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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Zeqiang Sun (孙泽强)

passociate@xilinnschinese.org

Assistant Princip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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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Wendy Mei (梅文姬)

224‐338‐9567
847‐924‐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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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映溪(Editor Miranda Sun)：做过美国 CREATIVE KIDS 杂志理事，应邀写过多次书评，现是该杂志高级撰
稿人.曾在全国或地区作文竞赛中多次获奖， MIRANDA 在 SKOKIE PUBLIC LIBRARY 当过志愿者，也为南非地区
筹集图书，非常愿意为希林芝北中文学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Miranda 目前是 NEW TRIER HIGH SCHOOL 的
三年级学生。
Editor Miranda Sun is a former Advisory Board for Creative Kids magazine and currently is a senior contributor for
Creative Kids. She has won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 writing contests. She has worked as a volunteer for Skokie Public
Library and has helped Rotary Books for the World collect books to answer literacy needs. Miranda is a junior at
New Trier High School.

时光如梭 、岁月如歌。转眼间，又到了学期末。
今年 9 月，美国中西部九州地区华文教育研讨会在伊立诺州 arlington heights 举行，满素洁校长、
我校两位老师陈捷、汤伟丽、两位副校长梅文姬和孙泽强都参加了会议。汤老师还在会议上宣读
了论文。这次会议我校扩大了知名度，同时也从兄弟院校学到了不少办学的宝贵经验。
今年 11 月，一如既往学校举办了教师和家长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和家长对学校工作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这对学校的 EC 团队也是一种鞭策和鼓励。家长对老师的辛勤工作也给
予了肯定和支持。中文学校办得蒸蒸日上跟所有老师和家长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明年春季，学校将增加两门新课：折纸和英文语法与写作。
折纸对培养孩子的注意力、耐心、智力、对对称性的理解和掌握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折纸的过
程中通过手部肌肉群的运动，能促进小孩大脑相应部位的发育，通过折纸必须遵守从前至后的折
叠步骤，能培养孩子认真观察的习惯和做事的顺序性、调理性。由于折纸的过程是将点、角、线
等反复重合，构成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各种形状，有效地促进了孩子数理概念的形成和空间
知觉的发展。
英文语法与写作是应家长要求开设的。由于孩子在学校要学很多科目导致没有太多时间主攻英文
语法和写作。英文语法和写作也是很多孩子的一个弱项。然而，不管将来你上大学，要自己写个
人陈述还是毕业时写毕业论文、找工作写申请信还是工作中与同事老板交流抑或做项目展示，写
作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须拥有的一项技能。英文语法与写作掌握越早越好，如果有错误，纠正
越早越好，时间久了则不好纠正，因此，我们开设了针对 3、4 年级的课和 5、6 年级的课。请家
长踊跃给孩子报名。
祝全校家长、老师和学生有一个愉快的寒假。

School Important Dates
12/13/15 Last Day of School
01/10/16 First Day of School in Spring
Semester
02/07/16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School has a special schedule

Sweet Home Kitchen is our
Platinum Level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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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字形法：主要是利用偏旁教识汉字。例如，
我在教“妍”字时，启发学生用“女”字
旁列出他们所学过的有同样“女“字偏旁
的字，这样学生便可以联系旧字学习新字。
2. 字音法： 主要是一些同音形近字。例如，
“ 踩，彩，採，睬”等。这些字在书写和
使用中很容易混谣，放在一起学习，可以
利用偏旁区别意义，易于掌握。
3. 字义法：主要是反义词教学法。学生可以
通过对反义词的比照，扩展词汇量。例如，
“ 大－小，高－低，胖－瘦，好－坏 ”等。
4. 汉字演变法。很多独体字都是由古代的象
形字演变而来，所以在教学中可以借助汉

马立平中文三年级教师

字的演变过程来帮助学生领会字形与字义

张棣

的关系。例如， “哭， 笑， 人， 鸟，鱼”
等。

在海外中文教学中,因为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的不同，
汉字教学也呈现出了它所特有的特点。


汉字教学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只有在教与学

教学内容：在汉字教学中，除了传统的识字教
学，还要教字义以及如何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



