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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致辞

     同学们，⼋年来，你们不仅茁壮成⻓，⽽且充分领略到了中⽂之美，让这股流淌了
五千年的清流滋润了你们纯真的⼼灵。你们朝读暮咏，通⾳韵，知格律；你们横描竖

写，识结构，练书法。从满⼝浓浓的ABC⼝⾳到流利⽆阻的中⽂交流，你们突破了很多
⼈眼⾥的不可能。你们必须为⾃⼰骄傲！

     希望你们做⼀个有理想的⼈，只有⼼怀远⼤理想，才不会迷失⾃⼰；希望你们做⼀
个懂得感恩的⼈，感恩奔腾这⼀⼤家庭所带给你的成⻓与快乐，感恩⽼师，感恩家

庭，感恩社会；希望你们做⼀个⾃强不息的⼈，时刻激励⾃⼰奋勇前⾏，这是⼀切成

功的源泉。

     2020年的疫情，百年难遇，虽然不得已开始了远程学习，你们学习中⽂的热情和脚
步从未减速。今天你们⻓⼤了，毕业了，这也是⽣活和学习的新起点。⼈，⽣来都是

平等的，也是平凡的，但平凡的⼈也同样能做出伟⼤的事。“炽⽕⽣于暗⽊，锋刃发乎
钝⽯，贵珠产⾃贱蚌，美⽟得之丑璞。”希望你们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持之以恒，
迎难⽽上，去追求美好的⼈⽣吧！

-潘爱芳

     奔腾202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你们好！

     ⾸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出⾊地完成⼋年
学习任务，即将迈向⼈⽣新起点的36名毕业⽣，
表⽰衷⼼的祝贺！向所有的授课⽼师们，表⽰崇

⾼的敬意！向关⼼和⽀持学校的幕后校务⼯作

者，以及⾟勤养育优秀学⼦们的各位家⻓，表⽰

真诚的感谢！



     进⼊2020年，奔腾就基本上⼀直在上⽹课。⽹上的学习⽆论对学⽣还是⽼师、家⻓，
甚⾄是学校的管理层都是⼀种巨⼤的挑战，它包括了新科技运⽤、新教学法、学习法、管

理法的建⽴与实施。就是在如此严峻的考验中，奔腾⼀如既往地、⼀丝不苟地、不折不扣

地完成了19-20学年的教学。虽然，我们⼤家已经⼏个⽉没有⻅⾯，但是每周六照常在“⽹
上教室”完成每周的教学；虽然我们的作业没法直接交到⽼师的⼿中，但是每周都通过“⽹
上教室”上交下发；虽然我们每周的测验考试⽆笔⽆墨，但⽆⼀周、⼀次落下过；虽然教
务处例会不再每周相聚，但忙的时候“⽹上会议室”的每周例会常常成了每⽇例会；虽然毕
业班的“毕业演⽰与答辩”没能像以往那样在图书馆⼈头济济，但是“⽹上答辩”的精彩与规模
更令⼈吃惊！

     世界的不安定影响了我们的⽣活，但是没能影响奔腾的教学。⼏乎每⼀个奔腾⼈都在
努⼒：学⽣们努⼒地完成作业、考试；家⻓们努⼒地让每⼀家的居家⽣活变得多姿多彩；

⽼师们努⼒地准备每⼀周的教学。为了能让“⽹上课堂”更加⽣动活泼、内容丰富，⾃四⽉
⼀⽇起⾄今，奔腾的中⽂⽼师们在短短的两个多⽉的时间⾥，已经参加了超过200⼈次
的“⽹上教师培训”。

     所以，2020届的毕业⽣们：你们是优秀的，那是因为有⼀⼼为你们付出的⽗⺟；你们
是优秀的，那是因为有⼀⼼为了教好你们⽽努⼒⾃我进修的的⽼师们。当你们进⼊⾼中学

习、⼤学⽣活，或⼯作岗位后，⼀定要把你们在奔腾的这种努⼒的精神带去，⽆论在任何

艰难的情况下，都不放弃。你们就⼀定会成功！

-张悦

教学总监劝勉

     2020年是不平凡的⼀年。因此，2020年的奔腾也注定
是不平凡的奔腾，⽽2020届的奔腾毕业⽣也是⼀届与众不
同的毕业⽣。

     当时间进⼊到2020年的时候，奔腾开启了⼀场始料未
及其⻓度的远程教学。与此同时，奔腾的毕业班也进⼊了

⼀个建校⾄今独⼀⽆⼆毕业季。



     ⼀. 在经历中学会感恩。要怀感恩之⼼，没有什么岁⽉静好，是因为有⼈负重前⾏。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数医务⼈员勇往直前，做坚定的“逆⾏者”，他们⽤⼤爱谱写
了“⽩⾐天使”救死扶伤的神圣诗篇。

     ⼆. 在等待中做好规划。做好⾃⼰的⽇常计划，有效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挑战与机
遇并存，只有懂得⾃觉、⾃主，才能把挑战变成机遇，让⾃⼰不断成⻓。

     三. 在居家中增进健康与亲情。该是你们引领家庭主旋律的时候了，带领全家⼈，科学
运动，增强体⼒、耐⼒和抵抗⼒；跟⽗⺟说⼼⾥话的时候到了，平时不愿意讲，没时间讲

的话，真诚地跟⽗⺟说⼀说，相互理解之后的亲情更温暖；此时也是分担家务的好时机，

把你所了解的⼀些⽣活常识和技巧融⼊到做家务活⼉中，让家庭的⽓氛更温馨。

     四.  在⾃律中加强防护和安全。对于同学们来说，此时的担当，更侧重于做好⾃⾝安全
防护，不外出，不聚集。这是对⾃⼰的保护和珍惜，更是是对别⼈的尊重和关爱。

教务⻓的话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是奔腾历届毕业⽣中最特殊的⼀届！正值你们
在奔腾度过最后⼀学期学习⽣活的时候 ，⼀场席卷全
球的⼤规模流⾏病毒不期⽽⾄，所有⼈都被迫放慢脚

