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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中文写作比赛 

长城中文学校在 2014 年 12 月《侨报》组织的海外华人青
少年中文写作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参加比赛的同学
们在各年龄组均获得多项名次。 

 
儿童组（8~10 岁） 

半数获奖同学为长城中文学校学生 
 
     赵子龙/ Daniel Campbell---3c 
     胡雨晨/Jason Hu---5c 
     汤文清/ Wenqing Tang—5c 
     孙可忻/ Kathy Sun—4c 
 
 

少儿组（11~13 岁） 
 
7 个获奖名次中有 5位获奖同学为长城中文学校学生 
 
     徐浩雯/ Karen Xu—11/12 
     卢永杰/ David LU—7c 
     陈培芸/ Amy Chen—11/12 
     罗茜/ Greta Luo—9/10 
     李昱霖/ Dorothy Li 
 
 
 
               供稿：徐永江 

七校元旦晚会 
 
2015 年 1 月 3 日费城地区七所中文学校（长城、光
华、长青、华夏、明朗、春晖、费城第一中文学校）
及旋律艺术团联合在 Upper Merion Middle School 举
行庆祝 2015 年元旦联欢晚会。长城中文学校积极参与
本场晚会，《山歌》、《水之歌》、《风酥雨忆》等
长城中文学校选送的舞蹈成为晚会最精彩的节目。多
位长城中文学校的家长担任灯光音响舞台工作和晚会
义工。 
 
 
整场晚会气氛热烈，到场的学生、家长和其他观众济
济一堂，同学们和家长们的表演水准高，准备充分，
服饰艳丽大方，题材形式新颖，为费城地区的华人社
区和当地居民献上了一份盛大的节日礼物，全体演职
人员和观众们欣赏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共同度过了一
个难忘的节日之夜。 
 
 
《彩虹》期刊在本期刊登数张长城中文学校晚会演出
节目节选照片供大家欣赏。一位参加演出的同学家长
在晚会后也写下了真挚的感言，在此一并发表。 
 
 
 
 
 
           供稿：万应杰      
           摄影：辜晓虎 （时光文艺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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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 作者“罗杰” 

 

        每年，我们大费城华人都有一个共聚庆新年的晚会。
这每年一次的演出，十几年下来，就有了回顾时间的含
义。冬去春来，类似的形式，却是不同的内涵。每年的节
目都很精彩，每年的节目都不同。今年的晚会更是精彩，
但其中有个散文朗诵，朱自清的《匆匆》，让我对时间感
触更深。 
 
 
     华人在美国的生活千姿百态。可是不管一年中怎样
的曲折，怎样的幸福，每年的元旦晚会上，大家都是展现
个人最好的姿态。于是元旦晚会成了一个每年固定的格
式； 不同的是内容：节目在更新，孩子们在长大，父母
们在老去。如果你每年都来，回味历届晚会照片，你会看
见自己，家人，同学，老师，朋友的变化过程，看到时间 
的魔力。 
 
 
     每年晚会开始，大家从四面八方聚来。这么多年
了，任然有好多人叫不出名字，只是脸熟。大家见面就是
挥手一笑，道声“你好，新年快乐”。结束后临分别时，
不管是否认识也是挥手一笑，道声：”你好，新年快乐
“。华人分散在费城各地，过着各自截然不同的生活。中
间多少的辛苦，喜悦，曲折，都自己知道，因为大多互不
相识。 

 
 
 
 

     可是每年这个时刻，我们华人都会聚在这里，没有
叙述，只有一张对过去的包容和对未来憧憬的笑脸，在 4
个小时的舞台上绽放一年的精彩，追逐不灭的梦想！ 元旦
晚会是一年的总结，是大家排练大半年的汇报演出，算是
个终点。但更是起点，是我们可以从今晚的脚步散去后再
次拼搏的开始。 
 
 
      时间就是这样在静静地流淌，生命就是这样在默默
地燃烧！只有那一张张照片，记录着时间留下的痕迹。 
 
 
  （照片罗杰在给女儿罗瑞婷扎头绳，做演出前的准备） 
 

 

