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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本期彩虹学生作文来自中文班万山

红老师七年级班同学的：“假如我是……….”

为主题的作文和长城中文学校参加 2018 鲁迅

青少年文学奖海外征文活动同学的参赛作品。

这些来自学生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示长城中文

学校学生的中文的功底和水平，同时也充分

体现了长城中文学校各位老师的教学水平。 

本期内容：侨报小记者何睿何佳关于：2018

年 3月 25日 长城中文学校举办的 HSK 和 YCT

考试的专题报道!本刊记者李婷婷关于：2018

年 4 月 15 日长城中文学校举办感谢午宴以此

答谢本学年新老义工家长对学校的支持和帮

助。义工家长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做为长城义

工的心德和收获。长城中文学校第三届识字

标音比赛于 4月 15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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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中文学校春季 HSK 和 YCT 中文考试创新

高 

   侨报小记者：何睿何佳费城报道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长城中文

学校举办了第 11年 YCT和 HSK中文考试。今

年考试规模空前，负责监考的义工共有 18

名。参加考试的学生一共有 50名，其中 32

名参加 HSK 和 18名参加 YCT。而且仅仅考

HSK 四级的同学就有 22名，创造了长城参加

中文 HSK考试的历史记录！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今年的参考学生热情高涨

呢？侨报小记者何睿采访了几名学生，问了

个明白。大部分人的原因都是想为自己的将

来扩展更多的机会，而拥有中文就是他们

的”秘密武器”。考了 HSK 既可以测试他们

的中文水平使得他们有机会去中国的市场发

展，又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中文知识，可以

说是一箭双雕。学生蒋伊莎说到：“我参加

这个考试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要借用我

的中文帮助自己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可以有

更多的选择。” 

小记者何睿同时也采访了长城 HSK考试总负

责人周磊老师，请她回顾近几年长城学生考

HSK 的形式和变化。周老师说道：“从 2009

年长城中文学校第一次举办 YCT，到现在

2018 年已经走过 11个年头了。每年至少会

举办一次到两次 YCT 和 HSK 考试，已有超过

200 多学生参加并通过考试。这些年唯一不

变的是孩子们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斗志昂扬的

气势。我作为负责人感到欣慰，有满满的成

就感。希望能继续持续下去，长城加油！” 

中文 HSK和 YCT考试的普及也象征着近几年

在海外中文博大精深的魅力和影响力的突飞

猛进。最后，预祝所有考生都旗开得胜，取

得好成绩！同时也希望长城中文学校的中文

学习者越来越多，更上一层楼！HSK 和 YCT，

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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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四级同学正在认真答题（摄影：何绪

斌） 

考试总负责人周磊老师和负责监考的部分义

工（摄影： 付晓颖） 

（义工名单：周磊，徐永江，付晓颖，姚海

蓉，王文金，郑淇，庞军，何绪斌，李爱

辉，崔传昕，李宏，齐红伟，Yong Fan, 

Jinglan Liu, Yanyan Liu, Shuling Mao, 

Junling Wang, and Wei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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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中文学校参加 2018 鲁迅青少年文学

奖海外征文活动 参赛作品： 

              不见不散 

作者姓名: 王小玉 

性别:女 

出生年月:2006-01 

侨居地:美国 

就读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 

指导教师:万山红 

        你知道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谁吗？是

我的姥姥！我和姥姥的年龄、生活环境和爱

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的姥姥是一位七

十多岁的老年人，而我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

年。她住在地球那边遥远的中国，而我住在

美国。她每天在家里做家务或拜访朋友，可

是我平时去美国学校上学，星期天去中文学

校，还要参加其它多项课外活动，比如参加

篮球俱乐部、弹钢琴等。 

        尽管如此，我的姥姥仍然是我最

亲密和最好的朋友。她在我一出生就给我

取了中文名字-“小玉”，意思是冰清玉洁。

每个周末，我和姥姥都用微信视频聊天，

如果我们哪一个人有事不能通话，我们都

要请假，在微信上留言。  

        我喜欢和姥姥在一起，因为她总

是对我非常好，有耐心，喜欢听我讲话，

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而且总是尽力帮助

我。例如，我每个星期都会告诉她最近发

生的事情以及我做了什么，可能是一场篮

球比赛或者是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种

的花草。另外，我的姥姥还通过微信帮我学

习中文，帮我完成我不会做的中文作业。上

个月我报名参加中文 HSK4 考试，刚开始我一

做模拟题觉得很难，担心自己考不过，姥姥

就鼓励我，说“只要你努力学习，下功夫，

肯定能考过，而且还能取得好成绩”。然后

我们就在微信上一起复习，我把不懂的地方

拍张照片发过去，姥姥看过以后就给我讲明

白。果然，我这次 HSK4 考试成绩是 265 分，

听力 92，写作 90 。我和姥姥都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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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姥姥来说，她也喜欢我们每个星期

打电话，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她一个人在家

里，很寂寞。 

        当然我们交流也存在一些挑战。因

为我的母语是英语，而我的姥姥只会说中文。

这有时会让我们难以讨论某些事情。我住在

美国，她住在中国，不能面对面，因此我们

只好通过电话进行交流。有的时候让我着急

的是我的 iPad 突然没电了或者网络不好。另

外，我们的时区也有很大区别，姥姥那里是

白天，可我这边是晚上，而我的白天是姥姥

的晚上。因此，我们只能在早上或深夜打电

话。 

        虽然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我的姥

姥对我总是非常好，姥姥是我很亲密的朋友。

我们都期待着每个星期五晚上的电话，不见

不散！ 

       学习中文有趣的故事  

作者姓名: 王皓辰 

性别:男 

出生年月:2007-08-17 

侨居地:美国 

就读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 

指导教师:柴静华 

        我是一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 我平时学习中文经常

闹出很多笑话。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我学

中文发生的故事。 

             （一） 

       每个星期天，妈妈都要带我去中文学

校学习中文，可是中文很难， 而且周末也不

能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玩，我就有些不高

兴。 我问妈妈，“我为什么还要学习中文

呢？”妈妈说，“你是一个中国 人，如果你

不懂汉语，那回中国的时候怎么办呢？” 