步、调整⽣活节奏。在这段特殊的经历中，每个⼈都会

有很多的感悟，在此有以下⼏点期望与同学们共勉：

     虽然你们错过了毕业这⼀年许多重要的时刻：朗读⽐赛、认字⽐赛、辩论⽐赛以及毕业
典礼，但你们在⽼师的引领下，迅速接受和适应了新的学习模式，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有序

的课堂教学、完美的⼩组讨论和出⾊的毕业答辩。

     你们的成熟和成⻓令⽼师们感动和欣慰！你们是奔腾最特殊的⼀届毕业⽣，今天你们
为“奔腾”⾃豪， 明天“奔腾”为你们骄傲！

-刘彬



    亲爱的同学们，祝贺你们！

    ⼗年来，这是第⼀次未能在毕业典礼上祝福毕业班的
同学，⼼中觉得⾮常遗憾。但⽆论以何种⽅式庆祝，你

们都是奔腾最当之⽆愧的毕业⽣。

     ⼀学年⻜快逝去，能成为你们的⽼师，是我的荣
幸。与你们在⼀起学习的九个多⽉中，我从你们⾝上看

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特别是因疫情改为⽹课之后，⼤

家依然每周六按时提交作业，上课提前抵达“教室“静静
等候，课上井然有序严格要求⾃⼰。你们对⽼师和同学

有礼有节互帮互爱，学习认真努⼒主动⾃律，在掌握中

⽂这⻔语⾔的同时，还汲取了中华⺠族的传统美德：仁

义礼智信、勤敬友和善。

     在所有同学的毕业感⾔中，⼤家都表达了⼀个共同
的感受：在奔腾中⽂学校学习的这⼋年多所付出的努⼒

是值得的。你们感谢⽗⺟，感谢⽼师，感谢朋友，感谢

所有⼀路陪你们⾛过来的⼈，有这份感恩之⼼感悟之

情，是多么地令⼈欣慰啊！

     我相信，你今天能成为奔腾的毕业⽣，⾸先你是⼀
个爱学习不⾔放弃的⼈，其次你是⼀个有信念负责任的

⼈。希望过去的⼋年成为你腾⻜的基⽯。祝福⼤家在未

来的⽇⼦⾥：快乐、健康、进步！

-郭⽟坤

     时间过得真快，⼀晃，你们就要从奔腾这个⼤家庭
展翅⾼⻜了。你们是奔腾的骄傲，你们是⽼师们的骄

傲，你们是爸爸妈妈的骄傲，你们更应为⾃⼰骄傲！

     从那个被爸爸、妈妈牵着⼿，懵懵懂懂地来到中⽂
学校开始学习中⽂的，到今天已经深深理解了⽗⺟⽤

⼼⻘春勃发的你。多少岁⽉的磨练才成就了今天的

你！尤其是今年 ⼀2020年，我们在这么困难的时
候，仍坚持以⽹课的形式完成了最后⼀年的学习。也

许这只是你⼈⽣路上的⼀段⼩插曲，⼀个⼩成功，但

为了今天的成功，⽗⺟花了多少⼼⾎，你也经历了许

多＂磨难＂！是的，你成功了，成功地完成了9年的
中⽂学习，成功地从中⽂学校毕业了，更成功地从⼀

个顽⽪的孩⼦变成了⼀位正值花季的阳光少年。希望

你们的将来会更美好，更灿烂！

-张美加

毕业班⽼师寄语



校委会

潘爱芳  王⼦衡  张    悦  季红梅  潘    虹 
邵⼀虹  符津来  曹惟正  周建东  王学峥  

王志霄  张    剑  ⻩晨光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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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

刘    彬  宋    虹  潘爱芳  张    悦  郭⽟坤
吴丽雅  杜    深  程    喆  王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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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课

⽼师

⻩晓云  梅晓菲  吴丽雅  董    蕾  郑莉娜  ⽅莉婷
王秋雯  陈丹⻘  邵    颖  刘    彬  张美加  杜    深
程    喆  曾海霞  郭⽟坤  孙郁红  潘爱芳  张    悦



中⽂课⽼师

潘爱芳 张   悦 ⻩晓云

梅晓菲 吴丽雅 董   蕾



郑莉娜

中⽂课⽼师

王秋雯⽅莉婷

陈丹⻘ 邵颖 刘彬



中⽂课⽼师

张美加 程    喆杜    深

曾海霞 郭⽟坤 孙郁红



⽂化课

⽼师

陈兆恩  ⻩楚坚  刘宏骏  阮翠娥  郝    莉  
卢    沂  王菁诚  杨    易  朱家萍  张    帆



⽂化课⽼师

陈兆恩 ⻩楚坚 刘宏骏

阮翠娥 卢   沂郝   莉



⽂化课⽼师

朱家萍 杨   易王菁诚

张   帆



教学活动



毕业班

陈予翔 陈予凯 邱竺慧 胡壮壮 李卓轩 卢彦霖
卢嘉鸣 陆嘉腾 周佳⽟ 彭⼦欣 阮浩然 尚⼦秦
沈晓婷 陆卡思 王浩闻 王星⾬ 朱⼦伊 安庆宗
陈芷葇 郭睿悦 江奕恒 ⾦宇晴 刘⾬菲 孙瑞安
王吴名 王思哲 王瑷玛 魏安林 吴⼀凝 谢利莉
许智栋 张    麟 赵宇璇 赵⽛⽛ 赵朵朵 周⼦雅



