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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大家好！我是 AP 中文班的诸致玮，很高兴

能当本期的编辑。首先，很荣幸也很感谢林骏老

师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采访！林老师对我们学校

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先后担任校长、

董事长，同时一直推动书法教学，而且还是滑雪

高手。这一期《学生园地》的文章来自李谦云老师教

的马立平二年级一班和三班的同学们。我很开心能

够在寒冷的的冬天里带给大家一些小朋友们对秋

天的美好回忆。 

 

          诸致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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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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 AP 中文班林骏老师 
             诸致玮 
 

记者：首先，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林老师：我老家浙江的，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海边小城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进入复旦大学学习

经济管理。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从事经济政策方面的工作。两年后赴美攻读组织战略博士学

位。2009年加入华夏大家庭，现在两个女儿都已经从华夏毕业，目前在做学生助教。儿子现在

上马立平八年级。 

记者：听说您对书法和滑雪有很大的兴趣；您是怎么开始投入这两个活动的？ 

林老师：书法是孩提时代打下的基础，出国后虽然荒废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中文学校学了一阵

子国画后，马上唤醒了对书法蛰伏的热爱，就一发不可收拾。担任书法老师以来，需要言传身

教，所以就勤耕不辍，坚持写了四五年，基本上把中国书法史从源头到当代的整体脉络梳理了

一遍，从中汲取营养，为今后的发展拓宽了眼界，夯实了基础。目前来说，基本上在有序推进。 

   至于滑雪，是写书法“静若处子”之后，往“动若脱兔”方向发展的一个有机补充。

滑雪往往是集体活动，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提高技术、饱览山川秀色，会非常开心。这几

年我们学校组织的集体滑雪活动也成为老师和志愿者之间增进友谊，提高团队凝聚力的活动之

一。跟书法一样，滑雪也需要不断钻研和摸索，提高自身境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走在持

续进步的征途上，就像玩电游，不断有新的刺激点，正反馈，就会欲罢不能了。 

记者：您学书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

每天都得练？您最喜欢楷书，行书，还是草

书？您比较经常临谁的帖？我妈妈只知道王

羲之！ 

林老师：应该是八九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小

时候一般是每到周末时，自动铺开摊子开始

练习。现在基本上等一天的事情忙完，就提

笔写上一阵，还可以起到静神安魂的功效，

提高睡眠质量。至于书体，各个字体有内在

的联系，不能割裂了看。小时候肯定楷书上花    林老师在亚洲文化节上向孩子们展示书法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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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多，现在主要写行草书。行书比较实用，写起来比较美观，

容易吸引眼球。草书需要长期的积累，所花功夫更多，还要结合

人生阅历，才能有所成。但草书也是最有魅力的，特别能表现情

怀和内心世界。我还处在不断积累不断摸索的过程中。练书法选

择法帖非常重要，也有因缘契合的成分。我基本上是沿二王的脉

络，从智永、颜真卿、米芾、赵孟頫一路下来，并在王铎身上下

了比较大的功夫。  

记者：您不仅教我们 AP中文，还教书法班。那么你觉得跟小孩们

分享你这么爱的活动是一个怎样的经历？ 

林老师：归根到底是文化传承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按照儒家传

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心中装的永远不是一己之私，

而是利国利民的使命感。作为老师，能为文化传承作点贡献，让

中华文化的魅力在异域发扬光大，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播下一个种

子，善莫大矣！ 

 