      有一天，我在看中国节目，看到有一

个人在骑马，他一边骑马一边说 ”驾驾驾”。

可是，在美国人们骑马时要想让马跑快点，

他们会说“ Giddy up， giddy up”。 我觉

得很奇怪，然后我就问妈妈，“如果美国的

马到中国去， 是不是也要学好中文啊？要不

然， 马就听不懂骑马的人在让它干什么了，

是吗？”妈妈说：“是啊， 马都需要学习汉

语，我们当然更应该学好了！”我点点头， 

明白了学好中文很重要。我和妈妈都笑了。 

                   （二） 

        我是个非常爱吃糖的孩子。我在学

中文的时候， 造的所有的句子总是离不开糖。 

1. 虽然我的牙已经有好几个洞，但是我还是

很喜欢吃糖。 

2. 要是我在商店里看到糖，我就想让妈妈给

我买。 

3. 我一边吃巧克力，一边看电视。 

4. 我不仅喜欢吃口香糖，还喜欢吃棒棒糖。 

5. 因为我吃了太多糖，所以我的牙坏了。 

6. 尽管万圣节那天晚上下的雨很大， 可是

我和姐姐还是一起出去要糖了！ 

7. 妈妈说，我不能先吃糖，再吃饭，这样我

就不想吃饭了。 

8. 我要么吃牛奶巧克力，要么吃夹心巧克力。 

9. 如果我以后成了百万富翁，我就把商店里

的糖都买回来， 一次吃个够。 

      我现在觉得学习汉语很有趣，越来越

喜欢学习汉语了。 

             我和中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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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中国缘美国宾州费城地区长城中⽂

学校 6 年级，何佳 （英⽂：Jennifer He），

12 岁 

指导老师：孟育 

我们都知道中国⽂化博⼤精深，中⽂

学校老师教过我中国字也叫汉字。我出⽣在

美国，⼤约 7 岁开始学中⽂。学习中⽂的过

程当中发⽣过许多有趣的事。其中有⼀件事

情最有趣，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有⼀次，我刚从中⽂学校回到家就⼀

头钻进房间拿出中⽂书本开始写作业了。其

中有⼀道题是让我根据课本里面的字写反义

词。当我看到第⼀个字“好”时立即写出它

的反义词“不好”。因为我们常说“好”或

“不好”。我就简单地认为反义就是在那个

字的前面加⼀个“不”就可以了。所以就很

快写下了“不前”，“不远”等。写完后我

觉得反义词也不难吗，小菜⼀碟！ 

当我把作业写完之后，交给我的爸爸

看⼀下。爸爸检查我的作业时哈哈⼤笑起来

了！我惊奇地跑去问爸爸，他告诉我为什么

笑的时候， 

我也像个鬣狗⼀样笑得打滚。爸爸把

我的作业用⼿机拍下来，放在他的微信里，

很快就收到 100 多个回复。有些叔叔阿姨夸

我的字写得漂亮，给了我很⼤的鼓励。也有

叔叔阿姨说看了我的作业后笑得肚⼦都疼了。 

 

上面图片里是我当时写的作业，您也

笑疼肚⼦了吗？尤其是看到“这”的反义词

我写成“不这”，“前”的反义词我写成

“不前”？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笑我，

当爸爸告诉我反义词的意思及这⼏个字正确

的反义词时，我才明白我搞出的笑话。因为

明白了正确的反义词，我很快就更正了作业

中的错误。“好”的反义词是“坏”，“前”

的反义词是“后”，“这”的反义词是

“那”，等等。 

虽然我写作业的时候很搞笑，闹了笑

话，但我也从中学到了正确的反义词。这也

说明以后我学习时要更认真⼀点和要更仔细

⼀些，真正明白意思，⽽不是想当然 。 因

为那时候我还小，所以我所学的中⽂词汇量

不多，同时也不怎么熟悉我学的字，做⼀件

事情也不太花功夫 。现在，我知道做⼀件事

情不仅要坚持，⽽且还要尽⼒做好。 

通过这些特别有趣的事情，让我更喜

欢学习中⽂了，同时也给我在学习中带来了

很多的快乐，让我感受到中国⽂字的美妙⽆

穷，增强了我的中国缘！ 

     我的中国缘 

作者姓名：中文名：何睿， 英文名：Rachel 

He， 性别：女 

出生年月：2002 年 5 月于美国，侨居地：美

国宾州大费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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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 

指导老师：无（本文是自己独立完成） 

联系方式：rachel.he.2010@gmail.com 

缘分是什么？又该如何定义这个缘分

为好呢？如果要真正研究的话就很难，因为

每个人的定义和想法都是缘于自身经历的。

我认为缘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的巧遇，不管

是否是命中注定的或不经意的，都是美妙的。

当然缘分也不只限于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可

以与事物。我和中国就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中国几乎已经是我第二个家了，我回

去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了。同样我与中国的

缘分也是源远流长的，并且得益于小时候在

学习中文这方面的坚持和努力。如果没有当

初的那份热爱和拼搏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去年夏天我回到我爸爸的湖北家乡，

亲身体验了当地的高中生活。作为一个在美

国上学长大的孩子，我特别好奇和期待异国

他乡的上学习俗。恰好我表姐在那里读高中，

所以我就和她跟班学习了两天。在短短的两

天时间内，我学习了很多，比如他们每个人

都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尊敬老师，维持非常

好的课堂纪律等等。在早上鸡都还没醒到晚

上漆黑一片，那些学生们却一刻都没停歇过，

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通过这次短暂的体验，

我非常高兴自己有机会接触同龄人， 同时庆

幸自己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现在我还和很

多保持着联系，互相鼓励和学习。友谊真好！ 

我和中国的缘分不仅限于中国甚至还

伴随着我到美国了。 从小我就对中国文化有

着深深的眷恋之情，而且每年都会回中国探

亲访友。这份热爱是促进我和中国文化的主

要元素。同时这份缘分也是在我学业和人生

道路上至关重要的。因为小时候我的父母非

常注重学习中文和保持我的中国根，所以我

就对中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中文的兴趣

逐渐建立了我的语言天赋，并打开了很多扇

窗。比如我多次担任过各个地区春节晚会和

其他的中国文化晚会的主持人。包括这俩年

大费城地区 7 校联合元旦晚会，长城中文学

校小木兰舞蹈团的专场晚会等。另外，通过

学习中文我甚至都在中国知名的人民日报海

外版上发表过文章。这或许就是我在中文语

言上和中国冥冥之中的缘分吧。当然我和中

国的缘分可不仅于此。在美国，能有一个专

门为华裔孩子展示中文能力的平台是一件非

常值得珍惜的事。恰好我们北美就有一个侨

办的侨报平台。而我的中国缘极大地帮助了

我获得侨报小记者的职位和这个平台的电子

报副主编的荣誉。 

 

