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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老师和家长们，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理事会和校委会成员向大家问好。 

时间穿梭，又到了金秋的十月，秋风飒爽、红叶起舞。可是我和我校孙彦钊老师共同带队参加今年

上海的夏令营历历在目，我们学校一共组成了 20 个成员的团队，还有 5 个申请人在等待名单上，

因为没有人退出，他们最后也没有去成。感谢我校副校长 WENDY MEI 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使这次

夏令营能够顺利成行。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成立于 1995 年，原名叫希林中文学校西北大学分校，2004 年中文学校改名为

希林西北大学中文学校，2008 年，学校改名为希林芝北中文学校，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现任

校长是满素洁，副校长孙泽强和梅文姬。 

 

今年是中文学校成立 20 周年，学校为了节省经费开支，在每年一度的全校秋季 BBQ 上举办了庆祝

中文学校 20 年的生日，这也是中文学校第一次公开地与全校师生庆祝自己的生日，我们请来了在

中文学校任职多年的老校长顾利程和章时，还有兄弟院校校长何振宇，顾利程、何振宇和我校创办

人之一、国务院优秀教师陈捷在庆祝会上发了言。老校长章时一直帮助我们烧烤到结束，充分体现

了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 

 

希林芝北中文学以教学严谨、师资雄厚著称，我校教师待遇也是芝加哥地区一流的，与我校能够比

肩的学校屈指可数，我校老师也非常认真、忠诚，今年，在我校工作达到 5 年以上的老师一共有八

位：陈婕、汤伟丽、丁新宏、金秋月、宣义沈、许深城、万兆愚和王莉雅。我们学校准备对他们进

行表彰。 

 

今年秋天，我们迎来了一位新老师，叫邢淑敏，是个教课认真、活泼，课堂生动的老师。我们欢迎

她置身于中文学校的奉献：她的时间、精力和才智。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 

满素洁 

 

  

Fall 2015 Important Dates 

11/01 Daylight Saving Time Ends 

11/29 
Thanksgiving Holiday (No 
School) 

12/13 Last Day of Fall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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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美国中文教学中的张驰结合 

马立平中文二年级教师:叶敏 

众所周知，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的最大区别是：美国教育的自由和中国教育的严

谨。一驰一张， 作为一位在中国学校里进行了课堂教学有二十年的教师，来到美国

进行中文教学，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根据我在教学过程中得出的体会，认为教学中的“张”应该是指：在有限的教学

时间内，，学生以饱满的精神集中在老师主讲下，积极主动地配合老师，整个授课过

程是在紧凑而有序下进行的一种状态；“驰”应该是指：在必要的紧凑的教学节奏后

，学生的大脑思维进入有一定的放松“缓冲”阶段，学生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

以课堂教学重点为主线，发散性地联系课堂外的知识思考课堂上的问题，让课堂充满

活跃的气氛，这时的学生是处于一种活泼愉快的状态。 

由于中国与美国的历史与国情不同，因而在教学过程中的“张”与“驰”的方式

也不一样。中国中小学的课堂教学的 45 分钟，基本都是在老师主讲下的“张”的状

态下完成的。美国中小学的课堂教学，基本是在学生活泼愉快的“驰”的状态下完成

。过于“张”会限制学生的思维发展；过于“驰”会让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难以

更有效地接受更多的教学内容。如何才能把“自由”与“严谨”即“张”与“驰”的

教育理念很好地结合起来，具体地应用到美国的中文教学课堂上？在我来美近 7 年的

中文教学中，进行了“张驰结合”的一些尝试。 

（尝试的前提：教学对象是美国出生的，父母双方或有一方为讲中文的背景家庭

的孩子；教材为马立平编写的《马立平中文》）。 

 

第一：课堂时间分配的“张驰”结合 

 

教学时间的分配，是课堂教学中的主要框架，只有这架子结构搭建得合理，才能

更好地充实内容，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根据心理学家的观察和研究，12 岁以下的