的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积累，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
方法。

教学原则： 由于海外中文教学的课程设置和教
学时间的限制，汉字教学基本上是随课文识字，
所以处理好认读和书写的关系很重要。一般来
说，认读的汉字量要远远大于书写的汉字量。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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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跟着做十二生肖的体操舞，“小老
鼠，吱吱叫”，大家都蹦蹦跳跳，好玩极
了。最后，我们大家把体操舞学会了，字
也认识了，而且记住了十二生肖的顺序。

MLP4
我的老师

Jadyn Sun 孙婕天
我永远记得去年我们上《让我们荡起
双桨》这一课，陈老师教我们一边跟着电
视里孩子唱歌，一边认歌词。我们很容易
就懂了歌词的意思，很快就把这些字记住
了。要过年的时候，我们班还在学校表演
了这个节目。我还是领唱之一，我感到很
骄傲。

我每个星期天都去希林中文学校上
课，学习中文。我的老师是陈老师，我很
喜欢她。

去年，我要升到三年级了。一开始，
因为要换老师了，我很紧张，我不知道这
个新老师是不是很和蔼耐心。但是，妈妈
却高兴极了，她告诉我：“陈老师是公认
的好老师，教过你的姐姐和哥哥，你可以
上陈老师的课，真是太幸运了。”是的，
从三年级到现在，我和同学们都喜欢上陈
老师了。我的中文在一天天地进步。

我特别感谢陈老师，她让我感到学中
文很有意思。我要好好学，不辜负爸爸、
妈妈和老师的辛苦。等我长大了，我就可
以和全世界的中国人说话了，那就太棒
了！

陈老师为了让我们对中文感兴趣，采
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学习每篇课文，
都觉得新鲜。我们学习《十二生肖》时，
老师让每人拿一个生肖动物的大字卡片，
用自己会说的词或句子来形容这种动物。
大家使劲地想啊想啊，有些词语，别人一
说，我就想起来了。老师提出几个我们都
很想知道的问题，如为什么中国人都有一
个属相？为什么偏偏选那十二儿种动物？
吊起了我们的胃口后，开始讲课了。哇！
原来这十二生肖里有这么多学问。老师觉
得我们可能听得有点累了，就打开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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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齐，看着真舒服啊！现在我也努力把字写得
象她一样工整和漂亮。

我的老师 Ms. Hastings

在二年级，我跟 Ms. Hastings 老师学到了
很多知识，我很喜欢她。

Yanchen Liu 刘彦辰
MLP 4
Ms. Hastings 是我的二年级老师。我的班
是她大学毕业后教的第一个班。别看她年轻，她
的课讲得可好呢，我们都喜欢。
Ms. Hastings 的课既生动又容易学，我和
我的同学们都爱听。
在一次英文课上，Ms. Hastings 微笑着
问：“大家知道为什么 friend 是以 end 结尾的
吗？”她说，友谊是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友谊使
人的生活更丰富，友谊使人在困难面前有信心。
人人需要真诚的友谊，人人希望友谊天长地久。
Everyone wishes friendship never ends。
“哦......”在一片赞同声中，我们明白了友谊
是多么的珍贵，也牢牢地记住了 friend 的拼写
法。

温和可敬的老师

科学课一般是难懂难记的。记得在一节科学
课上，Ms. Hastings 给我们讲关于水的知识。
她说，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
缺少的重要资源，世界上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了。
水覆盖了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五的面积，占一个
人身体重量的百分比也很大。“同学们，你们猜
一猜水占一个人身体重量的百分之几？”我们哪
里知道这具体数字呀？听老师说了个 75%，有的
同学就顺嘴嚷道：“百分之七十五。”老师兴奋
地表扬了那个同学。唉！还真的蒙对了！老师接
着说，水看起来很多，是不是永远用不完呢？不
是的！世界上能用的水是有限的，并不是永远用
不完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爱惜水。听老师这么一
讲，我们明白了要节约用水的道理，也轻轻松松
地记住了这两个事实。

