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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爸爸 

徐翰扬 
 

    在我的一生中我爸教了我很多东西比
如数学，下棋等等。我下面讲述的是我
和我爸学习的好玩故事。 

我的爸爸是教我初中奥林匹克数学
的中文学校老师。也是在家教我数学的
老师.我的数学在我爸那儿从加减乘除学
起，从来没停过.我的数学不断地长进。
都是家庭的帮助而造成的但是只要还是
我爸教的最多。我的高年级数学都是我

 
我的爸爸 
吴锦骢 

  我的爸爸是个一般的人，他戴副眼镜，
不是那么高，也不是那么矮。爸爸是一
个很勇敢的人，在弟弟和我害怕的时
候，他都会帮助我们，使得我们不害
怕。 
  有一天刚下完了雪，天气格外寒冷，我
一看天气预报，说是七度。因为很冷，
第二天雪就变成了冰，我们家的院子像
一个滑冰场。因为这一天不用上学，我
们打算去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坡滑雪。我
们拿着滑雪板，高高兴兴地朝这个坡走
去。去的路上，我们要经过一个很陡的
坡，不经过这个坡，就不能上去滑雪。
这个坡结冰了，我有点害怕，犹犹豫豫
地不敢上去。但是，我的爸爸不害怕，
他一下子就爬到了顶。我却站在那里没
有动。我对爸爸喊：＂爸爸，你下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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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教的。在中文学校的数学俱乐部里，
我和 Max Li 是举手发言最积极的。有时
候我们发言太积极了，我爸就会假装没
看到我们举手，让一个不举手的同学回
答问题，让大家都有机会参与课堂讨
论。每次有人做错了题,我爸会耐心的给
他讲怎么错了而不是大喊大叫。 

他也教了我下棋.下棋的步骤和我一
开始的下法都是我爸教的。我的下法是
从来不认输因为小孩子很可能出错,我就
可以东山再起,反败为胜.爸爸还教我了一
些开局。最后我用这些开局下棋,打到了
700 分,然后才开始用别的开局来对付对
手。虽然我爸教我棋的时间不长,但是我
从里边学到了我的下棋基础。因为下棋,
我知道我爸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我爸还教了我滑雪,我爸爸用了一个
很独特的方法来教我。他先教我摔跤,然
后我就不害怕摔跤了,而且我滑得太快的
时候,可以摔跤把自己停下。所以,我觉得
滑雪先教摔跤会让学生知道怎么保护自
己。同时也有信心了。我这样每次滑雪
都很有信心,我第一次滑雪就上绿道了。
现在我看见很难的黑道或者双黑道,都有
爸爸给我的信心。我想上很难的道, 都想
着“这是小菜一碟,摔两跤怕什么的?” 

我爸还教我了篮球,他先让我练拍球
和运球, 我五岁的时候,我拍球能拍到
100 多下,运球可以运到 50 下。 

无论爸爸教我什么都挺有效果的。
他教了我画画,唱歌,滑冰,说相声,辩论,游
泳,和足球。我爱我的爸爸。 

 
 
 
 
 

我一下，我很害怕。＂他对我喊：＂你
为什么这么胆小呢？＂说完，他还是下
来了。我使劲抓着爸爸的衣服，慢慢地
爬上了坡。 
  我很感谢爸爸，如果他没在，我肯定会
呆在破底下，一动不动。 

 
我的妈妈 
陈恩璐 

 
我的妈妈有各种各样的特点。她

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急。妈妈喜欢做事准
时。即使不会迟到，她也总是急急忙
忙，好像没有时间似的。 

例如，每星期二晚上，我和姐姐
都要去上音乐课。妈妈有时候会晚一点
儿回家。因为她不想让我们迟到，所以
她一回家就会赶紧吃晚饭。因为她速度
快，大部分时候她会把饭全都吃完了。
可是有时候因为时间紧迫，她就像热锅
上的蚂蚁着急得团团转。这时候她就往
往只吃了一点点晚饭，有时甚至一点都
不吃就送我们去学校。当然，因为妈妈
总是叫我们快一点儿，我们都会按时到
的。 

妈妈的这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
点。优点是我们每次都能准时到。缺点
是她会饿肚子。我希望她能够不那么性
急些，这样她就不会饿肚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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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妈妈 

吴奕康  
 

在我从小的眼里，我发现你如果没
有父母爱，你的生活就会塌陷到一个黑
暗的地方。只有父母爱才能把你拉到阳
光明媚的地方。我的父母是两个很乐
观、善良、和努力的人。首先，我就从
我妈妈说起。一般来说，妈妈们都是会
很爱护自己的孩子。俗话来说：母爱就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在母爱的呵护
下，孩子会健康、幸福、和快乐的成
长。我的妈妈是一个很注重学习的人。
在我只有两三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支持
我看婴儿画报和别的书，让我很广泛的
阅读很多不同的东西。我妈妈也让我外
公在纸盘子上写唐诗和宋词教我怎么写
汉字，所以中文是我第一个学会的语
言。还有，在我三岁的时候，我妈妈一
点一滴的教我背乘法口诀。 

我妈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要是我
们在路上看到穷人，我妈妈就会给那些
人一点钱。如果我摔倒了，我妈妈（和
我外公外婆）都会是第一个跑过来帮助
我爬起来的人。她正在帮助我一点一点
的成长。 

 
 
 

 
 
 

 
 

