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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是学生学习，倾诉，畅想的园地；小语世界也是老师教书育人，分享经验的平台。
小语世界期待着你的投稿！稿件请寄：hxgnysubmissions@gmail.com 

 

编辑寄语 

 

 经历了今年异常寒冷和漫长的冬天和

春天，我们终于迎来了初夏，希望封面的

画作能让大家感受到夏天的气息！ 

 本期的文章来自两个班级，美洲华语

六年级的两位小朋友分享了她们学习中医

课文之后的感想，马立平七年级同学们的

文章介绍了自己和家人。 

 我今年已经是毕业班的一员，在这一

期里我也和大家分享自己在中文学校美好

的经历和我的毕业感想。 
 

     冯佳璐 

mailto:hxgnysubmission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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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中文学校历程  冯佳璐 
 

我今年在美洲华语九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不知不觉，我居然也是

中文学校的“老”学生了。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去威郡社区大学学中文，

然后去了白原高中，最后又来到了现在这个漂亮的大学校园。我参加过很多

中文学校的活动，大家看我的照片就可以看到我从一年级的小毛头长成了现

在的大姑娘。我今天要讲一下我在中文学校都学到了什么，最大的感想是什

么。 

在中文学校学习的这八年，不仅仅教会了我的语言。我也学会了社交

技巧，时间管理和毅力。虽然有些孩子可能想要中途退出中文学校，作为马

上要毕业的大姐姐，我可以自信地说，最终，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中文

学校给予学生在其它地方无法实现的经验。下面这些都是我亲身的体会。 

首先，参加中文课帮助我培养了社交技能。在中文学校的环境中，我

不仅需要和同学一起学习，而且有很多

项目，我们必须一起做。通过中文学校

的学习过程，我了解到与他人合作可以

让事情变得更轻松，更有趣。在工作或

学校环境中，需要社交技巧才能更成功。

中文学校帮助我学习并发展自己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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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例如，在我的九年级班里，我们没有进行考试，而是进行了辩论。我

必须将我的演讲与我的队友的演讲协调一致，以确保我们都说出不同的想法。

这一经历帮助我在与他人合作时发展自己的社交技巧。由于我们星期天只有

两个小时一起准备，我学会了怎么能更好的利用时间，高效合作。 

此外，我还学会了如何管理我的时间。时间管理是所有环境中的重要

技能，中文学校帮助我学习如何在这段时间保持高效。我们每个人都要平衡

中文学校，普通学校和其它课外活动，时间会变得很紧张。妈妈要求我必须

做完中文学校的功课，所以我 学会了如何更好地管理时间。 

最后，毅力是中文学校可以学习的另一项重要技能。我之前也想过退

出中文学校，学中文有时候真的很难。但是，在妈妈和老师们的鼓励下，我

还是坚持下来了。现在我可以说，这八年的学习都是值得的。有毅力，坚持

学，最终就会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总而言之，中文学校不仅可以学习语言，而且还可以学习生活中的经

验教训和技能。中文学校学的也不只是中文，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在

中文学校学习以后，我更以我的中国文化为骄傲，在我们自己中学有活动的

时候，原意向其他同学展示中国文化。所以作为毕业班的学姐，我希望大家

都保持好奇心，留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让这几年成为你生命中美好的经历

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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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美洲华语六年级 盛瑾老师 
 

美洲华语六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了中医

和中药，下面两篇文章是她们在盛瑾老师的指导下写出的体会。通

过学习，同学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医和中药。 

 

   中医    张远菁 

中医是中国传统的医术，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医就是用针灸，推拿，

和吃草药给人治病的。中医的草药就是把一些草本植物煮成药水或做成药丸。

中医首先从中国传到了日本，韩国，和亚洲其它的国家。1973年，内华达州

的人请陆义公医生来 Carson市给五百个病人用针灸治病。针灸就是用细细

的针扎到人身体的穴位里。被治病的人都对针灸很满意。通过州众议会和州

参议会的投票支持，针灸就来到了美国。现在中医的各种治病方法都来到了

美国。很多人都喜欢中医，这是因为中医一般不主张开刀，也不打针和抽血。

我很高兴我通过这门课了解到了中医。 

 

   我了解了中医   冯佳瑞 

 我们这学期学习和了解了中医。

中医和中药有很长的历史。中医的方

法有很多，推拿，针灸，中药都是中

医的治疗方法。而且中医还有很多诊

断方法。例如通过望，闻，问，切，

中医师就能诊断出你有是不是有病，

是哪方面的疾病等等。中医师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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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他们擅长不同的方面。比如有针灸师，推拿师，中药师等等。经验对于

