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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学生投稿选登 

【编辑的话】 
暑假里的一天 9A 班 黄大卫 
我的暑假故事 9A 班 李方雅 
难以忘怀的南京夏令营 9A 班 武毅飞 
布查特花园 9A 班 徐馨 
我的暑假生活 9A 班 周谟姗 
我的夏天 9A 班 朱雪琪 

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海外组）获奖作文 

我爱学中文 郑师维 指导教师: 王西宁 

 

 

 

 

 

【封面说明】照片摄于上学期末学校在乔丹大湖组织的野营活动。天气好、营地好，大家玩得很开心。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1125896/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1127218/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0578181/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1125896/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1127218/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0578181/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1125896/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1127218/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0578181/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1125896/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1127218/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jpyang/5840578181/in/photo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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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作文竞赛我校学生榜上有名 

第12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我校11名学生得奖。祝贺同学们榜上有名！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在新学

年取得更好的成绩。希望我们学校的所有学生都积极参加各种中文写作的活动。 

 学生姓名 题目 辅导教师 

一等奖 周安杰 《生如夏花——记我的外婆》 乐亚娣 

二等奖 石禹明 《我学英文的故事》 乐亚娣 

 陈凯文 《弟弟一岁了》 刘翠 

 邱文宁 《我的妹妹》 郑金华 

 徐晛 《学中文的故事》 刘玉洁 

三等奖 韩乐 《我最爱春天》 石青 

 王洁宁 《寻根夏令营》 郑金华 

得奖作文下期选登。 

AP 中文考试我校学生成绩优秀 

近今年石青老师的AP班有12名同学参加考试。其中10名同学拿到最高分5分，2名同学拿到4分，成

绩优秀。我们祝贺同学们的优异成绩，感谢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以下是此次考试的成绩统计表： 

 Total Group  Standard Group ** 

Exam Score N % At  N % At 

5 5,762 72.3  445 33.1 

4 1,104 13.9  285 21.2 

3 736 9.2  348 25.9 

2 170 2.1  113 8.4 

1 198 2.5  155 11.5 

Number of Students 7,970   1,346  

3 or higher % 7,602 95.4  1,078 80.1 

Mean Score 4.51   3.56  

Standard Deviation 0.93   1.33  

** Standard students generally receive most of their foreign language training in US schools.  They did not 
indicate one their answer sheet that they regularly speak or hear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the exam, or that 
they have lived for one month or more in a country where the language is sp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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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青少年文学奖 

我校郑师维同学在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海外组）以《我爱学中文》一文获二等奖。指导教师是王西

宁。我们向祝贺郑师维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感谢王西宁的支持和培育！郑师维同学的得奖作品全

文请见本期最后一页。 

关于值班家长责任的规定 

秋季开学之际，家长会提醒各位家长，以下是值班家长的责任： 

1. PK - G2 的值班家长给全班学生带课间点心（最好一人一袋，例如Chips， 如果有同学有Allergy， 

请家长尽早告知），饮料（最好是水。避免带鲜艳颜色的饮料，以免弄脏教堂的地毯）和 Napkin。 

1. 提前十分钟（9:20am）到教室， 和老师分工合作，监督课前教室秩序。 

2. 上课前帮老师摆好桌椅 

3. 帮老师复印教学材料和课外作业 

4. 课间到教室分发点心和维持课间秩序 

5. 课后帮助老师擦黑板，并把桌椅按照教室的原始布局放回原处。收拾桌面和地面，关灯和窗户。 

6. 协助老师对在校生病或受伤的学生采取必要措施。 

7. 如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协助老师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另外请注意： 

1. 班级家长实行轮流值日制度，家长们应积极配合家长代表，做好值日工作。 

2. 因故不能值班者， 应及时通知家长代表，以便及时调整。 

3. 任何家长如在值班日不到或迟到，都必须付$30给RACL 家长会，每违反一次交$30。 

这笔钱必须在下学期注册时付清，否则会影响注册手续。 

4. 家长值日是每个家长的必尽的义务， 不是自愿的服务， 家长会会将所得的$30付给顶替的值班家

长。请家长代表对违章事件如实汇报给家长会。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主管何太平提醒大家，关于使用学校电子邮件的规定：http://www.racl.org/email.html。 

