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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一笑

唐牧阳

一开始，爸爸跟我说这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孝”，我还以为是微
笑的“笑“。他听了哈哈一笑，说这是孝敬的“孝”。接着又问我 ”你
知道什么叫孝吗？”

我回答说： ”孝就是帮助父母做点事情，感谢他

们小时候养我们，就像乌鸦反哺故事里说的那样。”
过了几天，妈妈又问我孝是什么意思。 我说： “我本来觉得孝跟
笑只是读音很像，现在我发现，其实孝跟笑意思也差不多！你看，我刚刚
想到的，孝敬父母，让父母开心，笑口常开，这就是孝。而且，如果你一
直都很开心，天天都笑，他们看了，更高兴，这也是一种孝。” 我很得
意，因为我想到了这一点。但我没发现的是，在我一直得意洋洋的时候，
妈妈脸上也挂满了一副灿烂的笑容。
这篇作文获得了侨报

听说，小时候，我不怎么喜欢婆婆，老是抓她的衣服。但是有一

作文比赛少儿组二等

天，我笑眯眯的对婆婆说 “我喜欢你。因为，你是我妈妈的妈妈，我喜

奖。我校评比中获得

欢我的妈妈，所以我喜欢你！” 婆婆听了，特别的高兴，笑个不停！ 每

了一等奖。

次想起这件事，我都感觉特别高兴！孝就是笑，又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
了，我又加了一个意思:

原来，孝其实很简单，说一句话就不仅能让父

母开心，而且也能让你自己开心！
我有时在想，孝就像笑，是可以传染的。大人孝敬长辈，孩子们看
见了，就会像大人学习，长大了以后，他们也会孝敬父母的。你现在孝敬
别人，等你长大了也会被别人孝敬，意思就是说，孝敬别人也就是孝敬你
自己！所以，孝敬别人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做得越多越好！
孝就是笑，每次在脑袋里转一圈，我都感觉像是我在编一个词典，
每一次都在“孝“这个词上加一个意思，每个意思都离不开笑，开心一笑
就蹦出来了，就像一条小溪一样，一直不断地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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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周芷清

从幼儿园到现在，我在学校遇到的老师很多，他们都很值得我的尊敬和爱
戴。但是在我的生活中也有许多相当棒的老师 。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
处，每一个人的专长都值得我去学习，所以谁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

在我身边就有一位知识面非常广，又有耐心的老师，但当你见到他，你肯
定不会相信那么可爱，那么活泼，而且比我小四岁的小男孩是我的老师。
同时还是我那爱做恶作剧的弟弟。

这篇作文获得了《侨
报》作文比赛少年组
二等奖。我校评比中
获得了一等奖。

别看我弟弟才刚刚上小学四年级，但关于科学知识方面他比我要知道的多
很多。他经常喜欢在网上自己学习科学知识，然后立马就能滔滔不绝的给
我“上课”。可有意思的是我这个不爱科学的人，还总是能被他带到他的
科学世界里。几天前他就给我上了一堂人体器官和细胞的课。这些知识学
校的老师已经给我讲过很多遍，但不知为什么它就像流水一样溜出我的脑
袋，我根本就记不住。可是我弟弟总能把那枯燥无味的科学知识讲的活灵
活现，引人入胜，同时加上行为语言，让我一下就理解并且深深的记住。
例如弟弟在讲人脸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又有些恶心的科学
事实：每一个人脸上都有小小的螨虫，不管你多用力的搓，多费劲的擦，
就算把脸烧掉了，那些小螨虫还会在你脸上挪动。你说，他给我讲了这么
有趣的科学知识我怎么可能记不住呢？

我弟弟除了科学知识，还懂得很多游戏方面的知识，和很多希奇古怪的东
西。他经常会做出一些让人惊讶的事情。比如，有一次他在亚马孙上买了
一包有机蟋蟀粉，要我和我妈妈帮他做成蟋蟀饼，理由是他听说蟋蟀粉更
有营养，更健康，还节省能源。我非常爱我这个可爱，调皮，捣蛋，知识
渊博的老师。

孝
张笑嘉

张笑嘉同学一开篇就介
绍了自己学习中文时间
很短，仅有两年时间。
但是她却以这篇作文交
上了漂亮的成绩汇报
单。首先，小作者的手
写作文字迹认真端正，
行文也流畅，表达清
晰，尤其善于用事例来
帮助描述，如下雨天掂
起脚给母亲撑伞，小小
细节生动勾勒出孩子的
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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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张路路

