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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编辑，马立平五年级二班的毛逸

清。随着春天的结束和夏天的来临，我们从家

门中走出，一起欢乐，一起说笑。夏天的到来

还伴随着一个秘密 —— 暑假要开始了！ 很多

华夏的同学们可能会回中国度假，相信我们会

用学到的中文知识，让我们的暑假变得更精彩！ 

 

    本期“学生园地”刊登了马立平八年级台老师班贡献的作文，讲述了华裔学生对学中文的

各种看法，还有学习中文的好处和难处。最后请欣赏同学们美丽的画作。希望大家喜欢！ 

 

                                      毛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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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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裔学生学中文，不是在纯粹地学习一门外语。它是情与理的交织，爱与梦的寄托。它负

载着沉甸甸的父母的爱，寄托着大洋彼岸中国亲人们的企盼。它伴随着华裔学生对文化身份的认

同，隐含着他们在心灵深处的寻根。 

     2月 24日，我校马立平 8年级班在课堂上举行了这么一场辩论和讨论会。议题有“华裔学

生要不要学好中文”、“学好中文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和“如何才能学好中文”。学生们踊跃发言，

展开了言辞交锋。课后，学生们还进一步把思考成果写成了作文。读这些作文，我们可以体味到

孩子对多年来学习中文那种既爱又恨的感受，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最后，老师对于华裔学

生学好中文的意义、问题和方法也进行了总结，分享了看法。 

 

 

 
 

台老师和马立平八年级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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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园地 
马立平八年级 台进强老师 

 

 我既爱又恨的中文   邹卓屹 

    我现在已经学了八年的中文，每一年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有简单和难的东西。我有了

八年的经验，每年都觉得听写、默写，这些东西有一点难。我每年上中文学校都会有次半夜妈妈

骂我，说我还没有给中文考试复习。妈妈让我在本子

里每个字写到会的时候，然后她给我听写。不会的字

就写十遍。我这些字总算写完的时候妈妈又给我听写。

这次每个错字写二十遍。最后到了一天半夜，手累的

拿不起来笔，一两个本子写满了字，垃圾桶里装满了

削铅笔的渣子，我才复习完。到这时候，已经有了个

别的几个字写了好几百遍了，但是总算复习完了。考

试考完了，我就觉得一下生活就轻松了，总算可以休

息了。 

    不过，我中文里有些东西很喜欢的。我从小中文

发音一直都很好。读课文的时候，我的声音很清楚，

老师经常鼓掌我。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北京

口音，适合说普通话，然后我的同学多数都有南方或台湾的口音，适合说广东话。但是这也是因

为我很喜欢看书，很喜欢看我的这个中文课本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告诉我。我另外学中文的东西是

写作文。刚开始写作文会感觉很害怕，不想开始。但是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很难停下来。因为脑

子里有这么好的主意，不想丢掉。最后写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有几百个字了。 

    从我学过的八年的中文，我觉得我喜不喜欢中文不太影响我将来学中文。中国现在在世界上

越来越强，然后现在学中文可以帮助我以后的生活。 

 

学好中文对我很重要  周宇童 

  我们要学中文因为我们是华裔，我的爸爸妈妈是从中国来的，我跟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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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人看不出来中国人和华裔人的区别。因此作为华裔我们应该承传中国的文化和传统，每一

个族裔都有责任继承他们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民族有基本的了解。 

    学中文是对继承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要求。每一年爸爸妈妈都会带我回中国，要是我不会中文，

不能读地图和自由的旅游。在中国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看我们的亲戚，他们都不会说英文，

所以要是我不会中文，我就不能跟他们说话了。在中国人们看见一个我们这样的华裔就会觉得他

一定会中文，因为他们看不出华裔和中国人的差别，要是我不会中文会被别人笑话的。我的中文

听说都很好，在中国别人说话我都听得懂，除非他们讲方言。我说话有任何口音，别人都以为我

是在中国长大的，听不出我是从美国来的。 

    爸爸妈妈在家从来都和我和哥哥讲中文，但是中文读写的确很难，认得三千汉字才能达到自

由阅读，能自由阅读才真正学会中文，但是除非经常阅读，三千字很容易忘记。我经常记得了，

过一阵就忘记了，有生字阅读就很难，变得没有意思。我没有时间读中文书，如果像中国学生那

样天天上中文课大概就有时间了。 

 我的外婆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教授，她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她写过很多本书。我知道《红