儿童的专注力稳定性的持续时间是：5-6 岁为 10-15 分钟；7-10 岁为 15-20 分钟；

10-12 岁为 25-30 分钟；12 岁以上为 30 分钟”（以上数据来源于百度网络）。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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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持续时间之后，学生的精神开始出现分散状态。这时，如果不把教学的中的“张”

转化为“驰”，那么学生必然会对教学产生厌倦，无精打采，左顾右盼，对老师说:  

“SO BORING”。所以，根据学生年龄特征所具有的专注力的要求，我对二年级的课

堂教学的时间作出了如下的安排（学生处于 7-10 岁之间，中文学校的每节课时间是

50 分钟）： 

（1） 上课的前 10 分钟左右为复习旧课时间。 

（2） 复习旧课后的 20 分钟左右是课堂的重点难点的讲授时间。 

（这时，学生的专注力已经开始分散，后面的 20 分钟分配如下） 

（3） 让学生当小老师进行常见错误的纠正，8 分钟左右。 

（4） 老师根据课堂的重点或难点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8 分钟左右。 

（5） 作业布置 3-4 分钟左右。 

前 30 分钟为“张”的严谨教学，后 20 分钟为“驰”的自由思维活动。当然，“张”

的教学过程，并不是完全由老师枯燥地讲授，而是老师与学生的紧凑有序的互动，让

学生在互动有趣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完成前面的“张”的教学。当过渡到“驰”的

时候，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到自己当主角的过程，这时的劲头就更大了。这样，紧张

有序而又自由活泼的教学课程已经完成（以上时间分配是指一般状态下的大致分配，

如遇到特殊情况，时间会作必要的调整）。 

 

第二：教学管理的“张驰”结合 

 

教学管理包括：课堂纪律的管理、教学内容的管理、作业布置的管理。这三大块

面是整个教学组成的关键部分，能把这三大管理都做到“张驰”有度，教学也就会收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课堂纪律是学生集中精神，专注于课堂学习的基本条件。习惯于“驰”的状态下

学习的美国孩子，如果用中国的鸦雀无声的严肃课堂纪律来约束， 必然会遭到学生

的极大反感， 从而引发学习厌倦的情绪。为了既提高学生的专注力，保持良好的课

堂纪律，又使学生不产生厌倦的情绪，活跃课堂气氛。我制定了《学生课堂情况登记

表》。这份表格包括了出勤登记和课堂回答问题的登记。每次准时到课的学生都可以

加出勤分 1 分。每次课堂回答问题一次加 1 分（按顺序每位同学都有均等的机会回答

问题）。学生在这年龄段，做任何事情都喜欢具有挑战性，不会认输。通过课堂的登

记，一方面用“张”的“登记”约束了学生在课堂上随便走动，大声说话的“驰”的

行为。另一方面，又让学生有一定的“驰”思考空间，说出自己的答案，让学生在参

与课堂回答中收获成功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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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如何把教学内容做到“张驰”结合，这是获得良

好教学效果的重要前提。一位老师，如果把一节课上得让大部分学生总是看时间的话

，这节课是失败的。如果老师能把一节课上得让学生感到“呀，这么快就下课了”，

那么这节课就是成功的。根据这年龄段的学生都喜欢色彩、动感的特点，我制作了生

动的、色彩丰富的教学幻灯，并把声音加进其中，把黑白单一的课文内容变成为具有

色彩、动感、声音的立体课堂。这样，学生的精神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这些变幻的画

面和声音上，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这节课程内容了。按时间的分配，当完成 20 分钟左