如想推出racl@statgen.ncsu.edu，请发电邮到majordomo@statgen.ncsu.edu。请在邮件主体写上：

unsubscribe racl。如果遇到技术问题、意见和建议，请用Taiping.He@att.net与何太平联系。 

请不要在走廊逗留 

校长石锐在新学期提醒各位家长：学生上课时，请不要在走廊逗留。如果您要在学校等孩子，请使

用E260或图书馆S309。 

http://www.collegeboard.com/
http://www.racl.org/email.html
mailto:majordomo@statgen.ncsu.edu
mailto:请用Taiping.He@at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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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he fire code, our parents are not allowed staying in the hallway when class is in session except 

the safety team members wearing Orange vests. Parents staying in the Hallway talking also interrupts the 

classes.  You might go shopping during the class time, or stay in the E260, the place we rent for our parents, 

or go to library S309. We also have Taiji class in E250 during 11:30 am - 12:30 am.  The Olds Elementary has 

no place to stay at all! 

2010-2011捐款总结 

以下是助理处长齐金根提供的上学年的捐款报告。我们在此感谢所有捐款的朋友们、RACL的志愿者、

为捐款作出努力的工作人员和各个捐款的公司：你们是RACL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 

 

公司 捐款数额 细节 

CISCO $16,630.00  $1000+:  Chen,  Xin;  Tai, Xiaorong, Zheng;  Yu, Zhou,  Xiaohui; He,  Zhu 

 $500 - $999:  Jin,  Shuli; Gan,  Dayong; Liang, Yong;  Zhang,  Hong; Cao,  
Jue;  Zhang,  Jianzhu; Zhang,  Helen 

 $200 - $499:  Deng,  Zhiang; Liu,  Yuhong; Wang,  Alex; Ding,  Yichun; Zhao,  
Jing; Ye,  Feng; Wang,  Xiaodong; Zhang,  Ziyu; Zhao,  Ming; Wei,  William; 
Zhang,  Mei 

 Other Amount:  Sun,  Wei; Han,  Bing; Huang,  Yiming; Zhang,  Chun; Li,  
Min; Quan,  Cheng; Yang,  Yi 

GSK $5,358.36  $1000+:  Fu,  Jiarong; Liao,  Qiming; Wang,  Ruolan 

 $500 - $999:  Sun,  Peixin;  Xu,  Tianshun; Xie, Shiping;  Xue,  Zhengyu; 
Zhong, Lucy 

IBM $240.00  Donation made through United Way in various amounts. 

Personal $820.00  $500 - $999: Yang,  Jianping 

 $200 - $499: Xu,  Guojie 

 Other amount: Hsiang,  Yun-Lai Michelle; Zhang,  Rongrong; Legeido,  Anna 
K; Kandinata,  Daniel 

QualComm $250.00  $200 - $499:  Fang, Xin 

SAS $13,500.00  $500 - $999:  Chen,  Owen; Chen,  Jane; Dennis,  Shiau Yen Chin; Dong,  
Hua Rui; Fan,  Yubo; Gong,  Qing; Haueh,  Lanchien; Huang,  Wei; Liu,  
Karen; Liu,  Zhenrong; Parham,  Lily; Shi,  Jennie; Sun,  Chuanzhong; Wang,  
Huifang; Yang,  Jack; Yang,  Jianping; Zeng,  Linda; Zhang,  Songhua; Zhang,  
Wei  K.; Zhang,  Jennifer; Zheng,  Dake; Zheng,  Fei; Zhou,  Jason; Zhu,  Ying 

 $200 - $499:  He,  Taiping; Qian,  Li; Wang,  Tianlin; Zhong,  Jie; Zhou,  
Wenwen; Zhu,  Lois 

Talecris $500.00  $500 - $999:  Yan,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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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石锐 

各位洛丽汉语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大家好！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 洛丽汉语学校也迎来了它第 17 个年头。我倍感荣幸成为 2011-2012 学

年的校长，同时我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但我有信心把工作做好, 因为有我们全体教职员工的

无私奉献，有广大家长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借此机会, 向正在和曾经在洛丽汉语学校工作过的各位老

师和工作人员，向为学校捐资助学的热心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没有你们辛勤的工作和付出，就没