2017 年 7 月 11 日，我随侨报小记者

访华团参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受到国侨办

主任裘援平老师的亲切接见并握手鼓励。 

我以前从来都没妄想过自己有一天能

以自己的中文水平当一名副主编去编辑审阅

mailto:rachel.he.201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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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稿件。现在我每周都要审阅多份大费城

地区侨报小记者提交的稿件。 

2017 年暑假，我还有幸作为侨报小

记者访华团成员之一访问中国北京和成都，

领略了大好风光的同时也学习了中国文化，

结交了很多朋友。在成都参观了大熊猫基地

和青城山，感叹于都江堰的雄伟。在北京，

参观了人民日报社以及北京特色的胡同。作

为小记者我几乎每天都写了精彩的报道，这

次访华团之行实在收获太大了。除此以外，

我还极其喜爱中文歌曲和中文娱乐节目。 我

听中文歌是因为通过一个有趣的方式协助我

学习更多的中文。总之，我对中国文化的热

爱是我作为一个主编工作的非常有利的优势。 

在人生道路上，中国文化对我的帮助

和影响实在是太多了。从学业，交流能力，

写作能力以及培养领导能力，到丰富扩展我

的文化知识和朋友圈。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

如果没有中文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中国就

像是涂满我生命中的彩色颜料一样，没有它

或许就是黑暗的。我坚信我和中国的这份缘

是永远不会断的，它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

结越深。 

我以我的中国缘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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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同学们的：“假如我是……….”主题

作文 

指导教师： 万山红 

           假如我是一条鱼 

                 林洪业 

有一天，他醒来时，他是一条鱼。 在海水中

游泳，他发现了一些藻类， 为了生存，他吃

了藻类。 游了几分钟后，他碰到了一条鲨鱼，

鲨鱼想要吃他， 他拼命地向前游，直到鲨鱼

疲惫，然后放弃了。 后来鱼找到了一个家，

他决定住在那里躲避食肉动物。 过了一会儿，

鲨鱼又回来了。 因为鱼有家，所以能藏在屋

里，鲨鱼没办法吃他，只好游走了。 他饿了，

所以他又吃了藻类。 几天之后，鱼感到无聊，

所以他绕着他的房子游来游去，他喜欢锻炼

和活动。许多天过去了，藻类的数量减少了，

所以鱼要搬家。 搬家的时候他看到鲨鱼，但

鲨鱼厌倦了它，所以他们互相尊重。新房子

很好，有更多的空间和更多的藻类。 又没有

食肉动物，住在这里很安全的。 现在有很多

生活在那里的鱼，他会与别的鱼交谈，做朋

友。好久以后，他老了已经快不行了，所以

他留下了一颗鱼仔，成为他的孩子。 他去世

后，新鱼幸福地生活着。 

         假如我住在中国 

                庞杍贝 

    在美国，我只有我的妈妈和爸爸。别的

家人都在中国。如果我住在中国，会怎么样

呢？ 

    我可以坐高速铁路去看爷爷奶奶。我可

以去洛阳看美丽的牡丹花。我也可以跟大姑

姑学照相。我可以和小姑姑的女儿遥遥一起

玩。我可以去学打乒乓球。我可以和全部的

家人照一张大大的合影。 

    我可以去看很多著名的大山和古迹。我

想看闻名于世的长城和故宫，名震天下的少

林寺。我还想去看只在故事里听话过的黄河

和长江。日照香炉生子烟的庐山到底是什么

样子？华山真的只有一条路吗？泰山真的可

以一览众山小吗？ 

    我的中文会进步。我和我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只能说中文，所以我的中文肯定会

更好。出门问路、买东西都要用中文。广播、

电视都讲中文。还有到处都是中文报纸和路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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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可以吃中国的饭。早上，我会吃豆

浆由条。晚上，我可以吃饺子，包子，和花

卷。还有炒米饭，面条，和烤红薯。我可以

喝很多种美味的汤，吃不同口味的豆腐。我

还听话四川有一些辣的东西，可是我不喜欢

辣的食物。 

    如果我在中国，就可以过一个真正的中

国新年。可以放烟花鞭炮。见人就话新年好！

全家看春节联欢晚会。我会收到很多江包！

到了十五，可以看各种各样的花灯。 

如果我住在中国，那该多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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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只笨鸟 

                 郑丽淇 

妈妈帮我起了很多外号，我最喜欢的

外号就是叫笨鸟，因为我知道笨鸟先飞的故

事。妈妈常常说我就像故事里的笨鸟，脑袋

瓜不太会转，永远一条筋，先飞再说，被猎

人打到再说。 

       今天，我的中文老师要我写一篇假如

我是什么．．．，我第一反应就是写假如我

是一只鸟。不管是聪明的鸟还是笨的鸟，首

先它们都会飞，想想在蓝天白云里自由的飞

翔，那不是多好的事啊！想着想着我就好像

现在自己就変成了笨鸟。我的全身都是羽毛，

我长出了翅膀，不管天有多高，路有多远，

我也不多想抖抖我的胖身体展开我的翅膀自

由的飞翔。           

聪明的鸟肯定没有我这种笨鸟的朋友

多，只要我放声大叫，我的朋友们就会从不

同地方飞来跟我一起玩。我和它们在大树上

唱歌，在地上抓虫，叽叽喳喳叫不停，才不

会理猎人来了没有。聪明鸟肯定在想怎么小

心意义的寻找食物和防着猎人。像我这样的

笨鸟肯定不会想太多，高兴就好啦！天是不

会变，不是还有家人在吗？ 

假如我是什么，我真想是一只笨鸟，

笨鸟是多么可爱和自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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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只鸽子 

