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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快乐春假 

胡薇蔚，马力平中文八年级 

  春假时候，我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最

好玩的就是去我的表妹家玩。我的表妹住

在宾州。从我奶奶家到她的家只有 5 分

钟。星期四，我和爸爸就出发了。我们开

了三个半小时，最后开到了宾州。我和爸

爸去了我的表妹家以后，爸爸就开到奶奶

家了。我和我的表妹先染鸡蛋。染鸡蛋真

好玩！然后，我们打了好多乒乓球。最

后，我和我的表妹就一起去了一个复活节

找彩蛋。太好玩了！ 

  我去我表妹家的时候，我们先染鸡

蛋。我姑姐煮了鸡蛋，让我们染。首先，

童年的故事 

叶琳娜，马力平中文八年级 

  每一个人都可能不记得他们小时候干了

什么。童年的事大半我也记不住，可是，如

果我们经历一个很搞笑的，开心的，或者伤

心的故事，那我们就会记住它了。我的故事

是一个搞笑的故事，我的教训是如果你不听

话，你就要受苦！ 

  那一年我 8 岁，是一个调皮不太懂事的

小孩。我的弟弟七岁，他比我还讨厌，总是

捣乱。我的表姐 12 岁，是一个听话的女

孩，可是不喜欢遵守规矩。我妈妈，弟弟，

和我一起回中国，哈！那么巧，那一年世博

会在上海举行，我们的姨妈和姨夫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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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了一支“魔法蜡笔”在鸡蛋上画了漂亮

的图案。最后，我们把鸡蛋放在染料里。

我们拿出来的时候，“魔法蜡笔”画的画还是

白的，但是鸡蛋的其他部分被染上颜色。

我表妹和我一起染了十一个鸡蛋。我们合

作默契，这真的很好玩。我们在鸡蛋上写

了 Happy Easter! 去宾州真的很有趣！ 

  我觉得去宾州很有趣，还因为我全家

一起打乒乓球。首先，我与表妹玩。我赢

了 12-6。我赢了，我就与我的表哥打。我

们玩了三场。我赢了两场。接着，我们都

吃冰淇淋。这给我一个机会来测试我的乒 

乓球技能。 

  最有趣的是我们去参加复活节找彩蛋

游戏。一早，爸爸和我表哥一起藏鸡蛋。

我和表妹吃完早饭以后，我们就开始找鸡

蛋了。我的心砰砰直跳。我到处找，终于

在邮箱里发现了一个鸡蛋。不久，我就找

到了二十个鸡蛋。我表妹也找到了二十个

鸡蛋。与我的表妹一起参加复活节找彩蛋

真好玩。我希望我们有多一点机会一起

玩。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春

假。首先，我跟我的表妹一起染鸡蛋。然

后，我们打了好多乒乓球。最后，我和表

妹就一起去了复活节找彩蛋游戏。我去我

是在浦东，所以我们当然会去看看。我们第

一个星期在中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所以

我们起来的时候，他们还在睡着呢。去看世

博会的那一天，我们又起来得很早，不过我

们走的时候已经是 11 点。那一天是一个又

热又有雾的天，等我们到了世博会门口时

候，我已经被太阳晒死了。幸亏，里面开了

空调。 

  进了世博会门口，我的表姐，弟弟，和

我都得到了小绿色的假护照，可以在一个一

个的景点拿到一个邮票放在护照里。有好多

景点呀！每一个景点都代表一个国家。当

然，中国的景点是第一个，所以我们看的都

是红和黄色的， 有中国人以前穿的衣服，长

城，和其他有名的历史。我们逛完了就得到

一个邮票。我们拿到了 15 个国家，虽然说

起来不是很多，可是实际上，我们很累了。

我最喜欢的是非洲，因为他们有很多假动物

像狮子，长颈鹿和犀牛。 

我们回来的时候没看天气预报，所以觉

得坐公共汽车应该可以的。而且叫坐出租车

的地方很远，比公共汽车还慢。谁知道，我

们走在半路上，开始下起蒙蒙的雨！不是一

般的雨，那感觉像是在洗澡一样， 我们的衣

服都湿了，而且没有带雨伞，辛辛苦苦地跑

去那个中国馆下面等雨停。等呀，等。等了



的表妹家的时候，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让我跟我表妹在一起。 

 

 

 

 