荻晓慧老师是我去年中文学校演讲课的老师。听妈妈说，荻
老师以前在中国是演员，她的汉语普通话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我第
一天上课，荻老师就教我们读“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的绕
口令。 虽然这是一个连我弟弟都会读的儿歌，但是要把每一个字都
读得又快又准，还真有点难的呢！
上荻老师的课，我们都不敢偷懒，因为荻老师告诉我们，如
果她教给我们的技巧没有被我们掌握，她就会心里一直都不舒服。
所以，每次学一篇文章，我们都很认真地记笔记，不管是在家里还
是在课上，都反复练习，直到熟练掌握。如果哪个同学没有在课后
复习，下一次课上，肯定会被荻老师发现，当成反面教材，被同学
们笑话。

本文作者文字平
实、准确，将自
己如何获益于一
个严格要求自己
也严格要求学
生、水平高、经
验丰富的老师描
写得真实有说服
力。

今年上半年，中文学校组织了演讲比赛，荻老师鼓励班上所
有学生都报名参加。我找好了我的演讲文章，读了几遍，觉得不
错，带到课上读给荻老师听，谁知她一句一句地挑出毛病。甚至有
些连我妈妈都没有发现的读音不准，都被荻老师一个一个地纠正。
我觉得她讲得很有道理，而且不管什么文章，让荻老师一读，都变
得那么生动，所以我忍不住把她教给我的每一句话都用手机录下
来，回家反复练习。最后，我在全校的演讲比赛中得到了第三名，
并且还代表学校在校外的演讲比赛中取得了名次。
通过上荻老师的演讲课，我不光学到了标准的普通话发音，
还学会了怎样把自己的感情在言语中表达出来。这对我们以后的学
习工作和与人交流，都非常有用。我真心感谢荻老师的帮助。

我
的
老
师

我五年级的老师，Mrs. Addleman, 是我见过最有趣的老师。她不仅搞
笑，也很严厉，她还能把我们班上最调皮捣蛋的孩子管好呢！
她有乌黑发亮的短卷发，带着眼镜，一双大眼睛总是那么慈祥，常常
闪着那智慧和诚实的光芒。
Mrs. Addleman教课妙趣横生的，她总是会想出新的教课方式。有一
次，数学课里，她教完课就邀请我们上来讲分数，就像小老师一样！我们
讲课的时候，她听得聚精会神，目光炯炯，时而眉头紧锁，还会向“老
师”问一些问题。有趣极了！她也是个很好的伙伴，还会带着我们全班踢
足球，玩传染病，打篮球！

杨
月
潇

她也认为我们认真学习一长段时间都因该休息一会儿，所以每天老师
都会带我们玩一些小游戏。她总是叫我们持之以恒，不要放弃。她也是一
个非常有爱心的老师，每次我不了解一个问题，她总是会耐心地给我解
释，每次我觉得我做不了一件事，她都会督促我前进。有一次，她要我们
写作文，我却遇到了困难——开不了头。老师看到我为难的样子，就走过
来拥有温柔和耐心的口气对我说，“怎么啦？脑子搭住了？”她后来就跟
我一步一步的解释，帮我写出一个流利的文章。
Mrs. Addleman教课很有道理，总是更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也会把不懂
事的孩子说服。有一次，我们全班再讲学校里的规矩。
“我觉得有些学校规矩都挺笨的，我虽然知道校长是想要保证我们安
全，但是我们已经很大了，有控制力。”一个小孩说道。
“我也觉得是有一些规矩没意思，但是你们有可能够成熟，小一点的
小孩就完全不懂。如果学校里没有任何人照规矩做事，那还叫学校吗？！
应为我们的学校是一个整体，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还是要按照那些规
矩。”Mrs. Addleman 一这么说，我们就不敢再开口了。
Mrs. Addleman很喜欢开玩笑，但是每次都会从玩笑里面找到重要的道
理。她跟我们“混”得很好，就像朋友一样。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跟她
说，她都了解，有任何困难，她都会尽量给你帮忙，就像可靠的好伙伴一
样。
Mrs. Addleman是一个又慈祥，又聪明，又搞笑的老师，她是我眼中
的偶像，她是我的好伙伴，她也是我眼中最十全十美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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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王亚伦

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老师，他们在我们的生
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上学以来，许多老师教过我，最让我难
忘的 是我读四年级时的麦蒂根老师。
王亚伦是第9页
儿童组获奖者王