有我们学校的发展壮大。 

我校建校十六年来,经过历任校长、全体老师和工作人员的齐心协力,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办学规模从最初的几十名学生发展到今年的五百多名学生。学校的各项教学管理制度、常规管

理制度也都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我们学校有许多学生的习作在各级比赛中获奖；有许多学生得到

了ＷＡＫＥ ＣＯＵＮＴＹ教育局认可的中文课的学分；有许多学生在 SAT、AP 中文考试中都得了

令人骄傲的成绩;各项社区活动都有我们舞蹈班和俱乐部孩子们的身影。每个周六中文学校五百多名

学生求知的双眼、五十多位老师诲人不倦的笑脸、上百名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都在向人们表明洛

丽汉语学校，就像十六岁的孩子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正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 

在新的一年里,学校将会调动各方面可以调动的力量来保证本学年的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将进一

步规范财务和行政管理制度, 邀请法律财务方面专业人士加入我们队伍；在教学管理上, 我们根据学

生年龄的特点, 让低年级的孩子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让中高年级的学生有目的地学习；家长会的工

作人员也将投入更多的人力来维护教学秩序，做好家长和老师沟通的桥梁, 给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良

好的学习环境，同时, 我们也希望大家遵守教堂和 Olds 小学对我们的要求, 认真爱护和使用好各项设

施；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图书资料和设备管理, 使学校的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使图书馆成为师生学

习中华文化的中心。 

随学校规模的扩大，我们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过

失和错误，我殷切地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能够及时提出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一起为学校的发

展来展示您的才智。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学校所有繁重的日常工作, 都是一群热心的家长志愿

者承担, 希望能有更多的家长投入到我们自愿工作者的队伍中来。学校，是我们大家的学校。我相信，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脚踏实地工作，我们的中文学校一定会越办越好，我们学校也一定会有更加美好

的明天。 

最后，祝愿大家在洛丽汉语学校度过一个美好而充实的新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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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De （武徳） 
– Humility, Diligence, Kindness, Patience, Loyalty 

Renee Warren 

July 30, 2011 

Whenever I teach, I try to always mention the martial code of ethics known as 

Wu De. Quite often, I am asked to explain what this term actually means and 

how it applies to my martial arts instruction for all ages.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quote... “It is as wrong for an honest man to act like a 

thief as it is for a thief to act like an honest man.” Of course my youngest 

students cannot grasp the meaning behind this old saying. What they do 

understand is how I bring it down to their level by sternly telling them that the 

Wu De means that they should not fight with their brothers/sisters, listen and 

respect their elders, never use their martial skills unless they absolutely have 

to defend themselves, always be humble and to never lie, cheat, or steal.  

To me, it does not matter how a young student performs his/her kung fu 

under my instruction as long as they try their hardest to do their absolute best. 

What does matter to me is that if the only thing that a young (or for that matter 

an older student) child learns that they have a choice to do the right thing in any situation I feel that I have 

done my job as a teacher of life lessons. My sincere hope and wish is that I have influenced the student 

positively so that they can grow up to be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society. 

Even before I started studying martial arts and became exposed to Wu De, I had a strong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As a high school student, my first job was retail security for a major department store. I became 

disgusted at the boasts of some of my best girlfriends’ exploits of shoplifting expensive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Knowing my best friends came from fine upstanding families and were given just about 

anything they ever wanted, I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ir actions. I asked them why they would steal when 

they could just ask their parents for the money to buy whatever they desired. Imagine my shock turning to 

disgust when they replied laughing, ‘oh Renee, get over it! Everyone steals and we just want to see what we 

can get away with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without getting caught.’ 

Needless to say, I informed them that eventually they would get caught and that if they didn’t want me to 

be the one busting them, they needed to stay out of my store.  Fortunately, they heeded my advice but our 

friendship was never the same afterwards. Certainly peer pressure was a big part of their behavior but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stronger in character, those who will not go along with the crowd and will stand up 

for their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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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I sat down with a cup of coffee and just happened to catch CBS’s morning news segment about 

how American society has changed so dramatically regarding morals and ethics. Across the TV screen 

flipped sound bites and images of President Nixon stating he was not a crook, President Clinton stating he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young woman, ex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ohn Edwards denying 

his involvement with his mistress and fathering a child, Bernie Madoff being shoved on a NY street by 

crowds and journalists, Atlanta public schools’ scandal exposing cheating and Casey Anthony being 

sentenced to the one charge of lying to authorities. The expert psychologist being interviewed by the CBS 

anchor stated that our country has lost its moral compass and that overseas others refer to the US as a 

‘nation of liars.’ 