假如我是一个家长 

颜睿奇，马力平中文八年级 

  如果我是一位家长,我会让我的孩子们

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会让他们追求他们

自己的梦想，而不是我为他们设定的梦

想。我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如果我的孩子做错了事，我不会对他

们嚷嚷，而是鼓励他们以后有进步。因

为，对一个孩子叫是没有用的，反而增加

他们对你的不满。我认为，要把一个孩子

的信心赢过来,才能让他们听你的话,佩服

你。 

  当我的孩子们想要买游戏的时候，他

们要的游戏我都知道，不适合他们的我自

然会拒绝。但是，其他的我会给他们买，

让他们的生活更有兴趣。如果他们要手

机，我也会给他们买，因为只有一个能够

跟朋友们聊天和接触的童年才是快乐的，

20 分钟，雨还没停。我们终于看见一辆公共

汽车，赶快跑过去坐上车。回到家以后，姨

夫给我们喝一种姜汤，可是我喝一口，就不

喜欢。好辣！我没有坚持把它喝完。可是，

我的表姐一口就喝下去了。我的弟弟早早就

睡了。结果，第二天，我和弟弟病了。可是

我表姐没有生病， 应该是那碗姜汤的作用。 

 

 

 

 

 

 

我的“儿子们” 

颜睿奇，马力平中文八年级 

  从小我就开始周游世界了。我的父母搬

过很多次家, 所以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去过

中国, 新加坡, 英国, 美国, 还有香港。我去这

些地方的时候, 我每次都会买一个动物娃娃

留着做纪念。多年以来, 我收藏了很多个娃

娃。有一天, 我决定把我的八个娃娃奉为我

的儿子们。 

  我的这些儿子也是有规律的。我有老大, 

老二, 老三; 一直到老八。我对他们很关心的, 

像他们是真的一样。我送他们“上学”, 和每天

晚上都祝他们晚安。我每次去旅游, 都会轮



我可不要我的孩子们变得冷漠。 

  很多家长们说看屏幕和读书对眼睛不

好，但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孩子们想看什

么书就看什么书，管他是小说还是知识书!

能喜欢看书对我来说就够了。 

  我非常希望我的孩子们体育好，因为

做体育对身体好，而且还让其他小朋友佩

服你。当然，要是他们不喜欢体育那也就

算了，不喜欢还非要然他们学，不是浪费

钱吗! 

  就像其他的家长们，我当然希望我的

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好。但是，如

果他们有一个不满意的成绩，我不会生

气，因为那是浪费时间。 我还不如帮他们

改进，这样他们下次会拿到更好的成绩

来。 

  我感觉我对未来的家庭已经准备好

啦，让那个时间快点到来吧! 

 

 

 

 

 

 

 

 

 

流带他们一起去陪我。我要是能带他们都去

的话, 我当然会的，但是我的家长不允许我

把那么多的娃娃放进箱子里， 他们觉得太占

地方了。从我开始有儿子来, 我就一直在找

和买新的娃娃做儿子。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我一共有十一个儿子。 

  有一些娃娃儿子是从很久以前收藏来

的。有一些是刚刚买来的。无论是什么时候

或地方来的, 我对我的儿子们都是很热情

的。我们还照过集体照呢! 我的儿子们带了

我很多的快乐。我要是无聊的话, 我就去跟

我的儿子们玩一会。我们有时会玩打仗, 有

时会玩游戏, 有时候也会玩捉迷藏。有时候

我忘记把娃娃们捡起来, 就会有儿子失踪。

我对其他的儿子们说: 他们去旅游了。但是, 

每一次我都会找到他们, 然后将它们迎回

家。 

  如今我也不再跟儿子们玩了。我说他们

也大了, 去开始他们自己的生活了。但是我

还是对他们有深深的印象, 因为他们不是我

生出来的儿子们, 而是我丰富的想像力中生

出来的。 

 

 

 



给老师的一封信 

 

段炳坤，马力平中文 5 年级 1 班 

陈老师： 

您好！ 

我叫段炳坤，今年十岁了。今天我想和您

说说自己学中文的感受。 

现在我已经是中文学校五年级的学生了。

记得刚开始学中文时，觉得很难，还闹出

了不少笑话。比如，我曾把士兵写成了土

兵，未来写成了末来，老师纠正我说，“长

一点，短一点，有很大的区别，不能马

虎！”。 

就这样，在老师的教导下，通过丰富多彩

的教学内容，有趣的寓言、成语故事的学

习，使我在每年都有收获，觉得学习中文

越来越快乐。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成语故事”，比如

“守株待兔”、“井底之蛙”。它们不但让我学

会了许多汉字，而且也学到了许多道理。 

现在我可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了，通过看

电视，我还学了不少中文歌曲“我相信我就

是我，我相信明天…..” 我觉得唱中文歌，

看中文的电视，也是开开心心学习中文，

练习汉语发音的好方法。 

另外，我发现通过猜字谜学习汉字，既有

趣又可以记住不少字。像“一个不出头，二

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就

是不出头”？您猜出是什么字了吗？是森林

的森字。不字出头是木，三个木就是森

给老师的一封信 

 

