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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小语世界》祝全校老师和同学们感恩节快乐！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让《小语世界》成为大家

中文学习里美好的一部分，记录大家成长的轨迹，记录
全校老师和同学的奉献和收获，努力和成绩！ 

 
这一期我们非常荣幸地和大家分享马立平八年级班

同学们关于“作为华裔美国人对我意味着什么？”的主题
教学文章。同学们敞开心扉，深入思考，他们的活力和
信心跃然纸上。希望大家喜欢。 

 

任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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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xgnysubmission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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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感恩节的时候最想感谢的是我有受到好的教育的机会，因为好的教育会给我的未

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我还想感谢我的亲人，因为他们最支持我。无论是我的学习，还是

我想参加的活动，他们都会支持我帮助我。 

  --- 冯佳璐 

 

 

 

 小草感谢大地给了它生长的土壤， 

我感谢爸爸妈妈给了我温暖的家。 

小树感谢太阳给了它阳光，让它茁壮成长， 

我感谢老师教给我知识，让我懂得更多的道理。 

小鱼感谢鱼群的陪伴，一起游泳玩耍。 

我感谢朋友们的陪伴，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 

  
祝亲爱的爸爸，妈妈，老师和同学们感恩节快乐！ 

  --- 刘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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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恩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对我的关爱和照顾， 

      感恩老师们教给我知识，帮助我以后能成为有用的人， 

      感恩我的弟弟和朋友们陪伴我度过许多难忘的快乐时光， 

       感恩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很多好东西，让我们现在生活幸福， 

      最后我也感恩我能生活在美国这个没有被战争破坏的美好的国家。 

                                --- 任钧也 

 

 

 

我看到电视上加州的大火，很多人的家都被烧没了，他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只能住在停

车场的帐篷里。我很感恩我们有家，很暖和，还有好吃的食物。我也想能有机会帮助那些

没有家没有食物的人。 

  --- 冯佳瑞 

 

 

在感恩节来临之际，我们都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人。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您们给予

我生命，抚养我长大，给我机会去感受这美好的世界。感谢我的老师，您们教导我，引领

我遨游知识的海洋。感谢我的朋友，你们陪伴我长大，一起度过快乐的童年。最后要感谢

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是你们帮助我提高、改正、变成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 张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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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老师带领马立平八年级班在本月初参观了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美国华人博物馆。 
 
 
 

大家好，我是台进强老师，讲授马立平中文八年级《中华文化之窗》。我的教学设计，

是围绕学生们的好奇心和兴趣点做文章，一是培养孩子们对汉语语言的语感和美感体验，

领略汉语表情达意的美妙。多媒体教学，不拘课本，文学朗诵、相声片段、评书片段、古

典音乐和流行歌曲都会适当的引入。二是让学生们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特有魅力。比如我

会适当引入文化纪录片和影视剧片段的欣赏，还会走出课堂，参观华人博物馆，让孩子们

开始认识华人的历史和社会。我认为，在高年级阶段，我们的学生迫切需要老师和家长引

导好，培养出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觉的学习中文的兴趣，这对其以后乃至终生的中文学习

都会有较大的影响。 

 

 

 



5 
 

 
学生园地 
马立平八年级台进强老师班 

 
“假装我们只是美国人，或者假装我们只是中国人，这都是没用的。 我们认为这就

是让我们精彩的原因。 我们同时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为这些十余岁的孩子们写出如此

有思想的句子而欣喜，为他们对自我群体的清醒认识而自豪。 

   “华裔美国人，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教学主题的设计，缘起于我了解到华裔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其实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中国人”和“美国人“这两种文化身份在内心深

处的纠结，缘起于我对如何让我们的中文教材和教学走进孩子内心并触及他们灵魂的思考，

也缘起于我对如何解决华裔青少年这种文化冲突问题的一种教育尝试。 

  生活中，大多数华裔孩子们年龄越大，越只找同族裔的人做朋友。也有学生对父母

要求自己学习中文的目的并不清楚和理解，再加上学习的客观难度，便逐渐放弃了中文的

学习，成为只会说英文的黄皮肤美国人。这导致华文学校里有一个现象，即年级越高，坚

持学习中文的学生，尤其是男生就越少。我看到在网上讨论的文章里，还有的学生甚至感

觉华裔身份是自己融入美国白人主流的一种累赘。我认为这些都或多或少与华裔学生没有

理解好这两种文化身份的关系有关联。正确的态度是求得二者的平衡、包容和共赢。你是

一个华裔，就要立足于这个事实，正视它并为活出它的人生精彩而奋斗努力。这两种文化

身份应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地方所在，而不是互不相容、此消彼长的敌人。我们每个华裔学