记者：关于滑雪方面；您平常在那儿滑雪？是经常吗？是不是到

美国才开始滑得？您滑得最难的雪道是什么？ 

林老师：我们滑雪群的朋友同行，足迹遍及四面八方。当然是到

美国才开始的，毕竟欧美滑雪的配套服务比较到位，设施齐全，

也有各种享有盛名的滑雪场召唤我们。倒不是刻意追求难度，基

本上再难的雪道都能下来，但是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还要继续

雕琢技术，特别是 Mogul技术还不过关，离优雅地行云流水般飘

下，还有很长的距离。有困难，挑战起来才有乐趣！ 

记者：您为什么喜欢滑雪？最喜欢滑雪的哪一个方面？有什么特

别开心的记忆吗？ 

林老师：我曾经集思广益，在微信上列举了几十条为什么喜欢滑

雪的理由。内心深处，我喜欢仁者乐山的说法。雪山张开双臂接纳苍生，感受到的是胸怀。

当你在林间陡壁飞驰而下，感到大         林老师书法作品 

自然给予你肆意张扬的舞台；你能融入其中，又能展现自我风采。当你驰骋山川之际，时间

会停滞，尘世的烦忧不复存在，忘乎形骸之束缚，与山河共欣荣，以致永恒之感，特别满足。 

记者：我现在正在看一篇小说《将夜》；《将夜》里面说世间所有的痕迹都是符——那老师写

的字也是符，老师滑雪板画出来的痕迹也是符！总的来说，您觉得这两个活动有什么联系或者

互相有什么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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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师：你说得很好。人毕竟是渺小的存在。怎么

在世上有意义地走一遭，是每个人都必须思考和面

对的。想要留下痕迹，从历史的长河看，毕竟是奢

念。但是，一个人只要努力过了，只要以积极的人

生态度，给他人带来正面的影响，哪怕以后还是烟

消云散，还是有意义的。爱好的背后，实质上是美

学符号，能欣赏美，能带给他人美感，能意识到生

活不光是物欲声名，还有超越世俗的精神享受。自

省，进阶，不满足，不自负，勤奋，自我提升，自

我修养，追求美好，向往自由。。。这些精神不在

于体现在爱好活动上有多奇妙，更在于这些精神本

身的意义吧。 

 

 

  学生园地–美丽的秋天 
  李谦云老师 组稿 

 

    马立平二年级一班 

 

秋天的树叶变成了黄色，橘色，红色，咖啡色。风一吹，像蝴蝶一样在天空中飞

舞。妈妈扫树叶的时候，我和妹妹喜欢在树叶堆里打滚。  

秋天是果实成熟的季节。爸爸妈妈带我和妹妹去果园摘苹果，从树上刚摘下来的

苹果又脆又甜。我们边吃边摘，开心无比。 

秋天，天气变冷了，没有蚊子来叮我了。但是，也没有萤火虫可以捉了。我看到

成群的大雁飞过，它们是去南方过冬，我跟大雁说：“ 明年再见。” 

秋天，有我喜欢的万圣节。小时候我喜欢扮成小公主去要糖，去年和今年我扮成

了小女巫去要糖，明年我想扮成吸血鬼。我希望明年的万圣节快点到来。 

           --方颖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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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天气渐渐变凉了。树上的绿叶子好多都变了颜色，红色，

黄色，橙色，紫色，棕色... 看起来好漂亮啊。 

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摘苹果。哥伦布日那一天，妈妈开车带我们去果园。我们

先去看了池塘里的鸭子和天鹅；看了山羊；然后拉了小车去摘苹果。我们摘了好

多黄苹果，尝了尝，很甜很脆很多汁。接着我们去摘了南瓜，还买了棒棒糖，吃

了午饭，很开心。 

秋天的时候还可以过万圣节。我们把房子外面摆上了南瓜，装上了蜘蛛网，挂了

小鬼鬼。在桌子上铺了桌布，摆上盘子，杯子，果汁和披萨。小朋友都穿着万圣

节的衣服来到我們家开派对。我和妹妹穿上了独角兽的衣服。然后我们大家一起

去要糖，一边要一边吃，开开心心地过了一个晚上。 

这就是秋天，我很喜欢的一个季节。 

           --李千眷 

 

 