Ms. Cartwright 是我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她
的个子很高，有一头金黄色的长发。她非常朴素，
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化妆的样子，也没有看过她戴
耳环。她非常喜欢穿裙子并且把头发扎成马尾辫。
Ms. Cartwright 特别温和，从来都不乱发脾气，
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微笑。有一次，我的一个叫
Bailey 的同学上课的时候在椅子上晃来晃去，发
出了很大的声音。我想 Ms. Cartwright 一定会很
生气吧，Bailey 一定会有很大的麻烦。可是我错
了！Ms. Cartwright 并没有很生气地大声批评
Bailey，而是看着他的眼睛很温柔地说：“Bailey，
你能停下来吗？太吵了。”
Ms. Cartwright 的教学方式很特别。她发现用
建模型的方法解决数学问题对我们来说很难，就
每天早上专门抽出时间让大家一起做一道建模型
的题目。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们都有了很大
的进步，把模型画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有信心
了。

Ms. Hastings 的板书既工整又漂亮，我和
我的同学们都爱看。有一次，她在白板上画花
瓣，然后把同学们说的形容词写在花瓣上。每个
花瓣她都画得一样大，每个字也写得一样大，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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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理课堂纪律，Ms. Cartwright 也有特
别的办法。她在自己的桌子上放了两个玻璃
桶，第一个桶里面装着很多棉花球，而第二个
桶是空的。当我们表现得很好，她就会从第一
个桶里面拿出一个棉花球放到第二个桶里面。
她和我们约定，当所有的棉花球都移到了第二
个桶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赢得一个派对。我
和我的同学们都非常努力，到现在为止，我们
已经开了一个派对啦。我们穿上睡衣并且抱着
自己心爱的毛绒玩具，在教室里看了一场电
影，真是太开心了！
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 Ms. Cartwright。有
一个同学告诉我说，Ms. Cartwright 是他见过的
最好的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
天气好的时候，妹妹高高兴兴地跟着我出去骑
自行车。

学习汉语的好方法是什么？
一年级 汤老师
窍门只有一个，那就是“四多”“四
勤”即： “多听、多读、多说、多
写” “勤动脑、勤动手、勤动口、勤
动笔” 因为语文的主要学习方法就
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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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的时候，她也会等大家
都理解了才继续。她是个非
常耐心的老师。

班级： MLP2
老师：张迪亚

张老师上课有时会有和
认字有关的比赛，有些比赛
还有贴纸当作奖品，大家都
喜欢参加这种比赛。我们还
可以在黑板上画跟课文有关
的画，这让我们可以更好地
理解课文。虽然上课时间很
长，可是张老师的课都很好
玩，我非常喜欢上中文课。

我的老师
Emily Lin
我的老师姓
张，她是我的中文
老师。张老师看上
去很和气，戴着副
眼镜。她脸上常常
挂着笑。
张老师对我们
很有耐心，很喜欢
给我们上课，而且
她上课很有趣，我
们都很喜欢她。当
同学问问题的时
候，张老师都会很
开心而且很有耐心
地回答我们的问
题。听写的时候，
她先说一个词，当
大家都写完时，她
才继续下一个词。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张
老师的原因，希望三年级我
还可以再上她的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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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Chen (徐立安)
马立平 5 年级：Tyler Wang
指导老师：何老师
指导老师：何老师
我的老师是拉普莱梅夫人。她的个子不高，有一头黄
而直的披肩发。她是一位有幽默感的老师，而且喜欢
棒球运动。她常常讲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可是
当她严肃起来时，却让我们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她的
视力和听力都很好，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小动作，她
都能看到或者听见。

我常常在想，她是不是一个有魔法的演员。如果我们
遵守规则，按时完成任务，顺利在各个学习中心转
换，她的表情就温暖如春风。如果我们不停地讲话，
忽视她的提醒，或者说脏话，她的表情就比冰雪还要
冷。她总是能想办法，把我不明白的地方讲地更清
楚，似乎有用不完的魔法。她还能回答我们提出的各
种问题。

如果我在家里耍赖不肯学习，妈妈就说要给拉普莱梅
夫人写邮件。而我最后总是乖乖得去完成学习任务，
因为我知道如果妈妈真得写信了，第二天我一定会见
到那个严肃的老师，而我希望见到那个讲笑话，谈论
棒球，笑咪咪的老师。

