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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学年，学校转成远程教学后，在老师、家长和学生的共同努

力下, 按时完成了教学计划。五月十七日，在疫情警报还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大纽约华夏中

文学校顺利结束了2019-20学年。这学期最后的一堂云课堂，有的班级做期末考试，有的班

级有云party，而我们的两个毕业班更是在线上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网上毕业典礼。 

今年我们有二十七位毕业生。毕业班的林宇老师、傅耘老师精心设计了云毕业典礼，

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环节是展现了学生们的儿时照片让大家猜是谁？每位学生依次做毕业感

言，有的学生感谢老师们； 有的学生回忆学中文虽然艰辛，但在老师和家长的鼓励下坚持

了下来；有的学生庆幸在中文学校结识了很多朋友；还有的学生表示会继续学中文或明年

会来学校做助教。参加典礼的全体老师、同学和家长都非常感动。最后，董事长何清和校

长何青向同学们表达了诚挚的祝贺。贺词节选如下： 

“今年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和全世界一起经历着历史时刻。虽然非常遗憾不能亲眼

看到你们穿上毕业袍，不能亲手把毕业证书交到你们手上，但是在疫情中，我们也都体验

了特别的磨炼和收获。我们共同思考生命的意义，爱和善良的价值，理解责任与担当，体

会知识的力量，自律自治的重要。我们在困难中看到希望，相信生活的美好。同时也看到

人性更真实的一面，特别是针对华人的负面声音。希望我们一起学习历史，体会当下，思

考未来。祝贺毕业生家长们，感谢你们多年来给予孩子的陪伴、鼓励和坚持，个中辛苦，

我们都感同身受。感谢所有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你们倾尽心力的付出和努力，在孩子们身

上收获了最好的回报。” 

两位老师的祝辞和学生们的毕业留言最后都会收集成册，发给学生们做留念，记住这

个意义不凡的日子。             

                                                                                   --- 教务长    孙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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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毕业生名单 

 

马立平九年级毕业班 – 傅耘老师 
李千寻 LI, Sophie  黄若涵  HUANG, Joyce 孟悦 MENG, Angelina 

陆书乐 LU, Shule  张书越 ZHANG, Linda 陈语彤 CHEN, Sophia 

赵天慧 ZHAO, Annie 蔡杰铃 CAI, Alice  孙嘉琪 SUN, Olivia 

左亦鹏 ZUO, Kevin 周宇童 ZHOU, Victor 秦博君 QIN, June  
杜圣文 DU, Sydney 高圣凯 GAO, Charles 林经山 LIN, Joshua 

邹卓屹 ZOU, Zhuoyi 孙羽晨 SUN, Vera 李晨钰 LI, Chenyu 

袁文林 YUAN, Andrew       

 

美洲华语九年级毕业班 – 林宇老师 
曹安娜 CAO, Diana 何乐琳 HO, Lauren 黄俏希 HUANG, Emily 

李睿琪 LI, Andrew 李斯加 LI, Serena  石佳佳 SHI, Katherine 

王洲宁 WANG, Joning 叶岫含 YE, Mol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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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耘老师寄语 
 

亲爱的同学们， 

四月春雨，五月繁花。几度春秋的努力，换来了今天你们毕

业的盛典。恭喜同学们成为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2020年度毕业生！ 

今年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不仅是我第一年教

毕业班，也是我第十年在中文学校当老师。我很荣幸可以陪伴你们

一起给中文学校的学习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毕业班的同学中有我过去一年级的学生，三年级

的学生和六年级的学生。现在你们九年级了，可以说我是看着你们长大的。我亲眼目睹了你们

个头的成长，目睹了你们中文的进步，我衷心地为你们感到非常骄傲！ 

尽管每位同学学习中文的时间长短可能不同，但对于不少同学来说，今年已经是学习中

文的第十个年头了。十年寒窗不容易！你们从五，六岁小小年纪开始，每个星期日的早上，风

雨无阻的坚持来到中文学校学习两个小时中文，周中还有不少作业，还有期中，期末考试。我

相信在这漫长的十年中，很多同学都有不想继续的时候，但是你们坚持下来了！你们的努力有

了回报：今天，每位同学都可以流利的用中文交流，听，说，读，写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回