中医师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诊病的时候很少借助其它的仪器。所以他们有

时对同一个病人诊断的结果是有可能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属于比较有

争议的学科，当然这同时也说明中医是很有趣的学科。 

 美国人最早知道中医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中医，也很少有人去找中

医看病。然后在内华达州，有一个中医师叫陆医师，他用针灸的方法给五百

多病人做治疗，这些病人对陆医师都很满意。于是内华达州通过法案，针灸

医师可以在美国行医。 在这之后，中医逐渐在美国流行起来。中医最终能

在美国流行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中医没有副作用，或者和西医相比，副作

用很小。中医和中药，大部分时候使用天然的方法和天然的草药，注重养生

和调理，帮助人的气血通畅。 

 

学生园地 

马立平七年级一班     
李志平老师 

 

马立平七年级的同学们写了很多精彩的文章和故事, 大家用幽默风

趣的语言介绍了自己，介绍了家人，在家里起床睡觉的习惯，让我

们更加觉得家庭的温馨。 

 

我  林经山 

我的名字是林经山。我现在十二岁，在七年级。我家里有五个人：爸

爸，妈妈，大姐姐，二姐姐和我。我们全家今年夏天去了马萨诸塞的沙滩。

那里的水像钻石，又清澈，又在太阳下闪来闪去。我站在水边，看着水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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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黑色的头发，红红的嘴巴，小小的鼻子。圆圆的脸，棕色的眼睛，眉

毛厚厚的。那就是我。 

在我的学校，我比别的学生矮大约一个头多了。但是，我跑得挺快的。

我们在外面玩的时候，经常会和同学踢足球。我总会飞快地把球抢过来，然

后把它踢到球门里，常常得分。我的成绩也还不错，平时复习很多，和有时

候会和爸爸学数学。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 

我家是一个很爱音乐的家。我的外公唱

得像歌唱家一样，妈妈跳舞跳得很优美，大

姐姐拉中提琴和二姐姐拉大提琴。家里的人

都影响了我，所以我开始拉小提琴和弹钢琴。

我在学校参加最好的乐队，经常在年级得第

一名。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好学生，但是，我

知道我也有一些缺点。我有时候会很偷懒，

不想要做事情。我有时候会玩游戏，有时候

会走来走去。我上次考试的时候，觉得太容易了，就不想复习了。一个星期

过去了，还没做。我星期四回家的时候，就会读一会儿书，然后练琴。还是

不想做。妈妈回家的时候，看到复习题目还是空着，就开始批评我。我就赶

紧开始做起来了。 

我有时候挺聪明的，但有时候有些懒和顽皮。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我

就是我。 

 

   我    刘曦腾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刘曦腾。我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喜欢学校，运

动，画画，唱歌，有很多特点。我今天要讲的是我的画画，体验，和我的最

大的缺点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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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爱画画。我很多东西画得非常好。我的作品被 Sports 

Illustrated 刊登过两次了。我所在的城市也总是在街上展示我的作品。

我到欧洲，总喜欢到博物馆里看古代画家的作品，这些画非常漂亮，我一般

会思考，这个画里面是什么，这个画家想跟我们说什么？到博物馆我总是带

着纸，我如果喜欢一幅画我就画下来，带回家。因为我觉得自己画画，才能

够真正地懂画。 

我每天回到家做完作业，就到外面玩。我非常喜欢运动，因为我运动

的时候可以把我那天的能量都释放出来。很多人喜欢玩电子游戏，可是我觉

得不好玩。出去走走路，跑跑步，打个橄榄球，多好啊！运动可以练出六块

腹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最大的缺点是我总是爱说话。说话

是个好的东西，可是课上总是讲话不好。我

在课堂里有很多好朋友，总是要跟他们说话。

回答老师的问题时候，我应该举手，可是我

等不了，总大声叫起来。我觉得老师可能不

喜欢我，因为我说话太多。 

    我不知道我这些特点是从哪里来的，

可是我知道如果没有这三个特点，就不是现

在的刘曦腾了。 

 

 我有缺点，也有优点  宋珈琪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和聪明的人，可是我有的时候会过于认真，有时候

也喜新厌旧。我上课认真，把老师说的话，写下来。我在学校里是一个最好

的学生，得到好多的 A+和一百分。 

我就是有的时候会太认真了，读书可以读一个小时。这时候，我会不

想要下楼吃饭，只要读书。这样子其实也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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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喜新厌旧。每次有新东西，我就要去买。好多次都买好多东西，

用了两个星期就扔到不知什么地方，忘掉它了。我有一次买了一些笔。用着

用着，用到四个星期左右就开始不喜欢了，放在桌子里，刚刚才发现它们还

在那里。 

 我希望我可以改正我的缺点，发扬我的优点。做一个更棒的人。 

 