我问妈妈“孝”是什么意思，妈妈说孝或是孝敬就是
孩子爱父母,对父母好，在中国孝是一种美德。我
问自己：我在美国长大，我以后要孝敬爸爸妈妈
吗？
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很好。他们带我出去玩，给我
买我爱吃的东西，我喜欢的电子产品，还付钱让
我学习喜欢的东西。记得我小的时候怕黑妈妈晚
上睡前会抱着我唱小燕子儿歌，我就会慢慢睡
着。爸爸妈妈每天下班回来很晚了，他们还要辛
苦做饭给我和弟弟妹妹吃。我喜欢我现在的生
活，我喜欢和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住在一起。
等我长大以后爸爸妈妈会变老，那时候我还想和
他们住在一起。我以后会上大学，毕业以后就可
以找一个好的工作赚钱，这样我就能帮助爸爸妈
妈过安全开心的生活。他 们走不了路的时候我会
背他们，他们如果没有钱买东西我会买给他们，
我还会做饭菜给他们吃，他们也不用像现在一样
天天工作。
我觉得那时候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我和弟弟妹妹
就像现在的爸爸妈妈一样，那时候我们照顾爸爸
妈妈就像他们现在照顾我们。这就是我理解的
孝。我虽然在美国长大但我也爱爸爸妈妈，也会
孝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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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Grant Shen
CSL4
老师：Sandy Chang

我有两个最喜欢的老师。
一个是我的西班牙语老师。她的名字
叫 Sra. Kross。

我的老师
Granita Shen
CSL4

Sra. Kross 老师有褐色的头发。
她的眼睛也是褐色的。她常常穿红色和褐
色的鞋子。她教我们怎么用西班牙语说自
己的名字，说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说住址等等。她给我们讲哥斯达黎加的天
气，哥斯达黎加人的日常生活。在西班牙
语课上我们常常玩游戏，做练习题。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的画画老师。
她叫 Mrs. Stevenson 。我喜欢她是
因为她不但对我好，而且她的画画课特别
有趣。她有黑色的头发，咖啡色的眼睛，
高高的个子。 我觉得她很好看。

另一个我喜欢的老师是 Ms.
Dobson。

她教我们画各种各样的东西。画飞
船，画脸，画芝加哥的建筑。我很喜欢上
她的课。在她的课上我们玩画画的游戏。
也就是一边玩游戏，一边学画画。老师先
给我一张纸，纸上有一个图案，我在这个
图案上画上我想画的东西，然后把我画好
的画给我的朋友，让我的朋友在我的画上
再加画上她想画的东西，她画完以后，把
她的画再给另外一个同学，我们大家画的
东西加起来是一幅画。我们用这个游戏画
了很多画。这个游戏给我们带来很多惊
喜。
我每个星期五有画画课。可是，因为
我是四年级的学生，所以我一个星期只有
一堂画画课。哥哥说五年级的时候一个星
期有八堂画画课。

Ms. Dobson 有金色的头发。她喜
欢穿裙子和牛仔裤。她常常戴手表。她有
很多不同颜色的鞋子，红色的，褐色的，
黑色和黄色的。
她教我们许多关于美国政府的事。美
国政府实行民主选举，公民自主权。Ms.
Dobson 是我的社会学老师。
我每天都有社会学和西班牙语课。我
的社会学老师和我的西班牙语老师不但教
我们很多东西。而且她们的教学方法特别
好，大家都喜欢上他们的课。这是为什么
我最喜欢 Sra. Kross 和 Ms.
Dobson。

我很喜欢画画课，我更喜欢我的老
师。所以我很想去五年级。到了五年级我
就可以天天画画，我希望我五年级的画画
老师还是 Mrs. Stevenson ，这样我
可以天天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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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By: Lila Portis
CSL4

Allison Yam
我有一个很善良的老师。她的名字叫
William。William 老师有长长的棕色
头发，漂亮的棕色眼睛，脸上有点点的雀
斑。我很喜欢她。