                 王霆钧 

             我吃什么？ 

假如我是一只鸽子， 我会飞来飞去， 

在非常大的地方寻找很小的草籽。 有的时候

在城市里有人会把草籽撒到地上。 人们太奇

怪了，有的时候他们喜欢我们, 而有的时候

他们要打死我们。如果我渴， 我可能会等到

早晨时喝地上的露水。 我真的等不及的时候，

我就飞向大城市，喝喷泉里的透明水。 

             我做什么？ 

假如我是一只鸽子，早晨起来， 从

我的小窝里飞出去， 看一看外头的风景。 

有的时候热，有的时候冷。 我飞到地上， 

喝点儿地上的露水。我先把小鸽子叫醒。 他

们醒来以后， 我就从地上拿点儿草籽给它们

吃。 吃完时， 我会让它们试一试飞到天空。 

到中午， 我又会给我的孩子找一点儿饭， 

又试一试教它们怎么飞。晚上，我会给那些

小鸽子唱一首歌和睡觉。 

              我看到什么？ 

有的时候我有一点儿烦躁。 我会在

城市里转一圈儿， 有很多高大的楼。 有的

楼是红色的， 有的楼是绿色的， 什么颜色

都有。城市里有喷泉， 很吵的车和桥。 最

明显和最多的东西是人。 有的矮， 有的高， 

有的年纪大， 有的年纪小。有的穿蓝的衣服， 

有的穿紫的衣服。 他们衣服的样式各种各样。 

人们长得各不相同， 没有两个完全一样。 

                结论 

我很希望我能变成人， 可以穿各种

样式和颜色的衣服， 可以做各种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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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看电影， 玩游戏， 读书， 也可以住在

舒服的房子里， 吃好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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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只鸟 

                黄隆飞 

如果我是一只鸟， 我会是一只小鸟， 

跟一个碗一样大。我的身体会在蓝蓝的天空

中飞来飞去， 我想去哪儿里就去哪里。我的

小眼珠看来看去， 盯着地上的东西， 看看

我找不找得到食物。 一起飞， 我就急急忙

忙地张开翅膀， 开始拍打翅膀， 收起小爪

子， 飞上天空。 天空中到处都是云， 一点

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就要降落了。我的小身

体向地面飞去， 我的翅膀开始慢下来， 因

为现在我想去地上找一下食物。 

 晴天的时候， 蓝蓝的天上什么都没

有。 我就开始起飞了， 又去找一点吃的东

西。 因为没找到食物， 我一天到晚都在飞

来飞去找吃的。 但是我的翅膀开始慢下来了， 

因为我飞了好久， 也用完了我的力气。 我

看看可以在哪里休息一会儿， 落到地上了。 

我接着在地上找来找去， 看哪里有吃的，终

于找到了一点零食， 马上就去拿那些面包屑。 

吃完了面包后， 我就开始起飞了， 向家飞

去。 许多天后， 我到了家， 也找到了许多

事物， 我非常满意。 我回来后， 发现我以

前的窝哪里都找不到了， 所以我用树枝和树

叶， 做了一个更美好和舒服的窝。 

 如果我变成一只小鸟， 我就会像这

样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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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 

                 卢俊楠 

 如果我是小鸟， 我就会做好多的事。 

我会做人们不会做的事情。 我会飞到天上， 

找吃的东西， 还会找个休息的地方。 我用

我强大的腿和翅膀去飞， 我就高高地飞向天

空。 我飞到人们不会看到的地方， 还有飞

过树上的叶。 我在飞的时候会看见绿色的树， 

红色的树， 还有黄色的树。 我也会看到各

种的建筑和汽车。我会跟别的小鸟一起飞。 

我们会一起唱最好听的歌， 而且成一个群体。 

 我还会在地上找东西吃， 我会用喙

吃食物。 我可以用我的敏锐的眼睛去找昆虫

和蠕虫吃。有时， 我会飞到水面去抓鲜鱼。 

我大多去吃鲜花的花蜜， 水果， 还有粮食。 

我也会落在湖边或者河边喝水。 但是， 我

要小心不被蛇， 还有红狐吃掉。 我会很快

飞离吃我的动物。 

 我要找到休息的地方， 找到住宿的

地方。 我会在树上建巢。我会拿一根树枝， 

把他们叠在一起堆筑起来， 这样我就可以在

里面休息了。 我也会挖一个洞休息。 但是， 

我需要保持温暖。 天气开始变冷的时候， 

我必须向南飞，向赤道飞，因为要不然我就

冷死了。 天气开始变暖的时候， 我就要飞

回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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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个画家 

                 郝婧彤 

假如我是一个画家， 我会用我的笔把我心里

的那幅画儿画出来。 

 我有一天出去看秋天的景色， 我想：

“秋天的景色好美丽啊！我要把它画出来”

我要画树， 树叶， 草， 小河， 秋天的云

和天， 还有那一群往南飞的大雁， 我要把

它们都展示在我的画板上。 之后， 我还要

把它们都涂上颜色。 我知道最适合秋天的颜

色是红， 黄， 橙和棕色。我给树和树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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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调配出不同的色彩。 秋天的草已经开始

枯黄了， 我就用黄和棕色画出来。 我用不

同种的蓝色来表现出水的流动。 我要给大家

画出来那些大雁越飞越遥远的感觉。 如果我

是一个画家， 我一定会画出一张美丽的秋天

的画给大家看。 

 假如我是一个画家， 我要走遍世界

各地。 把我看到的， 听到的， 触摸到的， 

都用我的画笔画出来。 我要画沙漠， 山河， 

城市， 大海，珍奇的动物，各种肤色的人。 

我去中国画长城，去澳大利亚画袋鼠，树袋

熊， 去法国画埃菲尔铁塔， 去北极画北极

熊， 去南极画企鹅。 我用彩笔， 蜡笔， 水

粉， 墨， 铅笔去展示出它们的真实样子。 

 假如我是一个画家， 我有这么多美

好的事情去做， 所以， 我现在要努力去练

习和学习更多的画画技巧， 知识， 为成为

一名真的画家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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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名医生  

                 孙露西 

从小我就想当一名医生。我的爸爸妈

妈在来美国之前都是医生，我哥哥现在也是

一名医生，他们都是我的榜样。在家里他们

也常常谈论与医学有关的话题，很多话题我

都感兴趣。我也喜欢看有关医院工作的电视

剧。 

    假如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当一名内科医

生，当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给病人诊病治

病。病人来看病时，我就会热情的请他坐下，

耐心地询问他们，并取出各种各样的工具检

查病人。 我会用我熟练的双手和专业的医疗

术语让病人寄希望与我。我还会用我的笑容

鼓励、温暖病人。在紧急情况下我也会用最

快的速度给病人做出正确诊断。 

      当然，做医生也很幸苦，每天都会给

很多不同的人看病，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值班。

但是一想到能为病人解除病痛和得到病人的

尊敬，再苦再累我也不怕。 

         