   我的奶奶   林经山 

我的奶奶是个又爱心又能干的人。她长得高高的，身材很苗条。她的

头发是银色的，也有一点点是黑的。她的眉毛是浓黑的，我就知道我的眉毛

就是从她那儿来的。她的眼睛是细长的，鼻子高高的，大大的。她脾气很好，

经常笑眯眯的。 

 她以前在工厂里工作。后来，因为她的手很灵巧，她去帮别人做衣裳。

她平时穿自己做的衣服，看起来很舒服，很漂亮。她还在中国给我们家所有

人都打了很多毛衣，帽子和拖鞋。每件是她自己设计的的。我们每个人穿的

都很开心，觉得在寒冷的冬天穿着很保暖。 

 我小的时候跟奶奶很好，从我出生到四岁，奶奶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

可惜后来奶奶回中国去了，我对奶奶的记忆都模糊了。直到去年夏天我回中

国了，在奶奶家住了一阵子，看到爷爷奶奶留着我的照片和玩具，我看到了

我小时候的样子，我觉得好可爱，跟爷爷奶奶的时光很美好。 

爷爷奶奶看到我终于回到浙江老家，非常高兴，给我做了很多好吃的

海鲜，带我们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玩。我们逛超市的时候，奶奶让我们尽管挑

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一起去爬山，在海滩散步玩水，在河边的桥上走来

走去和参观农业观光园。 

 我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很开心，期望爷爷奶奶再来美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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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妈   沈克媛 

有一个人，她是一个又关心我，又爱，有要我好的人。这个人，就是

妈妈。妈妈像一朵会变颜色的花，一会儿很生气，一会儿温柔，一会儿严格。 

有一次，我刚回家，想把功课做了。我跟妈妈说：“妈妈，我到房间

里去做数学了。”妈妈说：“在厨房做吧。”我吵着说：“厨房里很吵。在

房间里做。”妈妈叹了一口气，还是点点头，说明是一个“好吧”。她再说：

“你试一试，再看看功课做的好不好。“我把电脑带在身边，就走了。我一

到房间里，就戴上耳机开始听起音乐来。我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功课。 

三十分钟过了，我没做掉多少数学。妈妈从楼下叫道：“媛媛，该停

了。下来给我看吧。”我走到厨房那里，把作业本给她。“媛媛，怎么只做

了两页呢？你以后再也不在房间里做功课了。”她的眼睛盯着我的本子。妈

妈开始发火了。“你！做的，都是错的！”我害怕了；妈妈发火不是一件好

玩的事。每次妈妈发火，家人都不喜欢。我说：“对不起，妈妈。”妈妈开

始骂我。我开始哭了，跑到我的房间里，把门关紧。 

我在床上哭啊哭，哭到眼睛都红了。过了不知道多长的时间，门开了。妈妈

进来了，做到床边，很温柔地说：“宝贝，那时候妈妈不好。我不应该那样

吼。可是，你知道妈妈不喜欢你不认真的做。时间是珍贵的，你需要把时间

安排好才行。妈妈爱你，就会批评你。妈妈只想为你好。” 

我坐起来，张开手抱了妈妈。“我爱你，妈妈。”我说。 

还有一次，我在洗澡，花了好长时间。我在唱歌，没有管时间。过了

不知多长时间，妈妈冲进洗手间，嚷道：“已经四十分钟了！你在干什么？

时间就是这样浪费的！没有什么‘妈妈可以玩吗？妈妈可以吃冰淇淋吗？’”



10 
 

她把水龙头关掉。她说：“我要你快一点是因为我想你去玩。”我问道：

“那么为什么你总是要我做功课呢？”妈妈回答道：“我想你把事情很快地

做完。” 

我现在明白了。 

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要我好的妈妈！ 

 

   睡觉   刘曦腾 

 

我的家人睡觉很有意思。我每天从学校回来，做作业，玩，运动。可

是到我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妈妈爸爸不知多少次试了尝试新

的主意能够让我睡一晚好觉。我总是睡不好。我总是会想到恐怖的东西，或

者就在我房间走来走去，起来上厕所，回去，都睡不好。最近我开始睡得更

好了，可是有些时候我还是睡不下去。我总是感觉在车里去一个远的地方，

会很累。我就是逼我自己睡着，也不能奏效。 

我弟弟就不一样。他累的时候，爬到床上，把灯灭掉，就睡着了。他

也在车上总是睡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他就是那样的。他也白天玩的

开心，很聪明，喜欢读书运动，有很多朋友。他睡得也这么好，我很嫉妒。 

我爸爸也是这样。他总是睡得晚，起来的最早。可是，他还能够睡得

非常好。有几次他爬上床因为想读书或者看手机。太累了，就马上睡着了。 

我妈妈有点像我。她可以睡得下去，可是从来也睡不好。她想起别的

东西就起来了，听到最小的声音也在起来了。最不好的就是她晚上就再也睡

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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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孟悦 