8.1班毕业⽣

陈宇翔:
"⼤家好！我是陈宇翔。这是我最后⼀年在中⽂学校学习了。从⼀年级到⼋
年级，我经历了许多，快乐、痛苦。现在虽然要毕业了，我感到有些难

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到与我⼀些爬⼭过海学中⽂的同学们了！"

学⽣家⻓:
”亲爱的宇翔，恭喜你 ，终于从华夏奔腾中⽂学校毕业了。这⼀路⾛来，有
过欢笑，有过泪⽔，有过动摇。但最后你还是坚持下来，完成了学业。我

们为你感到骄傲与⾃豪。做为⼀位华⼈，学中⽂是我们必要的课程。也是

你我沟通的桥梁，也是让你能够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了解中国。希望你
学之以⾏愿之以恒。相信在你未来的⽣活的旅途中，中⽂会带给你更多的

乐趣 更多的好处。在这⾥，谢谢华夏奔腾中⽂学校所有的⽼师和校⻓，是
你们的付出 让我们的孩⼦有机会学中⽂ 。谢谢⽼师 ，你们⾟苦了。“

陈予凯:
“从学拼⾳，到⽣字，词，我的中⽂在经历⼋年的努⼒后终于有了⼀定⽔平，
也可以去中国说话了！我有时想，我怎么能取得这么⼤的成就呢？我知道我

要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师们和同我⼀起学习的同学们！”

学⽣家⻓:
“祝贺你顺利完成中⽂学校的学习！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希望以后能多多使⽤
中⽂，千万不要忘记了。”

李卓轩:
“在这过去的⼋年，我花了⽆数个⼩时来学我祖先的⺟语。 我不会否认⾃⼰有时
想放弃学中⽂，⽽且我敢肯定，我的同学们都感觉过这样。 但是，我确信2020
年的奔腾班不会后悔这⼀旅程。这所学校不仅教我怎么说，写和理解汉语，⽽

且为我奠定了在学习中的成功的基础。 我不仅学会了⼀⻔语⾔，我还发现了学
语⾔的⽅法。但更重要的是，如克服挑战的办法。 在学习⼀⻔语⾔（尤其是像
这么难的语⾔）时，需要⽆与伦⽐的耐⼼，毅⼒和奉献精神来掌握它。”

学⽣家⻓:
“亲爱的Katie，妈妈知道你是⼀个⼼思细密⽽敏感的孩⼦。看到你读的书早早已
经超越我的⽔平，看着你⽇渐成熟，我很欣慰和开⼼。⼈⽣是条⻓路，先来后

到、时运起伏是常态，希望你⼀边从容应对⼀边慢慢享受。⽆论何时何地，都

不要丢掉内⼼的善良。⽆论何种处境，记住始终有爸爸妈妈在你⾝后。”



胡壮壮:
“中⽂是世界上最常⽤的，⽐英语还要常⽤的语⾔。我因为⼋年的努⼒学习，现在⼰经能
⽤中⽂与⼈沟通了。我要感谢我的⽗⺟，是他们要我坚持了下来。我也要感谢我的中⽂学

校的⽼师们，是她们让我感到学中⽂很有意思。快要毕业了，但我会坚持学下去。在中⽂

学校，我不仅学会了中⽂，也学会了⾃律，坚持和⾃信！”

学⽣家⻓:
“这是作为⽗⺟、姐姐给胡壮壮的毕业赠⾔：“光阴似箭，岁⽉如梭。12年，⼀转眼，稍瞬
即逝。壮壮在华夏奔腾中⽂学校，每⼀个周六的课堂学习，每⼀个周间的作业、朗读、项

⽬，每⼀次上课、⽐赛的接接送送，每⼀次回国度假、探亲访友、遍访河⼭，仿佛时光倒

流、历历在⽬。壮壮，你在中⽂学习的⻓⾜进步，对于中国⽂化传统的喜爱，对于⽂化的

根、家庭的根有着更深的认识和感恩。由衷地感谢奔腾中⽂学校的⽼师们、同学们，伴你

⼀路⾛来。感谢你对中⽂的追求，更希望你把中⽂、⽂化、传统、美德，传承下去。”  -
爱你的爸爸、妈妈、姐姐 ❤ ❤ ❤ 

陆卡思:
⼤家好！我叫陆卡思。我从⼀年级开始学中⽂，在奔腾学校已经⼋年了，毕业后的感

觉会有点⼉奇怪。中⽂学校有时会让我紧张，写作业，写作⽂，写读后感...可这些也
让我学到了许多！在中⽂学校我也遇到了不⼀样的同学和⽼师，我也喜欢他们，离开

中⽂学校后我会想念他们的！

学⽣家⻓:
”再⻅了中⽂学校！⼀路⽽来有喜有悲，有挫折有收获，有成功有失败。达到了⼀个
⼈⽣⾥程碑，为你⾃豪。祝贺你，聪明的、善良的、时不时爱讥讽⼀下，⼜随时都很

幽默的⼉⼦！再接再励！“

卢嘉鸣:
“我六岁开始上中⽂学校直到现在，学习中⽂有时使我困惑和烦恼。但她也在很多
⽅⾯改变了我！让我学会了坚持和努⼒，也让我成⻓了！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我

要谢谢爸爸妈妈，是他们要我和帮我坚持到了现在，不让我那么愚笨。也谢谢我

的中⽂⽼师们和我⼀起学习的⼩伙伴们！”

学⽣家⻓:
“卢嘉鸣常常⾃号卢家⻦，⼤概是因为知道⾃⼰属鸡的缘故。从当初CSL开始，转
眼就要毕业了，时光⻜逝呀。这些年在中⽂学校收到了许多的⽼师的关怀、和同

学的友情，他⼀定⽐我们感触更多。他和我们都会怀念在奔腾的时光，怀念奔腾

的⽼师和同学们的。卢嘉鸣最近正在追剧

-《⻓安⼗⼆时⾠》”