    假如我是一名医生，如果病人经济上有

困难，我愿意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如

果某些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我愿意做一名

志愿者前往灾区救助需要帮助的人。 

     为尽可能多的病人服务是我的愿望，所

以我要努力学习，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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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支铅笔 

               于海月 

 你好！我的名字是小尖，我是一支铅

笔。铅笔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我的主人是

明明。 我是一支很好看的铅笔，我的外面是

黄色的，也非常光滑。明明每天都把我从书

包里拿出来，用我写字。我最喜欢写字，写

字可好玩了！只有我被放进铅笔刀里的时候，

我才觉得铅笔的生活不好。明明把我放进了

铅笔刀里以后，再把我转啊转啊，每转一下

都特别疼。但是还好了，因为削完以后，我

变得更尖了。 我的生活还是满好的，可是有

的时候我觉得很孤单。我是明明唯一的一支

铅笔，所以我没有朋友，哎。。。。 

 今天，我醒了以后，突然发现昨天明

明买了一支新的铅笔。这只铅笔也非常漂亮，

它是一支蓝色的铅笔。明明把它放进书包里

的时候，我简直太高兴了，因为我终于有朋

友了!它刚刚被放进书包里的时候，我就问它：

“你叫什么名字？”它说：“我叫小蓝，你

呢？” 我说：“我叫小尖。” 这时，明明

把装着我们的书包拿了起来，带我们去了学

校。我们到了学校以后，明明把书包放下了，

然后把我们从书包里拿了出来。把我们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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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上以后，他把小蓝从桌子上拿起来，开

始用它写字。写完以后，他就把小蓝放回了

桌子上，然后去外头玩了。小蓝回到桌子上

以后，它问我：“你最喜欢干什么？”我想

了想说：“写字，你呢？”它说，“我最喜

欢画画。”我跟小蓝聊了大概半个小时，明

明又进来了。他坐下了以后，老师说：“大

家把铅笔拿出来，我们要做数学题了。”明

明把我拿了起来， 用我做数学题。做完了以

后，下课铃响了。他把我和小蓝放回了书包

里。一天的事情干完了以后，我躺下¬¬¬¬¬准

备睡觉时，心想：我真开心，我今天终于找

到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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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 

        Michael Xiang 

假如我是一条海豚。 我会长得比别的鱼还大。

在大海里， 我每天抓着小鱼吃。我的视力不

好， 所以我用回声。 我会发出一个高声的

声音，就能找到我的猎物。 我吃的鱼有很多，

可是我最喜欢吃的是鳕鱼。鳕鱼比较难抓，

可是他们特别好吃！我如果抓不到鳕鱼，那

我一般会找鳟鱼吃。 

假如我是一条海豚，我会要每天注意我周围

有谁。有些时候，一条鲨鱼会游来。那时候

我会躲起来。有一些时候，鲨鱼还会找到我。

但是因为鲨鱼比我大， 我能钻进小洞，鲨鱼

就进不来。 白天我要躲着鲨鱼，晚上怕鲨鱼

又来抓我。都睡不好觉。虽然鲨鱼抓不到我，

我还是特别不喜欢鲨鱼。 

每天早上我可以安静下来。妈妈在这里保护

我。妈妈每天会教我生活技能。我学完了，

妈妈会让我去和我的朋友玩。我会每天和我

的朋友游到岸上。我们会有比赛像谁能跳的

最高和谁能吹最大的气泡。 我和我的朋友每

天从早到晚在大海里玩儿，抓鱼吃。如果我

是一条海豚， 我会最喜欢去新的地方转悠。

我和爸爸妈妈会去新地方玩，看看新的地方

有什么好玩的。 天气变冷了就回到家。假如

我是一条海豚，这是我每天会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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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滴水 

               王小玉                                        

      我是一滴小小的水滴，晶莹透亮，到

处都是我的影子，人人都离不开我。 

      我喜歡旅游，到处都是我的足迹。我

和我的小伙伴们平时喜欢生活在池塘里、湖

里、小河或者蓝色的海洋里。每当太阳出来

的时候，我就会飘上天空，躲在云彩里。然

后会变成雨珠落下来，或者变成雪花飘落到

地面上。我和我的小朋友们又一起回到小河，

然后我们再唱着歌跳着舞高高兴兴地流进大

海里。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直不停。 

      虽然我很小，但是人人都喜欢我，离

不了我。如果人们身体里少了我，就会生病

的。我知道地球上很多地方的人们都没有干

净的水喝，比如非洲有些国家。我想到那些

地方去，让那里的人们都能每天喝到干净的

水，少生病。我也想到大沙漠去，因为那里

的花草树木、动物和人都不能得到足够的水。

我到了那里，他们肯定会都很高兴的。 

      因此，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我

是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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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宇航员 

                许可 

假如我是宇航员，我会在零重力下浮

动，并在我的太空飞船上跳来跳去。我会驾

驶我的太空飞船到月球，到那里看看月球上

有什么，在较低的重力来做有趣的事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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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月球上回到我的宇宙飞船之后，我会继

续旅行， 从太阳系中找到更多的行星，并寻

找外星人。 

如果我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我会寻找

能够支持生命的行星，收集有关行星的信息。

如果我找到外星人，我会尝试和他们沟通，

并且把他们的东西带回地球。在与外星人交

谈之后，我会去不同的行星，从这些行星采

集各种标本，比如土壤和液体。 

在我的宇宙飞船上，我将研究这些资

源，分析它们是什么，是否它们以任何方式

与地球相关。当我回到地球时，我会与我的

朋友和家人以及像 NASA 这样的大公司分享我

的发现。当 NASA 看到我的信息时，他们可能

会给我很多钱，我可以变得富有快乐。凭借

这些的钱，我将创造一个商业航天器，许多

人可以买票乘坐太空船像游轮一样遨游太空。

太空船上的人们可以访问我们太阳系中的月

球和其他行星。 

从长远来看，我的商业太空船公司会

给我带来更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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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装我是只猫 