CSL5
我的老师叫马里。她有黑色的头发,
褐色的眼睛，高高的身材。她有很多爱好
。大家都很喜欢她。

William 老师喜欢写作，也喜欢阅
读和数学。她家有四口人，她的丈夫和她
的两个儿子。她还养了一只狗。她喜欢开
玩笑，常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她自己
也喜欢笑。她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在她
身边的每个人时时都能感受到她带来的快
乐。

马里老师在我们学校教六年级和七年
级的数学，科学，阅读和写作。星期一，
她教七年级数学。从星期二到星期五 她教
六年级科学，阅读和写作。她每次都给学
生准备很多功课去练习。虽然她很忙，但
是每天她都很开心。她还喜欢唱歌和画画
。她画了很多猫。她喜欢粉紅色，特别是
带粉紅色花的画。她喜欢很多动物。象袋
鼠，斑马，胖胖的熊猫。当然也有她不喜
欢的动物，象蛇和猴子。马里老师有一个
可爱的白猫。马里老师还喜欢吃中国菜，
象古老肉，宫爆鸡丁，西兰花和米饭。她
也喜欢喝可口可乐。因为她 喜欢吃肉，所
以她喜欢过感恩节。她喜欢夏天，因为她
喜欢游泳和跑步。她不喜欢下雨，下雪和
刮风。

你能相信吗？她还参加跑马拉松训
练。跑马拉松的人都有很强的意志力。这
也是我喜欢她的一个原因。
William 老师真的很酷。她让我们
在课堂上养虾，太有意思了。我们喜欢看
着虾子微小的腿爬来爬去，并观察它们的
饮食习惯。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有一次
William 老师还让我们打扮成名人，像克
里斯托弗.哥伦布等许多著名的人物。能
做她的学生真的很幸运。
这就是我的老师。现在你也该喜欢她
了吧！

马里老师还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
爸爸，妈妈，姐姐和她。她家的房子很大
。有客厅， 走居室，主卧室，饭厅，厨房
，洗衣房和浴室。
星期六和星期天她还是一个中文老师
。因为她的爸爸妈妈 是中国人。
马里老师有很多爱好，也很聪明，我
们大家都喜欢马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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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By: Cate Chan
CSL5

我的老师
By: Andy Shen
CSL5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同意这样一个
事买，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如果没有父母
的关心、爱护和帮助，那么我们的成长过
程必定充满困难。

我的名字叫申作证，我是一个四年级
的小学生。我想要说一下我的老师，她是
我读三年级时的老师。

我爸妈时常会说些我不想听的话，
比如多吃青菜，多做练习等等，但一次又
一次的提醒，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
好，越来越明白其中的道理。谢谢我的父
母。我在父母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中，看到了许多故事和
可能。也使我清楚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
父母永遠是比他们的子女更明白自己。

我觉得我三年级的老师很好，可是她
却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记得有一天，奶奶对我说：“作正，
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看着老
师，耳朵一定要听老师说话，上课的时候
不可以和同学说话，也不可以把头往后
转。”听了奶奶的话，我就努力做得好一
点，可是老师还是不太喜欢我。

因为爸妈喜欢旅游，每年我都有机
会去不同的国家，认识许多不同的文化。
每当学校作业多的时候，妈妈总会一直陪
着我，教我如何去解决问题。

和一个不喜欢我的老师在一起一年，
听起来是一件很不开心的事，在我三年级
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觉得的。现在我上四年
级了，我长大了。三年级时的小心做人，
慢慢养成了我今天尊重老师的习惯。见到
老师我会说老师好，上课也尽量不和同学
说话，按时完成老师给的作业。

从父母的爱中我领悟到我们应有的
孝。在父母老去的路上，能不能得到我们
的关心、爱护和帮助? 会不会有他们对我
们的耐心去呵护照顾他们？ 在父母需要
我们的时候，会不会找一个忙的理由推
脱？ 会不会嫌他们太老了而忽视他
们？……

虽然我有过一个不喜欢我的老师，可
是我不恨她，因为她让我认识到了自己身
上的许多错误。奶奶说的对:“你不可能
让每个人都喜欢你，但你可以做得更好，
让更多的人喜欢你。”