 

   

 

 

 

编辑语：长城中文学校孟育老师提供了她所任教 6C 班级同学近期写作的《开学第一天》主题中文作文，刊登如下。

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校刊的支持，同学们这种认真学习、积极参与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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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老师 
 

Bryson Cliggett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年，我的中文老师有一点怪。 但是，这不是坏

事. 她只是与众不同。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她的教学风

格。很多老师就会上课,问问题, 给作业，然后下课. 但

是，孟老师不一样。当她教学时， 她会故意地说错或者在

黑板上写错一些字。我们看到不对的地方时，她要我们告

诉她。孟老师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我们上课的注意力。她的

理论是如果我们在她的字里面找错误的话，我们上课时会

更加集中注意力。 她也会给我们讲故事，也会带上课道具

给我们看。 孟老师似乎对我们很理解。比如, 她说她知道

我们学中文不容易.  因为我们不每天用中文. 上课的第一

天，她带香蕉给我们。她说我们就像香蕉。 “你们外面的

皮肤是黄色的，但是你们里面是美国人。”孟老师不一

样，但是，我觉得她是个好老师。我相信我会喜欢今年的

中文课的。  

开学第一天 

万明昱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在 6C 班上课的第一天给我的印象很好。老师告诉我们她

的名字是孟老师，不是梦想的梦, 而是孟子的孟.老师给我

们每个同学发了一个香蕉，我当时想，为什么老师不给我

们黄色的香蕉呢? 后来才知道她买不到黄色的。 孟老师

说，就好像这香蕉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外表都是不一样

的，可是我们里面都是相同的。孟老师还告诉我们，要是

我们上课时认真，就可以到教室外面去学 习。然后我们开

始读第一课。 第一课讲一个决心当一个小画家的小男孩。

最后，孟老师让我们回家做作业，写作文。我觉得孟老师

上课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我很喜欢她。 

 

  
我第一节中文课 

亢梦梅 6C  指导老师：  孟育 

 

9 月 7 号，是长城中文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妈妈把我

送到中文学校。我今年是在 6C 班。我来到教室看到

教室里有很多同学。有我认识, 的还有我不认识的。

上课的铃声响了，我的老师介绍她自己叫孟老师。孟

老师问了我们的名字，年级, 和夏天我们做了什么。

然后，她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香蕉，跟我们说：你们是

黄色的皮肤，可是里面却是白色的。也就是说，你们

的外貌是中国人，实际你们出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一

些思想行动观念习惯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美国人了。但

在美国人看来你们还是中国人。你们自己也不能忘记

自己确实有中国人的血脉。因为你们的根是中国。所

以作为美籍华人的后代。你们必须认真学好中文，用

好中文。这对你们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都将得益

匪浅。她说完了就开始给我们读了一篇课文。然后，

她把这个星期的生字写在黑板上。可是， 有一个字

写错了.原来她是故意写错的。她改正完了，她告诉

我们生字的意思。最后， 她布置了作业, 就下课

了。  

 

开学第一天 

曹卉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在中文课上最喜欢的是改错字。老师会故意写错字

让我们找。我喜欢这样,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主动思

考，而不是被动地学习，记住这个中文字怎么写. 为

了不让自己犯同样的错, 我们得要专心看黑板上的

字。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中文学校学习。这种教

法让我觉得很新鲜。我也喜欢每两个星期默写所有的

字。这让我们可以记住学过的词汇。我也希望交新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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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天 

朱明鈺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上个星期天，是中文学校开学的第一天。我很不想去。但

是我还是去了。我一进教室，老师就告诉我她的名字。然

后，她就给了我一根香蕉。我觉的很奇怪。我心想，老师

为什么给我一根香蕉呢？不是来上中文课吗？为什么给我

们香蕉吃呢？香蕉还是绿色的。我又在想，老师是不是要

让我们画香蕉呢？这是什么鬼中文课。还让我们画画?。后

来,老师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给香蕉。原来，她是用香蕉来比

喻我们这些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黄皮白心。她希望我们

永远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应该学好中文. 这个比喻很有意

思。今天的中文课还挺有意思，不同于其它的中文课。希

望每周的中文课孟老师都能带给我们一些惊喜，那样中文

课就不那么难过了。 

 