8.1班毕业⽣



卢彦霖:
“中⽂太难了，但我坚持住了！我要谢谢爸爸妈妈，是他们要我和帮我坚持到了现在。
虽然学中⽂很累，但今天的我不后悔，也谢谢我的中⽂⽼师们！”

学⽣家⻓:
“给彦霖的毕业赠⾔：我深深地理解，经厉了多少困难，你才取得眼前的成绩。请你相
信在未来的拼搏过程中，我都会带着微笑😊地站在你的⾝边⽀持你！”

彭⼦欣:
我觉得我中⽂学校快毕业了。第⼀次来中⽂学校是⼀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什么也不

会说。现在我认识了许多字和词语，也学会说中⽂了。我现在还可以帮助爸爸翻译

中⽂，帮他与中国⼈交流。同学和⽼师对我帮助很多。我感到很⾼兴！

学⽣家⻓:
Orl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hard work. You have achieved another goal,
and now you are ready to begin another chapter. We are very proud of you.
Keep up the good work. All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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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嘉腾:
”我真的很难相信我就要从中⽂学校毕业了！在中⽂学校学习了⼋年，现在要离开，
我的⼼情很复杂，我不想离开这所温柔的学校，但是有⼀件事我特别⾼兴：再也不需

要做中⽂作业了！刚刚来中⽂学校的时候，我还上幼⼉园，每次考试都得⼀百分，但

是随着时间的增加，学习也越来越吃⼒，可我坚持了下来！现在我也想向⼩弟弟妹妹

们说：在中⽂学校，你学习的不仅是中⽂，也会学到许多在英⽂学校学不到的能⼒和

知识！所以⼀定要坚持住！最后，我想谢谢爸爸妈妈和所有的⽼师们！“

学⽣家⻓:
嘉腾,  在中⽂学校的⼗年，有⽼师的耕耘，有家⻓的期望，也有你⾃愿或不⾃愿的艰
⾟。有些你现在可以体会，更多的可能要留给将来的你去回忆，珍惜。中华⽂化，源

远流⻓，希望你学到的，不⽌是⼀些字词造句，⽽是那将来能陪伴你去做⼈，⽴家，

造福社会的，上下五千年的⽂化底蕴和勃勃⽣机。 - ⽗⺟写与你从华夏奔腾中⽂学校
毕业之际，其意殷殷



阮浩然:
“⼋年级是中⽂学校的最⾼年级，我仍然继续努⼒做好每⼀项功课。我知道⻓⼤后
中⽂会对我有许多的帮助，我会想念每⼀同学和⽼师！”

学⽣家⻓:
“阮浩然，祝贺你顺利完成中⽂学校⼋年的学习！我们知道你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努
⼒，真⼼为你骄傲！相信你在过去⼋年的学习中已经领略到了中⽂的博⼤精深和

中国⽂化的源远流⻓，希望你为⾃⼰有这样的背景⽽骄傲，你是最棒的！”

尚⼦秦:
“⼋年⼀眨眼就过去了！还记得第⼀次来中⽂学的时候我特别紧张，舍不得放
开妈妈的⼿。现在我不但学了不少知识，还交了许多朋友。虽然我喜欢中⽂学

校，但我真的不能再等了！⽽且，毕业时我也会像姐姐⼀样站在台上向爸爸妈

妈挥⼿微笑，去⾃⼰喜欢的⺞馆庆祝了！”

学⽣家⻓:
"亲爱的尚⼦秦，
九年时光⻜逝，真很难想像你就要毕业了。记得爸爸妈妈送你去上拼⾳班，就

像是昨天发⽣的⼀样。年复⼀年，每个星期六⻛⾬⽆阻来中学中⽂，那么多的

作业都完成了，真是不容易。最紧张的就是礼拜五晚上甚⾄礼拜六早上赶作

业，还要复习准备考试。但你都坚持下来了！坚持就是胜利。真⼼感谢⽼师们

的⾟勤培养，⽆怨⽆悔的付出。毕业不是学习中⽂的终点，⽽是⼀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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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中⽂是中国⽂化，博⼤精深，是⼀个⼈毕⽣的追求和享受。中⽂会帮你拓展你的世界，开阔你的视野，给你

⼀个不同的看问题的观察点，也会给你带来很多不同的体验与快乐。希望你能终⽣受益。

奔腾的活动丰富多彩，你不但学中⽂，还参加认字⽐赛，写字⽐赛，朗读⽐赛，围棋班等等。爸爸也练就了⼀⾝

太极功夫。妈妈也参加了瑜伽班。我们都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有⼀天你会回想起这段美好的时光，怀念你奔腾的

⽼师同学们。奔腾是个⼤家庭，希望你将来能回馈她，帮助她发展壮⼤，让更多的孩⼦有机会来学中⽂，并融⼊

到奔腾⼤家庭来。" - 爸爸妈妈



王浩闻:
“我来中⽂学校是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我跟他们可以⽤中⽂说话，当然有时也
⽤英⽂。跟他们⼀起我特别⾼兴，可快毕业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可以

再和他们在⼀起。”

学⽣家⻓:
”虽然不是10年寒窗你也度过了300多个不休的星期六, 从⼀个背不清床前明
⽉光的学前班 幼童，成⻓为奔腾学校的毕业⽣， 看着你和同学们"费尽脑
汁"的准备有关中国名胜的结业课题， 我们感到这些年⼀起的⾟苦勤奋是值
得的， 为你感到骄傲！期待着你那”每时每刻” 的中⽂⽕花！“

王星⾬:
"九年的中⽂学校就要结束了，中⽂学校不仅教会了我们中⽂，还让我们
懂得：如果我们有勇⽓去追求梦想，我们所有的梦想都能成真。谢谢爸

爸、妈妈和所有的⽼师们！"