许多问题要去想，但是答案只有一
个，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因为在我们长大
的过程中，有父母的陪伴是一件很快乐的
事，那么在父母老去的时候，有我们的陪
伴是一种安慰。父母让我成为一个健康快
乐的人，我的回报是让他们也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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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什么事都推给父母去做。我们应该跟随
父母的购物路线先买他们需要买的东西，
而不是拖着他们疲乏的身躯去逛商店，去
买我们喜欢的东西。当父母亲辛苦劳累了
一天下班回家之后，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
拥抱来表达我们的感激，而不是漠视他们
或者只对他们耸耸肩膀。我们不能为了要
去小朋友家里玩儿，而跟父母亲拌嘴怄气
，我们应该理解父母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
安全。要知道，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
们的人，这么多年，父母为我们做了这么
多，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与爱，因为
他们给了我们全部的一切。

孝敬父母
Michelle Gong (龚碧杰 )
CSL5
从我们呱呱坠地那天起，父母双亲就
守候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爱始终都跟随着
我们，从我们降临世界的那一刹，到他们
离开世界的那一刻，甚至在天堂里也会保
佑着我们。他们从来不会计较我们所犯的
错误，无论我们给他们招惹多大的麻烦。
他们把全部的生活都奉献给了我们---他们
最爱的孩子们。
我的父母亲工作非常努力，经常加班
，他们只是为了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加舒适
的生活，为我们树立成功的榜样。他们为
了我们愿意牺牲一切，而我们却总是要求

我的老师
By: Hannah Shimada

太多。
CSL5
父母为了我们付出很多，我们却常常
忘记对他们表示感谢。有的时候，我们甚
至会把我们深爱的父母亲当做佣人一样来
使唤。父母亲工作一天，下班回到家常常
是精疲力竭，而我们却总是要他们赶紧做
饭，或者把屋子收拾干净。我们从来想不
到要帮助父母亲做家务，或者让他们睡个
好觉。我们总是张口要买最新的游戏或者
新上市的衣服。

巴贝儿先生是我的社会学老师。学
校里的每个人都很尊敬他。
巴贝儿是一个英国人。我喜欢他是
因为他不但很幽默，同时也很严格。他给
的作业总是很难，很复杂，所以你必须很
认真地去做才能得到好成绩。如果你在他
讲课的时候讲话，他会毫不留情的批评你
。如果你做了让他很生气的事，他会送你
去校长办公室。

现代社会里，孩子们总是拖着他们的
父母亲到超市去买衣服或者拖着父母亲去
游戏商店，如果他们不答应买，孩子们就
会又哭又闹，说不好听的话。而过去，如
果孩子胆敢这样对待父母的话，父母就会
直接把鞋扔到他们的脸上。

有一天，有个同学开玩笑地说“我要
开枪打你”。巴贝儿听了很生气，马上就
把那个同学送到了校长办公室。所以你最
好不要惹巴贝儿生气。
尽管巴贝尔老师有点凶，但我觉得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因为他知识丰富，
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从他那里学了奥尔
梅克，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我还学到了

父母亲值得我们付出更多的尊敬。我
们在一天天地长大，而他们却一天天地变
老。我们应该学会做简单的家务，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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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文化和文明。他还教了我们地图
，地貌，石器时代，埃及人等等。他要求
我们打印我们的笔记。他的笔记每年都换
不同的主题。这些知识在将来对我们会很

我的老师
By: Lily Woo
CSL5

有用。
巴贝儿先生教我的知识比别的老师
多。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之一。

我的六年级有很多老师，有科学老师
，数学老师，阅读老师，社会学老师，中
文老师，游泳教练，钢琴老师，法文老师
和体育老师。我都喜欢他们。

我的老师

我喜欢科学老师，因为我对科学十分
感兴趣。 在科学课上，我们学科学知识做
科学 实验。我喜欢数学老师，因为能从老
师那里学到很多基础知识。在数学课上，
我们做许多代数练习，为将来打基础。我
喜欢阅读老师，因为她，我能更深地理解
课文。在阅读课上，大量的阅读，开阔了
我的眼界。我喜欢社会学老师，因为在她
的课上我学到了许多地理知识。我喜欢中
文老师，因为中文和西方文字完全不同，
听中文老师讲解中文，学习中国文化很有
趣。但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四年级的
老师。她教我们怎样用电脑，在电脑上做
各种各样的事。现在的社会到处都得用电
脑，电脑让我们做事更快，学到的东西更
多。

