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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师的信-胡相林 
亲爱的老师，我们暑假去了中国。中

国很好玩。我们去了北京五天。我们

爬了长城，参观了故宫，天坛，和颐

和园。有一天晚上我们吃了火锅。真

是太好吃了！我特别喜欢火锅里的

鱼，蝦，牛肉，和海带。 

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江苏。那里还有

好多的亲戚。我还有三个上大学的哥

哥。这一次我们在爷爷奶奶家住了好

几天。大家都过得开心极啦。 

我们在中国坐了一次悬浮列车，还坐

了两次高铁。中国的火车实在是太快

了。我们明年还想再回中国。 

我曾经看过西游记动画片。我没有看

过小人书。我很喜欢猪八戒因为他是

猪。我也属猪。我喜欢孙悟空，因为

它很厉害也很善良。 

给老师的信-许德睿 
我的名字叫许德睿，今年十岁了，正在读

五年级。我家里有四个人： 爸爸, 妈妈, 

妹妹和我。 

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打乒乓球和玩电脑游

戏。我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乘很长时间的

飞机。 

如果你想在我们英文学校里找我，那很容

易，因为我是我们年级里个子最高的学

生。 

在所有科目当中，科学是我最喜欢的，但

是数学是我最强的科目。我所有的数学考

试都得了满分。 

我来中文学校是因为学好中文很重要。中

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现在越

来越强大了。讲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除了学中文，我还在学小提琴，钢琴，足

球和画画。我学小提琴的时间最长，我已

经学了六年了。我刚刚才开始学画画，但

是我很喜欢画画。 

长大以后，我想当一位发明家。 

 

给老师的信-周子婷 
陈老师，您好！我的名字是周子婷，可是

您可以叫我婷婷。在这封信里，我会写我

学中文的体会，对中文学校和老师的建

议。让我们开始吧！  

我的体会是我不是很喜欢学中文课。因为

中文学校有点儿乏味。在我的英文学校，

西班牙语课是很好玩儿的，因为我们可以

玩儿一些游戏，所以我喜欢学西班牙语。

可是在中文学校，老师就会说很多话，可

是他们不讲 “有颜色” 的话。意思就是

他们讲可是不做给你看。 

学中文也有好的地方。 比如说，今年暑

假我的表弟、舅舅和舅妈来到美国玩儿。

如果我不知道怎么说中文的话，那我就不

能跟他们说话。我学会中文还可以教我的

婆婆学英文。  

我对中文学校的建议是，要教老师怎么用

有趣的方法或者游戏教学生们。我的第二

个建议是要把休息和吃零食时间加长一点

儿，比如说 15 分钟，因为很多同学们吃

的有点儿慢所以时间不够。 

我对老师的感觉：我喜欢他因为他会帮我

们的忙。陈老师，你能不能说话慢一点

儿？还有，你有时候能不能跟我们玩游

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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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师的信-张瑞珉 
尊敬的老师： 您好!  我叫张瑞珉，是华