楼梦》是中国著名四大小说之一，红学研究就像人们研究莎士比亚。我的外公是北师大历史系的

教授，也写过很多书，他八十岁了还天天写博客。外公外婆都希望我和哥哥能学好中文，有一天

能看懂一点他们写的书。 

    我希望学中文就能了解更多的中国，包括历史、新闻、饮食和普通人的生活。我去过北京、

上海、广州、杭州和苏州，那些城市很漂亮。我将来还会去更多的地方，我们和中国一定会越来

越近。 

学中文很重要    孟悦 

    我认为学中文很重要。学会中文会有很好的结果，虽然现在学习的时候也有很多困难。我是

一个美国人，但是我的妈妈和爸爸都是中国人。他们让我去上中文学校，所以我可以知道怎么读

写和更好地说中文。我去中国参加夏令营的时候，我可以跟别的人用中文说话，我可以见到不同

的人，也可以交新朋友。 

    我觉得中文很重要。我跟我的爷爷奶奶说话的时候，因为他们听不懂英文，所以我只能说中

文。我在美国也需要说中文。比如我去法拉盛的话，我也需要说中文。我长大的时候，要去中国

的话，我如果可以会中文的听、说、读、写，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不会中文的话，就会难

很多。但是我也觉得中文是很难学的语言。 

    中文没有字母，如果你不知道一个字的话，你不能猜出它的读音。我一般上中文学校的时候，

我需要很认真地听老师讲课，不然我就会很快忘记。我小的时候，我先学了中文，然后才是英文，

但是后来我也去美国学校，所以我对英文更熟悉。 

   我觉得我的中文进步很多了, 我长大也会继续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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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中文经验     林经山 

    我是一年级开始参加中文学校的，一直学到今天。每个星期老师会发功课，需要把作业本里

的两页都做完，也把网上的练习做掉。一个星期过了，我们学生去上课。在学校里，老师会教我

们新的词汇和中国文化，也会跟我们练习那个星期的课文。 

    我相信中文学校把我的中文提高了。我家暑假到中国去拜访亲戚们，爷爷、奶奶、外公和外

婆每年都赞扬我，说我的中文进步很大，说得很流畅。因为我学习中文，我能够在中国好好欣赏

它的文化。如果我的中文学得不好，也不能够跟

亲戚好好联系。我也参加过中国的夏令营和中文

学校的辩论赛。如果我不上中文学校，我在夏令

营交不了新的朋友和在辩论赛得不了第一名。 

学中文也会有困难的，每个星期需要花几个

小时去做作业。但是，学中文象学琴一样，一定

要把时间放进去才行。对我们长期来说，能够说

中文对我们以后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我理解的中文   左亦鹏 

    我从五岁就开始在华夏中文学校开始学中文了。我学习中文有八年了, 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

识。我学会了拼音, 也能够读中文, 听懂中文和用中文写作。 

    学习中文,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能够用中文跟奶奶交流。而且, 我也能看微信。当我回国的时

候，我能用中文买东西, 点菜, 认路标, 也能和姨父姨妈、外公外婆用中文交流。将来, 我希望

能通过 HSK4, 在 AP考试得一个好分数。 

    学习中文, 我不喜欢的就是中文是一个很难学的语言。这是因为中文字很复杂, 也有很多很

多的中文要记住。中文是用字来表达, 可是英文是用字母来表达的。英文是我的母语, 中文是一

个完全不一样的语言。而且, 我平常会用英文说话, 所以我的中文练习的机会很少, 我只能在中

文学校和家里跟奶奶说的时候才能练习中文。 

虽然中文很难学, 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 不断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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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中文的体会   李千寻 

 

    学中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学好了

会得到很多的乐趣。学中文的过程有优点和缺点。 

 

    首先，中文有几千个字。我觉得把它们都学

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管一个人知道多个中文

字，总是还会有他不会的。不像英文，句子一看

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在学英文的时候我不需要担

心自己说不出来书上写的字，因为每个字母有一

个固定的音。而中文是不同的，如果不会中文，

就没办法猜出来每个汉字的读音。所以，很多中

文考试，像 HSK，对我来说比较难。 

 

    但是，我如果不学习中文，就不可以和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其他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交流。

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中国住着，一点英文也不会说。我去年暑假回中国的时候，看到姥姥姥爷和

爷爷奶奶就特别高兴。用中文，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想吃什么，玩什么，想和他们做什么事情。最