麦老师有着金色短发，白皙皮肤，大大的眼睛里常常含着

爱娃的哥哥。据

笑。在麦老师执教之前，她是供职于纽约的金融专业人士。 二十多

爱娃的母亲提供

年前，她随她的先生搬家到我家现在居住的小镇。之后她考取了教

的信息，爱娃的

师执照， 在我们的小镇教书育人。她温和，平易亲近人，对我们就

姐姐参加了我校

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不管我们犯了什么错，她总是耐心地开导，

演讲比赛。父母

从不发脾气。我对麦老师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微笑。

的重视是推进孩
子中文学习的关
键。我们感谢王
亚伦的父母对孩
子中文学习的重
视。

我们居住的小镇，华人家庭很少，我是我们年级中唯一的华
裔。麦老师告诉我，她在纽约居住和工作的经历，让她理解到族群
多元化的重要性。我在学校时，有的白人同学曾经很不友好地评论
亚洲人的小眼睛和身材，我与他们据理力争。麦老师知道后，和蔼
地批评了同学，与我们全班同学分享族群多元化对社区的意义。记
得麦老师安慰我说，“亚伦，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们一起努力，好
不好?”。中国新年时，麦老师特别邀请我妈妈来与同学们讲解中国
新年的历史与习俗。妈妈的讲解很有趣，同学们兴奋提了好多问
题，全班度过了愉快时光。每当我在学校遇到麻烦或困难时，麦老
师总是会出手相助，帮我渡过难关;在我沮丧时给我信心，鼓励，和
我一起欢笑，一起成长。麦老师，真的对我很好。她总是微笑着鼓
励我，“亚伦，努力做你喜欢的事”，“你很棒，天高任鸟飞，我
相信你。”

我喜欢麦老师的微笑。她是我敬爱的老师。

我最喜欢的老师
吴美烨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Ms. Quirk 她对所有的学生都很好. 课也教的
很有意思.

有一次,我的朋友Hail被同学欺负了.她很伤心, 都哭了起
来.Ms.Quirk 马上把那几个同学叫到校长的办公室.从此一
后, 谁也不敢欺负别人了.

Ms. Quirk 教了我的同学和我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 我的表哥和
他的同学在上海给我们做了一个录像.Ms. Quirk不仅给我们本
的同学看了,还给其他本上的同学也看了.大家都十分的喜欢这
个录像,并且了解了一个五年级的上海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
习,还有中国小学生在学习什么和老师是怎么给学生上课
的. 我们也做了一个长城的模型,然后试着把它打倒用来试验
我们做得模型有多结实。

两位同学的作文用简
单生动的语言表达了
对老师真实的印象和
由衷的喜爱。

我的三年级老师麦戎， 她六十多岁， 棕色头发。 麦老师对我
们很好，很耐心，总是笑咪咪的。她喜欢企鹅， 有很多企鹅型
状的玩具和关于企鹅的书。夏天时，麦老师在她住处的俱乐部办
了一个庆祝她退休的聚会。我和同学们都收到了邀请信。麦老师
要求我们不带礼物， 她却为每个同学准备了礼物。 在麦老师的
聚会上，我们吃了冰激淋，小点心，唱歌跳舞。 我幸运地抽到
了一个可爱的企鹅玩具。离别时，麦老师张开双臂拥抱她的每个
学生。我们祝福麦老师开心，身体好。我会很想念麦老师。

王
爱
娃

我
的
老
师

我的老师
李熠昭

我在中文学校的画画老师叫刘凤英。
她是地道的北京人，说着标准的北京话。她喜欢穿裙子，总是打扮得
很漂亮。
刘老师画画教得很好。第一次上她的课，我觉得很难。因为她希望我
们能够画得有立体感。我以前都是画的儿童画，涂色上面没有特别要求。
刘老师想要的立体感是通过涂色的深浅来做到的，所以我一开始不知道要
怎么做。刘老师耐心地一点一点教我，慢慢地，我就有了很大进步。第一
年结束的时候，我觉得画出立体感不是那么难了。
刘老师很爱画画。只要看见喜欢的东西，她就先用手机拍下来，然后
回家再画下来。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用她新画的画做样子。有一次
我们画的海豚，就是她旅游时看见后画的。
每节课上完的 时候，刘老师会把所有人的画都拍下来，整理好以后
放在电子邮件里发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每个人的画，然后
知道哪里怎么画会比较好，还可以看见每个人的想法。这也是我喜欢刘老
师课的一个原因。
很可惜的是，刘老师在夏天回中国了。我很舍不得她离开，只能希望
她在中国一切都好，也希望她能尽快回来，这样我就又能上她的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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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老师
李天悦
在中文学校有很多老师。这些老师会教中文，但是也会教各种
各样的课。虽然中文学校的老师都教得很好，但我最喜欢和敬佩的是
教了我三年中文的刘老师。刘老师给了我很多愉快的回忆。她拥有那
些好老师应该有的所有特质。
当我在中文学校五年级第一次走进刘老师的教室时，我以为五
年级的中文课会很无聊。但是刘老师一讲起西游记的时候，我马上就
开始感兴趣了。不论是讲孙悟空大闹天宫还是三打白骨精，刘老师都