秋天到了，红的、黄的、咖啡色的树叶从树上掉下来。我出门看到后院，觉得秋

天非常漂亮。 

我最喜欢的万圣节在秋天。我和哥哥刻了很吓人的南瓜鬼节灯，放在门口。 

厚厚的树叶堆得高高得像小山。我跑出去跟我的朋友玩，脚底下的树叶发出很好

听的声音，好像唱歌一样。 

秋天里，小松鼠忙着找松子。它们不停地把松子搬回家，准备过冬了。 

秋天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感恩节。在感恩节那天，我们会吃大火鸡。 

美丽的秋天过去后，我们会迎来寒冷的冬天。 

           --汤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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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我想出去玩，我问妈妈：“我可

以出去玩吗？”“可以”妈妈说。所以我跟

我的姐姐出去玩。我看见小鹿和松鼠，鹿跑

得真快，很可爱！还看见一条小蛇。树叶非

常漂亮，有黄色，橙色和红色树叶。我回来

时候，我告诉妈妈“外面很好玩儿！”我睡

觉的时候我想我很喜欢在外面玩儿！ 

感恩节我去了格林纳达，在那儿去了海边玩儿。我跟我的姐姐，妈妈和爸爸一起

去的。我被蚊子咬了很多包。我也在瀑布下面游泳了。海滩离住的地方很近，而

且很漂亮。爸爸也给我买了一个小礼物𑐀。我过了一个开心的感恩节。 

             --王雪盈 

 

秋天到了。树叶都变颜色了，有黄的，有绿的，有黄的…天气越来越冷，有时候

下大雨，刮大风。满地的落叶真漂亮，一片一片的落叶落下来。燕子往南飞，看

见落叶在飞舞。大家都穿上了厚衣服。夜晚也变得越来越长，白天变得越来越短。

而且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 

           --刘凯玲 

 

 

一年有四季。秋天是第三个季节。 

秋天天气变凉了。树叶从绿色变成红色，黄色和褐色，红色很好看，我很喜欢。 

秋天有三个月：九月，十月，十一月。 

九月学校开学。十一月有感恩节。秋天还有个重要的节日是十月的万圣节，我最

喜欢。我和姐姐穿上鬼怪服装出去要糖。我们要了好多糖，很开心。 

           --王英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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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很漂亮。秋天叶子有红的，有橙的，有黄的，和绿的。秋天有很多节日。秋

天有万圣节和感恩节。我说万圣节是吃糖的时侯。秋天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还有中秋节，中秋节是我们中国的节日。中秋节的月亮圆圆的，还大大的，还亮

亮的，还很美。中秋节还吃月饼，月饼有俩种一种有鸡蛋一种没有鸡蛋。两种都

好吃！秋天过去了，秋天很好玩！现在冬天来了。  

        --陶睿涵 

 

 

秋天比夏天冷，比冬天热。 

秋天，叶子从树上落下来，我们用耙子把树叶清扫干净。 

秋天，我们在超市买南瓜，做成南瓜灯。我们在万圣节提着南瓜灯去要糖，非常

开心。 

秋天，我们还会去摘苹果。有些苹果树很高，我们用梯子爬上去摘苹果。 

秋天还有感恩节。我们每年去阿姨家参加聚会（party）。我们在那里吃到各种

好吃的东西，还玩了很多游戏。太开心了 

秋天还有感恩节, 那个周末，我们去了水上乐园。 

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到水上乐园的时候，先玩了水上篮球，很好

玩，是因为我喜欢篮球。然后，我们玩了双人滑道。接着，我们去了多人惊险滑

道，结果我的屁股碰到了地上，我的头几乎碰到了滑道上。后来，我们去了冲浪

泳池，在那里我需要穿救生衣。然后，我和哥哥饿了，妈妈买了吃的。吃完饭，

我又去了温泉。下午，我们又玩了很多东西。晚上，我们在楼上的宾馆住了。 

我们玩得很开心。 

           --骆嘉浩 



8 
 

 