重要的是：我走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们我肯定会再次回去看他们。可是，如果我不会说中文，就不

能和他们说话，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虽然学中文很痛苦，还是应该学。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在中国长大。如果我在美

国长大了，忘了怎么说中文，会多可惜！我学好中文才能看懂中国的精彩文化！ 

 

中文学习的困难和问题    冯家琰 

    在我现在的中文学习中，有很多困难和问题。学习中

文的困难之一就是口语表达。我很小的时候中文可以说得

很好，因为小时候我妈妈爸爸只跟我说中文，还经常带我

回中国，有时候一住就是几个月，我还在那边上过幼儿园

和学前班，我的中文和当地的孩子一样好。但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越来越不爱说中文了，现在我说中文就结结巴巴

了。说中文就像弹钢琴一样，如果你练习不够，你就表现

不好。 

    中文写作是我的另一个困难。写作时，有时我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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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问题，或者找不出合适、正确的单词。比如，我用顿号时，会有一点糊涂。还有，写作文用

的、地、得的时候会用错。还有的时候，用了同音但意思不对的词或字。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因

为中文水平有限，一到写作的时候脑子里像空了一样，想不出几句话，写出的作文干干巴巴，不

生动，虽然我写英文作文可以写的很好。 

    但是，学好中文是有很多办法的。我可以有机会就多说中文，还可以多看中文书和电视节目，

中文学校的作业是一定要完成的，有机会多回中国，中文的环境对于学中文是最重要的。 

 

 关于学习中文的几个想法   高圣凯 

      我学中文已经八年了。从认字、写字、到读课文，我逐渐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深的认识。从

不会到会，从不喜欢到有一些喜欢。下面我就讲讲我的学习中文的一些想法。 

  今年我学习了励志篇中的几个小故事。例如关于落花生的故事。 从种花生、收花生、吃花

生，最后讨论做人要向花生一样。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好看儿无用的人。故事虽短但是我觉的有

很有意思。我们在学诗画篇里，我很喜欢李白的诗。他用了二十个字就把他思念故乡的想法描写

的那么好。我很喜欢中国的诗。还有我学习的中国的山水画。我知道了中国的山水画和美国画有

区别。他们的使用的工具不一样，表现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也很喜欢中国画。 我越学中文，我就

对中国文化有了很深的认识，学习中文的兴趣越来越大。 

    中国的经济现在越来越强大。将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的合作越来越多，我现在多了一门外语，

增加了很多工作的机会。所以我要好好的学中文。中国有很好的大学，我中文好，我就可能去中

国上学。我有很多亲戚住在中国，为了跟他们交流，我也必须学好中文。 

     通过我学习的过程，我体会到学习中文还是有困难的。首先中国的字和拼音是不同的。中国

字里面同音不同形的字有很多，学起来也比较困难。我课外活动也很多，留给中文学习的时间很

少。 

    通过学习中文，我越来越喜欢中文；虽然有些困难，我要抓紧时间把中文学习好。 

 

  学习中文有很多好处   陈语彤 

    中文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讲中文的人是世界上最多的。我们是中国人，更应

该学好中文，这样才能融入这个团体，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亲人还住在中国，他们基本不会说英文，

如果我们知道怎么说中文就可以跟他们交流了。 

    会说中文还可以帮助别人，在纽约唐人街如遇到有人向你问路，你就可以用中文交流。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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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多小餐厅的菜单只有中文的，如果你不懂点中文，只能饿肚子了。我们如果去一些地方

旅游，大部分的导游只用中文讲解那些名胜古迹的历史和故事不慬中文就只能瞎玩。 

学习中文有很多好处，但是学习中文强度很大，我们需要花很多的课后时间来学习，少了很多自

由活动的时间。 

    学习中文对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的好处，懂得双语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 

 

 中文很重要   黄秋涵 

    我已经学习中文 8年了，我觉得在中文学习过程中，有很多

喜欢中文的地方和有一些不喜欢中文的地方。 

    第一，我特别喜欢追中文电视剧，也喜欢很多中国明星。因

为我会中文，就可以看电视剧了。我现在在追一个剧，名字叫《小

女花不弃》，也特别好看。我还喜欢很多中国明星，比如说迪丽

热巴、杨紫和邓伦。我在暑假时候看了《一千零一夜》和《香蜜

沉沉尽如霜》，两个特别好看的电视剧。因为看完了这两个电视

剧，就开始追剧和追星了。迪丽热巴是一位我特别喜欢的明星。

她是一位最近特别火的明星。我喜欢她的原因是她演的剧都特好

看。我学了中文才能看这些精彩的电视剧。 

    我特别讨厌中文的一个地方是每周都有中文作业。中文作业要做很久，然后还特别讨厌。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来学中文也应该是你最喜欢的方法。比如说，我最喜欢看中国电视剧，