学⽣家⻓:
“亲爱的孩⼦，感谢你⼗年的努⼒，相信努⼒的习惯会让你以后更具优
势；哦，我亲爱的孩⼦星⾬，感谢你这⼏年的独⽴和⾃律，你的不断成

熟和成⻓让我们庆幸⼜欣喜。勇敢地朝着你的⽬标迈进吧，爸爸妈妈永

远爱你和⽀持你！恭喜毕业�！”

周佳⽟:
"再过⼏个⽉我就要从中⽂学校毕业了！时间过得真快！⼀点点从拼⾳学起，字，
词，句⼦，到现在可以写⽂章，参加写字⽐赛，⼋年的中⽂学习对我改变很多。在

这⾥也谢谢帮助过我的⽼师和同学们！"

学⽣家⻓:
“亲爱的佳⽟，恭喜你，终于毕业了！这⼋年的中⽂学习对你来说是⼀段⾮常不容
易但⼜⾮常珍贵的旅程。看着你的中⽂⼀点⼀滴地进步，爸爸妈妈和姐姐都由衷地

替你⾼兴，也为你⾃豪！这是你⼋年来⼀直坚持不懈的成果，你做到了！不论将来

遇到怎样的困境和难题，我们希望你能记住坚持，不放弃。你要学会感恩，感恩所

有⽼师的的耐⼼辅导和栽培，感恩所有帮助过你的⼈。最后，希望这⼋年的中⽂学

习可以为你的未来打开⼀扇⻔，让你看到更⼤的世界和更美好的⻛景。”

8.1班毕业⽣



朱⼦伊:
”我是朱⼦伊，我特别开⼼，因为我就要从中⽂学校毕业了！虽然我只在奔腾学习了两
年，但是我学了许多，也交了很多朋友。⼈们常常说抚育⼦⼥需要⼀座村庄。奔腾就

是我村庄的⼀部分，我要谢谢村⾥所有帮助过我的⼈们！“

学⽣家⻓:
“亲爱的⼦伊， 时间过得真快，感觉只是⼀眨眼，你就要从中⽂学校⾼中毕业了，爸爸
妈妈为你感到骄傲。从拼⾳⼤班到现在差不多⼗年的中⽂了， 这⾥⾯有哭，有笑，有
痛苦，有欢乐。⾯对中⽂作业⾥那么多的组词造句，选词语填空，改病句，不管情不

情愿你都写完了作业，爸爸妈妈看到了你的坚持，为你骄傲。有时候我们也⼀起为你

造出⼀个⾮常可笑的中⽂句⼦笑得前仰后合，这是⼀个共同的经历，⼀直会在我们的

回忆⾥。爸爸妈妈也要谢谢你对我们的包容，有多少次我们⾮常严厉的逼你读中⽂书

写作业，甚⾄采⽤了不太合理⽅式⽅法，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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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婷:
“虽然我并不是太喜欢中⽂学校，但经过⼋年的刻苦努⼒，我从⼀个什么都不知道
的⼩孩⼉，成为⼀个中⽂辩⼿，真的学到了许多知识，也为⾃⼰感到骄傲！同时

也谢谢帮我成⻓的爸爸、妈妈和各位⽼师们！”

学⽣家⻓:
”亲爱的晓婷：九年⻛⾬⽆阻的中⽂学校，你不仅完成了所有的中⽂和中国⽂化的
教育，还参加了所有的⽐赛 。记得你三年级上刘彬⽼师的课，希望天天都能去上
中⽂学校， 让我惊讶奔腾中⽂学校怎么有如此的魅⼒! 说起奔腾⽼师的要求, 绝对
是⼀丝不苟的，功课既不简单也不轻松，但妈妈对你的评语⽤的最多的就是“⾃动
⾃发、⾃我完成”，到后来辅导你的作业，你总是能举⼀反三 。爸爸每天在送你上
学的途中，⽗⼥俩在轻松笑谈中，就能把课⽂读顺畅。

对于学校的所有⽐赛，你很幽默地说：“我这左撇⼦写字，从来也没得过奖；朗读、认字、演讲、辩论 ，我的同
学她们都很厉害…“  虽然如此，你还是愿意参加⽐赛，喜欢参与的精神，让我们觉得你是很阳光、很有信⼼的孩
⼦ 。“怎么收获，怎么栽”  结果你的绕⼝令演讲，让你⼀战成名；辩论⽐赛，在吴丽亚⽼师强⽽有⼒的培训中，
屡屡获得“最佳辩⼿”，这⼀切都是你⼀步⼀个脚印的努⼒与坚持。 能学以致⽤才是最棒的！带你去中国旅⾏，你
能⻢上和北京爷爷奶奶及家⼈流利沟通，应对有余，驾轻就熟；带你去台湾，你也是对所有的夜市⼩吃都能如数

家珍。 这九年的中⽂学校的⾟苦与努⼒得来的基础，希望你继续“⾃动⾃发地”加强中⽂阅读和写作，中⽂是⼀把
宝贵的钥匙，真为你打开了通向东⽅世界的另⼀扇⻔！爸爸妈妈为你的努⼒和坚持感动到骄傲！爸爸妈妈永远爱

你！“



邱竺慧:
“经过九年的努⼒我终于要毕业了，但我的⼼情却很复杂！我虽在中⽂学校朋友不多，
但我喜欢和⽼师聊天，很开⼼！我现在才意识到我真的舍不得我的⽼师们！”

学⽣家⻓:
"终于每个周五不⽤再催着你完成中⽂作业
终于每个周六不⽤再带你去中⽂学校

可是这并不是说你不⽤再学习了

活到⽼，学到⽼

活学活⽤，才是真谛"

