爬上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看着一

眼望不到头的长城， 想到了古时候那些把一

砖一瓦搬运上来和修建长城的工人是多么的

辛苦和不容易呀！ 想到这些的时候， 我的身

上好像又充满了新的力量。  以后， 当我遇到

困难的时候 ， 就想一想长城 ，想一想长城精

神， 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中国之所

以在短短的几十年迅速发展起来，从以前被

欺负的弱国变成现在强大的中国，一定就是

这种不屈不饶的长城精神发挥了作用。长城

是中国的象征，长城精神是中国腾飞的力量。 

                                    我和长城 

                           沈方睿 (6C - 10 岁) 

今年是我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的

第六年。开学的第一天，我认识了 6c 班的孟

玉老师，也上了一节特殊的中文课。《中文》

课本的第四课＂埋在地里的金子＂变成了第

一堂课。我学到了只有勤劳，才能成功的道

理。因为中文没有阿拉伯字母，所以学习中

文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孟老师在第一堂

课就教育学生， 只有刻苦努力，才能学好中

文。孟老师还给每一位同学一根香蕉，并告

诉我们，海外华人就像香蕉一样，皮是黄色

的，里面也是黄的。不管你英文说得多好，

自己怎样看自己，别人都会把你当成华人。

海外华人不会中文，就不能了解自己的历史

和文化。是的，如果我不会中文，就不懂父

母在说什么，想什么。如果到中国去，就会

找不到东南西北，不能和当地人交流。在长

城中文学校，我不仅有像孟老师一样的好老

师，还有认识了许多小朋友。大家都成了好

朋友。我一定会尽力到长城中文学校去，把

中文学好。 

                           我爱长城中文学校 

                             杨婕雯 (6C - 9 岁) 

         我从小就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中文。今年

我在 6C 班，我的老师是孟老师。我们全班都

喜欢她，她很善良。去年我在班 5D，我去年

的老师是万老师， 她也很善良。我的四年级，

二年级， 和一年级的老师都很善良。我也去

画画儿班，在画画儿班我们画动物，实物，

和跟很多。我的画画儿的老师是陆老师，他

画的很好。在长城中文学校也有跳舞，中文，

画画儿，和跆拳道。在学校他们卖很多好吃

的像包子，糖，和薯片儿。学校有十分钟的

课间休息，我们可以出去，或呆在教室里，

或是去和我们的朋友玩儿。春节的时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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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联欢会，每个班都表演。有跳舞，唱

歌，朗诵，和话剧。表演完了，大家去玩儿

游戏， 可以得玩具。我们都喜欢这个活动。

中文学结束了，我们就有个联欢会。在联欢

会我们有吃的和好玩儿的。这就是为什么我

喜欢长城中文学校，但是他还有很多吸引人

的地方…… 

                                    我和长城 

                          王小玉 (6C - 10 岁) 

        每个星期日是很多人去教堂的日子， 而

我去的是长城中文学校。我从三岁就开始去

长城中文学校了，长城和我一起成长。在长

城，我获得了很多知识、美好的回忆和可爱

的小朋友。 

        在长城我学了中文、画画儿和跳舞。现

在我能和姥姥用中文打电话和发信了。我参

加了各种写作文、讲故事比赛，我看着自己

得的奖杯真是太高兴了！因为我从小就喜欢

画画，所以我还在长城学习了画画儿。开始

跟缪老师学画卡通画，有绿色的圣诞树、可

爱的小狗、每天坐的校车等；又跟李老师学

画静物素描，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不同形状

的水杯酒瓶、和老虎狮子等；现在我开始学

画人物素描。妈妈把我每个星期的画都挂到

墙上，让我更加喜欢画画了。我的画已经得

了三个奖，其中，我的一幅画«在知识的海洋

中冲浪»被评选为全校区 2016-2017 年年历封

面，每天老师和同学们都能看到我的作品，

我高兴极了。 

       在长城中文学校，我不但学了很多知识，

也有很多快乐的回忆。我每年都参加学校的

春节晚会表演，也看别的小朋友唱中国歌、

跳民族舞和讲汉语故事，庆祝春节。有的时

候，我也参加学校的烧烤聚餐，和同学们一

起作游戏，我们不仅在一起学习，还成了好

朋友。 

       长城陪伴我一起成长，我在这里得到的中

文知识和认识的朋友也会像圣经一样影响着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