 

有关测验 

爱玲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天是我六年级中文第一节课，在来上课的路上我

一直在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这个老师会有什么不一

样?。孟老师－我的六年级老师确实和其他老师的要求不一

样。她提出了很多学习要求, 让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孟老师

所说的有关测验的要求。每一次新课后的考试内容不仅仅

是新学的, 还包括以前学过的字和词组。我记得一到五年

级的老师没有这么要求过，所以我也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我一回家就和妈妈说了我的新老师和一些老师的要求, 可

是妈妈认为孟老师这样要求很对。后来我想了一想觉得孟

老师这样严格要求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以前学过的知

识。如果我们不能把以前的知识巩固好的话，就没有办法

把新的知识学得更好。而且， 我们平时都以英语为主，用

中文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帮助我们提

高中文水平。我想今年我会学得比前几年辛苦，而且要更

加努力, 但是我相信我的中文会比以前更好。 

 

 

我爱 6C 班  

廖安然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爱 6C 班. 我第一次上 6C 班的课，给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孟老师, 她给了我们每人一根香蕉。一开始，

我在想：“老师为什么给我们香蕉呢？”然后老师对

我们说：“你们都像香蕉：外面的皮是黄色的，大家

都会把你们当成中国人。可是剥开来，里面是白色

的， 就说明你们是美国人。” 我觉得老师说得很

好，而且哪里可以找到那么好的例子。 我很喜欢孟

老师，我觉得她讲的课很有趣。她第一次给我们读课

文就叫我们把头放到桌子上，让我们闭上眼睛想像的

美景. 她一边读，我就一边象在看电视。我仿佛看到

了鲜花，绿草，明净的湖，白色的桥和绿色的树。 

老师还给我们“extra words”， 我们要是能默写出

来就有“extra credit”;. 另外,我们班里有个人叫

森林，所以老师就问：“有没有人叫大海？” 你觉

孟老师是不是很有意思，很特别? 反正我巳我很喜欢

孟老师了。 

 

 

孟老师 

方佳颖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第一天来到中文学校就觉得孟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老

师。她先给我们三个人一人一个香蕉。孟老师告诉我

们一个故事，说我们里面就是白人，但是外面看起来

是一个中国人，黄黄的皮肤，就像一个香蕉。从来没

有人这样告诉过我，我也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她教

我们是跟别的老师不一样的。所以，我一下就喜欢她

了。孟老师会故意把一个字写错，等我们去指正它。

她知道为什么同学们不喜欢上中文课。但是，她讲课

讲得很有趣，这样我上课的时候不会睡着。我觉得跟

孟老师一块儿学中文一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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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的第一天 

葛安吉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天是中文学校上课的第一天。我来到了 6C 班，我们的老

师是孟老师。孟老师说今天的天气很好，很想带我们去公

园，然后就叫大家趴在座位上做”梦”。我想：“为什么

呢？”同学们趴下后，孟老师开始读课文“在公园里”。

闭着眼睛我觉得自己真的来到了公园，看到了白色的桥，

绿色的树，蓝蓝的天，还有很多雕像。这时我才明白孟老

师是想让我们在梦里感受公园。接下来，孟老师在黑板上

写了“在工园里”。啊？公园的“公“怎么写错了呢？大

家很高兴发现了老师的错误。孟老师说她这样做是在试试

同学们的能力. 如果同学们能发现老师的错误，他们就会

更想上课，精力也会更加集中。 

 

我很喜欢孟老师，因为她的课很有趣。 

 

 

开学第一天 

毕其佳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年我上六年级,去了我的中文学校。我已经晚了三分钟，

我进去的时候同学在说 ”老师好”，老师说 “同学们

好”。我的老师是孟老师，她有很长长黑头发，她还有咖

啡色的大眼睛, 看起来和蔼可亲。我们学了一篇课文。我

很喜欢第一课，因为课文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个小姑

娘要画画儿，我还喜欢那个大钟。老师还叫我们做”