想十年前刚上K班的时候，你们可以想像得到自己今天的成绩吗？ 

我相信，在近十年的学习过程中，你们不但已经体会到了中文的优美，而且也了解了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么，你们还应该知道，中文正走出中国和华人社区，逐渐成为一个全球

性的交流工具。不仅仅是华裔，越来越多的非华裔也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学 习中文。在全美国，

有超过半数的高中开设了中文课，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中文热的趋势是由中国经济、文化

及中国人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强势发展所决定的，因此也是长期和持续的。所以，同学们在中

文学校所学习掌握的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势，它对你们今后的个人发展将

会有巨大的帮助。 

当有一天你们发现中文可以带给你们更多的机会，为你们多打开了一扇门的时候，你们

要记得感谢父母这么多年来对你们学习中文的大力支持，要记得感谢众多老师们一路走来给予

你们的诸多帮助，当然也要感谢你们自己

吃苦耐劳，契而不舍的努力。学习中文不

仅仅是学习语言，更是要学习中华文化和

美德。吃苦耐劳和懂得感恩都是中华民族

的美德。 

时光飞逝。一转眼，你们就要从中

文学校毕业了。我希望同学们在毕业以后

继续学习和坚持使用中文。从中文学校毕

业不应该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

始。我预祝同学们今后的学习，生活更上

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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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宇老师寄语 

 

亲爱的同学们： 

 

在疫情警报还没有完全解除的时候，我们迎来了特殊的网上

毕业典礼。这是我们人生中难得的经历，将永存于我们的记忆中。 

  在中文学校，你们以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学到了许多中文知

识和中华文化；在这次的疫情中，更以你们的善良和老师家长一起

展现出爱和责任。你们长大了！你们是家长的骄傲，是老师的骄

傲，是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的骄傲！ 

祝福你们！愿你们的生活充满欢乐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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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千寻 

我五岁的时候开始来中文学校上学，那时候很害羞，完全不认识中文。而现在，九年

之后，我可以流利地用中文听说读写。而且，我还在中文学校尝试了很多新东西，挑战了自

己，交了很多好朋友，得到了进步和成长。 

 首先，我在中文学校学会了拼音和汉字，还读了很多文章。我特别喜欢西游记：孙悟

空带着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打妖怪，逃灾难，去取经，非常精彩。今年，我们学习了先

哲和典籍，比如孔子，孙子，和老子和他们的名言。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

句话说明我们可以从每个人学到不同的知识。我总是会有更多东西可以学！  

 其次，我在中文学校参加辩论，演讲，主持春节晚会，都让了我更加自信和更好地表

达自己。我四年级的时候完全听不懂辩论教练的讲解，只好退出。可是，五年级的时候，我

第一次参加辩论赛，作为三辩还被评为“最佳辩手”。从此，我每年被选为一辩，带着我们

队比赛每年都得到团体冠军。除了辩论，我也在演讲比赛中讲了故事，分享了我对读书和旅

行的热爱和对全球变暖的思考，所以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妹妹同台主持春节晚会更是一

次有趣的经历和很好的锻炼机会。 

 最后，我还在中文学校跟老师和朋友们一起庆祝万圣节，中国新年，参观博物馆，和

其它各种各样的活动。在我的记忆里，每年万圣节在中文学校跑着要糖最开心了。每当中国

新年，大家穿上漂亮的衣服，庆祝我们的历史文化。我去年去了纽约的华人博物馆，学习华

裔美国人的历史。参观之后，我们还一起吃到了好吃的包子和冰激淋!  

中文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友好，互相支持。现在要毕业了，我很舍不得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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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若涵 

 

我是黄若涵，我在2006年出生，我住在康州的Darien。我在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快要

毕业了。在这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个叫COVID-19的大灾难。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

个灾难中看到的和感受的事情。 

2019年12月，武汉市出现了一种病毒。很快，这个有1100万人的城市被整个封锁。中

国其他地区也很快出现了被感染的患者，所有的商店，饭店都被迫关门。 2020年2月份左

右，美国首次报告了病例。短短两个月后，纽约成为COVID-19大流行的中心。到今天为止，

全美国有超过110万人被感染，大约6万5千人死亡。我的学校关闭了，我们待在家里面。每

天我们都在新闻里看到有人死于病毒感染，护士被感染，医院医疗用品耗尽以及人们失去工

作和金钱的报道。我非常感激爸爸妈妈都在工作，赚了足够的钱让我们在困难时期依然生活

平安。我与一些亲戚朋友聊天，他们其中一些人住在中国，我对拥有良好的健康以及人身和

财务安全感到非常感激。我看到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巨大力量，也让我看到了虽然COVID-