两位同学写的刘老师

讲得绘声绘色。每一个星期天，刘老师都开开心心地出现在我们面

不知是否是同一位，

前，充满活力地给我们讲课，让我们找到了很多乐趣。有时候，老师

但是都写得非常真实

讲得太有意思了，我都忘记我们是在用马立平的教材。每次考试后，
老师都给我们买很多小奖品，让我们都想考得好一点。

自然生动，使一位好
老师的形象跃然纸

她总是会在课堂上讲很多故事。有一次，刘老师给我们读了
《疯娘》。读完的时候，她把自己感动得哭了，我们都呆呆地看着刘
老师，但是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印象，让我知道了母爱的伟
大。
刘老师也给我们讲了许多她女儿的故事。刘老师女儿上大学的
时候，有一次，她有一条很贵的牛仔裤被偷了。但是当警察找到了偷
裤子的同学时，刘老师的女儿却原谅了那个同学，还让警察不要惩罚
那个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人有时应该宽恕别人的错误。还有个故事
是说她女儿在军校的时候，要去野外训练，吃了很多苦，她都坚持下
来了。这些故事让我也想像她的女儿那样努力地学习，追求自己的梦
想，做个善良的人。
虽然刘老师现在不教我了，她还是我心中最喜欢的老师。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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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李保佳

在我成长的路上，我认识过很多老师。有的善良，有的严格，有的高，有的矮。我感谢每一
个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走到了今天。马老师就是这些老师之一。她教我民族舞蹈。从苗舞
到蒙古舞，从基本功到民族舞的气质，她教了我许许多多的舞蹈知识。
从小到大，我都在学芭蕾，滑冰等等。每一个，我都在打酱油。没有一个是我特别喜爱的。
有一天，妈妈说有一节民族舞蹈的课，大概年龄是给八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开的。妈妈问我要不要去
看一下。
“但是，我现在已经十三岁了！”我对妈妈说。
“那你也可以去看看呀！我会跟老师说一下的。Isabel和妹妹都也会去的。”妈妈说。我想了
想勉强答应了。星期六那天，妈妈带着我和妹妹来到了舞蹈学校。我的小朋友Isabel在那里等我。
我犹豫了一下，才进出的。老师自我介绍说她是马老师。她先看了看我们会什么，然后就教了我们
一些动作。她做动作的时候，一会像一只天鹅那样流畅，一会又像一只蝴蝶那样翩翩起舞，最让我
惊奇的是她跳舞的时候让人感觉她的每个细胞都在动。第一天上完课以后，我立刻就爱上民族舞
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了，马老师越教越好，我也越跳越上瘾了。每个星期，我都期待着星
期六的课。
忽然有一天，妈妈让我读她的一个电子邮件。我心想：什么东东呀？这是怎么回事？可等我
读完那个电子邮件，我都要哭了。原来，马老师要搬家了， 要搬到得克萨斯州（Texas）。
“为什么呀？”我问妈妈。现在，眼泪不停地从我的脸蛋儿流下来。“孩子，马老师的先生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他不能不去呀。一家人都要在一起， 对吗？”妈妈回答。 这太不公平
了！为什么我喜欢上什么，什么就要离开我？
最后一节课，我一直强带着笑脸，一边认真做动作，一边等着课结束。因为我有个惊喜，一
个很好很好的惊喜要送给老师。
课结束以后，马老师带着家长和同学们一起照了个相。说完谢谢以后，我叫马老师过来，给
她我的惊喜。“。。。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
我的回忆。。。” 邓紫棋美丽的歌声响了起来。我随着音乐跳起来。跳给老师，跳给我自己，跳
给家长，跳给同学，跳给世界。每一个音调，每拍节奏，每个动作，我都用它来到表达我的感谢，
尊重，和想念。马老师搬走了，但我们的心永远都会在一起。感谢马老师，带我走上了跳舞的路。
我一定会努力地用心地跳下去。

我的老师
赵正睿
我有一个老师，她是我四年级的老师， 叫 Ms. Forzaglia。她很喜欢学生， 对
我们很好。
Ms. Forzaglia长得很漂亮， 喜欢穿漂亮的衣服。 Ms. Forzaglia喜欢音乐，喜
欢跳舞， 喜欢锻炼身体， 还喜欢读书给我们听。 我喜欢读书, 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她。
Ms. Forzaglia在康乃克提克大学读的书。现在住在波士顿， 她2016年7月17日就
要结婚了。 在我们学校今年的万圣节游行上， Ms. Forzaglia 和其他四年级的老师穿了结
婚礼服， 我们的老师是新娘，手捧鲜花， 其他的老师是伴娘。 因为结婚时人们会在婚车
上放一些铁罐子， 我的老师就在她的礼服后面拴了一些铁罐子， 走起路来哗哗响。 大家
都很喜欢她们的装扮， 很多人跟她们一起照相。
我很喜欢这个老师还因为她喜欢音乐，我也很喜欢音乐。她对我们都非常好， 很
有自己的特点，我很喜欢我的这位老师。

在我们的参赛学生
中，有不少连续几年
持续参加作文比赛
的，比如赵正睿、唐
牧阳、李熠昭同学
等。感谢这些同学的
家长对孩子中文学习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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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马轶姗