梦”，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儿。因为有一个好的老师，

还有很多朋友。 

 

在六年级我要更好地学中文,说中文。 

 

 

 

 

 

 

暑假旅行 

伍宇超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年暑假，跟以前一样，我还是去夏令营，没有什么

意思。从 8 月 4 日起，我姐姐要去参观几间在美国

东北部的大学，我决定和姐姐，爸爸一起去。      

前 4 天，我们去了哥伦比亚，耶鲁，布朗和哈佛大

学。我们都参观了校园和听了大学介绍。从第三天

起，我们住在爸爸的一个在波士顿地区的朋友家里。

他们家有 7 个睡房，一个游泳池，还有一个很大的楼

梯。      第五天，爸爸说我可以留在他朋友家里，

不用跟着去参观达特茅茨学院。爸爸的朋友也有一个

女孩（Olivia）和一个男孩（Ethan）。Ethan 要去夏

令营，所以我和 Olivia 还有她妈妈在家。我们先在

各自的手机上玩游戏，吃午饭前我们到外面的小溪

玩。我们扔小石头到水里，看谁扔的石头可以在水面

上弹得最远。不过我们扔的大部分都直接沉到水里。

午饭后，我们玩她家里的 Wii 玩了一个多小时。后

来，爸爸，姐姐还有 Ethan 回来了，我们几个小孩

又在他们家的游泳池游泳，然后我们晚饭是烧烤。刚

吃了不久，爸爸的另外一个朋友的全家也来了，他们

从新泽西上来，也是来看大学。吃完饭后我们又再下

水，还比赛跳水。后来我们还玩了游戏。这天真是玩

得太好了！      第六天，我们到了 Cape Cod，爸爸

另外一个在波士顿地区的朋友的海边度假屋。屋子附

近有个小的海水湖，我们四家人到湖里划艇。这是我

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划小艇。我还玩了水橇。非常好

玩！傍晚，我们一起到海边去看日落。      第七

天，我们离开 Cape Cod 去纽约州的 Ithaca，途中我

们还去看了 Mayflower 帆船。爸爸开了六到七个小时

车才到，我们都很累。      第八天，我们参观了康

奈尔大学，然后我们就开车回家。我的暑假旅行结束

了。明年我还想去波士顿爸爸的朋友那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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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老师 

Jade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觉得梦 (孟)老师 跟别的老师很不一样，这当然是好的

事。梦老师不是只教我们中文，她也教了人生一课。比如

说，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人。有的人是朋友，但是有的人

是想让自己有最好的东西，生活的最好。第一堂课中，读

课文的时候，老师叫我们把头放下来，作梦。她让我们想

像雕塑公园的美景。梦老师不跟我们喊，但是也不是放

羊，梦老师很会教我们。她让我们一个人一个人读词语。

休息的时候 梦老师还给我们看她的狗的照片和录像。 梦

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 

 

孟老师 

高杨俊仁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是长城中文学校六年 C班的学生，很幸运孟老

师是我的老师。她以前是我的四年级的老师，她教我们中

文很耐心，所以同学们学起中文来有兴趣。 

我妈妈说，孟老师在长城中文学校教了十六年，是一件很

了不起的事！因为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不管她自己的事

业多忙，不管她自己的孩子的事有多少，她总是用尽心思

坚持来中文学校教我们。 

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所以我想学中文。但

是中文很难学，去年一年我不想学中文。今年回中国旅

游，中国文化的伟大让我认识学中文的重要。我相信有孟

老师的帮助，我中文会学得很好的。 

 

第一堂课我的中文课 

周希雨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 的 中文学校叫长 城中文学校。我 的 老师 是孟老

师。我们班有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  老师要求我们起立

对老师说“老师好”, 然后她回答“同学们好. 请坐”。

我们的第一课学的是“在公园里”。她还给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香蕉。我学到了很多汉字和知识。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中文。孟老师常常故意写错字让我们改错误。每天上完课

的时候孟老师让我们站起来然后说“老师再见!”.  她说

“同学们再见!”. 