19是一场灾难，但是人性让我们看到了灾难中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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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悦 

 

我的名字是孟悦。我现在十三岁。我在美国学校上八年级，在中文学校上九年级。我从K

班开始学拼音，跳过了五年级，我也已经上了九年中文学校，马上就要从中文学校毕业了。学

中文很重要。全世界母语是中文的人口最多。我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都在中国。一般我在暑

假会去中国见他们。我每次去中国，都很高兴我会说中文。 

         每周在中文学校，不仅学习中文，我也学了别的东西。我学了芭蕾舞，街舞和现代

舞。我学了唱歌和舞台剧，也试过羽毛球，和嘻哈舞。我觉得在中文学校学这些文化课很好玩

儿。我在中文学校还交了好多朋友。虽然有的时候我觉得中文学校很烦，但是我知道学中文是

很重要的，所以我会去。 

         今年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就是COVID-19。中文学校开始上网课的时候，

COVID-19 还不是大事儿。两个礼拜以后，美国学校也变成了网课。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在

家里呆很久。我们现在没有学校了，也不应该出去。我们不能跟朋友玩儿，也需要和别人离得

远远的。买东西也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看着不像是美国人，很多人现在不喜欢我们，他们以为

我们有COVID-19。这给亚裔是个很困难的时期。我希望疫情赶快结束，我们可以回到学校上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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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书乐 

 

从五岁开始，我开始上了中文学校。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不相信我已经在

中文学校学了十年，感觉没那么久。在这十年里我不仅学到了中文，我还学会了接受和喜爱

中国文化。我也了解了华人社区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另外， 我发现了一些爱好和学到了

许多人生教训。我从中文学校学到的知识不仅仅是语言。 

通过学习中国历史和传统，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从阅读，写作和说汉

语中文我学到很多。我了解了中国领导人，中国制造的机器和物品，中国艺术和文学，和别

的。如果我没有上中文学校，我可能会错过学习这些东西的机会。 

在中文学校，我也交了很多朋友。每个星期天，我期待见到他们。很多同学变成了我

可以信任的人。这些朋友对我很好，每周让我感到开心。一起做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我希望

我能和他们保持联系。 

在中文学校，我也发现了我的爱好。我的爱好之一就是艺术。在学校我参加了许多艺

术课。通过参加这些课程我学会了做艺术。这成了我最喜欢的东西。我很高兴在中文学校找

到了自己的爱好。 

总之，我很感激能上了中文学校这么长。我知道会用中文交流将来会帮助我。我希望

将来我会继续说中文和用我在中文学校学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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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越 
 

我叫张书越，是一个喜欢跳舞和艺术的女孩。我很感谢中文学校和老师们，为我们提供了

互相交流和学习的场所，尽管有很多困难，比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老师们还是坚持不懈地用

线上学习平台继续给我们传授知识。 

虽然我在中文学校学习的时间不长，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温暖。刚来中文

学校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上课的时候不敢发言，但是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很热情，慢慢的，我

和大家熟悉了起来，开始喜欢上了中文课。我们学习了古老的中国神话，广阔的中华大地，快乐

的传统节日，发人深思的先哲典籍，优美的传统艺术......我们还学习了《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

花》，《春江花月夜》，《道德经》等著名作品，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

文化。我也在中文学校选修了民族舞，书法，羽毛球等极具中国特色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 

除了丰富的课程，中文学校举办的很多精彩活动也深受我的喜爱。我多次参加了演讲比

赛，担任了春节晚会的主持人，从而提高了我的演讲水平和自信心。去年，我还担任了学校的杂

志，小语世界的主编。这些活动里我最喜欢的莫过于辩论赛了。虽然我只参加了一次，但是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一次比赛中，我被选为三辩，老师带着我和队友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获得了第一名。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在快乐学习中提升了中文水

平。 

今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扫荡地球，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