说起孝, 最初是从侍奉父母开始, 然后效力于国家, 最终建功立业,
功成名就。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 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基础和核心。

这篇文章写出了一个
高年级同学对孝的理
解。她把孝从侍奉父
母扩展到服务社会，
突出了孝在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意义。文章
既体现了作者思想的
脉络，也展示了一个

中国孝道文化流传百世,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传统孝道的基础就是要从物质上供养父母, 它的核心是提倡对
父母要”敬”和”爱”, 没有敬和爱就谈不上孝。 如果父母生病,
要带他们及时去看病, 精心照顾, 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
孝道文化还要求子女要成就一番事业。儿女事业上有了成就, 父母
就会感到高兴, 感到骄傲。因此, 每天无所事事, 这也是对父母的
一种不孝 。一个人能孝敬自己的父母, 也就可以做到尊敬和爱护其
他老人。
我是一个生长在新时期的孩子, 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我
们应该学好孝文化, 做好孝道。 时刻记住父母的养育之恩, 敬老爱
老。我们现在虽然无力在物质上奉养父母, 但可以从精神上奉养父
母, 学会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 学会独立生活, 减轻父母的负担。
我平常能帮妈妈洗洗碗洗洗盘子, 倒倒垃圾, 帮妈妈做做卫生。平
常有好吃的也总想着妈妈。妈妈累了, 我就帮妈妈按摩肩膀。妈妈
不高兴的时候, 我就坐在妈妈身边和妈妈亲热亲热, 还给妈妈唱唱
她最喜欢听的歌, 讲好笑的故事, 想尽办法让妈妈开心起来......
用妈妈的话说, 我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经常在演讲比赛中获
奖的学生的出色的中

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要好好学习, 取得好成绩, 考上好的大学,
培养好自己的能力, 给父母精神上的安慰。我们要懂得尊重父母,

文表达能力。

这是孝的根本。尽孝道只是一种形式, 爱才是本质。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做一个孝文化的传承人, 尊敬父母, 尊老爱老, 学好本领, 效
力国家, 为这个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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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ome Town
By Yixian Liu
Nature mother offers us four beautiful seasons. I love all these four seasons in my
hometown. I enjoy the green color in the
spring, the blue sky in the summer, the colorful fruits in the autumn and the white snow in
the winter.
I live in Urumqi, XinJiang, China. Xinjiang is the biggest province in China, actually,
it has 1/6 of total land of China. Here, we have
many mountains, rivers and prairies. In the
city of Urumqi, we are lucky to have two great
mountains nearby. One is called Red Mountain in downtown area and TianShan Mountain, which is about 60 kilometers away from
downtown. Tianshan i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tourist resorts in China. There are all kinds
of trees, ponds, wildflowers and butterflies in
Tianshan Mountain.
I always think my hometown is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to live in China. But, one
day when listen to the news, I was so shocked
to know that there are 9 cities in China ranked
among the top 100 air- polluted city in the
whole world, according to WHO’s report. I
wish this was the rank for the best university
in the whole world, but not the air pollution!
On the top of that, my lovely home town,
Urumqi ranked 61! The neighbor cities of Lanzhou, XiAn and Xining ranked 36, 71 and 73,
respectively. How come? I knew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new buildings, new cars in our
neighborhood and in the whole city within the
past few years, but do not know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ollution in our city as well.

What can I do to protect my
hometown? From now on, I will try to do
the followings: 1. Tell my parents and my
friends’ parents to take the bus instead of
driving our own car. 2) Save the resources,
such as water and electricity. 3) Plant trees
wherever we can. 4) Protect the green
space.
I love my hometown. I want to protect my
hometown.

环保作文比赛参赛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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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徐多多

我是一个十二岁的七年级男孩。我的学校位于Boston地区Belmont镇的中学
W.L. Chenery 。我的学校是个绿色的砖造的建筑。我在英文学校主要有四个教课
老师，他们教英语，数学，科学和地理。他们都是对教学很热情和认真的老师。
我觉得他们教的方法都很不错。这些老师都有他各自鲜明的特点，但是我最喜欢
的是叫 Mr. Semuels，我的地理老师。他是个很好笑的老师，但是他的课堂总让
人记忆犹新。
我的地理的老师是个很幽默风趣的老师。他的声调很低沉，但是一旦兴奋
时声调变高了。他在我们七年级的第一天上课时说他很多年以前原来也在我们的
初中学校上课，后来有一次我们的学校发生事故被烧光了。所以现在的学校跟原
来的不一样了。他说他当时看到他的学校烧光了，他却在旁边哈哈地笑，这是因
为他那时不喜欢上学，但是他现在很喜欢教学生。他还说他有个非常大的喉结。
他说完这句话，我们大家都看他的脖子，果然发现他真的有个很大的喉结！全班
都轰堂大笑了一会儿。我那时候明白他是个很热心的老师，想用那几句玩笑话想
消除同学们第一天上他的课的陌生和紧张。