所以，我可以看电视剧来学中文。我在国内看了很多电视剧（《一千零一夜》、《香蜜沉沉尽如霜》、

《流星花园 2018》、《爱情进化论》等等。这样你可以在学中文的过程中也很开心。我在国内看这

些剧的时候很开心，中文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我学好中文了以后，想在中国工作，当一名演员。我想去上海或者北京电影学院。 

  我觉得中文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学哦！ 

 

我对学中文的感受   吴雨菲 

     在我学中文的三年之内，我喜欢的东西比我不喜欢的多多了。 

     我记得我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跳了两级。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没有学过拼音。在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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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学校里，每个老师都挺严格的。我们会每个星期有听写考试，老师也会把我们作业做得不好

的地方告诉我们，也会讲一讲。我是喜欢这种老师，因为他们严格，也会把你得要提高的地方告

诉你。跟着这种老师是我学的最多的时候。但是，老师不是只有好的 

     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是我上的中文学校离我的家很远，所以每星期天得要很早地起床。还

有网上的作业弄得很不好。很多次我在做作业，但是做作业上的网页就坏了。我可能不喜欢网上

作业，但是我很高兴，我学会了怎么在电脑上打字。 

     我还喜欢中文的地方是我可以跟我的家长去中国，在那里看见许多美景，吃很多美食。 

  这就是一些我喜欢中文和不喜欢中文的地方。 

 

  学中文     张书越 

     我在中国出生，可以说从一出生就开始学习中文，

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在学中文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多困

难，但随着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些困难也都一个个

迎刃而解。我自己也对中文有了更大的兴趣。 

  小时候我还不懂事，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语文，觉

得只要知道字词是什么意思就把中文学好了，长大后才

慢慢地感受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我喜欢中文的原因之

一就是中文很优美，表达方式多样。有人说中文比英文

难学很多，他们这么说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文表达方式

之多。像英文很多时候是一个词要同时承担很多意思，而中文不仅一个词只有一个意思，甚至还

会有好几个词表达同一个意思。这造就了中文的多样化，也给记忆字词增加了难度。 

  我喜欢中文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学中文的同时也能了解中国文化。以前在中国学语文的时候，

我就最喜欢听老师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像是在听故事，同时又学到了很多有趣的知识。我还

喜欢学习古诗词，古诗词言简意赅，文字优美，几句话就表达了作者丰富的情感，也反映了当时

的社会状况。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学中文有些枯燥。在以前识字不多的时候，光是看一眼要背的字词就令

人头疼，更别说那些同音字和形近字了。后来，读书越来越多，字词虽然没有问题了，但是每次

老师要求背课文、古诗、文言文的时候，我还是很不愿意，觉得了解就可以了，背起来很无聊。

现在我也要努力克服这种心理。 

  当然，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学任何一门语言都要经过听、说、读、

写，中文也不例外。我现在听、说、读，都没有问题，最主要的就在于写。我不是很喜欢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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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时候好词好句的应用也不够。我认为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多写多练，试着每一周写一篇周记，

记录一周的经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相信，只要多写多练，就一定能学好中文！ 

 

  学中文有很多压力    黄俏希 

     学中文没有用，也会给孩子很多压力。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因为它有五万多单字，

也很难学。这给孩子很多负担和压力，让孩子觉得学中文太复杂和无聊。 

     学中文的时间可以用到别的更重要的地方。这样孩子在周末会有空，也可以学更多的科学

和数学。因为中文很难也要很多时间做，孩子们总是没有时间做英文作业了。他们就在英文学校

不能专心了。 

     很多人说你可以用中文拿到好工作还可以回到中国找工作。但是，在英文学校，我们也必

须学别的语言。我们的爸爸妈妈带我们来到美国，想我们在这里长大和生活，为什么回到中国去？ 

     在美国，我们外面都不说中文，我们为什么还学？大家都说英语，学中文没有用，也给孩

子很多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学中文没有用。 

 