所有人都不免有些不知所措。因为这次病毒始于中国，为了安全起见，中文学校很早就关了，我

们被迫在家上课，这对老师和同学们都是很大的挑战。经过几节课之后，我们渐渐地习惯了，能

够在线上正常地学习，而这一切都归功于老师的努力和同学们对中文的那份热爱。 

转眼间，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我即将毕业，很舍不得中文学校。感谢老师们不厌其烦地

帮助我学习中文，毕业后，我一定会努力学好中文，发扬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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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语彤 

 

我是一个从二年级开始学习中文，到现在的九年级毕业生，喜欢舞蹈，认真折纸，

爱打羽毛球的女孩 --- 陈语彤。 

时间真的过得特别快啊！我还记得小时候的我，特别讨厌上中文课，每个星期天的

早晨都被逼着起床，妈妈要开25分钟的车到学校。之前我讨厌预习，不喜欢写中文作业，

因为很枯燥无味，而且还要花掉很多的时间, 幸好我一直都坚持下去，现在让我可以用中文

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交流。我开始对中文感兴趣了！ 

八岁的时候妈妈帮我报了民族舞，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喜欢和舞蹈老师以及

一群和我一样爱跳舞的小伙伴们一起练习。2018年的一天，我还和我的两个好朋友一起参

加了“超强宝贝”的比赛，并获得了铜奖。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 

每年的写字比赛都是爸爸花时间陪我完成的，爸爸每个字每个字的教我把字写漂

亮，写整齐，我都是很认真，很努力的学，拿到写字比赛一等奖的奖状，别提有多开心

了。 

马上就要和中文学校说再见了，真的有点舍不得。舍不得我的中文学校的好朋友们

以及我敬爱的老师和可爱的志愿者们，谢谢华厦大纽约，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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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慧 

 

从小我的父母一直跟我讲中文，也带我去中文学校，中文一直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

一部分。虽然小时候，我不喜欢在周末学习而只想在外面玩，我现在觉得学习汉语让我能

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也让我认识像我这样的 ”American Born Chinese”。 

在中文学校十年来，我交了很多朋友，也从许多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不会

忘记他们教的智慧思想，弟子规，以及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诗歌和歌曲。中文学校让我学

习了中国的历史，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经历过的胜利还有失败。在中国夏令营期间，

我还学到了书法，艺术和舞蹈。这些活动很有趣，让我欣赏了中国文化。 

我必须承认，一边学中文一边在美国学校学习会跟我其他的朋友比较忙，但是因为

我会讲中文我可以跟我的奶奶还有外公外婆沟通。而且因为我从小就开始边学中文和英

文，我在学校学西班牙文就轻松多了。 

虽然汉语是一门难学的语言，我的父母一直支持了我，也没让我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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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杰铃 

 

从小时候起，我每一个礼拜天都必须要早早的起来，去上中文学校。我经常会问：

“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去上中文学校？“但是，渐渐的，我开始体会到了学习中文的好处。 

从学拼音，学读书写字，到练习在电脑上打字，写作文，读西游记，我的中文水平

有了稳步的提高。六年级以后，我们开始讲中华文化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名菜，历

史，和圣人。有一次，老师在课堂里介绍了鸦片战争。当天晚饭时，我还跟爸爸妈妈讨论

了当时中国所经历的事件和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这些年来，我也学到了很多别的知识。五年级课间休息的时候，老师教了我们怎么

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竹子。非常有意思。六年级学习了各种菜系以后，我家去了唐人街不同

菜系的饭店品尝了各式菜肴，还试着在家做了几道菜。我最喜欢粤菜。八年级的MOCA博

物馆之行是我们第一次校外活动，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文化课上，我还学了写书法和画

画。 

小时候觉得烦死人的中文课和课后作业，为我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和文化基础，成为

我知识和价值观的一部分。帮助我和在中国的亲戚们交流，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

教了我很多重要的知识。我也交了一些和我背景相似的好朋友们，得到很多好老师的指

导。我有些不舍得离开中文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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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琪 

 