生都应该博取众长，努力成为中美文化孕育的精英人士，而不是生长在文化夹缝、两头失

落的无根之萍。   

最后，作为一名家长和老师，让我为孩子们的未来成功而祝愿： 

双语精通，能在英语华语两个世界里飞翔驰骋；中美文化的结晶，长在东西方文明土

壤里根深叶盛。血管里涌动着美利坚人张扬个性的热情，又流淌着华夏子孙内敛成熟的厚

重；灵魂里洋溢着自由独立、开拓冒险的美国精神，也传承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华品行。

这两股巨大的基因链在他们身上碰撞、缠绕和融合，将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完美地铸成!                                                                                                                       

  --- 台进强老师 

 



6 
 

 

我是一个 CHINESE AMERICAN 

赵天慧 

 

我从小就觉得我跟我的朋友总是有点不同。在美国，我朋友会觉得我天天吃的只有米饭和面。他

们常常都会跟我说，“你太幸福了吧！天天都可以吃到那么多美味的中餐。”  请问，因为你喜欢吃

中餐，就说明我也喜欢吃米饭和北京烤鸭了吗？错。实话实说，我吃我爸妈的菜也吃腻了。在美国，

人家只会把我看成一个中国人，不管我跟他们多么一样，跟他们一样热爱吃汉堡、薯条和皮渣，热爱

打网球，跟他们一样爱看他们的电视节目。不管我跟他们的兴趣多么一样，我不同。我长得不同。 

那在中国呢？我长得跟他们一样啊！他们看我是一样的吗？错，在中国也跟在美国差不多，他们

只是觉得我是美国人。他们觉得我天天只会吃汉堡、薯条，这类的。我觉得只有跟我一样是 ABC或是

生在美国的亚洲人，会懂我的心情。 

我小学的时候我的朋友都是美国人，因为我想跟他们一样，所以我改变了我自己。我举个例子，

我小学的朋友大多数是白人或被白人领养的孩子，我是唯一一个在我圈子的中国人。我小时候有很多

同学跟我不同的。 譬如说，我们父母给我们的午饭。我的午饭通常是饺子和别的中国食物。反正是

我在家里通常吃的，打包打起来给我。我朋友的午饭呢？三明治、美国小吃等等。看了他们的午饭以

后，我也想跟他们一样。跟我妈妈说不要给我吃饺子和米饭了。我常常会说，“我很讨厌吃米饭！我

才不喜欢吃那些东西呢！” 我渐渐就开始讨厌我的中国文化了。 

中学时我遇见了我的好朋友们，他们都是生在美国的亚洲人。我们有很多一样的话题，看一样的

韩剧或电视节目，还有我们看的书，爱吃的食物，不懂的题目，等等。我觉得那才是我要的朋友。 

最终，我还是觉得我不是美国人也不完全是中国人。我是一个身在美国的 ABC。我很自豪，也很

热爱中国和美国的文化。 

 

ABC 与中国人 

张书越   周宇童 

“ABC”和中国孩子是同样的种族，同样的血统。我认为我们和中国人相同点很多，我们都是黄

种人，有着共同的祖先，都有着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职责，甚至大部分“ABC”的爷爷奶奶都

完全是中国人。其次，我认为我们的不同在于，我们目前所属的国家不一样，从小接受着另一种文化

的熏陶。但是，无论任何一点相同与不同都不能影响我们结中西文化与一身，成为中华传统和西方文

化的结晶。 

当然，作为“ABC”，也不免承受中国人对我们的各种看法。我以前的中国同学看我并没有什么

不同，我移民到美国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他们的好朋友搬到了更远的地方，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

和感情。可是，一些成年中国人对“ABC”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了。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人对“ABC”有

很多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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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种就是认为“ABC”就是中国人，既然是中国人不会说中文就觉得我们很奇怪。我认为

这样说的人不够了解“ABC”，我们之中大部分从小在美国长大，当然中文不会有中国人好了，不能

拿中国人的方法评价我们。第二种人保持着看“ABC”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的看法。我也不认同这种

看法，很多“ABC”都是很喜欢、向往中国的，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最后一种看法在我看来是最真实的“ABC”，既保持了祖国的传统文化，也很好地融入了西方集

