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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中国过圣诞节和新年 	  
张枢敏 
	  

我的名字叫张枢敏，念马立平三年级。我们刚从台湾/中国过完圣诞节和新年回来。台湾的圣诞节
很热，不像这里还会下雪。台湾的夜市有很多小吃，哥哥和我都吃到很撑。二姑姑，二姑丈和阿

妈带我们去佛光山。佛光山有很大的佛像，还有很多好吃的素食。我们接着飞到江西去参加表哥

的婚礼，并且在那里过新年。二舅舅和小舅舅带我们去三清山，为了爬上全是冰雪的山顶，我们

还需要在鞋子下装上冰爪，才不会滑倒。我和哥哥都爱死了这次的渡假！	  

	  
万圣节去讨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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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我最喜欢万圣节。在万圣节我可以去讨糖。上个万圣节，我和六个小朋友出去讨糖。天黑了，有

一个小朋友走丢了。我们大声叫他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他。后来我爸爸总算找到他了。我们都

很开心！	  

圣诞礼物 	  
黄秋涵	  
	  

平安夜的时候我和妈妈和爸爸一起去香园吃饭。我们很高兴。我的圣诞礼物是一个玩具。我的玩

具是 Cra-‐Z-‐Loom。我的弟弟的圣诞礼物是一个枕头。我们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我最喜欢的节日 	  
杜圣玟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万圣节。万圣节的晚上我可以穿上我喜欢的服饰。我还能跟我的朋友比赛看谁

先跑到下一个房子拿到新的糖。我喜欢跟我的弟弟分糖。万圣节晚上很漂亮因为有很多灯。最棒

的是我可以吃一些糖！	  

 
快乐的新年  

吴霄航 
	  	  

１２月２２号，妈妈爸爸带我和姐姐去加州玩儿。我坐飞机到了旧金山，后来去住了旅馆。第二

天我去了金们大桥和鱼人码头，我还坐了有趣的当当车，挺好玩儿的！然后我家租了一辆车，我

去了死亡谷国家公园，那里夏天超热还有好多高山！我又去了大峡谷国家公园，那里好冷！我们

走了一条风景雄伟壮观的索道。我最后去了洛山基，住在笑笑的家里。笑笑是我的好朋友。我们

去了积木公园（legoland），还去了环球影城。１２月３１号，当我回到了纽约，已经是早晨五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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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圣诞节 	  
凌子懿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我可以出去玩，拿礼物，还可以吃好的东西。我的朋友和我在一

起！	  

	  

	  
我最喜欢过圣诞节 	  

刘德仁	  
	  
有很多原因令我喜 圣 。第一，很多人都很开心。第二，不用上学。第三，有很多 西吃!	  
第四，爸爸和 我 去滑雪。笫五，我，姐姐，和哥哥一起用糖果和 干造一个	  gingerbread
房子。	  

	  
快乐的万圣节 	  

谢家驹 
	  

我喜欢过节，最喜欢的是万圣节。我装扮成忍者，去好多人家要糖。要了好多糖。妈妈让我吃了

一点点糖，很好吃，但是要马上刷牙。剩下的糖被爸爸收起来了。明年万圣节，我不想出去要糖，

想在家里给别人糖。	  

	  
	  

我喜欢春节  
陈宇昂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因为我可以跟我的家人玩。我还可以吃好吃的中国菜。最后，我可以拿

到红包。 

	  
圣诞节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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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蓉	  
 
感恩节一过，车上会放圣诞节歌。有时候我们到家里回放我最喜欢的歌，我还要呆在车上听这首

歌。我们也会装饰圣诞树和圣诞灯。家家户户在院子里放了圣诞树，有的放了米老鼠，有的放了

圣诞老人，有的放了圣诞老人的鹿，有的放了彩色的灯，还有的回放假的雪花。我最喜欢米老鼠！ 
 
平安夜，爸爸妈妈会把礼物放在圣诞树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姑姑姑父和阿姨都

会给我礼物。妈妈还会带我去买糖果。圣诞节早上拆礼物的时候是我最高兴的部分，因为他们带

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我的中国新年  
王旗 

 
我的中国新年过的挺好的。我很喜欢中国新年。有一天我的英文学校有一个中国新年活动，有四

个教室。每一个教室有个活动。每一个班都从他们的教室开始。我们三年级教室有：B教室，CA
教室，C教室还有 L教室。L教室是我的教室。我的班先去 L教室，再是 B,CA	  和 C。我最喜欢的是
CA因为很好玩儿。我们可以用筷子呀，拍拍鼓和学动物的样子。我也喜欢 B教室，因为在那的阿
姨给我们一个日本旗，给我们涂色。还送给我们一个中国新年的铅笔。	  

 
 