我的妈妈 
涂骏辰 

 
我的妈妈像一个亮亮闪着的小星

星，我一直在仰望她，妈妈也一直会带
领我通过我最困难的时间。妈妈最有意
思的特点一定是她带领通过困难的压
力；妈妈跟我解决我所有问题。比如说
最近告诉了妈妈我觉得我上数学课的时
候非常无聊。妈妈就让我去问辅导员如
果我可以考一个试进一个 7 年纪的
Honors 班或问明年能不能上一个 8 年纪
Honors 班。如果妈妈没有推荐我去干这
件事我一定不会自己想起来这个好办
法。如果妈妈没有推荐我，我大概就会
无聊死了。 

有另外一个时候妈妈也指导我到
好的办法。我每一次要做什么事她就 会
提醒我仔细做好。 

 
 
 
 

 
 
 

我的爸爸妈妈 
吴宗书 

 我的爸爸妈妈教了我很多技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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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一个很勇敢和坚强的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教我怎么打
篮球和怎么下水游泳。游泳的时候，我
开始有一点怕游泳池的深水区，但是后
来，还是爸爸说服我去游泳的。我第一
次滑雪的时候，只有我爸爸愿意跟我一
起学滑雪，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爸爸是
唯一愿意跟我滑雪的人。（我妈妈有一
点恐高症，所以现在我可以上双黑道；
我爸爸可以上黑道，但是我妈妈只会滑
最简单的绿道。）我小时候每一次玩过
的东西我爸爸都陪我玩过，比如说滑溜
溜板和去维吉尼亚周的 Williamsburg 古
城学美国历史。还有，我爸爸都坚持每
天晚上给我讲数学。他每天晚上给我
讲，我每天晚上都会有一点进步。 

父母爱是小孩子最大的幸福。我妈
妈是一个很注重学习和善良的人。我的
爸爸是一个很勇敢、坚强、和努力的
人。我发现每一个父母都会为自己的孩
子干很多事情。 

我爸爸妈妈教了我游泳, 滑雪, 跆拳道, 
数学, 和国际象棋. 下面我给你们讲一些
小故事. 
 我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很怕沉入
水里,  不敢放松地在水里游. 我的爸爸告
诉我,如果我能沉入水底并在池底坐十秒
钟, 我那一天就不用游了. 我想: “真简
单!” 可是我发现, 我用尽力气, 使 了各种
方法,  我最多只能在水底坐到四秒!我最
后发现, 我是沉不下去的! 我从那天起就
不怕水了. 
 我爸爸妈妈教我和弟弟学会了滑
雪. 爸爸帮我把雪板背到到半山坡,  然后
让我滑下去, 我很害怕, 可是爸爸妈妈鼓
励我滑下去. 我摔了很多跤.  滑得满头大
汗, 很快就学会滑雪了! 我记得, 在弟弟
学滑雪时, 爸爸每次把他背到半山坡. 弟
弟滑了几次之后, 爸爸就满头大汗了. 我
和弟弟就是这样学会滑雪的. 
  爸爸启蒙我学跆拳道, 他教我练无
聊的反复踢腿, 我不想练, 就问他, “你又
不是黑带, 凭什么教我?” 爸爸说, “我是
透明带, 比黑带高, 最高级别…” 我就这
样坚持练到现在.  
 我的爸爸教我数学, 但是他没有耐
心, 总是训斥我, 最终还是妈妈循循善诱
地给我讲解.  爸爸教我最基本的国际象
棋方法, 然后就让我和计算机下, 现在他
告诉我, “你的棋下得比我好了.” 
 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在我有困难
的时候帮助和鼓励我, 帮我顺利地通过很
多难关. 他们虽然并不完美, 但是是我最
爱的和最爱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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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伊茗的娱乐推荐 
 

 
 
 
 
 
 
 
 
 
 

 
Recommended Movie: Ender's Game 

 
 
 
 
 
 
 
 
 
 
 
 
 
 
 
 

 
 

Recommended Book: Red Scarf Girl   
 

 
 

Recommended Song: Iditarod by Soon Hee New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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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的汤圆 
 
 

   
 

原料： 
 白糖 750 克 
 糯米面 2500 克 
 熟面粉 150 克 
 猪油 50 克 
 瓜子仁 25 克 
 核桃仁 25 克 
 芝麻 25 克 
 橙子 3 个 
 青红丝 
 香精少许。 

 
  做法： 

 
  1.将熟面粉 100 克、白糖 500 克及猪油、瓜子仁、核桃仁、芝麻等拌匀，
将用 50 克熟面粉打成的浆糊倒入，搓成馅，切成玉米粒大的小方丁。 

 
  2.在箩筐内放些糯米粉，将浸过水的馅块放入滚动，滚成大小适中的汤
圆。将橙子切成两辨，挤出汁。 

 
  3.水煮沸时，把汤圆倒入锅里，汤圆浮上水面后，再加白糖和橙子汁，
待白糖溶化后盛入碗内。 

 

 

 

 

 

 

Hannah Hu '15     Thursday, March 6, 2014 10:22:18 PM Eastern Standard Time



 
采访雷婕老师  

 
作者：雷瀚  

 
 
你  在华夏中文学校教了多长时间？  
我以前当了1年的折纸和幼儿园教师助理。我今年是个幼儿园
教师。  
 
你喜欢教小孩吗？  
我很喜欢教小孩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他们都很聪明。  
 
你觉得怎么教小孩最好？  
我觉得要通过和小孩玩是最有效的方法。孩子们像这样学得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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