By: Justine Yam
CSL5
我的老师是 Ms. Richardson。她有很
多爱好。
她喜欢念书，我也喜欢听她念书。她
喜欢画画，像画甜点， 鱼，狗和水。Ms.
Richardson 老师喜欢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夏天的时候，她喜欢游泳。她喜欢听音乐
，看书，看电视。她还喜欢每天早上和下
午喝咖啡，
Ms. Richardson 老师有咖啡色的头发
，蓝色的眼睛。她喜欢穿红色的上衣，黑
色的裤子和蓝色的鞋子。她在家还养了宠
物狗和鱼。她有一个大家庭，因为她和她
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弟弟住在一
起。她每天开车上下班。她在我们学校教
数学、科学、写作和阅读。她每天七點二
十五分到学校，三點三十五分回家。有时
候，她会在学校待到很晚才回家。

我喜欢我所有的老师，他们教会我许
多知识，让我变得越来越聪明，因为有了
知识，我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心。
谢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

Ms. Richardson 老师教我们班数学和
阅读，大家都喜欢听她讲课。她讲解数学
题很清楚，她阅读的声音很动听。她是一
个好老师。学生们都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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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Mason Chung (鍾璟臻)

我的老师

CSL5

Dixon Chung (鍾璟恒)

我有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西班牙语
老师，她只有二十多岁，她的名字叫
Pahos.

CSL5
我有一个美丽而温柔的老师，她教我
们英文，她的名字叫 Nasso。

Pahos 老师有一头长长的黑头发，一
对乌黑的大眼睛，不高不矮的身材，说话
非常地温柔，笑的时候会露出一排整齐洁
白的牙齿，让人感觉特别亲切。她告诉我
们，明年夏天，她就要跟她的未婚夫结婚
，组织一个新的家庭了。她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就像开了一朵花，充满了幸福感。
我们大家都为她高兴。

Nasso 老师有一头长长的金头发，高
高的鼻子和一双非常有神的大眼睛。她有
两个孩子，一个叫 Eli， 正在上大学二年
级，一个叫 Leia，在上中学一年级。虽然
她已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妈妈，但仍然保
持着苗条的身材，

同学们都喜欢 Pahos 老师，也喜欢上
她的课，她给我们讲课的时候非常生动，
有耐心。每当我们在功课上遇到困难，她
会一遍又一遍不怕麻烦地给大家解释。她
还常常用她的休息时间来帮忙解答难题。
要是有谁病了，她也会抽出时间给那位同
学补课。因为她喜欢她的工作，所以她对
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充满了爱心。

Nasso 老师不但好看，而且非常温柔
，她总是耐心的倾听我和同学们提出的每
一个问题，然后一个一个认真地解答，直
到每个同学都得到满意的答案为止。她也
十分地关心我们，照顾我们，把我们当成
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和她在一起让我们觉
得很亲切，有和妈妈在一起的感觉。同学
们都很喜欢这位老师。除了喜欢，我们也
很信任她，愿意和她交心。能有这样一位
老师，我真感到很幸运。

Pahos 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内心和外表
一样美的人。我喜欢我的西班牙语老师。

这就是我的老师，一个美丽而温柔的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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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老师
Evie Tran
老师：Jing Stamper

每次我见到我的中文老师静老师的时候，我
都会说：“你好！”当她帮助我时，我会说：
“谢谢！”我会很好的完成她留给我们的作业。

我的老师
有时静老师很忙碌，我就不会打岔。她给我
单独指导课业的时候，我都会认真的听。

Dylan Tran

我就是这样爱我的老师的！

每个星期天我上 Oakton 学校学中
文。 我中文课的老师是张老师。张老师教
的很好。她很爱她的学生们。

我爱老师

张老师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她看上去
很年轻，象是三十岁。

Jason Tang

我的中文课有的时候也很好玩儿。学
习中文不容易。因为我的老师，我进步很
多。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中国人用中文很好
的交流!