我小时候其实学过一年中文，但是因为我太调皮了，所以我父母就决定不让我学

了。那时候，即使我没有在中文学校学中文，在家里还是会说一点中文的。 

后来，我搬到Scarsdale以后，听说有中文学校，我父母就让我去学。一开始，虽然

我并不想学中文，我还是答应去学。因为很多年没学了，妈妈就觉得在中文学校开始之

前，我的中文水平需要提高。所以，那个暑假，我就每天跟妈妈读《西游记》。不知不

觉，中文学校就马上要开始了。 

在中文学校，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学中文没那么痛苦，而且还交到了一些朋友。第二

年，我转到了马立平，学的课文比美洲华语更难。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变得更流利，而

且还提高了阅读。第三年，我发现我跟两个英文学校同学在一个班上，而且老师也非常积

极地教我们中文。这一年，虽然有疫情的特殊情况，我们班还是以同样的方式上网课。这

一年，我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和历史，让我更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学中文让我可以跟朋

友和亲戚交流得更好，让我能够了解到我的文化，让我能够享受国产电视剧，而且让我能

够读懂很多！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文老师和文化课老师，谢谢你们陪伴我和教导我在我旅途中的一

切！我也感谢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能够让我在中文学校很开心！学中文让我得到了很多

好处，让我打开了眼界，还给了我许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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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亦鹏 

 

在我的华夏中文学校的九年中，我学了很多知识，而且结交了很多新朋友。 

从学前班开始，我的中文学习的经历都是很开心。我在学前班学了拼音，到第一和

二年级学了写字和笔画。我最喜欢学的课是西游记。我喜欢西游记因为孙悟空，唐僧，猪

八戒，和沙僧都是很有趣的人物。 

到了六年级以后，我开始学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对这些知识很感兴趣，因为我的

家人都是从中国来的。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我可以跟我家人又更好的交流。我最感兴趣

就是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朝代，比如说 秦朝，三国，唐朝，宋朝，和明朝。这学期，我学了

中华文化巡礼。我学习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包括我们的祖先，中国大地和中国人，中国

人的节日，还有许多中国人的传统艺术文化。 

总体来说，我觉得咱们中文学校帮助我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有了更多的了解

和体会。谢谢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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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童 

虽然我是美国出生长大的ABC，但是在家里爸爸妈妈都一直和我们说中文。学说话

的时候，我先会说中文，才会说英文，可以说我是在“中文环境”中长大的，中文对于我

来说算是“母语“吧。我从五岁开始去中文学校，至今九年，每个星期日上午的中文学

习，将成为我一生中对于周末的“回忆”。 

我觉得中文对于我来说不是“学会的“，而是“用会的”，是每天生活中和爸爸妈

妈对话潜移默化得来的，是和家人一次次回中国体会和感受到的，是为了能和外公外婆和

国内亲戚的交流必须做到的。听说中文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障碍，学会中文

是应该的。 

聚沙成塔，滴水穿石，语言的学习是一种坚持，是一种习惯，是不断的应用和重

复，是终生的学习。马力平中文对于生长在海外的我们来说并不容易，中文学校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环境，一种督促，让我们在过去的九年中和老师同学一起坚持下来，无论喜欢不

喜欢，始终没有放弃。 

作为华裔，学习中国文化和历史，理解和认同中华传统，是我们长大要面对的，今

天我对文化的理解也许只有不同的饮食、节日、风光、语言、习俗，今后还有更多更多的

内容，我们必须对两种文化都有了解。 

最后用我喜欢的论语来勉励自己：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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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博君 

 

我出生在中国上海，我在那里读了幼儿园，五岁来到美国康州读学前班。为了让我

能坚持说中文，学习中文汉字，从六岁开始，爸爸妈妈送我到在南康州中文学校上中文

课。 

每年暑假，我都和妈妈、弟弟回上海。在中国，妈妈带我们去了北京、西安、成

都、厦门、南京、杭州旅行，吃当地的美食小吃，到那里的名胜古迹了解历史人文，有机

会妈妈还带我们去参观各类博物馆，观看音乐剧和交响乐演出。 

我知道中文是一门有用的语言，学会中文回中国旅行与中国的长辈亲戚见面时，我

能更好地跟他们沟通交流，会增加我们之间的亲近感。妈妈帮我注册了微信账号，我用中

文跟姨妈姨父表姐问候对话，他们看到我写的中文很意外也很高兴。 

两年前，我来到华夏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这里有更大的校园，更多的班级和更多学

生，大家一同学习中文。通过八年的中文学习，我从简单的认字念字，到学习中华传统文

化和理念，运用中文写作文。 

今年我已经是马力平九年级的学生了，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今后还要继续坚持学习

中文，因为学会了中文，可以阅读中文的文学名著、看中文电影和电视剧、看中文新闻，

还可以听懂中文流行歌曲，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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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圣玟 