右的新课讲授内容后，学生的精神状态会转入分散状态。这时，让学生进入“驰”的

状态下的后 20 分钟，自己当主角，既可以表现自己，又可以取得加分。这样，课堂

就可以在学生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时候结束。 

作业布置是学生巩固课堂学习的保障。每次课程完成后，必须在家里完成老师布

置的作业，不做作业的学生可以说是 100%无法学好中文的（美国中文学校的孩子，每

周只有周末 2 小时的课堂授课时间）。贪玩是处于年龄段较小的学生的特征，完成作

业的自觉性不高，这样，就必须通过外在的形式来强化完成。除了让家长督促学生完

成作业外，我制定了《学生作业情况登记表》，每次作业的完成情况都有登记，并且

对每次满分的学生给以双倍的加分，每次课前给以表扬，每四周给作业完成优秀的学

生颁奖。这样，学生们作业完成就有了动力，每次都把作业做得最好，每节课都盼着

能听到老师在课堂上点到自己的名字表扬。 

在美国进行中文教学，除了要克服不同国度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带来的障碍外，还

要想方设法地把自由国度的学生引向“张驰”有度的中文教学，让学生既有“张”的

强化学习记忆，又有“驰”的发散思维和创造力、想象力。只有这样，中文教学才能

在美国的教学中受到欢迎，受到重视，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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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学生 
叶老师班（2015 秋） 

-----------------------------------------------------------------------------------------------------------------  

一班：Emily Hu 

听见  

 
我听见了。 

我刚才听见了。 

我刚才在学校听见了。 

我刚才在学校听见了响声。 

我和我的同学刚才在学校里听见了响声。 

我和我的同学刚才在学校里听见了奇怪的响声。 

 

 
二班：Hannah 

听见  

 
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听见老师在说话。 

我听见了，听见老师在说话，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二班：Renee （马子润） 

听见 

 
我听见狗叫。 

我听见小狗汪汪叫了三声。 

我听见邻居的小狗汪汪叫了三声。 

门铃一响，我听见邻居的小狗汪汪叫了三声。 

 
送给  

 
我送给妈妈一个礼物。 

我送给妈妈一个大礼物。 

我送给妈妈一个又大又好看的大礼物。 

妈妈过生日，我送给妈妈一个又大又好看的大礼物。 

 
拉住 

 
我拉住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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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住妈妈的手。 

我拉住妈妈的手过马路。 

我紧紧地拉住妈妈的手过马路。 

为了安全，我紧紧拉住妈妈的手过马路。 

 

二班：Evelyn （方涵可） 

 

拉住 

 

我拉住弟弟的手。 

我拉住弟弟的小手。 

我拉住弟弟胖胖的小手。 

出去玩，我拉住弟弟胖胖的小手。 

出去玩，过马路的时候，我拉住弟弟胖胖的小手。 

出去玩，过马路的时候车来了，我拉住弟弟胖胖的小手。 

 

 
 

二班：Katelyn （方涵乐） 

送给 

 

我送给妈妈一个礼物。 

我送给妈妈一个生日礼物。 

我送给妈妈一个生日礼物，妈妈很喜欢。 

我送给妈妈一个生日礼物是发夹，妈妈很喜欢。 

我送给妈妈一个生日礼物是漂亮的发夹，妈妈很喜欢。 

 

 

二班：Danielle （陈彦同） 

听见 

 

我听见了。 

我清楚地听见了。 

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 

外面打雷了，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  

 

送给 

 

我把花送给你。 

我高兴地把花送给你。 

我高高兴兴地把花送给你。 

你生日了，我高高兴兴地把花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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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r: Sandy Chang 

 

介绍 我自己----- 芳华 Lila Portis 我叫芳华。我在英文学校读五年级，在中文学校读四年级。我喜

欢看书和写作。我学了四年中文。我家有四个人：爸爸，

妈妈，弟弟和我。我还有一只狗，她叫安妮。她很可爱。 

 

 我的暑假----- 宝丫 Granita Shen 

今年夏天妈妈爸爸开车带我们去了印第安那。那是我妈妈

爸爸结婚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的农场跟狗玩。我们还去露

营了，还跟我们的朋友们玩了。 

  

 暑假----宝蛋 Grant Shen 

我们今年夏天去印第安那了。我们在那里散步，露营。我

特别喜欢露营。我们还去农场看了狗、玉米和花。我们玩

得很高兴。 

 

 

  我们的夏日假期 Teacher: Sandy Chang 
 

申作民和申作正 Kevin Shen, Andy Shen: 

夏天我们和朋友们一起玩，我们做了很多体育运动，

玩了很多电脑游戏。我们还去了威斯康辛的 Devils 

Lake，在那里游泳、抓鱼，我们抓了很多小鱼。我们

还去了 Chicago Bears Football Game. 