The whole concept of Wu De should apply to every single human being on the face of our Earth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oo many people give in to base human nature which makes all of us fallible and imperfect. A 

human being’s character is very much like a fine sword being forged – the metal is subjected to hot fire, 

then hammered into shape, and the process is repeated many times until the sword is as fine a weapon 

that can be created by the craftsman. 

Our world would be such a different place if everyone embraced the Universal code of ethics and morals 

known in the martial arts world as Wu D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instructor 
rtwdesigns@embarqmail.com 
http://rtwselfdefense.embarqspace.com/# 

  

mailto:rtwdesigns@embarqmail.com
http://rtwselfdefense.embarqsp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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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学生投稿选登 

 

 

 

 

【编辑的话】 

感谢

 

 

 

 

 

  

mailto:gongqi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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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的一天 9A 班 黄大卫 

今年，我是在中国过暑假的。 

我有一个中国的好朋友叫王陶，他跟我同岁，同一年级，而且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星

期天一早，我和王陶去他江南无锡的外婆家玩。一路上，我们俩个很兴奋。我一直拍照片，

记录下美好的风景，很快就到了王陶的外婆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房子附近长着一些果

树和花草，有桃树、梨树、石榴树。我还看到许多五颜六色的鲜花。 

桃树上挂满了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我可开心了，跟着我的好朋友一起，拿着网兜的竹竿

去摘桃子。桃子摘下来，又红又大，他的外婆洗干净了拿给我吃，我咬了一口，桃汁滴滴地

往下流，哇，真甜啊！ 

吃完桃子，我又有个新发现：在院子旁边的

一间屋子里，养了一群羊，有羊爸爸，羊妈妈，

还有4只刚出生不久的洁白可爱的小羊羔！我很

喜欢它们，拿了青草去喂给它们吃。突然我想起

了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就分别给4只小

羊羔起了名字，那最贪吃的叫懒羊羊，最可爱的

叫美羊羊，最强壮的叫沸羊羊，和最聪明的叫喜

羊羊。 

午饭过后，我们出去到村子里散步。我看到

路边的农田里长着红彤彤的西红柿，绿油油的黄瓜，紫幽幽的茄子。。。这儿的天是蓝蓝的，

身旁的河水也是干干净净，空气是新鲜的。 

黄昏时候，我该回家了，我依依不舍地跟王陶的外婆告别 。临走时，我又去给那群羊喂

了一些草，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它们。就这样，我结束了我愉快又难忘的乡村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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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暑假故事 9A 班 李方雅 

虽然我暑假没有去哪儿，但是我们在独立节有一个烧烤聚会，还在旁边的河上划船。我

们暑假还去了海边，在旅馆住了两天。 

去海边时，我们在大西洋的一个旅馆

里面住，前面就是沙滩。太阳还没出来的

时候爸爸和我就到海边去看日出。太阳像

一轮圆圆的红球慢慢的从海面升起，天也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明亮。同时也可以看见

一群一群的海鸟在空中盘璇。 

到了海边以后，我们也天天下到海里去

玩。走进海水里，等波浪冲过来的时候， 

我就憋住气，头沉进水里，钻进浪里，浪过

去了才抬出头来，真是其乐无穷啊！如果不钻进水里，海浪还能推你上岸来。大自然的力量

真大啊！ 

玩累了，我们就回到旅馆去，坐在阳台上，

望着翻滚的大海，慢慢的天变黑了，只听见波浪

的声音。过了不久，我突然看到远处的一轮黄黄

的东西挂在天空上，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过了

一会儿，它开始慢慢的变颜色，从黄到白，原来

它是月亮！平时看的月亮都是一开始就是白，我

在海边看的这个月亮还是第一次见到的。 

这次我去海边看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体会

到了大自然的神秘。我希望明年能在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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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怀的南京夏令营 9A 班 武毅飞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回中国度假，使我有很多体验中国文化的机会。最难忘的是南京夏令营。