孙艾薇，马力平中文 5 年级 1 班 

陈老师： 

您好！ 

这个暑假，我做了好多有趣的东西。让我印

象最深的事情是我的朋友邀请我和另外一个

朋友去纽约城听一个 Megan Trainor 的音乐

会。 

这个演唱会的票是我好朋友得到的生日礼

物，她邀请我们去听，我们觉得特别激动！

去的那天，她的爸爸妈妈开车带我们进城，

城里还有点堵车，我们只能停了车，走了十

几个街区过去，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Megan Trainor 是个年轻的歌手，她得过格

莱美奖。在音乐会上，她唱了好多歌，有忧

伤的，有欢快的，等等…很多歌是她自己写

的，这是我觉得她了不起的地方。 

听她唱歌的时候，我们把在门口买的 T 恤穿

在身上。因为我们坐在最后一排看不清楚，

就干脆站在椅子上，跟着她大声唱。 

看完演唱会，回到家已经半夜了，我们睡在

好朋友家里，第二天才回家。 

陈老师，这是我的暑假里发生的东西。您的

暑假呢？如果课上有时间，您能不能跟我们

说说你做了什么？ 

你的学生 

孙艾薇 

 

 



了。还有“田字出头不是申甲由”是什么字

呀？是电字。  

怎么样，您也觉得这样学习中文开心吧？ 

这学期我们要学习课文《西游记》。我曾

经看过《西游记》电视动画片和真人片。

我最喜欢猪八戒，因为他很好笑，很可

爱，取经路上闹出了不少笑话，非常有

趣！ 

我希望将来，通过中文的学习，可以更多

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相信那个时

候，作为中国人的我，心中一定充满自豪

和快乐。 

谢谢您今年对我中文学习的教导和帮助。 

段炳坤 

 

给老师的一封信 

单烁，马力平中文 5 年级 1 班 

老师 

你好， 

我的名字叫单烁。我今年夏天去了大洋

城，那边有游乐园、水上乐园，还有沙

滩。我们在沙滩那边冲浪了之后，又在游

乐园玩了很多好玩的东西，最后在水上乐

园玩水上滑梯。我也去了童子军 sleep 

away camp。那边有很多项目，比如游

泳、篝火晚会、爬石头山、露营、做手

工、在河里面划船、还有烤棉花糖。我们

还做了迷你木筏。对了，那里的食物很好

吃。单烁 

给老师的一封信 

李斯加，马力平中文 5 年级 1 班 

亲爱的陈老师， 

你好！我喜欢看西游记的电视，因为孙悟空

聪明机智又勇敢。孙悟空保护师傅西天取

经，除妖降魔。我很期待学西游记，但是我

觉得写中文很难。其实我想把中文写好，但

是我写的不好。现在的作业很难。我认为五

年级的写作很难。如果减少写作，那就好

了。阅读有太多字了，有一些没有学过的

字，希望老师上课讲解。每个小朋友都要在

课堂上读一段课文，这样我们就学得更好

了。在 CD 上面得要记住的字太多了。有的

学生有很多活动，像踢足球，游泳，没有时

间做作业。要是作业短一点点，就好了。 

李斯加 

 

 



人物采访- SAT 阅读和写作班的 Jasmine Kocacal 老师 

采访者：陈恩璐 

陈恩璐：您在华夏中文学校教书有几年了？您能介绍一下您在 HXGNY 的教学情况吗？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taught at HXGNY? Can you describe some of your 

teaching methods?） 

Jasmine：我在 HXGNY 教 SAT Verbal 已经四年了。我通常教学生一些解答不同类型的

问题技巧和方法。可是，如果想要得到好成绩，一定要做很多练习，所以我让我的学生做

SAT 练习，这样他们可以应用我教的技巧解题。我偶尔也会给一些小测验，让我知道学

生掌握了我所教的词汇和语法知识。（I have taught at HXGNY for 4 years. Since my 

class is SAT verbal, I usually teach students certain tricks and techniques to us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questions. However, practice is a huge part of excelling on the SAT, 

so I make sure to give my students many SAT sections so they can apply my 

techniques. I also give occasional quizzes to make sure my vocabulary and grammar 

lessons have been retained.） 

 

陈恩璐：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遇到过那些挑战？（ What challenges have you faced 

while teaching?） 

Jasmine：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恰当地使用我的权威。当然，每个班都会有几个不守纪律的

