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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个中国传统景点： 

上海著名的城隍庙 

张盈恬 

   大家好，我叫张盈恬。我今天要跟你们

介绍的是一个关于中国传统的景点，那就

是上海著名的城隍庙。城隍庙是上海主要

的一个道教寺庙，但现在也是一个受欢迎

的商场。每年都有很多从世界各地来的顾

客到这里参观，也顺便买些纪念品。顾客

们可以买到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古玩、

剪纸、茶叶、等等。 

 
 

  我去中国的时候去过城隍庙很多次。我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那里排队等城隍庙著

名的南翔小笼包。人人都等着吃那里的小

笼汤包，连从那里叫外卖的都要等超过半

武术演讲提纲 

Michelle 

 

 
● 武术是一种运动 

● 是在中国古代时候就有的 

● 武术有不同的风格，那是因为中国南

北地理气候和人体形态的不同 

○ 北方人身材高大，天气冷 – 

武术风格显得雄劲 

○ 南方人身材比较矮小  -- 武

术风格细腻（ni） 

● 武术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 

● 武术很有趣 

● 武术代表少林寺功夫 

○ 功夫在这里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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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但是如果还没有吃到小笼包，最

后都还是舍不得离开。 

 

城隍庙里其它有名的地点是它的茶楼。我

在那个茶楼试吃过有名的绿茶冰激淋，但

是我记得我没吃两口我的冰激淋就掉到地

上了。这是因为街上有人不小心推到了。

城隍庙街上总是人山人海的，所以我就决

定我去试吃那里不同的小吃。 

 

总之，城隍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上海景点。谢谢。 

 

 
 

中国瓷器 

Kevin Chang 

 

 

中国的瓷器英语叫“china“，是一

种很老的陶瓷。中国六七千年前发明了陶

瓷，做的非常好。做了很多年，慢慢把技

术不断的改进后，就制成了最开始的瓷

器。瓷器是一种陶瓷，比平常的陶瓷更结

实，更精细，而且非常美。他们把瓷器做

成壶，盘子，碗，等等，在上面做上非常

美的画。后来，有几个从中东的人来到中

国，看到中国的瓷器非常好看，就带回去

卖，中国的瓷器就在中东变成了一种非常

贵的商品。以后，欧洲人也来到中国， 他

们也把瓷器带回去卖掉。欧洲人最喜欢中

国有名的景德镇的瓷器。瓷器沿着丝绸之

○ 名字：叫“少林寺”因为是一

座在少室山密林中的寺 

○ 少林寺的僧人救了唐王，从

此，少林寺发展很快 

  现在，大多数在美国的人不知道武术有趣

的历史。我们只知道“功夫熊猫”的电影。

我认为宣传中国武术很重要，可以让多些人

学到少林寺的故事和历史。 

谢谢！ 

 
 

 

 

一门很老的中国艺术：武术 

Kevin Chang 

 

武术是一门很老的中国艺术。它有好几千年

的历史，古代人们还是用冷兵器打仗，就有

人开始练习不同的武术。因为中国那个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发展了

不同的武术。北方比较冷，所以他们的武术

比较硬朗，用比较快的动作。中国南边没有

那么冷，他们的武术就更流畅。 他们最大

的区别叫“南拳北腿，”就说，南边的武术

用的拳更多，北方的武术喜欢用腿更多。今

天，我们有好多种武术，每一种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一样的。比如，很多种的

武术的最基本的动作和练习方法都差不多，

而且教新学生的方法也都教类似的东西，就

是要好好的坚持，练好，传授给别人。所

以， 现在武术在整个世界上都有很大的影

响。有好多人教武术，好多不同的比赛和表

演，很多的人都听说过这门中国古代的技



路卖到了欧洲亚洲的很多地方，一直到今

天，中国瓷器在整个世界上都有很多人

买。 

 

中文学校的最难忘的一件事儿 

陈辛夷 

 

  我觉得在中文学校的最难忘的一件事儿

是跟同学们花的时间. 我觉的跟同学一起

在教室里对我自己的学习有很多帮助. 我

不仅能够从别人学很多知识, 还可以跟同

学们合作，并结合我们的想法. 这样就会

学到最多的东西了. 特别是因为我每年的

中文学校都是跟着这一组同学学中文的. 

我跟每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好. 不久, 我就

不会见到他们了.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我跟

这组人度过的不同的经验. 

 
        第一, 我跟同学们庆祝了许多节

日, 包含说春秋节和新年. 在这些活动

中，我有过很多难忘的回忆. 比如说, 这

次我们过中文新年的时候, 我在负责一个

孩子们的活动展台.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让我跟我的同学我花时间. 我们

上台表演唱歌的时候, 我那天十分高兴因

为我们都在一起做一件事儿. 我们都手牵

着手，微笑着.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 

我们也花了很多有趣的时间在活动展台. 