        杨婕雯 

假装我是一只猫。如果我是一只猫我

就不用上学，也不用离开家。可以做任何我

想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吃，然后玩儿，最后

睡觉。家里没人时候，我可以开始吃冰箱里

好吃的。我看见了一条鱼，真好吃啊！ 

有一天，我跟我的好朋友明明去公园

玩儿，她很聪明，也很幽默，我们走着走着，

突然看见一只蝴蝶，一只很美丽的蝴蝶，我

和明明去追赶那只蝴蝶，追啊追啊，我们实

在太累了，不能继续追了。这时，我发现我

们迷路了，我现在在哪里啊？  我和明明得

往右走还是往左走？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往右

走，明明觉得我们应该往左走。  

最后我们决定， 我往右走，明明往

左走。 我好像走了半个小时， 担心再也找

不到我的主人了。我终于 找到明明了。我们

特别高兴！这时，外面开始下雨了。我们找

了一个商店，走了进去。上面写着“宠物店

“ 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下。我闻见了一股很香

的味儿， 像鱼一样。我和明明找是什么东西

那么好闻，原来是一条鱼。 

我忘了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想起来了，

我和明明迷路了，这时有个人进来，他像我

的主人一模一样哦。他看见我，我也看见他

了。我终于找到主人了! 滴滴滴！闹钟响了。

我不是猫，原来只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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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一名宇航员 

                 沈方睿  

如果我是一名宇航员, 我会在失重的

太空中进行科学研究并开发新的体育运动项

目。我的科学研究项目会包括研究在宇宙空

间中的火和气泡的形状及其物理现象。我开

发的新体育运动项目包括太空足球。我可以

和我的太空伙伴们在太空中测试太空足球。

我会让太空足球成为太空中最有趣和最流行

的体育运动项目。 

在宇宙空间中的火，是我的第一个研

究项目。我会观察火在一个无重力的环境中

是如何移动、传播和扩散的。在地球上蜡烛

的火是尖尖的。但在太空中, 蜡烛的火会散

得很开, 象圆圆的蘑菇。我会研究为什么太

空中的火焰是圆圆的, 而地球上的火焰是尖

尖的。之后, 我还要研究太空中的火是如何

移动、传播和扩散的。我会点燃的一个浮动

的油珠, 看看会发生什么。太空中的油珠会

着火吗？还是什么都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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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空间中的气泡，是我的第二个研

究项目。我会在太空中吹一个气泡, 看着它

如何漂浮和变化。太空中的气泡会变成不同

的形状吗？它能变得多大？ 它能变出多少泡

沫？太空中的气泡会冻结和爆炸吗？我们知

道太空中是很冷的，宇航员都须穿保暖衣。

太空中的气泡开能会马上冻结，开能很难漂

浮和扩散， 开能也不会爆炸。我不知道在太

空中吹一个气泡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研究它。 

关于太空足球, 我想让它成为一个新

的最有趣的体育运动项目。我会在太空中建

造一座太空足球场, 用氧气填满它, 球员不

用穿笨重和不便的太空足球服。我会把球场

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用有弹性的材料建造

起来。球员在比赛的时候也不会受伤。我可

以在地板上和天花板上画上码线，边线、得

分区。我会设计一些机器人裁判，计算机大

屏幕，并用电脑播音员评论比赛和宣布比分。  

总之, 如果我是一名宇航员, 我会把

我的时间花在空间科学研究中，并开发新的

太空体育运动项目，让人们生活在有趣，快

乐和健康的太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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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  

                王耀文 

如果我是一架飞机，我就能免费地去

别的地方。我能去中国，法国， 英国，德国，

等等。我每天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我会以最

快的速度到达。我在空中，我能看到特别辽

阔的大地。我往下望去，人们和建筑就跟蚂

蚁一样小。他们在辛勤的劳动。我在森林中

飞行的时候，我会看到绿色的树和草， 还有

各种各样的花，还有很多可爱的动物，像马，

羊，牛，等等，多么神奇和美丽啊！我在海

洋上飞行的时候，我能看到很多的船和小小

的鱼在蓝色的水里游动着。海鸥的叫声和海

浪地拍打声就像美丽的交响乐，真神奇啊！

我累的时候我会停在地面休息。我饿的时候，

汽油是我最爱的食物。 

如果我是一架飞机，我可以为人民服

务，可以帮人们飞到不同的地方上班，或旅

游。我还可以帮人们运包裹，运机器，还能

运很多东西，等等。我会很安全的把他们带

到目的地。人们在我的飞机里很舒服和很快

乐，他们可以看外面的风景，可以开开心心

地吃东西，还可以看电影。 

我会不断努力让自己飞地越来越快，

越来越安全。我努力让自己变成人们最好的

运输工具。所以，如果我是一架飞机，我不

但可以像小鸟一样在空中自由的飞行还可以

高高兴兴地帮助有需要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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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15 日长城中文学校举

办志愿者答谢午宴纪实报道 

        撰稿人：李婷婷，崔秀敏 

今年的冬天特别长，到了 4 月底，才

稍稍显露出了春天的迹象。这一天阳光普照，

粉色白色的小花飘满了枝头。在静谧清幽的

Rosemont College 校园深处，长城中文学校

举行了一场志愿者答谢聚餐。 

新老面孔在餐厅里欢聚一堂，大家在

欢声笑语中享用着自助餐并互相自我介绍。

有刚刚开始施展拳脚的新家长，有兢兢业业

服务了长城二十多年的元老级人物。“感谢”

是今天的主题。 

徐永江校长是第一个发言的。他对长

城中文学校的义工 非常关心和重视，在义工

感谢午餐会上给予各位义工高度的评价和赞

赏，同时也和大家讲述了每位义工的工作对

中文学校正常运行的重要性，我们的中文学

校是纯粹的非营利组织， 以服务周围社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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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为大家提供中文学习的机会和场所为

目的，于此同时进一步在海外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我们义工的无私

奉献， 就没有长城中文学校的正常教学的进

行，同时他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他个人多年来

做为一位老义工的真实感受和收获， 那就是

在你付出的同时， 也同时感受到了收获的充

实感，也是一个对提高自己领导能力的重要

学习过程和锻炼。最重要的是通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我们能够有这样好的平台特别是给