体，既活泼、外向，又有着一些中华民族的稳重与勤奋，这才是真正的“ABC”！ 

我想我会有机会将来去中国和我同龄的朋友交流，和他们一起学习和工作。我的爸爸妈妈年轻的

时候来到了美国，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他们有勇气来到一个陌生全新的地

方从零开始。几年以后，中国会越来越强大，有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我也会寻找这样的机会去中国

学习和工作。我们努力学习中文，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希望我们有一天回到中国的时候，更容易融入他

们，我们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 

 

插图作者： 吴雨菲 

 

我们作为华裔美国人很自豪 

李千寻   冯家琰 

作为华裔美国人，我们和其他族裔有很多相同和不同的方面。 

我们最大的相同点是日常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在美国出生长大，我和我的华裔朋友们都喜欢吃比

萨、汉堡和其他的美国食品。我们说话和表现也像美国人。可是，华裔更重视教育。中国父母在教育

上花更多钱，让孩子从小上最好的学校。中国父母更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常青藤和其他著名的大学。而

且，华裔更尊重传统和长辈，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的父母常常来美国。我爱他们，所以我们关系很

好。美国人不太喜欢和长辈一起，没有很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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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当我在幼儿园时，有几个孩子开玩笑说亚洲人的眼睛很细。

那时候我很小，只觉得很好玩儿。美国人认为 ABC勤奋而且非常聪明，并有一个刻板印象，所有的中

国人都擅长并喜欢数学。是的，这可能适用于许多中国人，但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现在我的朋友

不在乎我是不是中国人，他们都当我是好朋友。但是 ，我听大人说好像长大以后，我们可能会体验

到种族歧视。例如，哈佛大学对华裔有不同的入学标准。 

我们住的地方大多都是美国人，所以我们有几个美国朋友。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重要的

道理。将来，一定会有很聪明的美国人，可以和我们一起申请大学。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和他们一

起合作, 因为一个人自己做不了伟大的事情。我爸爸妈妈的公司里有更多美国老板。世界上有很多又

善良又聪明的美国人，所以华裔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我们会交到很多美国朋友。

我们觉得中国人应该多了解不同族裔，只有互相了解，才能减少相互的误解，生活得快乐。 

总体上，虽然华裔和别的族裔有很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作为华裔很骄傲。 

 

活出华裔美国人的精彩 

杜圣玟    黄若涵 

我们个人有过不同的经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我们通常都是被中国式的方法教出来的。

我们被告知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因为我们对自己应该有更高的期望。 我们认为这为我们的未来做了

更好的准备。 

假装我们只是美国人，或者假装我们只是中国人，这都是没用的。 我们认为这就是让我们精彩

的原因。 我们同时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跟完全的美国人或者中国人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我们思考问题、交流探讨和做事的方式，都更像美国的青少年。 比

如说，中国的新闻里会经常提到中国的中学生学习负担很重，每个周末都要到校外补课。这一点就跟

我们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周末的时候基本上是放松休息或者做体育活动的时间。 

另一方面，我们跟美国的青少年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度假的方式就很不一样。当我们的美国

朋友去度假时，他们经常会去美国国内的同一个地方，比如说佛罗里达，但是他们很少出国旅游。 而

我们的家庭度假时，经常周游世界，并去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觉得这也让我们与美国人区别开

来。  

 

我们华裔学生很独特 

                                陈语彤  蔡杰琳   林经山 

作为一个 ABC，我们和很多美国人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很多美国人以为我们都很聪明，

我们的小眼睛和黑头发对他们来说可以把我们分成另外一群人。我们的外表表明我们爱做什么，吃什

么。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宗教也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人相信基督教，中国人相信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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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学霸，我们的数学水平不是努力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是

亚洲人。如果我们成绩不是 A+，我们的父母会来打我们，批评我们。这不一定都是真的。虽然我们

的外表不同，但是我们像他们一样，用努力来成功。 

将来，我们觉得会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因为白人、西班牙裔和非洲裔也都是人。我们天天在一起

学习，生活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虽然我们有不同肤色，仍然可以成为朋友。 

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的孩子，我们与中国人也很不相同。以前，在中国只能生一个孩子，

叫做独生子女。因此, 因为每一个家只有一个孩子，所有的关注是对着他。在美国，人家想生多少孩

子就生多少孩子，所以家长的关注会分散。而且，中国的学校非常好，但是有很多压力，每个人需要

家庭教师。美国的学校没有中国那么严格，压力比它小。我们感觉未来不会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因为