秋天很漂亮。树叶红色的，黄色的，橙色的，绿色的 ，五颜六色。天空蓝蓝

的，白色的云像一朵朵棉花糖。 

秋天很好玩。我喜欢在操场上荡秋千，爬杠，踢球。我也喜欢和朋友们去爬山，

摘苹果。秋天还有万圣节，有很多很多南瓜，还可以拿很多很多糖。 

我很喜欢秋天，你喜欢吗？ 

           --毛奕君 

 

马立平二年级三班《秋天》 

 

秋天有秋天的风。秋天的叶子了换颜色，换成了红色，黄色，橘色，橙色，还有

棕色。我最喜欢的是枫树，因为枫树的叶子换成了我最喜欢的颜色——红色。 

我喜欢秋天，我喜欢秋天的颜色。 

我家门口有一棵枫树，叶子先换成了红色，然后又换成金色，再然后叶子就掉了。

天气凉了，树已经吃了很多东西，可以睡觉了。 

           -- 唐钰涵 

 

秋天来了，叶子变黄了，要掉下来了。我不喜欢秋天，因为天气变冷了，我不能

在外面玩了。但是树叶很漂亮，掉在地上，有红的，有黄的，也有橘色的。我踩

在上面的时候，有唰唰唰的声音。当树叶铺满我们院子的时候，我还要帮爸爸把

他们弄成一堆，放在路边。我不喜欢干这个活, 因为我玩的时间没了。秋天里，

我可以去农场摘苹果和南瓜。我喜欢把漂亮的南瓜放在家门口，但是松鼠最后会

把南瓜咬烂。秋天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万圣节。这一天我会拿到很多糖，吃很多糖。

但是为了我的牙齿，我不能吃太多。 

           -- 邵望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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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头，看见树上有黄的、红的叶子了。我知道，

秋天来了！    

秋天比夏天冷，我再不能游泳了，我的朋友还有穿

羽绒服的了。但是，秋天的景色很漂亮。而且，秋天可以

摘苹果！我还盼望着去植物园看火车展览。秋天还有我最

爱的节日—中秋节、万圣节和感恩节，有很多好吃的，尤

其是烤火鸡。秋天到处都是落叶，我喜欢在叶子上蹦蹦跳

跳，好开心！ 

 秋天很美好，可是也很短。很快，冬天就要来了。冬天有雪，没有叶子，

我期待着冬天的雪。 

          --张子清 

 

 

秋天让我很快乐！ 

叶子掉到地上我就可以跳进叶子堆里。 

秋天是很美的季节！树上的叶子有各种颜色，有黄色的，有

红色的，有棕色的，还有绿色的。 

我帮助妈妈和爸爸耙叶子。 

妈妈和爸爸夸我耙叶子耙得很棒。 

我帮助他们把叶子放在大纸袋里。 

秋天有的时候冷，有的时候热。 

刮风的时候我就穿得暖暖和和的。 

下雨的时候，我喜欢在水坑里跳。 

我的哥哥在春天种下萝卜种子。 

秋天我和哥哥可以收萝卜。 

爸爸，妈妈，哥哥和我都喜欢吃糖醋萝卜. 

          --师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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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个好玩儿的季节。 

 

我和妹妹在农场摘苹果，在叶子堆里玩耍，在家里吃香喷喷的火鸡。 

秋天的夜晚更长，更冷。我穿上暖和的外衣，坐在门前看各种颜色的叶子飞来飞

去，听松鼠在橡树上跑来跑去。 

我喜欢秋天，还因为爸爸和妹妹的生日也在秋天，秋天是个庆祝的季节。 

 

          --李婧筠 

 

           

秋风吹来。 

树叶落下来。 

 

花儿也凋谢了。 

大家可以摘果子了。 

白天变短了。 

大家开始穿厚衣服。 

小朋友过万圣节很开心。 

小鸟飞去温暖的地方。 

 

动物们要准备冬眠了。 

这就是秋天来了。 

          --毛若薇 

 