我爱学中文   孙嘉琪 

     我喜欢学中文，因为我可以看我喜欢的中文电视连续剧，我可以到中国跟爷爷和奶奶交流，

我可以到中国旅游，我可以听中文歌，我可以读中文小说，我可以学中国的文化。 

     我非常喜欢看中文电视连续剧，基本上每个周末都看。我很高兴我掌握了中文，因为帮助

我理解电视剧在讲什么。而且，我每年都会回中国，要是不知道中文，我没办法跟爷爷和奶奶说

活。我也没办法在中国自己旅游，坐飞机、地铁和公交车。 

     还有，我非常喜欢听中文歌，我觉得中文

歌十分令人感动，唱的很有感情。要是不知道中

文，恐怕我永远都不知道有这么好听和动人的歌。 

  我不喜欢中文的方面是文字很难写，讲究

笔画顺序，中文的行书很乱（有的时候，我看不

明白），文字很难记。除了这些以外，我很喜欢学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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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和喜欢上中文学校的原因   陆书乐 

     我已经学了八年中文在中文学校。现在是我的第九年。在我八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

事情。有些时候中文学校很有趣但有时却很难。 

     首先是我不喜欢中文学校的事情。首先，上中文学校需要时间。我必须完成家庭作业，准

备给考试，和几乎每周要去上课。如果我每周不去中文学校我，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比如练习

小提琴，做作业，画画，唱歌或读书。我的第二个点是，中文学校需要花钱。我父母在我的中文

学校教育上花了大约一万八千美元。那是很多钱。在某些地方，你甚至可以买一个房子。我的第

三点是，中文学校给学生带来压力。我有时会因为没有及时完成，或者在测试中获得不好的成绩

我会感觉到压力。我的第四点是，有时候上课很无聊。听老师讲课有时候会很无聊。 

     但除了那些缺点，我觉得上中文学校有很多好的地方。我喜欢中文学校的原因之一是我能

够遇到了很多新人。我认识的一些人在中文学校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第二点是在中文学我可以

学到很多新东西。比如像油画、跳舞、唱歌和中国历史。我的第三点是学习中文帮助我跟亲戚说

话。上中文学校也帮助我学习中国食物。所以在中国我可以吃到美味的食物。学校即使上中文学

校有些不好的地方，我很骄傲能够上中文学校九年级了。 

 

   学中文的梦想    董静漪 

     我的中文学了十年了。现在，大部分的字我可以听懂。我也可以用中文说话，讲笑话。将

来，我还学中文么？我长大还去中国看亲人么？ 

     我现在十四岁，读八年级。明年是我第一年上高中，我会读西班牙语言和学一个高水平的

中文班。然后，我也可以上一个 AP班，继续学中文。 

     我长大了想当医生。如果我的中文说得好，那我可以跟不会说英文的病人交流，帮他们。

这样，我可以看得病人比人只会说一个语言的看得多。    

  如果你好不容易写了很多中文，你不继续学，

那你就亏了。中文是一个最难学的语言，如果你想学

那你觉要学好。我希望我的中文会越来越更好。我想

长大的时候，我也可以教我的孩子，所以他们也会有

一个双语特权。 

  我觉得学语言不难，你就是需要费很大的劲，

学好。如果你学不好，那你就不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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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学中文  王旗 

     我学中文的这一些年，我觉得中文肯定有它的好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就像很多其他的东西，

中文有它的美丽，也有它的缺点。英文很多字，中文一个字就能说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在教室里

学的课文和诗，翻译成英文没有它本来的意思。 但是，中文有时候表达问题不够精确，还有一个

是在学中文的过程中，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年表，会很有帮助。 

     中国文化有趣，可是我们在美国，熟悉的主要是美国文化，对中国那么多小故事，很多的

人名和地方，什么时候，为什么重要，和结果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在英文学校有这种年表，

对中国文化学习可能会很有用。学中文的时候，我有一点儿糊涂了。我们在学著名人物的时候，

我老是觉得年表有很多缺漏，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关联。可是，中文是一个很美丽的语言。 

     总的来说，学中文是很重要的事，可是我希望我们学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清楚的年表。 

   

学中文     赵天慧 

     其实我觉得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学中文了，因为从小我爸爸妈妈都会跟我说中文。所

以我一生我都在学中文，那我学中文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我觉得学习新的语言可以让你接触很多别的文化，不同的朋友和经历。这是因为语言