 

 Hanna Shimada:  

这个夏天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去了夏威夷。在夏威夷，

我们钓鱼、潜水、游玩。我好开心哦！ 

 

Allison Yam, Justin Yam 

 暑假的时候，我们和家人一起去了威斯康辛。我们游泳，玩游戏。还去了动物园。在那里我们看

到了许多可爱的动物。像马，鸡，狗，猫，猪和熊猫。我们还吃了披萨饼，意大利面等等。我们

的暑假过得很丰富。 

 

Dixon Chung  

我和哥哥去了威斯康辛的 Devils Lake。我们爬了山。我还和哥哥，Mathew，Jason 一起玩。我的

暑假过得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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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r Hwang's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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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吕永巧 

 

       我的老师 
    Nathan Yao 
     (姚木木) 

 

    我很喜欢我的 1年级时

的老师，她的名字是

Mrs.Seed。 

    我喜欢她是因为会跟我

们一起在外面玩。她跟我们

一起荡秋千，她荡得很好呢

。要知道别的老师都不会让

我们经常在外面玩的。               

    我喜欢她还有一个原因

是，她不给我们留很多回家

作业，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

的时间玩啦。有时她还让我

们在电脑上玩 Cool Math 

Games。 

    Mrs.Seed 老是给我们

开 party。在万圣节的

party上，她给我们准备了

很多好吃的糖果，我最喜欢

吃糖果了，所以吃了好多，

真过瘾啊！万圣节过后，我

们还有－个圣诞节的 party

，在圣诞节的 party 上，我

搭了－个雪人。                  

    我知道 Mrs. Seed 有

两个女儿，第－个是 7岁，

第二个是 3岁。我还知道老

师也很喜欢狗。其实我很想

去老师的家里看看，我想知

道她的房子是大的还是小的

。我猜，Mrs.Seed 的家里

肯定很好玩，她肯定会准备

很多好玩的东西给她的女儿

们。 

    虽然现在我已经离开

Mrs.Seed.到另外一个学校

上学了，可是我还是经常想

起她，想起她曾经带给我们

的快乐。我爱我的老师

Mrs.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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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第一天 