这篇作文获得了侨报
作文比赛少年组二等
奖。我校评比中获得
了一等奖。

我的地理老师Mr. Semuels很好笑，他教的课很生动而有趣。他不喜欢无聊
教书的方法，所以他经常会利用示例和视频来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上课的时
候，地理老师给我们发了一些红色或着蓝色的卡。我得到一个蓝色的卡，他指向
我说：“你在个一百万的房子住着”。他再指向一个拿红卡的同学说：“你在个
贫民窟住着。他把电脑启动，然后我们看到电子白板上显示了从天空拍的一个很
大的城市的照片。他再说这是个城市叫 Rio de Janeiro，在南美洲。 他介绍说拿
红卡的人是穷的，拿蓝卡的人是富的。他指出来蓝卡比红卡少多了那是因为在这
个城市富人比穷人少多了。他用这个好玩和有趣的活动介绍给我们一个那天要用
到的重要的概念。
即使我的地理老师是最爱开玩笑的老师，他布置给我们的作业却是最多
的。他经常布置给我们写长篇幅的作文，而且他不接受没花功夫写的作业。他教
地理的方法可以很容易看出来他很热爱地理这门学科， 他教授很多有关世界各地
地理常识和风土人情。记得我们开始学非洲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对
的非洲的误解。他跟我们说：“你们都肯定以为非洲的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为什
么有很多的非洲出来的大企业家呢？为什么非洲有世界排第三的电影行业呢？”
他还让我们看了一个视频，有四个非洲青年学生讲很多另外国家对非洲有偏见，
譬如说很多人都以为非洲人是很暴力的人，但是事实是非洲人很善良淳朴。那四
个人最后说他们在大学里面和其他国家的大学生一样在为将来努力，他们大多都
喜欢踢足球。我的地理老师Mr. Semuels总是这样很用心地教我们，他真得喜欢他
教的学科，然后也想让我们喜欢。
我的四个学科的老师都是非常好的老师，但是我最喜欢还是 Mr.
Semuels，我的地理老师。我的地理老师是个非常滑稽有趣的人。他喜欢教地
理，而且教得生动有趣，让我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我非常幸运能上
他的课。我已经学到了很多，还期待继续跟他学更多地理相关知识。

我的老师
张永和

我要写的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她是我的中学数
学老师。她的名字叫Courtney Paull， 我们都叫她Ms.
Paull。我喜欢她的原因有很多。
今年我们还参加了另外一
个由家长介绍的有关可持
续发展的作文比赛。来自
新疆的同学LIU YIXIAN
和牛顿北高中一位高中生
一起联手参赛。根据比赛
规则，中国学生的英文作
品可以由美国当地学生编
辑润色。有关环保作文比
赛的广告，请见校刊第19
页。

第一个原因是上她的课我们都有机会得到糖
果。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在刚开始上课时让我们
做一些有趣的练习题。比如像国家山日（National
Mountain Day ), 老师让我们计算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做对了的同学每人都会得到一块儿糖。但是如果一个
人也没有做对，那离对的答案最近的人会得到一块儿
糖。
第二个原因是她让我们有机会改正做错的考试
题。把小考试做错的题改正过来，可以得满分儿。把
大考试做错的题都改正过来，还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
的分。虽然每次考试只有一次改正的机会，但是我觉
得很值得，不光因为我们的成绩可以提高，而且我们
也能知道为什么错了。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她非常和气，对学生很好。
她除了给我们糖和让我们改考试以外，做功课时她还
常常让我们带着耳机听音乐。
第四个原因是我喜欢她的数学课教室，因为她
的教室里有一个旋转的凳子和一个摇椅。同学们喜欢
坐那个旋转的凳子，也喜欢玩儿那个摇椅。
我本来很喜欢数学，又碰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
和很好的教室，这就让我喜欢上她的数学课，也更喜
欢数学了。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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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魏兆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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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有的小学，中学的老师里面，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七年级的
自然科学课的老师，高登老师。他是一位年近八十的老教师，当老师有五
十五年了，教了无数的学生。我们班有些同学的父母都是他过去的学生
呢。
高登老师身材高大魁梧。听说他年青时还做过蓝球教练呢，那也很棒啊！
高登老师对我们总是笑咪咪的，从来没见他生气过。他说话也很和蔼可
亲，但声音特别大。可能是他年龄大了，听力不太好。我们跟他说话也要
大声说。他有时还要我们重复说一遍。
我很喜欢上他讲的自然科学课。他知道的东西真多啊! 天文，地理，生物
等等什么都知道。我记得有一次，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写一篇文章，写一
个化学元素。我写的是“硫”。他要求我们自己去查找资料，看看这个元
素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有什么功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按照
他的要求，认真查找有关资料，详细记录笔记。写文章花了我很多天，写
了很多页。高登老师看了非常高兴，说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文章写的很
全面，给了我A+。我心里美滋滋的！他总是这样启发帮助我们做很多这样
的研究，让我喜欢上他讲的课。
他还带我们去外面参观。象参观水库，工厂，给我们讲解。我特别喜欢这
样的活动。
他有时还会给我们表演投篮。他年青时当过蓝球教练，所以蓝球投得很
准。他如果不是年龄这么大，可能还会跟我们打蓝球比赛呢！
我上八年级时，虽然他不教我，但我经常在学校见到他。他每次都会问我
有什么好消息告诉他，对我很关心。
高登老师因为工作出色，受到全校老师同学的热爱。在我们的中学毕业典
礼上，高登老师代表所有老师给我们讲话，勉励我们好好学习，也祝福我
们毕业的同学都有美好的未来！
高登老师，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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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章祥祥