 

所有的人都需要睡觉。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睡觉。我们都睡觉，但是

我们家睡觉前的准备都不一样。 

在家里我一般是第一个去睡觉。我会检查我的作业，收起来计算机，

插上我的手机电源。然后我会刷牙，换衣服。我穿睡衣，做二十个仰卧起坐。

我很喜欢跳芭蕾舞，但是我不灵活，所以我会练习劈叉。我一般在一边弄两

分钟，另外一边弄两分钟。我弄完劈叉的时候，我躺在我的被窝里，差不多

十点𑠀睡觉。 

我的哥哥是第二个睡觉的人。他是个高中生，晚上一般在做作业。他

做作业到十点半𑠀。他会把他的书包装好，然后他就睡觉。 

我的爸爸是差不多十一点𑠀睡觉的。他会上班到七点半，他会很累的。

我爸爸吃完饭的时候，他会干别的事。他一般会说，“该睡觉了！”我的爸

爸也放一杯水在床头。他会渴的。他半夜起来，喝水。他又回去睡觉。 

我的妈妈是最后一个睡觉。她很喜欢在她的手机上跟别人微信和打电

话。她会微信到早上一点𑠀，所以她早上起不来。 

我们都睡觉。我和爸爸一样；可以很早，很快的起来。我的妈妈和哥

哥不喜欢起床，叫好几分钟才可以把他们两个吵醒。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在床上被窝里暖暖和和的睡觉。 

 

   睡觉   沈克媛 

 

每家人都会睡觉的。我，妈妈和爸爸都有不同睡觉的方法。 

我每天都九点到九点半才睡觉的。我晚上做完了功课，累了，就对妈

妈说：“晚安妈妈。”我到洗手间里，刷牙。刷完牙，我就上床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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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觉呢，总是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我就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

闭上，想：“睡觉。睡觉。睡觉。”过了十五分钟，我睡着了。 

妈妈呢，正好相反。妈妈刷完牙，然后读一两分钟的书。她一上床就

叹一口气，就睡着了。 

我的妈妈，很晚睡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了妈妈还在厨房里工

作。 

爸爸刷完牙，然后去看手机。看了一个半小时，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爸爸睡着以后就开始打呼噜。他打呼噜很吵；那是为什么妈妈睡了以后爸爸

才睡。他不想打搅妈妈。 

有些时候，我晚上还是睡不好，就爬起来开始读书。妈妈可以从门缝里看出

我的灯开着没有。妈妈总是喊道：“媛媛啊，睡觉！睡不着；不想睡，就去

做数学！”妈妈走了，我不想去做数学，所以快快的睡着了。 

 

   起床   宋珈琪 

 

在我的家里，大家起来的时候各不相

同。有哭着起来的，有起床很快的，也有

起床很慢的。 

我的哥哥起床很快。闹钟一响，哥哥

就从床上跳下来，穿好衣服，刷好牙，吃

好饭。哥哥会很快的去准备东西，不像那

些磨磨蹭蹭的人。可是，没有闹钟的时候，

哥哥会特别晚才起来。有时候，我们都要

快吃午餐哥哥才会下楼。 

我和哥哥都要每天六点钟起床。有的

时候，他会忘记把闹钟定好，所以我要去把哥哥叫醒。他会蹭蹭地起来，一

下子睁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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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很喜欢睡，可是她起来很快。虽然妈妈有的时候也会被添添，

我的弟弟吵醒。 

爸爸起来的时候，不会太快，也不会很慢。他不是像哥哥跳出床来，

也不像我，慌慌忙忙的。爸爸不快不慢起床。 

我的小弟弟，添添，什么时候要起来就起来。他什么时候要睡就睡。

这是因为他才一岁半。添添好多时候会在半夜里大哭，因为他起来了。最近，

他睡得好一些，醒得越来越少了。 

添添也会白天睡一次。他平常是一点多点睡觉。添添醒来，有时候会

闹，叫人抱。他也有的时候笑着起来。他笑着起来的时候会说些话，不会哭

起来。 

我是一个很喜欢睡觉的人，所以我很难起来。我的闹钟响了，我会按

它好几次才起来。我经常要把闹钟定很早，因为闹钟响以后，我还会睡觉。

我有两个闹钟呢！一个是在六点，一个在六点十分。我要两个因为我没有两

个的话，我就起不来了！ 

我终于起来以后，很慢。我一般前一天晚上准备好衣服。我起来了几

分钟以后，我就很快起来干事情。 

大家在我的家庭里起来时表现很不同，可是我们都是起来以后，会去

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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