8.1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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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宗:
"学中⽂，就像读书⼀样，如果你不会，你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中⽂跟英⽂差得特别多。要是你不认识某⼀个英⽂
词，你还可以说出那个字的读⾳。要是你不会⼀个中国字，你连读⾳也不知道，当然也不知道意思。⼋年前，我

开始在中⽂学校学中⽂，第⼀年上了拼⾳班。 记得开学第⼀天，我妈告诉我送完我她要去买菜。她把领到教室，
就⾛了。我那时才五岁，我很害怕⽼师，就趁她转头时，悄悄离开教室了。我满学校⾛，叫妈妈的名字，可是没

⼈回答。我⾛出了学校，可是还没找到妈妈。我终于停下，在学校前坐下来，开始哭。有⼀位家⻓⾛过来问

我：“你⽗⺟呢？”我回答说：“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咖啡厅，⼀个⼩时后，我妈回到了学校。她进教室找我。奇
了怪了，孩⼦在哪⼉呢？她问⽼师，⽼师说“我没看到他呀！” 我妈妈是⼀个很镇定的⼈，可是这次却慌了。她满
学校找，满学校问，可没有⼀个⼈看到过这个⼩男孩⼉。她快要找警察时，有⼀位家⻓过来跟她说：“⼀个⼩男
孩？我看⻅过啊！”他把我妈带到了咖啡厅找到了我。我妈看到我后，将我搂抱了⼀会⼉。我妈跟我说：“下次离开
教室前，要跟⽼师说。”我点了点头。 ⼀年级是过得最快的⼀年。可是，我的⽼师那年有点⼉严厉。我觉得那⼀年
是最应该打好基础的⼀年，可是我没打好基础。 ⼆年级的⽼师特别温柔。那年，我第⼀次参加朗读⽐赛。我特别
紧张，第⼀次在那么多⼈前读中⽂。我太紧张了，读时⼀点⼉也不流利，声⾳也太⼩了。可是，我学到了⼀个新

的道理：要明⽩紧张是每个⼈都有的，要接受那种紧张。 三年级是我开始学中⽂有感觉的⼀年。我有⼀个考试，
没有复习，最后得了四⼗分，我妈妈说了我⼀顿。从此，我每次考试都会认真地复习，争取得到好成绩。 四年级
是我开始不喜欢学校的⼀年，我们学的字词和课⽂都开始变难了，我的成绩渐渐往下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

也很伤⼼，那⼀年我也是我挨批评最多的⼀年。 五年级和六年级时，我的⽼师都很好。她们教了我特别多的知
识，还跟我说，我快胜利了！ 七年级时我开始努⼒学习中⽂，我真的觉得快要胜利了！ ⼋年级师是我对中⽂学习
最重视的⼀年，⽼师每天都在帮我们，这次终于胜利了！中⽂学校教会了我中⽂，⽽学中⽂会帮助我⼀辈⼦。"

学⽣家⻓:
"亲爱的安庆宗，祝贺你经过了9年连续的中⽂学习，终于要毕业了。这9年来，每个星期六都⻛⾥来，⾬⾥去，坚
持去中⽂学校学习，坚持做作业，并且参加了很多学校的活动，朗读⽐赛，写字⽐赛，还参加过学校的辩论培

训，了解中国⽂化，经历了很多优秀⽼师的教导，从⼀字不认识到可以读《读者》上⾯的⽂章，写读后感，我真

的很为你骄傲。希望你在以后的⽣活学习过程中，不要放弃对中⽂的学习和对中国⽂化的了解，能够把中⽂应⽤

在⽣活中，传播中国的⽂化。也感谢奔腾学校的⽼师们对学⽣们的谆谆教导和⿎励，有耐⼼，有爱⼼，所以让这

些孩⼦们能够顺利毕业。"

8.2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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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睿悦:
"我⼀直都认为学⼀种新的语⾔是⼀件⾮常好的事。我第⼀次来到中⽂学校上拼
⾳班的时候，才只有五岁，那时觉得中⽂挺有趣的。 我从拼⾳班学到了现在的⼋
年级，算来已经差不多快九年了。我们学的东西⼀年⽐⼀年难，作业也越来越多

了。我每周六都要来上中⽂课，⽆论有什么别的活动，⽐如说，朋友的⽣⽇聚

会，还有很多其他好玩的活动，我都不能去参加。我总是听⻅公⽴学校的同学说

他们周六要去旅游或者要玩⼀整天的游戏等等。但是，我知道我只能上课，做中

⽂作业，我明⽩学习这⼀种语⾔会对我有很⼤的帮助。我已经上九年级了，所以

我平时需要做的作业已经很吃⼒了，再加上在奔腾学习中⽂花费的时间，还有参

加⽐赛活动所做的准备，我觉得学习变得⾮常艰难了。 我特别佩服跟我⼀直在奔
腾学习中⽂的同学么，虽然学中⽂这么难，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我认为去中⽂学

校学中⽂是⼀件很重要的事，所以我坚持下来感到很⾼兴。"

周⼦雅:
"我还记得在幼⼉园时开始上的中⽂学校，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读写中⽂，九年
过去了，我现在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也经过了很多困难。 上课时很简
单，只要做好准备复习好就⾏了，但是你⼀回家就要花很多个⼩时写作业，读

课⽂、复习字词，我有时复习到半夜！⽆数次我对爸爸妈妈抱怨，或者因为去

中⽂学校不能去朋友的⽣⽇会，虽然这样，我还是继续上中⽂课。 在中⽂学校
的这些年，我提⾼了听⼒、阅读和写字能⼒。 在中⽂学校，我学会了怎么复习
考试，怎么安排时间。我很感谢中⽂学校。"