我从三岁开始就喜欢看中国的动画片，像西游记，哪吒传奇等。那时，
妈妈和爸爸每天都会在我睡觉之前给我讲一两个中文故事。在我五岁那年的秋
天，我开始上在芝加哥市郊的瑞华中文学校。我记得当时是韩晶老师给我们上
中文一年级的课。开始有些难，但韩老师很有耐心地教我们。在那一年里，我
最喜欢学拼音。拼音能帮助我发好音。现在我查字典时，我都是通过拼音法来
找到我想要的字。另外，我们在课堂里学到中文的基本笔画。开始学写很简单
的字。
齐立新是我二年级的中文老师。齐老师给我比较严肃认真的印象。齐老
师教给我许多新的字。她也开始给我们一点一点地讲中文语法。学会语法后我
就可以组句子了。我喜欢她的课还因为有时在下课之前，她都会给我们讲一个
有趣的故事。
我三年级的中文是王玫老师。在王老师班上我学更多的拼音，像什么是
有别于其它参赛作
文，这篇作文描写
了自己的多位中文

声母和韵母。记得王老师经常告诉我们这些是我们学好拼音和发音的主要成
分。从三年级开始，我越来越喜欢上中文课。虽然作业也越来越多，最后还是
学完了三年级的所有东西并得到王老师和学校的表扬。
我在中文四年级时，我的老师是非常蔼可亲的杨悦老师。杨老师讲课生

老师，是一幅群
像，每位老师各有
特点，但是却围绕

动活泼。她给我们讲过许多中国的成语故事。她在课堂上给我们介绍了许多中
国和外国的历史名人。在她的班上，我们会得到许多阅读课文的机会。从四年
级开始，杨老师还给我们越来越多的写作机会。
当我上五年级和六年级时，我一直跟着高老师。她把时间把握地特别

一个主题，即这些

棒，而且，她把每一课都讲的那么有兴趣。每次上课时，我都充满了好奇心，

老师对自己中文学

盼望着那天会学十么课文。高老师特别认真，而且，做事也很有效率。 她不
光要求我们认识新学的中文字，更希望我们去理解每个字的意思。

习的帮助。别具一

今年，我跟蔚健老师学中文。我们每次上课时，她都认认真真地教我们
格。

中文。她经常鼓励我们学好中文。中秋节时，她在课堂上跟我们分享很多有趣
的故事，让我们更多了解中国的 传统文化。我好喜欢老师教我们《我的中国
心》，因为这首歌让我更了解中国人的心。写中文短文对我来说是一件较难的
事，但每次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要写的短文时，我都会觉得很开心。爷爷可能
又会对我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很喜欢学中文！

家长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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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孩子提高作文水平
林 曦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对学中文难免有一些想学又怕学，不学又想学的念头。所谓难，原因有二，一是
识字难，汉字结构纵横交错，虽然妙趣横生，但与26个字母线型排列组合相比，难免让人望而生畏。二
是写字难，没有一定的绘画能力，还真不容易将汉字写得端正，均称和秀美。有这两难，写起作文来自
然就更觉得费心费劲费力了。要想培养孩子的写作兴趣，显然不是一朝一日的事，很显然，父母的坚
持，鼓励和引导，是必要的。尤其是，孩子刚刚开始练习写作的时候，基础薄弱，大家常说，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在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更要有耐心，多加帮助。

为了提高孩子的写作兴趣，锻炼他们的写作态度，让他们渐渐懂得写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父母应该做
的功课之一。一方面，练习写作可以全方位地复习识字，自由地连词造句，灵活地运用成语，典故等，
是提高自己中文水平的必经之路。另外一方面，学中文和学其它语言一样，目的不仅是通过学习语言，
更好的了解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现状，提高自己将来的交际面和沟通交流的能力，更重要的
是，也只有通过写作，才能系统地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程度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传播自己的知
识。