MLP8: 余佳仪 

指导老师：吕永巧 

今年暑假，我们一家去了巴黎

游玩，我会永远记住到达巴黎的第

一天，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巴黎，

听说那里非常时尚和具有历史感。

下飞机以后，我，爸爸妈妈，和我

妈妈的朋友燕阿姨一家到了宾馆。

宾馆就在卢浮宫的旁边，但又小又

旧，可是爸爸妈妈说在巴黎已经算

大的了。然后，我们到附近的中国

餐馆去吃中午饭，我和好好，燕阿

姨的儿子，都快要睡着了！这家中

国餐厅是我见过最小的餐厅，我们

六个人挤在一个小桌子旁。这里的

中国饭可真难吃，还这么贵。我们

因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大家

都没有什么胃口了。 

饭后我们沿着巴黎最主要的市

中心大街，一路走到凯旋门。我们

先经过了卢浮宫门口的广场，拍了

几张照。卢浮宫的建筑群非常巨大

，楼顶上都雕刻着美轮美奂的雕塑

，我想里面肯定更大，更有风格。

然后，我们来到了皇家杜乐丽花园

，在远处第一次看到了埃菲尔铁塔

，都很激动。爸爸一开始还没有看

出来是埃菲尔铁塔因为实在太远了

，我们只能看到最顶上。花园旁边

还有一个大转盘，走过去才发现是

个游乐场，我和好好选择玩蹦床，

我在大小孩的蹦床，跳得特别高，

玩得很高兴，唯一缺点就是天气太

热，我很快就玩得又累又热。爸爸

对我们很好，他帮我们到著名的甜

品店 Angelina 买高级冰激凌吃, 

Angelina 是巴黎最好的牌子，所以

特别好吃，好好说他的巧克力味冰

激凌很特别，是这个牌子最有名的

，可惜我不喜欢吃巧克力，所以选

了另外一个水果口味。享受了美味

的冰激凌，我们就继续沿着林荫大

道向凯旋门方向继续走。 

我们到达了协和广场，协和广

场特别大，建筑都是镶金的，好高

贵啊！在这里我还看到了卢浮宫。

爸爸说，“如果我们想去参观卢浮

宫，恐怕连一个星期都看不完！”

皇宫旁边是一个金色的喷泉池，喷

泉池里是神仙的青铜雕塑，每一个

铜像在做不同的事情，有一个在抓

鱼，另一个在吹乐器，特别美。“

瞧，这是埃及方尖碑！”妈妈指着

一块高耸的石碑。这是一个埃及建

筑，上面雕刻着埃及字，是一块一

块从埃及运过来的石头搭出来的再

走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能看到凯

旋门了，我感到特别开心能走这么

远，因为我体力很差的。我们走过

了香榭丽舍大街，那里人山人海，

有各种各样的世界顶级品牌店和餐

馆。那时候已经将近傍晚了，我们

排队到凯旋门的上面。大家必须要

走上去，所以我们到最顶上的时候

都喘不过气来，可是非常值得，风

景特别美！我能 

看到整个巴黎。我看到了著名的埃

菲尔铁塔，美丽的夕阳，巴黎的大

街和布局，和许多有特色的房子。

爸爸给我拍了无数张照片，我们心

满意足的下了凯旋门。 

最后，我们在香榭丽舍大街

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饭，然后坐上

了一辆闪着蓝光的漂亮的三轮车

，一路叮铛回宾馆去了。多么快

乐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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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军夏令营 

 MLP8: 廖翰林 

指导老师：吕永巧 

 今年夏天，我去了童子军在

Wisconsin 的保护基地 Makajwan

，参加童子军活动。 

 我们是做大轿车去 Makajwan

的，在那里，我还遇到了 Skokie

的朋友。到了营地，一个童子军

在玩棒球，我站在旁边，弯腰去

拿包。他正巧挥舞球棒，打到了

我。我头上肿了一个大包，还出

了一点血，却没有晕倒。这好像

不是一个太好的开端。 

 我的营地离食堂很远，要翻过

几座小山。一路上有很多石头和

树根，不太好走。每天早上，我

起来穿好衣服就去食堂里吃早餐

。吃完了早餐，去童子军

Trailblazers 拓荒者课程。之后

去交易站买东西或者交换打枪门

票。中午回食堂吃午餐。吃完了

午饭以后，有一段休息时间。休

息完了，就去上一个奖章课。星

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是打

枪。星期二和星期四是皮划艇。

上完奖章课，可以自由干别的事

情，比如说打枪或者射箭。射箭

是免费的，因为射箭头可以重复

利用。干完了别的事，要去食堂

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可以自由活

动。天黑了，要回到营地，通常

有篝火晚会。最后回帐篷睡觉。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 
M

 MLP8: 吕媺轩 

  指导老师：吕永巧 

 在夏令营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学

习打枪和射箭。 我打枪得到了一

半的奖章。我还学到一些射箭的

技巧。这一个星期的夏令营很辛

苦，被蚊子咬了许多包，但是我

还是很喜欢它。明年我还想再去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今年的暑

假，我和我的家人去马来西亚拜

访我父母的家人。在马来西亚，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国家动物园

。 

  在动物园里，我们先见到了长

颈鹿，然后又看到老虎，豹，斑

马，犀牛，猴子，红毛猩猩和黑

猩猩（chimpanzee）。 

 最后我们看到了我最想要看的

动物：熊猫！我五岁的时候，我

的妈妈送我一只挺可爱的熊猫玩 

 