我们在南京“行知”小学扎营三天。在老师的精心安排下, 我们学习了各种中华文化。我觉得玩陀螺、

包饺子和舞功夫扇都很有趣。 

七月十七日的清晨，汽

车把我们送到行知小学。一

走进“行知”小学，学生们就

用鞭炮声欢迎我们，据说这

是中国一种很隆重的欢迎仪

式。接着我们和“行知”的学

生一起交流了自己的学习生

活，然后由他们教我们怎么玩 陀螺和其它的传统中国游戏。收

营的那天，我们到厨房包饺子。我简直不敢相信厨房的阿姨们包

饺子的技巧是那么娴熟！她们把饺子皮做得很圆，饺子馅放得不

多不少，然后熟练地把边儿捏

起来。一下子，让人垂涎

欲滴的饺子就做好了。我

们使劲地想模仿，可是都

没有成功。真是看事容易做

事难啊！另一个很好玩的活动是舞功夫扇。功夫扇把舞蹈和

功夫结合在一起，随着音乐的起伏，老师的扇子一张一合，

动作优美、干脆、利索。我觉得，观看老师优美的舞姿真是

一种艺术享受。 

在“行知”，从校长到各种才艺老师，都教了我们很多知识。特别是杨校长，他给我们讲解了中国

历史和“行知”小学发展的历史。如果没有“行知”老师的热情帮助，在“行知”小学的日子就会逊色不少。

感谢他们对我们海外学生的理解和包容。还有，我们在南京的大部分时间都下雨。有一天，雨下得

很大，操场里灌满了水。老师为了不让我们湿了鞋，就把我们一个个背了过去；因为下雨，有的活

动不能如期进行，为了不让我们寂寞，校长就给我们讲故事。所有这些都令我十分感动。 

在中国的那一段日子不仅有趣，而且很有意义。我会永远记得南京夏令营，尤其是在“行知”小学

那几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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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查特花园 9A 班 徐馨 

今年暑假我和我的妈妈，爸爸，和姐姐到了加拿大去旅游。加拿大是个很漂亮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高高大大的雪山， 绿绿的树林，还有五颜六色的花。我们看到了冰川，温哥华，

班夫，和贾斯珀国家公园。那些地方都很好玩，可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维多利亚的布查特花

园。 

布查特花园是个很大很大的花园。我们看到的树都非常巨大。每一棵树都像两个长颈鹿

一样高。那里还有一些像动物形状的草丛，可爱极了！然后我们在一个池塘里看到了很漂亮

的喷泉。它 喷出了好多水，还喷的很高很高，真有趣。  

我们最后看的是布查特花园的花。每个花都很美丽。 花园里有白色，紫色，红色， 蓝

色，橙色，粉红色，黄色，各种颜色的花都有！它们还有三角形的，方形的，长的，短的，

宽的，细的，大的，和小的花。我们都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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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暑假生活 9A 班 周谟姗 

这个暑假，我跟我的家人去了中国。大部分时间，我们在杭州旅行，但是我们也去了其

它地方。 

在杭州，我们看了西湖，照了许多照片。我们

在杭州的一个公寓里住了三个星期。可惜的是，这

三个星期的天气不好，一点儿太阳也没有，每天都

下暴雨。这三个星期的周末我们去了：舟山，宁波，

南京，和上海。在舟山，我和家人参观了一些庙宇。

之后，我们便坐了动车去南京。这种火车开的很快。

我很喜欢这次动车之旅。在南京，我，弟弟和妹妹

一起去了动物园，看到许多的动物：大熊猫，老虎，猴子，大象。我们还去了儿童公园，在

那儿玩了大半天！ 

在中国，我吃到很多美味的中国菜，留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楼外楼’的饭菜。其中，东坡

肉，西湖醋鱼，叫化鸡，还有龙井虾是我们最

喜欢的几道菜。中国的一些餐馆里还提供红豆

冰沙。红豆冰沙超级美味！ 

我跟弟弟和妹妹还一同去了‘欢乐谷’，玩

了各种各样的过山车。 

在杭州，我们买了很多吃的，文具，和纪念品。很有趣的是：中国的牛奶跟美国的牛奶

喝起来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杭州非常好玩。 

虽然在外面旅行刺激而有趣，我仍然很高兴我们终于回到美国，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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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夏天 9A 班 朱雪琪 