学⽣家⻓:
“依依：九年的努⼒，九年的拼搏，多少个深夜的艰苦学习之后，你终于迎来了
你毕业的欢呼！我们⼀家⼈为你⾃豪！为你骄傲！九年的时间，你不仅学会了

如何去对待学习，也学会了如何⾯对⼈⽣的⾼潮和低⾕。有耕耘就会有收获！

加油！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

学⽣家⻓:
"⼋年了，在华夏奔腾中⽂学校的学习⽣涯将⾛到尽头，为此，做爸爸妈妈的衷⼼祝贺你们成功完成学业！记得
你们从不会读写中⽂，不爱学中⽂，到现在可以淋漓尽致地⽤中⽂参加辩论⽐赛，喜欢⽤中⽂交流写作⽂，这

⼀路⾛来有眼泪也有欢笑。贵在你们的坚持，⼀直没有放弃对学中⽂的⼀番热情。昔⽇的奋⽃和努⼒终于等到

成功的这⼀刻！你们是最棒的，应该为⾃⼰感到⾃豪和骄傲！希望你们今后不要放弃中⽂，多去运⽤它，它会

在你们将来的⼈⽣道路上陪伴，并且帮到你们，希望你们将来能为世界⽂化的交流更好地展现⾃⼰的语⾔才

能，把中⽂发扬光⼤！ 最后，感谢⽼师们的⾟勤付出，为这些美国⻓⼤的中国花朵修路铺砖，指引着这些孩⼦
们成功完成了他们在中⽂学校的学业！您们⾟苦了！"



8.2班毕业⽣
孙瑞安:
“经过了九年的刻苦学习，我终于要毕业了。我的中⽂⽔平已经⼤⼤提⾼，可以
读中⽂、写中⽂了。从⼀年级到现在，我每天花了很多时间努⼒地学中⽂。

学中⽂不仅能让我读中⽂写中⽂，⽽且让我学到了许多别的东西，给了我⼀个

更美好的⽣活。在课⽂中，我学到了很多中国⽂化及其他知识。有些课⽂还很

有寓意，⽐如《⼩溪流的歌》。这篇课⽂像是说我的⽣活—“永远不停留”，让
我在最后⼏个⽉“⼀股劲⼉冲了过去”！并且，学中⽂让我⻓⼤以后有很多的⼯
作机会，还可以去中国⼯作。 我⼗分开⼼终于毕业了，希望我可以继续提⾼我
的中⽂⽔平。谢谢！”

学⽣家⻓:
“祝贺毕业班的同学们，为你们九年的努⼒和坚持骄傲！毕业不是终点，⽽是新
的开始。希望⼤家以后能继续学习中⽂和中国⽂化。真诚感谢奔腾所有⾟勤付

出的⽼师们，您们⾟苦了，谢谢！”

谢利莉: 
”我觉得像发⽣在昨天⼀样，九年前的我，看着我的哥哥去上中⽂学校。我记得我很羡
慕他，哥哥去中⽂学校的时候，我还向妈妈要求让我也去。万万没想到，我这⼋年会需

要这么努⼒，这么刻苦地学习。 开始上中⽂学校时，我觉得很好玩，后来越学越难。
但是有妈妈和⽼师的帮助，我还是学会了读中⽂和写中⽂。我⼩时候，有很多时间学中

⽂，还可以参加中⽂学校的⽐赛、演讲⽐赛、朗读⽐赛，我都得过第⼀。可是我⻓⼤后

越来越没有时间参加这些活动了。 中⽂学校的作业和考试蛮难的，但我还是很感谢爸
爸妈妈带我来学中⽂。我现在很⾼兴我可以教我英⽂学校的同学中⽂，我2018年和
2019年还去了台湾⽤中⽂教学⽣英⽂。 中⽂学校教了我很多有⽤的东西，我还交了很
多好朋友，学了很多知识。所有刻苦学习和付出的努⼒，都会有好结果的。谢谢⽼师，

谢谢爸爸妈妈，谢谢奔腾中⽂学校！“

学⽣家⻓:

"亲爱的利莉，祝贺你中⽂学校毕业了。你第⼀天去唱游班的样⼦妈妈还记得清清楚楚。九年过去了，你已经⻓
成⼀个婷婷⽟⽴的少⼥了。谢谢你这些年在中⽂学校的坚持，尽管有时你也会觉得⾟苦，可你从没想过放弃。

你在演讲⽐赛时的宏亮声⾳，依然萦绕在我的⽿边。我知道你在台湾时⽤流利的中⽂教当地学⽣夏令营课程

时，所有的努⼒都得到回报。希望你在未来的⽇⼦⾥继续学习使⽤中⽂，让中⽂帮助你更好地⽣活和学习。"



8.2班毕业⽣
王思哲:
”我⻢上就要毕业了。这⼋年，在奔腾学校学中⽂真是⼀个考
验！在学中⽂的过程中，我有很多感受。 中⽂作业很多。我
好多次都不想学了，但是我⼼⾥知道中⽂是很有⽤的，作业多

可以帮我学好，所以我只好努⼒。学好中⽂，我以后可以取得

更好的成绩，也会变得更聪明。学中⽂也会让我找到好⼯作，

我可以跟中国⼈交流，跟他们⼀起⼯作。 学中⽂也会扩⼤我
的眼界，了解很多中国⽂化，会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我觉得
中⽂学校很好，虽然作业很多，但我明⽩这会让我的⽣活更