 

 

偶。我很爱那只熊猫，所以我从

此以后就很喜欢熊猫了。 

 我们到了熊猫区以后，那些照

顾熊猫的人跟我们讲不要用闪光灯

，因为这样会吓着熊猫。后来他们

带我们下一些楼梯进去一个蛮大的

空间。我们走过的走道旁边有两个

熊猫围场区。那只女生的熊猫，靓

靓，在左边的围场区。那只男生的

熊猫，兴兴，在右边的围场区。它

们不可以在同一个围场区因为它们

会打架。 

可惜它们没有做什么，因为它们两

个都在睡觉。兴兴睡在一个大冰块

上，而靓靓睡在一根树干下。之前

那些照顾熊猫的人说我们只可以看

二十分钟，但是他们没有赶我们出

去，所以我们留在那里差不多四十

五分钟。 

 当我们终于走的时候，我们走

进一个熊猫记念品店。里面卖的都

是熊猫的东西。有很多不一样的熊

猫玩偶，熊猫帽子，和别的关于熊

猫的东西！ 

  我们逛了熊猫记念品店以后，

还逛了一个熊猫面包店。那里有卖

熊猫包和熊猫杯形糕 (cupcakes)

。 

我很高兴我终于见到真的熊猫了！

这真是一个难忘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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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夏天的中国

行－－上海夏令营 

                                                     