学生。因为我年轻，也比较悠闲，有些学生不尊敬我，也干扰了整个班。我认为我现在基

本上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在刚开始时还是非常难。（ A big challenge I have faced 

while teaching is properly exerting my authority. Obviously, there are always unruly 

students in every class. Unfortunately, since I am young and quite laidback, I 

sometimes get students that disrupt the entire class and don't respect me. I think I've 

managed to get a handle on it now, but it was pretty hard to deal with at first.） 

 

陈恩璐：除了在 HXGNY 教书，您平时还做什么工作？（Besides teaching at HXGNY, 

what else do you do?） 



Jasmine：我是一名大学生，每天都很忙工作或学习。我正在学一个电脑编程课，所以我

大部分空闲的时间都用来做这个事情。（I am actually a college student, so my days are 

always filled with either work or studies. I'm currently taking a computer programming 

class, so what little free time I used to have has now been sucked up by my attempts to 

not throw my computer out the window.） 

 

陈恩璐：您最擅长做的事是什么？（ What is your favorite thing to do?） 

Jasmine：我最喜欢做的事是阅读。我最近才开始读一本叫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的书，

作者是 Erik Larson。这本书是关于一个真实的连环杀手 Dr. H. H. Holmes 的故事。很奇

怪，我也喜欢读如何写书。我刚读完 Ken Warren 写的 The Big Book of Poker。我还不

怎么会玩扑克（My favorite thing to do in my free time is read. I recently started reading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by Erik Lars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real serial killer Dr. H. H. 

Holmes. Strangely, I also like reading how-to books. I just finished The Big Book of 

Poker by Ken Warren. I am still bad at poker.） 

 

陈恩璐：如果让您给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校长提一个意见，您最想说什么？(If you were 

to give our principal advice, what would you tell him?) 

Jasmine：如果让我给我们的校长提意见，我会跟他说不要听那些像我这样陌生人的闲话。

我不懂怎么做生意或管理组织，但是我知道什么是个成功的组织。HXGNY 很好地混合了

学术和课外活动，也考虑到了不同年龄学生的需要。希望越办越好！（If I were to give 

our principal advice, it would be to ignore the ramblings of strange people like myself. I 

know nothing about running a business or organization, but I do know how to recognize 

an extremely successful one. HXGNY is just the right blend of academics and 

extracurriculars, and it certainly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eeds and desires of 

students of all ages. Keep up the great work!） 

 



陈恩璐：如果让您给您的学生家长提一个意见，您最想说什么？(If you were to give 

parents your advice, what would you say?) 

Jasmine：练习。要取得 SAT 好成绩，每星期一个小时的练习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你

的孩子要注重练习怎么应用考试技巧去解答那些属于他们的弱项问题。你的孩子也应该经

常做全套 SAT 试题，以熟悉考试环境和了解自己的目前水平。可是孩子不总是勤勉于学

习，所以家长一定要严格求孩子做 SAT 练习。（PRACTICE. 1 hour a week is not 

enough to ensure a good grade on the SAT.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r 

children are practicing individual sections to learn how to apply techniques and work on 

subjects they are weak in.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the kids practice full length tests 

occasionally so that they can get used to the testing environment and understand their 

current level. Unfortunately, kids themselves won't always have the diligence to study 

when they need to, so parents have to be very strict about SAT practice.） 

  



食谱和建议 

尹维娜 

感恩节甜点 

南瓜派： 

● 配料： 

○ 3/4 量杯糖 

○ 1 茶匙肉桂粉（ground cinnamon) 

○ 1/2 茶匙盐 

○ 1/2 茶匙姜 

○ 1/4 茶匙丁香（cloves) 

○ 两个大鸡蛋 

○ 1 罐（15 oz）LIBBY's 100% Pure Pumpkin 

○ 1 罐（12 fl oz）NESTLE Carnation Evaporated Milk 

○ 1 个容器 

● 做南瓜派的步骤： 

1. 用一个小盆子混合糖、肉桂粉、盐、姜和丁香。 

2. 用一个大盆子搅拌鸡蛋，然后把鸡蛋和混合的糖、肉桂粉、盐、姜和

丁香混在一起，搅拌，再慢慢得加入奶粉，搅拌在一起。 

3. 倒进派的容器里。 

4. 先把烤箱预热 15分钟，烤箱热了以后，把派放进烤箱。 

5. 设置温度 350度，烤 30-40分钟以后就可拿出来，放置两个小时。 

 

感恩节的诗歌曲 

 

                    歌曲：十只小火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F8XSsd5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