2011年的夏天我没有出去玩。 我既没有回中国， 也没有去弗罗里达度假，为什么呢？

因为我搬家了。  

我在初中交了很多好朋友。 最好的朋友有六个男孩儿和四个女孩儿。 他们十个人之间

有九个被亚特兰大的一个特殊数学

和科学的学校选上了。本来我也被

选上了，我们还讨论了好几个星期

谁会和谁在一个班上。可是由于我

们家要搬到北卡来，所以不能去那

个学校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就

是我离开亚特兰大之前的星期六。

大家都聚到一起为我送行。 我们玩

了各种有趣的游戏， 做了比萨饼，

吃了蛋糕， 出去踢足球， 快快乐

乐的疯玩儿了两小时。 

六月十二号的早晨，我，我妈和妹妹挤进了我们的小车。 爸爸留在家里指挥搬家，随后

会开着大车跟来。 亚特兰大和 Cary 之间有四百多英里，开车最少开七个小时。 那时，我

的妹妹八个月都没到呢。 因为我们知道她在路上肯定会有闹的时候，我们仨就早早的出发

了。 到了北卡后，我爸爸才出发。 他告诉我，与我同年级的邻居来和我告别，可惜我们已

经离开了，没有见到。 

我的朋友们现在还跟我天天联系。我们用电子邮件，Skype，和电话聊天儿。 他们帮我

顺利的渡过了这个暑假。 我最好的朋友 Katherine 有一次去 Charlotte 见她的叔叔。爸爸开

车还开了3个小时为了让我们见面，一起玩儿了一天。 

开学之前，虽然我们一家去湖边，海滩，和山里玩儿了一圈，但我还是更喜欢和自己的

好朋友在一块儿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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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海外组）获奖作文 

我爱学中文 郑师维 指导教师: 王西宁 

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海外组）二等奖 

我出生在美国，每天说的是英文，读的是英文，听的是英文。但有几个地方是例外，一个是家

里，一个是中餐馆，还有一个是就是中文学校。家里爸爸妈妈来自中国，想逃也没有办法。中餐馆

是我的最爱，一段时间不拜访一下，这口里就有点不对劲。那中文学校可都是爸爸妈妈惹的事。问

问同学们有哪位是星期六不想睡个懒觉却喜欢上中文学校的？ 

我总觉得中文特别难学。中文字就跟画儿似的，写起来特麻烦。看起来它早就认识我了，可我怎么

也记不清在哪儿见过它。“秀才识字读半边”。我爸爸总是努力地提醒我。可我怎么就找不到认识

的半边呢？ 

去年我们全家回到中国去看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在那里我们游玩了很多地方，品尝了各种

各样的美食，可是由于我的中文不是特别好，由此还闹出了一些笑话。 

中国有成千上百的小吃，有一天我们吃的包子叫“狗不理包子”。狗都不要吃的包子谁要吃呀？

我跟哥哥尝了一口，味道太好了！在那古色古香的餐馆外面有一块牌子，上面有太多的字我不认识。

爸爸妈妈耐心地用英语给我翻译。原来这个名字后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多希望自己能认识

更多的中文啊。 

有一次出游时，我们坐进舅舅的车子。大姨故意把我挤到一边，还用手捏捏我的脸。我一边躲

一边大叫：“非礼呀！”。爸爸妈妈都回过头来张着嘴巴看着我。过了一会儿，全车的人都轰然大

笑起来。妈妈问我：“你知道非礼是什么意思吗？”我说：“Molest”。爸爸妈妈又忍不住大笑。妈

妈说：“没想到儿子中文学得这么快，这么好。尽管用词有一点点不恰当，但是效果相当不错”。

我一下子得意起来，不由得在心里偷偷地对自己说：“学中文其实也不难，我应该能把它学得很

好”。 

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快，中文会越来越有用。很多美国孩子也开始学中文。我希望能更好地了解

中国的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下次我去中国就知道什么菜好吃。我一定要学会和爸爸妈妈的中国

大家庭自由地通话交流。下次去中国给他们一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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