by:  孙映溪      孙彦钊 

“去上海夏令营”。 

这是今年暑假我最大的惊喜

。以前我的朋友说起过上海

夏令营的事情，她们都很激

动，这也感染了我。 但是

我不很确定愿意去。当知道

去年参加过的两个好朋友也

要去的消息， 我也就愿意

去了。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今年组织

去上海夏令营。有 20 个营

员。 我的妹妹也参加了。

学校两个老师带队。夏令营

7 月 3 日开营， 7 月 16日

闭营。 

我们住在上海锦荣国际饭店

，和从亚特兰大来的中文学

校组成了闸北营。我跟我的

好朋友 Julia 住一个屋，所

以我们都很激动和高兴。上

海夏令营大概有来自世界华

裔青少年 300 人，共分七

个营地。 

活动第一天， 去了闸北实

验中学。 学校不大，老师

讲解了中国文字的来历， 

中国的历史，说到我们都是

龙的传人，教我们用毛笔写

好多种龙字。和学校里的学

生一起做陶艺，版画，学弹

古筝，大鼓，吃饺子，演节

目，不好表演的我也上去和

营员一起唱了一首歌。 我

们还唱了美国国歌，实验中

学的同学们唱了中国国歌。

在竹板舞的欢乐中结束了这

丰富的一天。 

我们参观了另外两所中学：

田家炳中学和上海回民中学

。观看了科技教室， 学做

捏泥，体育运动。 我最喜

欢玩推圈，追着同学，真的

很有趣。他们准备了丰富的

节目， 游戏，唱歌，猜字

，当然我们也是一起参加的

。 

回民中学，有一个很大的桌

球室，我们都尝试了。我们

还参观了民族文化苑， 一

起参加了心里健康中心的活

动。我们女生和男生为了同

画一幅画。下午我们学了些

民族特色的运动。你可能想

知道吧，就是亚甲，我的妹

妹参加了，把脖子都磨红了

，还是要挣着比试。我呢？ 

特别喜欢板鞋比赛。三人一

起同步，两手搭肩，左脚放

进一个木板鞋，右脚放进另

一个板鞋， 当教练鸣哨后

，比赛开始了。我们喊号，

Left, Right, Left, Right.一不

小心， 一个人歪了，我们

全笑倒啦。我们交了朋友，

留了联系方式。一起照了相

。 

我们参观了上海犹太难民纪

念馆， 了解了上海人的友

爱。我们去了两个街道文化

区，学做手工，剪纸，手工

编织， 香囊艺术，做挑帮

帮游戏和打中国算盘，画画

，品茶，什么老白茶，泡沫

冰红茶，夏天的华尔兹，时

令果味茶。我还得到一个画

家画的扇画，上面是一个奔

腾的马。 

参观上海中华文化宫，是世

界博览会的中华馆。放大的

立体清明上河图。白天黑夜

交替， 不同景观，非常好

看。 

去了上海东方明珠，那天正

好下着小雨，但是我们还是

很高兴。排了很长的时间上

去。我们绕着圈欣赏黄浦江

及一座座摩天大楼，好漂亮

啊。 

 

第一次参加赛龙舟。那天我

们去东方绿洲。上海所有的

营员都去了。 那个多啊，

还遇到从芝加哥去的。我的

朋友很激动，她们希望看别

的国家来的营员。我自己想

：无所谓。我的朋友 James 

在船的前面站着打鼓。他打

鼓打得很好，他也喊号。不

过，我们没有别的队的力量

或者能力。我们划啊划，虽

然没有赢，但我们度过了很

美好的一天。 

夏令营安排我们逛城隍庙，

田子坊，朱家角和南京路。

我在南京路买了四件又漂亮

又便宜的衬衫。那天也是

Julia 的生日，所以我的朋

友 Angela，我的妹妹 

Marissa 和我为她付她的麦

当劳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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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闸北营分成四个小组走

进市民家庭。我的小组是最

小的，我们只有三个人，

Julia, Marissa 和我.我们的

接待家庭的孩子和我们一起

玩儿。我们的接待家庭有两

个孩子，一个女孩子和她的

弟弟。她比 Marissa（

Marissa 是我们小组最年轻

的）年轻两三岁。两个照相

的人员来给我们照相。我们

坐着沙发上看女孩子跳舞，

照相的人员在公寓的台上！

她跳完以后我们四个女孩子

坐着沙发上所以他们可以照

好的相。一些原因他们不喜

欢 Julia 的箍牙,所以他们要

她抿嘴笑。Julia 很不适应

抿嘴笑，照相的时候就皱着

眉头。最后，我们互相交换

了礼物。 

最让我惊讶的是看东方时空

马戏城表演，精彩惊险不断

。7 月 15 日下午闭营表演

。 晚上去了蓝色旋转餐厅

就餐，所有的营员都来了，

有从加拿大，法国，比利时

，澳大利亚来的，当然从美

国来的应该是最多的。好热

闹啊！我们欢快的说话，吃

着美食， 脚底下缓慢的在

旋转，如果你不是太注意的

话，感觉不到。但是外面的

风景已经变了。我们在上面

玩到快八点。 

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上海侨

办安排很好。我们住的好，

吃的也好，但是我们还是去

吃了麦当劳,买了薯片。 

每天回宾馆，我们会照一个

大家照因为我们的父母都很

想我们。 报平安。可是，

我的父母已经跟我来了，所

以他们不太担心。家长建有

微信群。在夏令营开始前， 

家长带着孩子们还举行了一

次烧烤野餐聚会， 在漂亮

的湖边公园 Gilson Park跟

朋友们玩儿。 

上海夏令营是我永远难忘的

夏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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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Xu's Classes 

                      
 
                Alexis Chiong                                                       Alice Wang             Anni Huang 

                   
 
                     Annie Tong                                                     Charlotte Che                    Chloe Cao 
 
 

                                             
 
               Cindy Liu                                                                   Cynthia Chen                                Emily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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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an Ding                           Grace Huang    Grace Wu 

 

 

 

 

                   

 

                     Heidi Zhang               Huajia Bu     Jack Magill 

 

 

 

               

 

                     Kevin Liu                    Richard Wang    Ronghe Katie Chen 

 

 



~ 23 ~ 
 

                                                           

 

   Sabrina Cao                             Sammy Wen 

 

                                                                                  

                           Shinyi Ding                  Sofia Bi 

  

 

                                              

 

                   Vivien Good      Woody Z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