第一堂课 

王逸菲  6C  指导老师：  孟育 

 

         在中文学校新学年的第一堂课，孟老师说了一

件特别有趣的事。 

         孟老师说她知道我们不是太想学中文，可是我

们的家长想让我们学。然后孟老师给我们每个人拿出

一个香蕉。她说我们都像香蕉。孟老师问我们，美国

人皮肤通常是什么颜色？我们回答说，是白色。孟老

师又问我们，中国人皮肤通常是什么颜色？我们说，

是黄色。然后孟老师说我们就像香蕉，因为我们是外

表是中国人，可是，我们内在美国化了。但是,别人

看待我们会觉得我们还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应该学好

中文和中国文化。 

         我觉得孟老师说得真对，我一定要努力学好中

文。 

 

 

中文学校六年级第一堂课 

 

 陈章翔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在六年级６D班里学中文。这学期第一次上

课, 我见到了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老师是孟老师。 

老师在第一堂课上讲了很多有趣的东西。我印

象最深的是孟老师给我们每人一个香蕉。她还说我们

就像这香蕉一样, 黄皮白心。我们的外貌是个中国

人，但是我们的想法, 喜好都是和美国人一样的。我

觉得老师的这个想法有点儿对，又有点儿不对。就说

我吧，我有的想法和爱好像我的美国朋友, 有的想法

像中国人。我喜欢吃西餐，玩电子游戏，在学校每天

听唱美国国歌，向美国国旗行礼。我也喜欢吃妈妈做

的中国饭，喜欢讲中文，看中国童话书，去中国看外

婆。所以，我觉得我不完全是香蕉。 

我喜欢我在中文学校六年级的新老师和新同学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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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课我的中文课 

张佳妮  6C  指导老师：  孟育 

 

在中文学校在中文学校, 我学会了怎么读中文。

第一课， 我学了“在公园里”。这个故事讲一个女孩子去

公园画画儿。公园里有很多好雕像。这里有世界艺术名作

的复制品，包括罗丹的《思想者》。那个女孩子开始画的

是罗丹的《思想者》。他永远是在想东西。我有时在想

“他在想什么东西呢?”。如果你要画画儿，你可以去公

园。那里有很多漂亮风景和雕像。 

 

 

 

我第一节中文课 

李碧涵 6C  指导老师：  孟育 

 

在第一节中文课上， 我的老师讲了很多东西。她

给我们一个香蕉。并用香蕉做例子给我们讲我们要学中文

的。我觉得很奇怪，我知道我的老师不象去年的老师。孟

老师给我们读了课文，然后她让我们“睡觉”。她要我们

想象课文里的情景。我在做梦的时候看见了很多漂亮的花

和绿色的树。蓝天上有白云，太阳照在绿草上。在我旁边

有一个大湖。我已经喜欢上了我的中文老师 。 

 

 

 

 

 

 

 

 

 

中文学校第一天 

王宝宝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的老师她姓孟。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和一双大眼睛。

还有一头乌黑长长的头发。她有很多的教学经验, 还

很幽默。她不仅懂中文还懂英文。她教课不同于以往

的任何老师，我举一例来说明，在我们进入 6C 班的

第一天，她就给我们一人一根香蕉，还问我们为什么

要给我们香蕉。同学们纷纷发言。最后孟老师总结

了：通过香蕉想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应该学中文。她

还说了许多其它有趣的事。你说这样的老师是不是很

有趣，很特别？真是有这样特别的老师让我喜欢学习

中文。我希望能在孟老师有趣味的课堂上学习更多的

中文。 

 

中文学校第一天 

魏廉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的新老师 - 孟老师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

香焦。她对我们说，尽管我们出生在美国是美国籍，

但我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就像香焦一样，里面白外面

黄。别人怎么看我们都是中国人。做为中国我们应该

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知识。听了孟老师的话。我

更想好好学中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