我们的语言还没有到一般的中国人的程度。但是，我们还可以和他们做朋友。我们去年到中国旅行，

大家都对我们都很好，很有爱心。 

 

 

我眼中的华裔美国人 

高圣凯   单烁   王天鹏 

我与美国其他的族裔有许多不同和相似之处。美国有很多族裔，最常见的族裔就是白种人、黑人、

印度人、 犹太人和我们的族裔 -- 中国人。 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我们和别的族裔的皮肤颜色和

头发颜色。我们中国人的特点是黄皮肤和黑头发，大多数的白种人和犹太人是黄头发和白皮肤，大多

的黑人和印度人是黑皮肤和黑头发。还有一个不同的特点是语言的环境。白人、黑人和犹太人从小的

语言环境就是英语，而我们中国人在家里常说中文。我们说的第一个字可能就是中文。所以我们不仅

要学好英文，还得学好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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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同就是我们都注意锻炼身体和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另一个相同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和别的族

裔都很友好。 

别的族裔觉得我们中国孩子聪明和学习好。有的美国人觉得我们不锻炼，每天看书和做数学。还

有人觉得我们英语会差一点儿，尤其是口语。 

我将来肯定会跟他们做很友好和深入的朋友。我应经有许多白人、犹太人和印度人朋友。他们和

我的性格很相同，肯定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 ABC 和中国人有好多不同的地方，有语言环境的， 也有生活环境的。比如，中国的学校

比美国的学校严格，我上学的美国学校就比我表妹的中国学校要轻松很多，作业也少很多。另外一个

是平时的日常用语，我在学校和在街上，跟我的朋友说话都用英语，可是我妈妈小时候在中国，外出

和在家里说的都是中文。我在中国，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我会说流利的英语。在我生活中，我碰见很

多大陆来的中国人。我和中国大陆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中文比我的好，我的英文比他们的好。

还有生活上的习惯不一样，比如我喜欢喝凉水，可是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喝温水或者热水。大陆中国人

吃饭时吃盒饭，可是我们平常吃分餐。 

未来我不打算在中国生活，虽然我很喜欢中国，可是我认为在美国工作机会比较多。但我觉得未

来我可以跟很多中国人做好朋友。 

 

我们华裔是如何被看待的 

孟悦  吴雨菲  左亦鹏 

在美国的电视、广告、体育、文艺作品和其他族裔的交谈中,华裔美国人的形象一般有黄色的皮

肤。比如在电影《亚洲超级富豪》里，演员 Constance Wu，被叫做一个香蕉人：外表是黄皮肤，里

面（她的思想）是像美国白人一样的。这说明美国人想要华人应该表现得像他们自己。过去中国的男

人形象还有长辫子和小眼睛。体育运动员中，华裔美国人一般很瘦。虽然好多人玩篮球，但一般的专

业运动队里都没有中国人。比如，我只知道一个打篮球的华裔美国人：Jeremy Lin。 

现在，白人总是认为华裔美国人都很聪明，眼睛细长，能弹钢琴，而且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很严格。

还有，美国人都觉得中国人喜欢吃米饭，特别会做数学，但开车不好。他们也都觉得中国人说的英文

发音不好。虽然有些美国人的观念不是错的，但是基本上，大多观念是错的。比如中国人不是都喜欢

数学，不是都爱吃米饭，也不是都数学特别好。每个华裔美国人并不一样。 

华裔美国人自豪的地方是我们很重视学习，所以在美国，我们华裔学生的学习比较好，长大后也

可能得到挺好的工作。但我们有一个不足的地方是不容易跟别的族裔交流。这是因为中文和英文很不

同，所以我们学英语是有困难的。另外的是华裔美国人也不是这么重视跟别的族裔交流。如何提高这

些不足？华裔应该跟别人多说话，也应该用更多功夫学英文。在生活和工作里，华裔的问题就是工作

都很单一。来美国的中国人没有很多做艺术的。解决这个，需要有人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我们理想的华裔美国人的未来是我们不会根据我们的肤色被评价，而是根据我们的才能和品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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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我们希望中国人、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欧洲人都能和谐相处，没有被种族分开。这就是我们

的理想。 

 

 

华裔美国人的感受 

邹卓屹  董静漪  黄俏希    黄秋涵 

现在，好多美国的媒体都是用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来代表中国人。中国人好多时候都