秋天到了，树上的叶子变颜色了。 

有的变黄色，有的变红色，有的还是绿色。 

天气慢慢变凉了。 

小松鼠忙着找吃的。 

燕子们准备往南飞了。 

树叶飞来飞去，过一会儿都掉在地上了。 

小朋友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在清理树叶。 

他们还种下很多花的球茎，明年春天就会有鲜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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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秋天。 

你喜欢秋天吗？ 

         --史文昊 

 

秋天来了，树叶从绿色变成橘色，金色，棕黃色，还有红色。接着又一片片落在

地上。风吹过，树叶飞起来，像在跳舞。我拣起来一片树叶，用它画画，画出秋

天的颜色，漂亮极了。秋天里有我最喜欢的节日万圣节。那天可以和弟弟一起要

到很多糖果。秋天每天公公清扫树叶，非常辛苦。我会帮公公把树叶集中起来， 

 

装到桶里，用力把桶拉到马路边。我喜欢在软绵绵的树叶堆里蹦跳，很好玩。秋

天天气变冷了，我希望再冷一些就可以盼到下雪了！ 

           --宗澍楠 

    

      小猫的秋天 

           --李卓思 

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片片枯黄

的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就像蝴蝶飞

舞一样。 

钓鱼的猫弟弟以为落叶是蝴蝶呢，

它就跑去追“蝴蝶”啦！“我是捉

错了么？怎么是叶子呢?”猫弟弟

傻眼了。这时，真的蝴蝶飞来了! 

猫弟弟还以为飞来的蝴蝶是叶子呢，

就没有追。然后蝴蝶飞走了，猫弟

弟一看又傻眼了。猫弟弟不高兴了，

就收拾了钓鱼竿决定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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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弟弟迈着短短的四条腿儿，边走边看。它路过很多小朋友的房子，看到好多房

子已经挂好了万圣节的装饰了，有黄色的稻草人，紫色的蝙蝠，还有黑色的大蜘

蛛趴在白色的蜘蛛网上。有的房子的门口还摆着刻好的南瓜灯，有大的，有小的，

好好玩。猫弟弟想起万圣节就快到了，于是开心得哼起歌儿来：“乒乓不，乒乓

乒，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不... ...” 

猫哥哥透过窗户看到猫弟弟回来，就想：“我把弟弟吓一跳吧。”猫哥哥跑到地

下室里拿了一条床单，蹦了出来。它用剪子在床单上剪了两个洞，再把床单套上

自己的毛茸茸的脑袋，只留两只眼睛透过床单上的洞看东西。哈哈，猫哥哥很得

意，它成功地把自己弄成一只鬼了！ 

猫弟弟唱着好听的歌儿推开了门，它一眼就看到一只白色的鬼在客厅里晃荡。

“啊！”猫弟弟被猫哥哥吓得拔腿就跑，它一溜烟跑到猫妈妈的房间里，尖声叫

道：“妈妈！家里有鬼！白色的！就在楼下呀！妈妈快想个办法吧！”猫妈妈很

奇怪，就打算拉着猫弟弟的小手下楼去看鬼是什么样子的。猫哥哥听到他们下楼

的声音，就在楼下藏着，等弟弟和妈妈来。这时猫弟弟突然要妈妈陪它去洗手间

小便。 

猫哥哥等了半天累了，就趴在沙发上休息，一不小心打了个盹儿。猫妈妈和猫弟

弟忙完了到下边一看，发现猫哥哥批着白床单在沙发上睡觉呢！猫哥哥翻了个身，

四脚朝天的样子可爱极了。猫弟弟看见了就大声笑起来了，“哈哈，原来鬼是哥

哥扮的！” 

这时候猫爸爸回家了，它听到猫弟弟喵喵的笑声，说：“真是个美好的秋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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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作 
 

 
AP 中文班  诸致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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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粉画小班 Kayla  Tong（五岁） 

 

 
     水粉画小班 Ethan Wang（七岁） 彭勃老师 选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