我认为这是与我的同学们花时间的一个很

好的机会. 我们不止学了中文, 还能够提

艺。 

 

 

 
 

中文学校的最难忘的一件事儿 

 

吴奕康 

  

  在我读中文学校的十年中，我有过很多非

常快乐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在中文学校

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四年级第一次拿到辩论赛

一等奖和最佳辩手奖。2010 年是我进入辩论

赛的第一年。那一年的辩论题目是“中国家

长的教育对于小孩子是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

大于利”。我是当年的反方一辩。我支持的

观点是“中国家长的教育对于小孩子是弊大

于利”，也就是说；中国家长对于小孩子的 

教育是缺点多过优点。 

 

  因为我是反方一辩，我需要准备的东西非

常多。首先，我读了很多关于极端中国家长

教育小孩子的书，比如虎妈教训孩子的那一

本书（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除了这些，我还读了很多关于教

育孩子的文章。最后，因为我是一辩，我需

要写和记住开场陈词，功辩小结，和总结陈

词。再说，我还要去很多辩论培训的课程。

这虽然是很多事情，但是我最后认为我已经 

有充足的准备了。 

 

  2010 年四月份的一天，我和华夏中文学校

的反方队进入了 2010 年的华夏北东分校辩

论比赛。为了能保住我们对的观点，我还特



供帮助.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大作业. 想

我曾经说过, 如果跟别人合作, 可以做成

和学到很多事儿. 比如说, 上次的大作业

我不仅学到了关于孙子的很多知识, 也跟

同学们花了挺多时间. 我也从他们学到了

很多东西. 我也学到了很多技能，如合

作，组织和时间管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跟我的同学成了一组。如果我只是一个人

干活，我也不会学到这些东西. 我认为在

一组做的功课对我的学习非常有帮助，因

为你可以从别人那里学到这么多. 我认为

这对了解中文非常有帮助. 

 

        第三, 我很喜欢我班去的出游. 

出游是个很好的让你跟同学花时间的注意. 

我觉得如果全班去出游, 那就说明我们表

现的很好, 学了很多东西. 出游是对我们

努力的奖赏. 所以，我们都对自己感觉良

好. 我们出游了很多次. 每次都是一个独

特有趣的体验. 在我的普通 学校里, 没有

很多这样的机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

为在中国的学校出游是个非常好的注意. 

 

 
 

 

 

意准备了很多正方队可能会问的问题，以防

我们不能反驳对方对我们的攻击。在这一场

比赛，我本来认为我得的分数会很不好，因

为有一个地方我不小心突然混淆概念，但是

我的父母和辩论老师都认为我做的不错。 

 

  过了两个小时，辩论赛的结果出来了。我

发现我的反方队拿了第一名，我自己也拿了

最佳辩手奖。我发现我花的两个月的时间为

了准备实现了最后的结果。这一刻，就是我

在中文学校中最高兴的一刻。在这次辩论赛

中，我还发现了人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情。这件事情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最终是会 

得到回报的。 

 

 
 

 

中文学校最开心的事情 

吴宗书 

  

我在中文学校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朋友

vincent 的生日聚会。那天，太阳挂在天

空，像一个很大的电灯和暖器，可是从我站

的距离来看，太阳能被我的手吃掉。太空是

一个漂亮的浅蓝色, 有一些云在天空漂浮。

Vincent的生日聚会是一个 paintball 

party，就是人们拿着装满颜色子弹的枪，

跟另外一个队打架。我们在买枪和盔甲的队

伍上，可是对像一个长蛇，再慢慢得前进。

我和我的朋友在队上等了二十分钟，才轮到

我们，让后还需要签一个安全标，才能拿到 

枪，盔甲，和三瓶子弹。 



 

     然后 Vincent 开始选队了，可是人实

在是太多了，他考虑了半天，才把队伍选

好。我在 Vincent 的队上，可是我的很多朋

友在另外一个队上。我们在旁边的商店买了

水和果汁，摆到了桌子上，像一只瓶子部

队。后来我们去了练习场，大家都开始开

枪，听得像很多鞭炮在爆炸一样。大家射完 

以后，就开始往战场前进了。 

     第一场，我们在一个森林开始打仗

了，我和另外一个战友被吩咐到了一个小木

房子里，守住这个房子。别人去攻击敌人的

时候，我们就坐在房子里，很无聊。可是，

突然有三四个敌人出现在离房子不完的树林

里，然后就开始攻击了。我们打住了两个敌

人，可是另外两个跑走了，真可惜。可是，

枪战过后我的枪没有气了，我就往战场外面

的房子里去充气。最后，我的队还是赢了， 

只丢失了三个人。 

     这次换边了，我和另外一个孩子冲进

了树林，开始往附近的一个堡垒开始攻击

了。我们顺利地拿到了这个堡垒，然后那个

孩子让我在后面掩护他，然后他就往后面一

个堡垒跑了。我顺利打住了一个敌人，然后

那个孩在占领了那个堡垒。我们之后就从堡

垒里向敌人攻击了。过了十分钟，敌人被打 

败了。 

     后面几场赢得都是轻而易举，可是最

后一场虽然赢了，可是我的队损失严重。我

们在一个小的城市开始了战斗，可是对方的

游击战很好，所以我们损失了很多战友。最

后敌人还有四个，可是我方之剩下了我和之

前呢个孩子。我们在一个楼上打倒了两个敌

人，然后另外两个敌人在面对我们的楼的一

个房子里开始了攻击。最后，我`打倒了 

个，然后另外一个被那个孩子打到了。 

玩完了，我们去了 pizza hut 去吃东西，也

祝 vincent 生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