被看成聪明的、能干的、用功的、有礼貌的和会功夫的人。电影里面如果需要一个聪明的、或者会功

夫的人，多数情况都会用中国人来代表。他们这样想象是有道理的，中国人的这个聪明和能干都是因

为学习用功。这个用功和懂礼貌都是爸爸妈妈责骂我们好几年的结果。但是，这个功夫呢，美国人经

常弄错。他们看 Bruce Lee、Jackie Chan 这样的人和功夫熊猫，就自动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会功

夫的人。美国人这样子想没有错，但是多数中国人听见美国人这样子描述自己都可能会笑的。 

因为别人对华裔美国人这刻板的印象，一位华裔美国人在美国长大是很难的。  大部分的其他族

裔的人都不真正了解我们。 生活在美国的 ABC 也经常受到歧视。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份好工作，要比

普通白人更难，因为美国看不起中国人/ ABC。当选的美国总统都不是亚洲人。如果美国想要解决这

个问题，他们可以将 ABC /中国人视为白人，或者可以将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交给中国人。 

与其他人族裔相比，我们 ABC 可以为我们聪明的头脑感到自豪。 ABC 人也非常努力和坚定。如

果我们有目标，我们就不会停下来，尽一切努力来实现目标。中国的烹饪和美食也很美味。 但 ABC

的缺点也在那里。大多数 ABC现在没有时间学习中国传统，如假期、中国活动和传统。我在美国住了

十一年了，大部分的中国传统我都不懂，不知道。如果 ABC希望提高传统知识，可以去中国看别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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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庆祝传统的。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庆祝著名的节日，如端午节、新年、春节和中秋节。我们还可以问

我们的妈妈、爸爸、奶奶、祖父、姐姐和兄弟如何庆祝这些特殊活动。 

我们理想中的华裔美国人是聪明的，会拥抱我们的中国文化，也是很有礼貌的。华裔美国人要在

学习上努力，但却不能只注重学习，没有其它空出来的时间来玩，如看电视、买东西和听音乐。如果

华裔美国人努力学习，就会变得很聪明，长大就会变成一个很成功的人，找到一份好工作。华裔美国

人要拥抱我们的中国文化，庆祝节日和吃中国饮食。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美国人喜欢的方面；说英

文。华裔美国人一定要有礼貌，因为我们是友好的人。华裔美国人不会变成种族主义者，因为我们是

很善良的。这就是我们想的华裔美国人的未来。 

 

        插图作者： 吴雨菲 

 

华裔美国人的现状和期望 

王旗  孙嘉琪   陆书乐 

与其他族裔相比，我们华人是很用功的人。与此相对应的是，总的来说中国移民的贫穷率也比较

低。中国移民家庭的总体贫穷率（13%），和香港移民家庭的总体贫穷率（6%），都比移民总体（15%）

低。不过在美国出生的家庭（9%）比中国大陆贫穷率更低，但高于香港移民家庭。二零一六年，一半

在美国的中国成年人都已经有了学士学位，比移民总体(30%) 和在美国出生的成年人(32%) 高得多。

中国人在 STEM 学科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学术界、高科技领域、工程领域和金融领域，华人做得都很

好。但是，华人的体育就不比其他族裔好。总体上来说，我们华人在学业上干得不错，可是在体育运

动上却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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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广告、电影、电视剧、体育、文艺作品和其他族裔的交谈中，华裔美国人的形象通常被

描述成聪明勤奋的和友好的人，我们喜欢这种印象。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在美国的体育中好像只有关颖

珊和林来疯。关颖珊是一个花样滑冰运动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奖者、世界冠军和美国冠军。关颖

珊小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四点半起床，五点去练滑冰，然后再去上学。我身边的很华裔美国人同学

也会这样做。因为关颖珊的勤劳和坚持不懈，才能让她到现在到的地方。另外一个例子是林来疯。林

来疯是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因为林来疯的勤劳和坚持不懈，才能让他到现在到的地方。 

在未来，我们希望华裔美国人都能表达他们的想法。现在在美国没有很多华裔美国人代表。我们

希望我们能更多地发表意见。更多华裔美国人应该是政府工作人员、政治家、演员和歌手。我们想看

到华裔美国人有独特的职业。在工作上、学校里和在公共场合里，华裔美国人还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  。

我们不应该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也不应该是在美国的少数民族。将来，我们希望华裔美国人国人

能够很好地影响别人的生活。我们可以创造好的变化！ 

 
 

学生画作 
 

 

 
油彩画大二班   台舒天 （指导老师：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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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彩画大二班   范依晴 （指导老师：黄茵） 

 
绘画小班   Michelle Tian （指导老师：唐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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