由于文化的和思想上的差异，中文写作和英文写作在表达方法和结构上都有一些差别。表达上，中文讲
究含而不露，而英文多是平铺直叙；结构上，中文多是峰回路转而不失呼应，属螺旋结构，而英文多是
线性散发，一根筋到底。在英文环境长大的孩子，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难免西方化，在用中文写作时
候，常常不知如何下笔，需要更多时间来练习和适应。父母在这方面还是可以多多引导孩子。

中文写作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们对中国文化历史现状的感受，认同和崇拜，这是写作兴
趣之所在，也是写作最大的原动力。小孩子可能觉得看中文书比较吃力，兴趣很难培养，但让他们看看
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什么的，他们一定有兴趣。还有艺术表演，达人秀等等，这些影像作品都是很好的
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途径。有条件的，带孩子回中国看看，有道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直观的碰
撞，面对面的交流，不仅有利于中文的现场学习，更有利于情感的培养。那里是中华民族的根，中文的
源头，可谓是别有洞天！

小女儿今年十一岁，先后四次回中国，虽然每次都只逗留几个礼拜，但每次回去，她都很期盼，也很兴
奋，按她自己的话说，因为那里有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和一大堆爸爸妈妈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和同
学等，还有很多面貌不一脾气各异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他们大多数时侯像电影里的人物，有不同的故
事，而见面后感情更加亲切。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虽不富裕，互相也有争吵，但彼此和睦，尊老爱
幼，关爱有加，对此，小女儿颇有体会。今年她参加作文比赛，选择题目《孝》，写起来就比较顺手，
从而发挥出了她自己真正的水平。古人云，功夫在诗外，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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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的四次作文比赛经历
晓

风

一边喝着拿铁，一边在键盘上敲字，不是写流行小说，或者小布尔乔亚文字，而是婆婆妈妈的如何推小
朋友写作文。看是画风突兀，其实，你要问任何一个着力推孩子中文的海外妈妈，对于他们而言，这件事既不
微小，也不琐碎，更不可笑，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要事，考验恒心耐心爱心和意志力。
我的孩子是6岁时开始中文写作的。今年，在参赛作品中我看到几篇颇为有质量的6、7岁儿童作品，可
以说一点也不惊讶。其中，张春满小朋友可是没有加入中文学校就有诗作登在校刊上的，可谓自发自觉地爱写
作。当然我们家的小朋友尚不能上升到这种状态。
当年《侨报》开始第一届美东少年儿童作文竞赛，孩子受校刊编辑的鼓励参赛了，他和朋友去TD
GARDEN看了场马戏团表演，回来对这场表演进行了番描述：“马戏表演是人与动物的表演···”比赛评委评
价说，开门见山，总结了作者对马戏的认识。人与动物的表演，想来的确如此，但是我们成年人却往往认为马
戏仅是动物的表演没有意识到的确是驯兽师与动物的合作。他认为开篇开得新颖。
我把这个评价和儿子一讲，他很高兴，因为陌生人的夸奖在他看份量极其重。他的岁数没有到参赛年
龄，但是唐叔叔为了鼓励他，作文递交到《侨报》，居然也获奖状一张，孩子大为高兴，这篇文章和奖状至今
存在家里。
因第一年受到鼓励，第二年孩子又参赛了。这次他写了篇小文，记录了自己在大自然里享受美丽风景的
同时锻炼观察力的过程中遭遇的一件有趣的小事。这年的评委批卷时看不到作者的名字。他的组别的评委老师
有韩黎娟老师。她评价说：非常流畅生动的叙事，立意新颖，颇具幽默感。孩子又极受鼓舞。文章存之。
第三届美东作文比赛，孩子写的是有关中国文化传承的文章。叙事颇为平淡。他写得没有另外一篇文章
《我的老师》好。因为很喜欢那位老师，他的描述很生动，老师也被描画得非常有特点。我们试着参加了一个
从来未听说的比赛，结果虽是不知所终，但是他很享受写作的过程，我作为读者也颇为他描述的孩子们因对老
师的喜爱而产生的亲近感所感动。文章同时给了我一个机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读来饶有趣味。
今年的题目是《孝》。要写这个题目海外家长不帮助先扫盲一下是相当不现实的。但是有些小朋友展开
丰富的联想，把孝与笑联系起来，表示孝顺就是使父母开心，别具一格，自然真实。我因为组收作文稿，启发
孩子时受到影响，他也照着这个思路写了，但是写得不好，没有象以前一样在《侨报》入围。
他也没有在学校进入前三等奖。但似乎也不以为意。他的英文写作能力提高了，不免对捉襟见肘地写中
文感到别扭。热情在降温。好在，从王瑞云老师班上开始学中文至今已五年，他的中文阅读能力大为提高，不
仅使我这个还算重视中文的母亲大为欣慰。
只要他继续学，只要我们继续写下去，就是最好的成绩。
这就是从一个参赛孩子的角度记录的四次作文比赛吧。一叶障目。还期待更多的家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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