是一个能让一个人表达它自己的方式。如果你学中文的话你就可以跟中国人交朋友，然后再学都

很多关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 

     我的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你学中文的话你未来找工作的时候会容易一点，因为他们会找一些

会跟很多人交流的人讲话！ 

     虽然学中文有这么多的优势， 我还是觉得学习一个新的语言也很累。 因为你在学的时候，

你要每天复习和使用，你才能完成得学好。所以我有事后会觉得学中文很麻烦，但是我知道，学

中文对我有好处。 

 

我对学中文的看法  杜圣玟 

     我已经学习中文八年了。在我第一年学中文的时候，我去过了另外的一个中文学校。那所

中文学校离我家更近。然后，我换到这个中文学校因为我的姐姐要上 AP，弟弟要上学前班。那时，

中文学校还在白原高中。我在那里上了五年。接着，华夏中文学校换到 SUNY Purchase。这是我

第二年在这里上中文学校。我去过了两个中文学校，三个设施，和八个老师，但是我的中文还是



       13 
 

挺差的。 

     我喜欢中文有几个原因。第一，学中文让我跟家人和我父母的一些朋友们说话。而且，我

是美籍华人，所以学习中文是应该的。另外，每个星期天，我必须去中文学校。我喜欢这些，因

为出去比呆在家里更好。 

     中文也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地方。中文里的字没有字母，所以有很多我读不出来的字。而且，

我不会写很多字，还不能猜。比如，老师听写的时候，如果我没温习，我得不到高分。可是，写

英文字的时候，至少我可以猜。我不喜欢还有一个原因：在中文学校，我们经常遇到很难的字。

我们学这字以后，就不会又遇到这些字。因为这个，我知道的字不多。我只知道我们在课里经常

用的字。 

     我对中文既然喜欢，又不喜欢。但总的来说，我还是感谢中文学校。 

 

我们应该学会中文  黄若涵 

     中文是一门古老的语言。我们应该学会中文，因为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 我和我们的家人都是中国人，我的爷爷奶奶住在中国，他们不会说英文。我要是想

和他们一起说话，我必须要学好中文，因为他们是我亲爱的人。 

    第二，中文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有责任需要来传承这个文化。我

们虽然住在美国，但是我们的父母是中国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应该学习中文的人。  

     第三，中文的使用非常广泛，而且讲中文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中国是整个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而且国力很强盛，很多外国人，包括美国总统的外孙女都在学中文， 这说明学习中文

是一个有益的决定。   

第四，我在高中会学中文的 AP课。AP更多，更可以进一个好大学。大学更好，工作机会也更多、

更好。中文学好了可以让我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们应该学中文因为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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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进强老师教案，2019年 2月 26日） 

    同学们，孩子们，你们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了，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你们能够坚持学中文

到高年级阶段，已经是同龄华裔学生里的佼佼者了。你们牺牲掉别人用来玩乐的晚上和周末的时

间，来学习陌生的汉字和奇怪的语法，并达到听说读写都能基本交流的地步，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你们展现了作为一个未来成功者所具备的意志力、耐力和韧性。家长和老师都为你们而自豪，我

们也相信，在这场中文学习的长跑之路上，你们会更好地跑下去，直到风景独好的终点。我们永

远为你们欢呼、鼓掌、加油！ 

     学不学好中文，的确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不是你们在美国生存的必需品。学习中文，华裔学

生不必为其罩上一个崇高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或光环。但我想与你们分享的是，学习中文对于华裔

学生，的确有些特殊意义和价值。由于篇幅有限，我列的很多要点不能展开。但我相信也不需要，

因为当你们和你们的家长看到我列的这些要点，都会心知肚明的。 

     回忆我三十多年前在中国一个偏僻的农村，在你们这个年纪开始学习陌生的英语。当时教材

呆板，录音机也没有，同村的老师英语蹩脚，一直到六七年后的大学阶段我才第一次看到外国老

师，体味到地道的英语。我想我那个历程中学习英语的环境和条件，比你们现在学习中文的环境

和条件差得实在太多了，我想你们的父母每个人也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学习英语的经验和经历。

也请问问他们的故事。 

一、 关于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对于华裔学生，学好中文，既有现实的实际用处，也有长远的人生用处；既有当下的物质生

活的需要，也有健全精神心理的需要。要点如下： 

 

1. 能够与父母、爷奶、外公外婆、国内亲戚很好地交流； 

2. 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作为华裔人的特点和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 