我们的静老师教我两年中文了。
她教我们很耐心。当我们有不明白的中文
时，她会用英文给我们讲解。当我们做得好时，
她就会和我们做有趣的游戏。静老师有时还给我

孝顺父母

们礼物。

Ellie Tran

我喜欢学中文。谢谢老师！

你好！我叫玲玲。我很爱我的妈妈和
爸爸。我非常孝顺他们。
当我看到我的妈妈时，我说：“我爱你
妈妈！” 当我看到我的爸爸时，我说：“我
爱你爸爸！”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爱他们，
他们会很开心！
这是我孝顺父母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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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老师

Rheya Ciesla

Jonathan Lou

我的名字叫瑞亚。今年七岁。

我喜欢上学, 因为在学校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认识
了我最爱最爱的静老师。
静老师身材中等，人很风趣，她教会了我拉
丁拼音，认中文字，她讲课很生动，不仅教我们

，还教我们一些课外，使我对中文课越来

课本

我的爸爸和妈妈很爱我。他们说第一次见我
是在中国的南昌市，那时我是十一个月大。我爸
爸的眼睛是蓝色的。他是美国人。我的妈妈是中
国人。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爸爸妈妈要我
好好的学中文，也要好好的对我的朋友。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越感兴趣。
静老师就像爸爸，妈妈一样的爱我、疼我、
教导我，静老师很温柔、很慈祥，我爱我的静老
师。

我爱爸爸、妈妈
Travis Chan (陈焯衡)

孝是什么

我的爸爸、妈妈帮我做很多事，我的爸
爸、妈妈很爱我，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Alex Malm (俞润泽)

每天下午，妈妈五点半接我放学。我们
一起回家。回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晚饭

我在美国出生，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的爸爸

后，妈妈便教我做功课。做完功课后，妈妈帮

是美国人。我想在中国和美国有不一样的孝，

我把功课放到书包里。我爱我的我的妈妈。

但是都是爱爸爸妈妈。

妈妈在星期天也教我做功课，做完后，她

我的妈妈来自中国，她把姥姥、姥爷接来

会给我时间玩，我喜欢玩电脑游戏、上网和看

美国，让他们住在我们家，带他们买菜，照顾

书。我的爸爸帮我做很多事，早上他很早起床

他们。

帮我做早饭，他送我去上学。放学后，他给我

我的爸爸是美国人。我的奶奶、爷爷住在自
己家，自己买食物。但是，我的爸爸会在生日

洗澡。做完功课后，他会和我玩。爸爸每天工
作，只有在星期天能和我玩。

和节日时给他们送卡片和礼物，并且去看他
们，送点好吃的。
孝很重要，我也要孝顺父母。

爸爸、妈妈和我一起看电视，听音乐，
他们还会和我骑自行车。爸爸妈妈为我做了事
情，我非常爱爸爸妈妈。
我会孝顺他们，就像他们爱我一样爱他
们。我会做好孩子，为他们做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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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Wang
Alexis Chiong

Annie Tong
Annie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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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e Cao

Cindy Liu

ric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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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Magill

Kevi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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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ina Gao

Richard Wang

Sabrina Cao

Sammy Wen

Sophia Bi

Shinyi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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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 Good

Woody Zhang

~ 22 ~

Annie Shen

Jing Chen

Tie‐Me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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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 Classes Spring 2015
List of top three students
1st Place

2nd Place

3rd Place

Vivien Good, Hayden
Fountain, Tyler Wang

Chris Xu, Ronald Chen

Larry Gao

Math Olympiads
Grade 5‐6

Olivia Zhao

Claire Zheng

Rechard Chen

Math Olympiads
Grade 6‐8 +
MATHCOUNTS

Adrian Calinescu

Athena Zheng

Daniel Wang, Jeffrey
Tang, Gavin Fountain,
Jeffrey Chen

Math Olympiads
Grad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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