夏中文学校五年级一班的学生。我想通过

这封信提一些建议。一是课间休息时间是

否可以延长五分钟。这样，我们可以和别

的小朋友多一些沟通和交流。二是在课间

休息时，可否要求小朋友们都用中文交

流，多一些使用中文的机会可以提高我们

的中文水准。三是可否减少作业中使用电

脑的时间。这是因为，如果在电脑前的时

间太多，会对眼睛有伤害。 
 

我今年暑假在中国看了《西游记》的动画

片和真人片。我最喜欢猪八戒。因为猪八

戒总是能让我哈哈大笑。我特别想通过中

文学校的学习，能了解更多原书中的内

容。 

我觉得我们到中文学校，应该学到更多的

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流利的使用中文与人

交流，应该让我们对中文学习更有兴趣。

不应该打击我们学习的积极性。  

祝好！ 

给老师的信-周宇童 
老师， 您好！  我觉得中文挺有意思，我

在家里都跟爸爸妈妈讲中文。今年夏天我

们全家去上海旅游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

用中文和上海的亲戚们交流，他们讲的普

通话我都能够听懂。后来，我参加了一个

上海本地的夏令营，小朋友们和老师只讲

中文，不太会英文，我和他们一起在夏令

营里生活了十天，我都能听得懂，可以和

小朋友们一起活动。这都是因为我平时在

华夏中文学校和在家里好好的学中文的结

果。另外，我还知道了上海人讲的是上海

话，我们去宜兴时，那儿的人讲的是宜兴

话，中国原来有好多的方言。  
         

虽然我的中文听说没有问题，但是在上海

玩的时候，比如在博物馆和地铁站，我发

现有很多字我还是不认识，我希望在上课

的时候多认识一些字，读有趣的书和故

事。 
          

我小时候看过中央电视台拍的《西游记》

电视连续剧， 故事很好玩，但很多故事

情节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如果再重复一遍

我会回忆起那些故事。我希望能听到更多

的我不知道的故事。我也看过大闹天宫的

动画片，对大闹天宫的故事印象最深，动

画片的画面很好看。 
 

希望老师能把西游记的故事讲的有趣一

点，同时在西游记之外给我们一些别的有

趣的故事读。所以我希望，学中文一定要

让我们觉得有趣。 
 

 

 

给老师的信-刘祖祺 
老师好，我是刘祖祺。我有很多学中文的

经历。差不多从五岁起，我就开始学马立

平中文了。我的一年级是在马老师的班。

我跳过二年级，二年级的功课在暑假做。

三年级上付老师的一班，四年级在雷老师

的一班，然后就是上你的一班。我希望妈

妈会让我上到最高一年级。 
 

我的 pre-k 老师搬到 Texas，我很想看见

他，可我知道见不到了。妈妈送我到这个

学校，我觉得她选对了。华夏学校实在太

好了。老师都很好，学生都很好，所有都

好。老师又不太严格，也不太轻松。我妈

妈也很喜欢这个学校和这个学校的老师。 
 

我对华夏中文学校的建议是：1.我觉得应

该要有再多一点的休息时间。你坐在一个

地方，坐三个小时，无聊不无聊？2.我觉

得如果答对了一个题目，要给奖励。如果

没有鼓励，谁都不会举手说答案。3.要多

https://pixabay.com/en/thumbs-up-thumb-hand-positive-1006172/


一点考试。每年只考三次考试怎么行呢？

总而言之，我很喜欢学中文，希望陈老师

可以教我多一点中文。西游记是个很好玩

的故事。在第一回，孙悟空本来还是一块

大石头呢！有一天…石头突然破了。从里

面出来个石猴。石猴孙悟空就出世了。猴

子们拜他为王。有一天孙悟空离开了花果

山。他找到了一个师父，师父教他七十二

变的法术。有一次，他在给别的师兄弟看

他多厉害，师父看见他在 show off（中文

怎么讲？）。师父让他走了。 
 

我不再告诉你了，可是我觉得每个人要看

西游记的哦！  

给老师的信-刘佳禾 
老师，您好！这个今年暑假，我和爸爸妈

妈，还有妹妹一起坐飞机去中国西安见爷

爷奶奶，还有伯伯一家。 我们在西安的

飞机场见到了爷爷、奶奶和伯伯。然后，

我们坐车到我爷爷奶奶的家。 我们到他

家时，看见了洋洋在看电视。 我也看了

有点，然后我们就睡觉了。 
 

我们在西安呆了二个礼拜，去了好多地

方。我们乘地铁去看了兵马俑。 外面的

天气好热，我们只停留十分钟就走了。然

后 我们就去出吃必胜客了。附近有个地

方叫万达广场。 万达广场好大呀！在万

达有好多玩的地方，也有好多超市。 我

们老是去那里玩和买东四。 外面热死

了，但万达里面好凉快。我们进去时看见

有人坐着。 里面也有好多吃的地方-有必

胜客、汉堡王，还有麦当劳。 
 

一个礼拜过后，我和爸爸、妈妈、妹妹、

爷爷、奶奶， 还有伯伯一家都去给太爷

爷太奶奶扫墓。 

梦游花果山-许德睿 
我在一座小岛上走着走着，来到一道瀑布

跟前。瀑布两边站着几只猴子。这些猴子

很奇怪。他们拿着矛像在看管什么东西。

他们突然看到我了，就跑过来问：“你是

来干什么？”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就是我

在中文学校读到的花果山。于是我回答：

“我是来找你们大王的。”他们跳到瀑布

里面去了，过一会儿孙悟空出来问我：

“你是谁？来干什么？” 

“我是来跟你学本领的。” 

“好，你要学什么本领？” 

“我想学七十二般变化。” 

“跟着我念” 