我们的孩子有很好的机会能够系统的学习中

文这一被广泛应用的语言，这将是他们未来

事业发展的巨大优势，每一位家长的无私付

出，都是我们孩子的获得，他们是我们共同

努力的最大受益者，最后徐校长希望大家再

接再厉， 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新家长加入我

们义工的行列,为共筑长城中文学校添砖加瓦！ 

庄岚理事长是第二个发言的。她娓娓

道来尽是暖人心田的话语，感谢遍了出席和

没有出席的所有志愿者们。众所周知长城中

文学校是一所由志愿者为主体的学校。有一

个家长在辛勤付出，就有一个孩子在其中获

益。庄岚列举了近一年长城举办的所有活动，

感谢了志愿者们辛劳的付出。除了各种活动

的顺利召开与大家的火热参与，长城在各项

赛事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说近期的汉

语考试有五十个孩子参加，并全体通过。在

长城的历史上，一共有 250 个孩子参加了汉

语考试，仅最近这一次就把总参赛人数提高

了 25%。这是在其他地区的中文学校中也难

得一见的好成绩。 

崔秀敏作为第一个家长代表发言。秀

敏同时也是长城校刊《彩虹》的主编。她跟

我们讲了她如何开始当起志愿者，又如何接

下彩虹的编辑工作。她最大的感触是觉得虽

然是在义务劳动，但自己感觉也学到了很多，

一边付出，一边也在收获。她还给大家念了

一段她家老二学中文十年后的感言。其中有

痛苦，有心酸，有辛劳，有收获。十年的历

程最终让她悟到，人要做成一件事，还是要

坚持，还是要锲而不舍。这对我们其他孩子

刚刚起步学中文的家长来说，是欢欣鼓舞的。

我们在下面一边感慨这孩子中文感言写得多

好，一边思量要是十年后自己的孩子能写成

这样，就已心满意足。 

宋晓明是第二个发言的家长代表。她

这个人，不管在干什么，经常都在微笑。刚

吃饭的时候跟我们不紧不慢地讲着她以前遇

到的各种逸闻趣事（糗事），让气氛一度很

活跃。转眼到台上，还是那个微笑的她，又

徐徐道来呼吁我们大家都能从身边很小的小

事做起，从力所能及的事做起，点点滴滴来

影响别人，来创造更好的中文学习环境，让

我们的孩子能把中文学得更好。我知道不管

是秀敏也好，晓明也好，其他的很多志愿者

也好，其实自己家里都有很多事忙不过来，

但仍然愿意抽出时间做志愿者，并不是因为

闲闷无聊而想要找事情打发时间，而是真心

想要为大家、为孩子做更多的事情。 

沈琴娜是第三个发言的代表。今年春

节联欢会，她帮了 很大的忙，在以前中文学

校的场地无法使用的情况下，赶紧联系了自

己所在学校的一个大礼堂，让我们的孩子们

能在一个很优雅舒适的环境里庆祝中国新年。

琴娜在大学里教德语，以前还同时教过几年

中文，她能体会到中文的重要性，也跟我们

分享了她在家如何贯彻中文教学的心得。我

能感受到她是个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妈妈。

她最后说了几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刻，她说，

我要拿林肯的名言来祝福长城中文学校，我

们的长城学校要成为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民有，民治，

民享)”。这恰是符合我们各方父母孜孜不倦

出人出力来培育自己后代，传承自己文化的

中文学校的治学方针。 

最后出来发言的是依慧。我前面看历

史照片回放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问了周围的

人，这个经常在照片里出现的人是谁啊，怎

么早早晚晚的照片里都有她？Laura 拍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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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肩膀说，我跟你说吧，这是我们这里资历

最深的志愿者了。原来长城中文学校正是依

慧在二十年几前创办的（1996年 1月 26日是

长城中文学校第一天开学）。她说一个人想

要办一个学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为

什么要给学校起名叫“长城”呢？因为我们

希望我们的学校，是一砖一瓦慢慢积累、扎

扎实实建立起来的学校。我们希望这个学校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大风大雨，都能岿然不动。

最后依慧给我们念了一下长城中文学校的宗

旨（mission），我在这里也附上，作为本文

的结尾。结尾并不是结束，这将是我们继续

将长城的精神传承下去的另一个开始。 

长城中文学校宗旨是推广中华语言文字， 弘

扬中华文化传统，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教授

以汉语拼音、简体汉字、普通话为主的现代

汉语。学校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努力成为华

人文化信息的传播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桥梁。The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is a 

nonprofit independent school that cherishes 

Chinese values and heritage, fosters and 

enhances friendships among Chinese and 

other ethnic communities, contributes to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nd other cultures, and enhance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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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琳娜，宋晓明 和崔秀敏作为家长代表和大

家分享了作为义工的经验和感受： 

我叫沈琴娜，是 Bryn Mawr College 

德语系教授。2016 年夏天搬到宾州，很快就

找到了组织。我两个孩子都在长城中文学校。

我参加志愿者队伍的原因跟所有志愿者是一

样的，因为中文学校办得好坏跟我们自己孩

子 的 利 益 紧 密 联 系 。 中 文 学 校  is an 

organization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比美国政府还要民主。 

来宾州之前我在 Miami University 和

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 都任过教。在

Loyola 时，系里需要人教中文，所以那三年，

我是德文课和中文课都要上。每个中文班级

里头基本有一半是亚裔学生。他们都意识到

学中文的必要。我当时想我一定不能让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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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放弃中文，不然到大学要掏大钱学中文。