 

我叫杜圣玟。我今年十三岁，住在康州。我现在在八年级，中文学校里在九年级。

最近，发生了一件很可悲的事，COVID-19。这个可怕的疾病关闭了学校，让大家都很害

怕。我希望这个病毒会尽快停止传播。这样的话，可以少一点人被感染。 

在中文学校学中文虽然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每个星期天去中文学校让我感到很高

兴。在我上中文学校的九年中，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我的中文不

太好，但中文学校对我来说一直很有趣，因为我每周都要去见朋友， 而且是跟家人一起去

那里的。 

我记得我总是不喜欢中文作业，所以我一直期待着毕业，因为那将意味着我将不再

有任何中文作业了。我从没想过会想念中文学校，但是现在我已经接近毕业了，我知道我

会有一些舍不得。中文学校改变了我这么多，我会难过地离开，但我希望我和朋友们还会

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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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圣凯 

 

 我幼儿园开始去中文学校。十年前，四岁的时候，我就走进华夏中文学校的门。我记

住第一天上中文学校，很紧张。可是，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中文学校会带我去哪里。我十

年来在中文学校学了很多东西，将来会对我有帮助。 

 我是二零一零年上幼儿园。那年，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教我怎样读和一笔一画地写中

文。后来，老师还教了我拼音。我没想过我自己可以读中文和写中文。我觉得学前班这一年

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从这一年我就开始了十年的中文学习。四年以后，我在上四年级，我

记得那一年我认了巨多的汉语字。我那年也开始学写文章。我不但在中文学校学中文，我还

参加了数学课。因为那堂数学课，我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考得很好。中文学校不但帮助我

写中文字和读中文字，它也提高了我的数学水平。 

 五年级以后，我的中文迅速提高了。到七年级的时候，我就可以顺利写中文作文了, 也

可以顺利地读中文课文了。我七年级还上了一个编程课。这个编程课启发了我对编程的兴

趣。我现在还在做编程设计。 

 我在八年级和九年级学了中国历史。我对中国的五千年的历史很有兴趣。我很喜欢中

国的很多历史故事和中华文化。 

 中文学校不但帮助我写中文、读中文、说中文，还教了我中国历史，它也影响了我的

生活。在中文学校学的知识和技能会对我将来的工作和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中文

学校和我的老师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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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经山 

 

二零一七年的夏天，妈妈，姐姐和我一起旅行到我爸爸的老家。中国夏天每天超过一百华

氏度，我们都觉得实在受不了，到外面去游泳。 在那里，有一个小男孩，问了我：“你是

哪里的人？” 我回答：“我是中国人”。 当然，这个答案不对— 因为我上过中文学校，

我现在知道了，我那时候应该是说：“我是华裔美国人”。  

华裔美国人，在英文翻成 “American-born Chinese”：我第一次听到这些此词，是在上中

文学校的六年级。那时候，我才十一岁，关于中国的东西懂得不多。我是一年级开始参加

中文学校，一直学到今天。每个星期老师会发功课，需要把网上的练习做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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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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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中文学的不好，也不能够跟亲戚好好联系。 

学中文也会有困难的，每个星期需要花时间去做作业。但是，学中文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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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怎么多年，我们2020班终于要毕业了。我们作业都做完了，考试都考好了，学习都完

成了。时间过得很快，留下来就是我们上中文学校的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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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卓屹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上了九年中文学校，上中文课的课时总共差不多三百个小时。