3.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和艺术； 

4. 等于掌握一门学校要求的外语（一辈子有用，打开了你人生的一扇窗户）。你们有人说，我们

有翻译工具，何必必须学习这种难学的语言。请不要迷信翻译，无论机器翻译，还是人工翻译，

都没办法做到 100%准确；人文社科和艺术世界的微妙，翻译更是无能为力。中文和英语里很多事

物并不对应。 

5. 满足学校的外语学分要求，学好中文 AP，或者考好 SAT，对申请大学有帮助； 

6. 幼年、童年和少年是学习任何语言的最佳时期，不能错过； 

7. 将来容易去中国留学，甚至可以在那里生活（如果需要或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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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将来容易

找到与中国或使用中文有关的工作 

9. 帮助确立自己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

不做 “文化夹缝”里的人（认为通过排斥

中文和中国文化可以让自己成为“完全和

纯正的美国人“）。首先，“中国人“（Chinese）

是你们的 heritage 和 non-removable 

property，无论你们持什么态度，华裔不

能摆脱这种 heritage的影响，不能摆脱别人因此附加给我们华裔的社会标签。 所以正确的态度

是认识它并为之自信自豪。其次，学习中文语言和中华文化，并非让你们变成中国人，而是在你

们身上寻求中美两种文化的平衡、包容和共赢，让大家对自己身上承继的中华文化有认识有自信，

在美国这么一个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里有足够的适应能力和判断能力。 

10. 华裔学生学中文，有特殊的优势，放着这些优势不用，等于是一种浪费。这些优势包括：A）

父母和家庭的语言环境是中文；B）容易学到地道的中文；C）比其他族裔的学生更容易学好中文；

D）有专门的中文学校、同学和老师。    

 

 

二、 关于学好中文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 中文语言本身的特点   

1) 拼音和汉字是分离的；2）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是分离的；3）需要 10年以上的认真学习 

 （二）自身的认识问题 

     1）学习的目的和动机不够清楚和理解（如 “学好中文有什么用处？”）；2）对中国文化和

自我身份认同上有偏差；3）不喜欢父母强迫我学习不感兴趣的东西 

 （三）中文学习的环境问题： 

     1）社会交往的环境不需要；2）课外阅读和影视娱乐的环境缺乏；3）英文学校和父母安排

的课外活动任务很多，每周学习中文的时间很少；4）父母对我学习中文不太关心；5）软任务，

每周学习中文的时间难保证，也没有学习计划和制度坚持 

 （四）教学资料的问题 

     1）教材内容相对枯燥，趣味性不大； 2）课外读物缺乏而且趣味性不大； 3）文化资源（如

影视/动漫）缺乏而且趣味性不大；4）教学工具和方法较单一。 

 （五）教学环境和方式的问题 

     1）学校老师可能教得不理想 – 如灌输、抄写、死记硬背、考试；2）周末学校学时太少，

一周才两小时；3）老师和父母不能很好的配合，等等。 

 

三、 关于怎么样才能学好中文   

  （一）思想认识  

1. 学好中文不容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像一场 MARATHON跑步，需要坚持和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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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一个综合的积累的过程（听说读写都需要；词汇、语法等需要反复运用和练习）； 

3. 需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 

4. 需要学生、学校（制度和环境）、老师（引导和作业）和家长（家庭环境和帮助）的有

效合作；家长和孩子之间多交流 

         

（二）正确的学习方法 

1. 理解和明确中文学习的目的和目标 

2. 喜欢中华文化，培养对中华文化和历史的兴趣 

3. 认同中华文化，为自己作为华裔美国人而自豪自信 

4. 认真学习常用汉字和语法，听说读写需要反复练习； 

5. 坚持在家里用中文与父母和亲人交流； 

6. 认真学习语言背后的中华文化、历史和艺术，参加节日活动，参观和旅游有关中国的

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 

7. 提高学习兴趣和效果（选择好的教材、课外读物；好的教师和教法；好的学习环境）， 

8. 使用微信、脸书与国内的亲戚交流，选择和坚持看影视剧、中文电视节目、动漫等； 

9. 避免其它课外活动过多，分清主次，保证每周学习中文时间不少于 3-5小时； 

10. 制定学习计划，坚持学习制度，保证达到目标。 

 

 

 

 

 
 
 
 

画作：毛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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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作  
水粉画小班 彭勃老师指导 

 

 

林静怡 （九岁） 

   

Grace Miao （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