所以我一直就是坚定要让我的孩子学习中文。

有时候为了学中文在家里跟孩子发脾气，吼

孩子，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聪明一点的话，

就快点把中文作业做了，反正是要做的， 为

什么一定要我把你们弄哭了才做呢。我有时

候还觉得中文要把我和孩子的关系毁掉了。

孩子看到妈妈态度一直很明确，也硬着头皮

在学。我自己是搞语言出身的，所以我知道

学语言的用处。而且孩子们小，他们有很多

空余的时间。如果不充分地把它利用起来，

孩子在玩电脑游戏和打打闹闹中，时间也就

过去了。 

我在 Miami University 的时候，那儿

没有中文学校。这个也让我更感激现在离家

十分钟就有个中文学校，一定要珍惜这个机

会。所以我知道中文学校也不能 take for 

granted。我也尽量参加志愿者队伍，尽自

己一份力。 

最近一次是庄岚邀请我参加 research 

team，帮学校找春晚活动场地。原先的高中

大礼堂今年好像都不 available, 我后来就想

到自己大学，虽然 Goodhart Hall 500 来号

人的大礼堂小了一点，但也刚刚够大。跟学

校 conference and events 一联系，也是一

拍即成。这次我亲身体会到，要办这么一台

春晚，长城中文学校的领导们要付出多少努

力。大大小小事情都得处理。我亲眼目睹什

么叫无私奉献！希望中文学校越办越好。我

孩子还只有三四年级，来日方长。 

崔秀敏：大家好！  我们长城中文学校的领导

团 队 请 大 家 来 参 加 今 天 的 volunteer 

Luncheon, 主要是为了感谢各位家长在即将

过去的一年里对中文学校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 

我也算得上长城的一位老家长了，我

自己的三个孩子都是在这里开始他们的中文

学习，现在只有最小的儿子还在继续上中文

和画画课。从前三个孩子都小的时候，总是

忙忙碌碌的，也没有为学校做什么。等两个

孩子都大些了，心中开始有想为学校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 

最开始看到我们学校校店的车老板忙

时，我常常帮她看看摊，１６年那年春节晚

会的筹备工作中， 周磊拉我一起评审演出节

目，和撰写节目报目词， 后来又在庄兰的推

荐下，接下来咱们校刊彩虹的编辑工作，撰

写了长城中文 20 年校庆发表在世界日报的文

稿。也是在自己做了些事情的当中，让我看

到了学校领导团队成员和像你们一样的家长

多年如一日的无私奉献才有学校的存在和成

长。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一种收获的充实感，

其中包括又有了新的朋友圈，而且能有机会

和我们长城中文学校一起陪伴孩子成长。 

我最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如果没

有像你们一样的所有 volunteer 的无私的参

与和奉献， 我们的学校是不可能有今天的规

模和成绩，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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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我们的孩子们学习中文的机会， 我们

为学校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都是一

片心，都是在为长城添砖加瓦，而最终的受

益人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同时希望大家再

接再厉，同心协力把我们的学校办好，让更

多的孩子受益的同时，也继续把老祖宗留给

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一代一代的 ABC 身上发扬

光大! 你的坚持，也就是孩子的坚持！ 在此 

我想引用我家老二中文学校毕业感言来结束

我今天的讲话:  她是这样写的： 

中文学校的一部分是教会了我怎样做到碶而

不舍。父母不允许我放弃中文, 我不得不带着

我的愤怒和挫折感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我真正

理解到: 没有坚持, 永远学不到真东西, 如果我

在第一堂中文课后就放弃了上中文学校的话, 

那么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可以掌握和理解中

文，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我很庆

幸自己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学习中文, 做为一个

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在经历了 10 年的学习

中文的痛苦争扎,我很感恩于中文学校,在我既

将离开这里的时候,我拥有了将永远不会丢失

的中文的技能,和在痛苦中孕育出来的美好回

忆来伴随我将来的生命旅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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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费城长城中文学校第三届识字标音比赛 

                           赵丽霞 

掌握常用汉字是中文阅读的基础，拼

音则是识汉字的拐杖。为了促进学生尽快尽

多掌握中文常用字词，真正运用拼音这个工

具，从而自如阅读中文，位于费城西郊的长

城中文学校自 2016年始组织识字标音比赛。

今年 4 月 15 日，春暖花开的时节，在全校二

十多名志愿者的齐心准备下，长城中文学校

第三届识字标音比赛圆满完成。80 多名来自

全校各年级及汉语入门的学生参加了比赛，

规模空前，不仅参加人数比前两届大大增加，

更可喜的是低年级的小朋友们踊跃参赛。 

长城中文学校的识字标音比赛与 HSK

汉语水平考试接轨，考试内容涵盖 HSK 1-4

级常用字词库。 HSK 字库有中英文对照和标

准拼音，通过学习字库，学生们既掌握汉字

和拼音又复习英文，可谓一举三得。备战这

个比赛也帮助学生打下通过 HSK 汉语水平考

试的基础。 

识汉字标拼音比赛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王文金先生分享了举办这个比赛的初衷。他

认为海外孩子中文学习无法坚持的根本原因

是认识的中文词汇量不够多，无法阅读中文，

最终失去中文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掌握常用

汉字是中文阅读的法宝。最常用的 500 汉字

在一般中文出版物出现的频率约 78%，最常

用的 1000 个汉字覆盖面达 91%，最常用的

1500 个汉字覆盖面达 96%，最常用的 2500

个汉字覆盖面则达到 99%以上。识汉字标拼

音比赛以 HSK 四级考试常用的 1000 余汉字

为考核内容，促进学生们在短期内尽快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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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汉字，为自主阅读中文打下扎实基础。

他还为比赛编写注册网页及自动评分系统。

输入各级参赛学生的分数，系统自动算总分，

自动评出各级及各年级各个奖项。 

不满 9 岁的唐宁馨小朋友是长城中文

学校四年级的学生，她是此次比赛二级特等

奖获得者。她分享了中文学习的经验：“完

成中文作业，写汉字，背课文，每天读中文

书”。朴素的经验告诉我们学习中文贵在坚

持，识字阅读是关键。 

学校理事会成员在内的二十多名志愿

者是识字标音比赛的幕后英雄。万应杰、夏

琳、徐永江、姚海蓉、周磊对比赛非常支持，

他们参与比赛的组织筹划。学校创办人、名

誉理事长依慧照例亲历亲为，每年亲自为获

奖选手选定奖杯。志愿者们准备比赛内容，

参加监考，维护考场秩序，考试现场给参赛

同学颁发参赛奖状和小礼品，保证比赛现场

井然有序。比赛结束后志愿者们参与改试卷，

并反复核对，确定获奖名单。 

学校期待以识字标音比赛为契机，推

动学生加强中文学习和使用拼音的能力。学

校也期待明年有更多的同学踊跃参赛，有更

多的家长们加入长城中文学校志愿者的行列，

为识字标音比赛出谋划策，添砖加瓦。 

照片一：识字标音比赛现场 

摄影者：付晓颖 

 

 

编辑语： 

彩虹期刊征稿：鼓励同学们投稿彩虹，作文

题材不限，希望大家踊跃投稿! 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