刚开始，我一点都不喜欢中文学校，认为只是在浪费时间。反正在家里说的都是中文，为

什么还要每个星期再花三个小时去学？但去年夏天我才发现上中文学校有多么重要。我在

中文学校不但学了好多中文词组，还学了很多中文故事和中国历史。去年夏天我还在中国

上了寻根夏令营，看到了许多我在中文学校八年级学过的著名景点。 

但是，这九年中文学校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我们五年级学的《西游记》。我小时候

就很喜欢《西游记》，有一次还把一小段背下来了。五年级学的内容把我所有知道的西游

记小故事连起来了。每天晚上写电脑作业还可以看一小段西游记电影。虽然在家里一直说

的都是中文，但是如果我没有上中文学校的话，我的中文水平就肯定比现在差多了。在家

里用的词汇不多，可能只有几百个。但每次中文课的内容都不同，会学到新的生词，学到

新的知识。有了九年的听写、作业和课文，我才达到了现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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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羽晨 

 

我幼儿园是在中国上的，搬到美国之后也没有停过学习中文。小学放学就去了一个

全中文的课后班。后来才上了周末的中文学校。跟班里的同学好几年一起上中文学校也成

了很好的朋友。在中文学校也参加了很多比赛和活动。我还记得参加了几次的作文比赛，

演讲比赛，成语比赛等等。每一次参加比赛不管排第几名都会学到很多知识，这样下一次

就能更好地发挥。还有年底的毕业典礼当过主持人，因为演讲有经验所以没有那么紧张。 

基本上每个暑假我都会回国内跟爷爷奶奶在一起，这样又可以游玩中国各地,也不会

忘掉中文。12岁开始参加了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夏令营。因为这只是给海外的学生, 所以

很幸运能够参加。第一年去了烟台，第二年去了洛阳，第三年去了西安。虽然我觉得夏令

营最好玩的就是认识新的朋友，但也体验了很多中国文化比如围棋，书法，太极拳。我还

参观了很多名胜古迹，印象最深的就是参观西安的兵马俑。我还记得那天是最热的一天，

人山人海。进去就看到一个个旅游团。但是为了亲自去看兵马俑, 我觉得这些是值得的。

以前在学校学到过, 但没有像导游介绍的那么仔细。夏令营的活动巩固了我学习的中文，

还增进了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其实在家里爸爸妈妈也尽量跟我说中文。如果不经常用中文, 我的中文会忘记。有

空的时候我也经常会看自己喜欢的中国综艺节目和电视剧。还有很多中文的歌我都很喜

欢。我对学习中文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相信我的中文学习会一直持

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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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钰 

 

我的英语老师之前让我们做了一个项目，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话题，进行搜索，之

后要把自己学到的展示给大家，我选择的是冠状病毒，因为冠状病毒疯了，我所有的课都

改成网课了，学校竟然关到九月!（也就是说我这个学期不用上学了）。 

之前我听说过这次最亏的是学生，这对我来说也是真的，因为经常会有老师发的作

业找不到所以就没有做，还有，这种事情虽然对我来说没发生过，但是会有的，就是老师

把所有学生都静音了，并且设置的学生不能自己解，但是老师也静音了，所以老师讲了半

小时，学生啥也没听到。但对十五岁以下的学生也有好事，就是死不了，因为冠状病毒进

入身体后，会感染细胞，其他细胞看到了后，就会杀死那个细胞，把身体里面的细胞全部

杀死之后，人就死了。但是十五岁以下学生的细胞看不出来那个细胞被感染了，所以十五

岁以下的学生会被感染，但是不会死，除非有基础病。爸爸之前跟我说, 不需要每个人都

戴口罩，但病人必须带口罩，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如果病人都带口罩的话，其他人不戴

口罩也可以，而且目前已经有两个人带着口罩跑步因为窒息死了，所以带着口罩做剧烈运

动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我真的特别希望这个新冠病毒结束，但也只能希望。呆在家里特别无聊，上课的时

候也经常走神，因为网课容易卡，咳，还是想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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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林 

 

虽然我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我的童年是在中国生活的。我出生以后，我的父母送我

去中国呆了半年，所以中文就是我第一语言。我跟我全家学汉语，可是我回到美国以后，

我必须用英语跟别人谈话。因为这个，我的中文变差了。所以，我进入了中文学校开始学

汉语。 

在中文学校里，我学了许多的知识。我学了中文词汇、语法、和发音。我在我的日

常生活里可以用我学的词汇。在教室里，我觉得又舒服又安全，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不用

担心任何事，可以问老师。 

我不只学了汉语，我也学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我的高中历史课里，我可以用马

立平中文书里教我的中国历史更好地了解我的课。如果我的老师或同学们有关于中国的问

题，他们经常问我。我学的中文文化也帮我了解中国节日。我学了每个节日的活动和了解

每个活动的意义。这样，我可以帮我的父母准备活动和享受每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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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安娜 