我先学会了变鸟，然后变鱼、马、蛇… 

我再提到要学筋斗云。我往上飞的时候，

花果山便像蚂蚁一样小。我翻了一个筋

斗，就到了灵霄宝殿面前。真开心啊！我

往前走了一步，一不小心踩空了，从天上

掉下来了。突然我从床上坐起来了。原来

这是一场梦。 

梦游花果山-周宇童  
星期五的晚上，听着《西游记》作业的

CD，虽然故事很好听， 但是重复了很多

遍，就像催眠曲一样，我竟然睡着了。迷

迷糊糊中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好，

小朋友，想不想跟我一起去看看花果

山？” 我惊奇地看到有一只小猴子笑嘻

嘻地站在我面前，“好啊，我跟你去，很

远吗？” “不远不远，我们大王会用筋

斗云送你去，一眨眼就到。” “对

啊。”我立即想起来了，去孙悟空的家

乡，当然是驾云的。小猴子继续说道：

“我们大王可喜欢小孩了。他欢迎每个小

朋友来花果山。” 
        

 驾着云远远能看见一座海岛，岛上有一

座高山，白云在山间飘浮， 我想那一定

就是花果山了。我们降落到山脚下，抬头

看看，高山瀑布，满地鲜花绿草。妈妈说

过中国人的观念里，神仙住的地方就是高

山白云，青松灵泉，奇花异草，珍禽异

兽…….花果山就应是这样的地方。我看

见很多小猴子在一个瀑布后面的洞里玩

耍，我一眼看见了那个石碑：“花果山福

地，水帘洞洞天”，这就是水帘洞了。和

书里写得一样啊，洞里有石桌石凳石床石



碗，还有孙悟空的大王椅子。我和小猴子

们顺着水帘跳到瀑布里去玩儿，游个泳好

舒服。溪水边有各种果树和灌木，有桃

子，香蕉，苹果，梨，猕猴桃，葡萄，嗯

还有我叫不出来的各种果子，一定是孙悟

空大闹天宫从天上带回来种的，猴子们都

自由自在的摘着吃。这时候，老猴子高声

叫着，吃饭喽，越来越多的猴子们围过

来，不仅有猴子，还有松鼠，兔子，山

鸡，小鹿，野牛，小鸟。我也饿了就跑过

去跟他们一起吃。猴子吃饭，兔子吃萝

卜，鹿和牛吃草。我发现孙悟空去学本领

的时候带回了像人类一样的做事，吃饭，

用工具。花果山上的动物们都是好朋友，

他们学会像人类一样和平相处。吃完饭，

老猴子带我去看花果山的其他地方和孙悟

空出世的石头。 
 

花果山好美，天宫也不会比这里好，何况

那里还有个令人讨厌的玉皇大帝，哪儿有

大圣的花果山自由呢。CD 的声音停了的

时候，我醒了过来，原来我在做梦哦，我

的作业终于做完了。 

梦游花果山-王乐 
今天是星期五，九点了，要睡觉了。

我躲到被子下面，闭上眼睛。突然，

我觉得我从天上掉下来了。“咚！”

的一声，我掉到一条河里，身上很

湿。我看见一群小猴子。它们跑了，

我跟着它们问“等一下！我在哪

里？”我跑个不停，终于到了一道瀑

布，旁边有很多桃树。我觉得有点

渴，就摘了一些桃子，吃了个饱。我

钻进了瀑布，看见孙悟空正在开仙酒

会。孙悟空看见我，他说“来喝一杯

吧！”我说“没关系。”孙悟空回答

“那来吃些桃子吧。”我说“好

吧。”我边吃边玩，十分高兴。 

我问悟空“你可不可以变出一个会飞

的书包？”悟空问“为什么？”我说

“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就可以飞回

家, 大人们不用开车接我了。这样可以

保护地球呢。”孙悟空说“好吧，

变！”变出一个书包。他把一个筋斗

云放到里面。我拿了书包说了声谢

谢。我吃桃子的时候，突然觉得我从

天上掉到我的床上。我才知道原来我

刚做了一个梦。 

梦游花果山-左亦鹏 
“ 欢迎你来花果山!  我是小孙第 23

世，我带你去孙悟空的家里去玩。” 

我来到孙悟空的家里，我惊讶的连嘴

巴也合不拢。他的家里很宽敞，很飘

亮。房子外面有一颗桃树。我摘了一

颗桃子，咬了一口。水灵灵的桃子又

大又甜，真的特别好吃。我走进里面

一看，室内和外面一样的美丽。房子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石桌，上面放满了

美酒鲜果。我看到 100 多个猴子在里

面吵吵闹闹吃着水果，到处玩耍。孙

悟空从桌上拿了一大杯苹果酒，要我

喝。我拿着杯，放在嘴边，喝了一小

口，特别难吃，我忍不住，吐了出

来，就醒过来了。这原来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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