圣诞节 	  
刘思源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我很喜欢圣诞节因为大家都很快乐。我的家里面还挂着彩灯。爸爸妈

妈也买了圣诞树和很多的礼物。圣诞节的时候，外面挂着好多好多的好看的彩灯。	  

有时候，我们全家都会去外面旅游。我 4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去了迪斯尼。我 6岁的时候，我们
一家人坐了游轮。我们也会在家里玩。爷爷也会给我们做大餐，特别好吃。拆礼物的时候才是我

最开心的时刻。我最喜欢圣诞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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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万圣节  
单烁 

 
万圣节，外星人在我们家站岗，蜘蛛在我们家树上结了蜘蛛网，防止敌人入侵。我的表姐的生日

是在万圣节，然后我到楼下看他们玩起扑克牌。 
 

 
 

我最喜欢的节日  

高圣凯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每年十二月二十五号，我们家门口有很多彩灯。屋里有一颗很漂亮的

圣诞树，在圣诞树上有很多彩球。我很喜欢圣诞晚餐，因为有很多好吃的饭和菜。在圣诞节那一

天，我和弟弟还可以收到许多圣诞老人送的焊好的礼物。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拆我收到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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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采访对象：常秀老师 	  
采访人：肖明俊	  

	  

1、常老师，我是《小语世界》的编辑，我注意到你们马立平六年级今年有很多同学的作文发表在
《小语世界》，并且还有三篇发表在《侨报》，您能简单谈谈吗？	  

	  	  	  	  	  	  	  	  	  好的。我们班的确有一些同学的作文发表了。虽然六年级才刚刚开始写作文，但是我们班的
同学很聪慧努力，家长也很支持，经过本学年系统的作文训练，同学们的写作进步很大。很多同

学从不爱写作文、不愿写作文到喜欢写作文，作文水平也越来越高。	  

	  

2、您是采取哪些方法逐步提高你们班同学的写作能力的？	  

	  	  	  	  	  	  	  	  	  	  作文需要“厚积薄发”。我除了指导同学们掌握基本的写作技巧，还引导他们平时多阅读积
累，让他们学会观察、思考。每次作文训练，我既推荐同学们阅读一些优秀作家范文	  —	  扩大同学
们的视野，又要求同学们读一些同龄的学生作文	  —	  让同学们对自己有信心。我还会结合各种中美
节日和民俗习惯，给同学们传授中国文化，并就此让他们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有独特见解的文章。	  

	  

3、	  您认为马立平教材在编排上适合中文学校的学生吗？	  

	  	  	  	  	  	  	  	  	  马立平教材的优点是内容覆盖面广，练习的编排系统性强。但是，任何一套教材都有它的局
限性，比如六年级的教材中一些课文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练习册中部分内容形式缺乏灵活性。因

此，我在平时的教学中针对这些局限性会添加一些新内容，让学生学得更有趣。	  

	  

4、您以前在中国是专业中文教师，现在您又在美国教中文，两者相比较，您认为有什么不同？	  

	  	  	  	  	  	  	  	  	  以前在中国的中文教学主要是面对考试，注重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比较少关注学生兴趣。
现在的中文教学，首先关注的是学生的兴趣，因此我特别注重学习内容和兴趣相结合，让学生学

得有趣而又有收获。	  

	  

5、您认为怎样才能加强和改进我们学校的中文教学？	  

	  	  	  	  	  	  	  	  	  	  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积极听取家长和各方意见，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目标，选取适合
他们的优秀教材，让学生学得高兴，家长也满意。这样，我们学校才能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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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爬树 
1.粉丝要用冷水泡，软即可，捞出来，一定要提前泡提前沥干，不然会容易沾锅。  
2.胡萝卜青椒切末，姜葱切末。 
3.炒一汤匙红油豆瓣酱，一定要小火，搅拌，不要糊了，炒到提起铲子油是红色的即可。  
4.肉末放进去炒到分散发白，放一茶匙糖，放胡萝卜和姜葱末。  
5.兑水，不要多，刚好到肉末边缘，我兑了小半饭碗水。放入粉丝。  
6.煮一下，水快干了，用铲子翻动收汁，放青椒，鸡精，香油，关火。青椒会熟的，别担心。 
 
 
 
 

 
 
 

粉丝要用冷水泡，软即可，捞出来，一定要提前泡提前沥干，不然会容易沾锅。 
炒豆瓣酱保持小火，炒出红油.放粉丝的时候用铲子摁粉丝，均匀沾上水为好，不要把粉丝放在肉
末底下，锅底铺上肉末不会再烧制过程中让粉丝糊锅。我是什么也没放，所以你除了糖，鸡精，
香油，也什么都别放！除非你吃盐很重，那么你就尝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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