 

 

 我在中文学校里交过很多兴趣爱好一样的朋友。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和难忘的经历，

中文学校让我认识到我有很多机会。 

 我小时候非常讨厌中文学校。不但有很多的功课，而且周末还要早起。但是最近我认

识到中文学校的价值；可以学中文和了解中国的文化，真的是中文学校送给我的珍贵礼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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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乐琳 

  

 

我喜欢每个星期天和同学们去中文学校。我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很棒，我真的会想

念他们的。九年级的时候，每周都会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自己做的项目，真是太有趣了！

我喜欢考试后我们在课堂上举行的聚会。 

我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继续学习汉语，并珍惜中文学校的记忆。 

 

 

 

 

 



 27 

 

 

 

 

 

 

 

   

黄俏希 

 

 

 我在中文学校学了十年。 在这些年，很多次我想退学。 但是回头看看，我要感谢我父

母逼我继续学习中文。我除了和在中国的亲戚通过视频用中文通话，我在家不说很多中文， 

中文学校是我唯一练习说中文的地方。 中文学校让我了解了我的背景文化。尽管有时候压

力很大，我还是很高兴参加了这几年的中文学习。因此，我能说流利的中文并将其传给下一

代。 

 我有很多关于中文学校的美好回忆，交了很多朋友，我永远都会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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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睿琪 

  

 

 我中文说得还不太好，我觉得读中文有点困难。我毕业以后希望学更多中文，把中文

说得更流利。我觉得在家里的时候可以跟爸爸妈妈用中文说话，这样能练习中文。 

 我要谢谢老师教我中文，也要谢谢父母跟我在家里说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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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加 

  

 我在华夏中文学校学中文学了九年。我从马立平开始学习，六年级转到美洲华语班。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觉得中文很难，每次做作业就会哭。我的中文老师们教得好，所以我能

坚持下去。 我能够看中国电影并用中文演讲，我在华夏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上还表演了文

艺节目。 

 前年和去年夏天，由华夏组织的中国夏令营，我去了常州营和四川巴中营。我学到很

多中国传统文化，还吃了很多中国特色的菜，去中国很好玩儿。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很骄

傲。回来的时候，我对中文更加有兴趣了。 

 我终于要毕业了，我很开心完成了中文课程。我会继续使用中文，并且继续学习中国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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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佳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就要从中文学校毕业了。从五岁开始，除了节假日，每周日上午

我都在中文学校里度过，有欢乐也有艰辛。有几次想过放弃，是老师和妈妈的鼓励让我坚

持下来。 

 三年前转入华夏中文学校，在这儿学了很多知识，包括历史故事、古诗和文化知识。

最近由于新冠疫情，中文课改为网课。感谢林老师和中文学校，我们的中文学习一点没有

拉下。毕业以后，我还会继续学习中文，到中文学校做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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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洲宁 

 

 

我在中文学校学了九年中文，从五岁到现在，正好十四岁。我经历了三次学校搬家，

看到学校日益强大，学生越来越多。 

我最喜欢的课程是国际象棋课。在这个课中，我可以跟朋友们下象棋和学到很多新事

物。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教我五年级《西游记》的杨老师。在课堂中他总爱讲笑话，逗得我

们哈哈大笑，所以我们学中文很开心。总而言之，我的在中文学校的九年很有趣。虽然我

毕业了，但是我还会继续学习AP中文！非常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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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岫含 

 

我是从学前班开始学中文的。我和父母说中文，但我的知识非常有限。 我记得我非

常有决心，并且为每项考试都努力学习。我十年的学中文经历，真是苦乐参半。一部分充

满了喜悦，而另一部分则充满了忧伤。多亏了我的父母、我的许多老师、学校和其他在幕

后工作的人，我才得以完成我人生中的这一章。 

现在，冠状病毒的挑战威胁着社区。尽管这次毕业不是正规的，但我很高兴能够和

大家一起经历这些时刻。我特别感谢林老师。尽管有时会遇到网络困难，但她在课堂上仍

然表现出色。我还要感谢雷老师在这八年中一直教我折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