好。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去中⽂学校学中⽂。“

学⽣家⻓:
“亲爱的王思哲同学，这是妈妈给你写的第⼀封信， 落笔千⾔，竟连称谓都想了半天。最终决定呼你的全
名以表正式， 唤你作同学因为与你⽽⾔，我亦师亦友！妈妈等这⼀天，等你毕业的这⼀天， 等你接过中
⽂毕业证书的这⼀天， ⼀等⾜⾜⼋年！⼋年间寒来暑往，春去秋来，两千九百⼆⼗天⾥， 不知有多少⽇
⼦隐约听⻅朗朗读书声，⼜不知有多少时候迷惑于中⽂字词间， 亦不知有多少周六开⻋奔⾛在去奔腾的
路上， 更不知有多少个瞬间想到过放弃学中⽂！回⾸，往事依稀，仍记得⼋年前刚从国内度假归来，趁
着你游兴未尽，妈妈游说你上奔腾学中⽂。出⽣⽜犊的你⼀⼝答应，殊不知从此踏上漫漫坎坷路。每每

当你轻⾔放弃的时候，我总是提起这是你当初⾃⼰的选择，所以不能半途⽽废！⾃此以后，你对妈妈的

承诺总是⼗分⼩⼼，⽣怕⼜中了“如来佛”的“紧箍咒”！⼋年的中⽂学习，我⻅证了你的⾟勤，你的颓废，
你的快乐，你的⽆奈。还记得你报怨中⽂⽐英⽂难太多吗！你说就量词⽽⾔，英⽂只有a, an, the 三个，
可中⽂就不知有多少个，⽽且不同写法，不同⽤法，没有解释，只有硬背。⽽且中⽂⼈物关系也太复

杂，七⼤姑⼋⼤姨，表叔表舅的，英⽂untie, uncle 两个单词全部概括。此⾔⼀出，我竟⽆⾔反驳。你尽
管如此，你还是⼀步步扛下来了！你写的中⽂从歪歪扭扭到横平竖直，你读的课⽂从磕磕巴巴到通畅流

利，就连你⽤的词，造的句，说的话也越来越准确，通顺，达意。⼀路⾛来，没有⼀蹴⽽就，只有持之

以恒！2020不仅是你的毕业之年，更是个特殊之年！⼀场旷世罕⻅的疫情打破了⼀切常规，期盼⼋年已
久的毕业典礼⽆法如期举⾏！⽆论怎样，妈妈在⼼⾥已为你搭筑属于你和毕业班全体同学的舞台，你们

和你们的⽼师都是舞台上的主⻆。⾳乐响起，序幕徐开，你们⾐冠楚楚，相拥⽽⽴，各个脸上洋溢着笑

容，⾝上浸透着⻘春！”



8.2班毕业⽣
王瑷玛:
”我们⼩的时候有时不会明⽩打基础是多么重要的⼀件事。我⾃从来上中⽂学校，不但学到很多中⽂知
识，⽽且学到怎么管理时间，不轻易放弃。 我在中⽂学校学到的词语和语法对我跟家⼈沟通有巨⼤的帮
助。在家⾥，我可以听得懂我⽗⺟讲的话，也可以⽤中⽂跟他们讲话。我暑假去中国时，可以很轻松地跟

亲戚们聊天。因为我在中⽂学校锻炼了⾃⼰使⽤中⽂的能⼒，⽽且让我了解到更多的中国⽂化。中⽂学校

还让我学到怎么合理安排时间。我中⽂学⼋年后，发现中⽂作业并不需要很多时间来完成。只要上课和做

作业时很专⼼，可能35分钟就能做完。因为我的时间很紧，我必须安排时间来做。我常常星期六上完课
或者星期⽇晚上就⼏乎把作业做完，早点⼉做完，就早点⼉安排时间做其他事情。我在中⽂学校还学到了

遇到困难不放弃。学中⽂确实会有难处，可是更重要的不是问题多⼤，⽽是怎么找办法去克服。总之，中

⽂学校让我扩⼤我的知识，也教了我必不可少在⽣活中可以⽤到的知识。所以，我很感谢中⽂学校。“

学⽣家⻓:
"亲爱的瑷玛，⼋年就像⼩⻢驹，⼀溜烟不⻅了！好像昨天你还梳着⼩
⽺⻆辫在啃拼⾳，今天已经⽐妈妈⾼就戴上毕业帽了！祝贺你的⻢拉松

取得了⾥程碑意义的⼩胜利！全家都为你⾼兴！中⽂是世界上最博⼤精

深的⽂学艺术，就像攀登喜⻢拉雅⼭，我们只是来到⼭脚下的草地上，

闻到了花⾹，却已经能受益终⾝！⼋年不是结束，⽽是⼀个⼩站，更是

全新的开始。让我们⼀起在新的攀登旅程上，感受艰⾟与挑战，享受快

乐与美好！当你回望来时路，定会倍加感谢⼀路洒下的汗⽔，因为你看

到了更美的⻛景！"

魏安林:
”我⼩的时候，总是不愿意去中⽂学校，总是不想做中⽂作业。每
天，爸爸妈妈都要陪着我做作业，告诉我应该做什么，练习读课

⽂、写⽣字，每天我都在抱怨。星期六，我拖着脚⾛进学校，觉得

这两个⼩时好浪费。现在，我不再抱怨了。我发现学中⽂不是那么

烦，还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是在⼋年级，学⽣讲课是⼀个很好的

主意，我觉得这样⼤家都必须更认真地准备和上课。今年，我终于

不再抱怨，我意识到了学中⽂的重要性。未来，我⼀定会⽤上中

⽂，学中⽂不总是因为希望上个好⼤学，也是因为我想跟我的家⼈

和朋友⽤中⽂交流，上中⽂学校使我改变了我的性格以及对⽣活的

看法。我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过了⼋年他们还是每星期送我去中⽂

学校，给我⽀持和⿎励。我感谢我的⽼师们，教给我这么多知识。

我也很感谢我的朋友，使我学中⽂的经历更好玩。“

学⽣家⻓:
“九年的中⽂学校就要告⼀段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是标志着⼀个新阶段的开始。学习中⽂
不是仅仅为了认识⼏个字，在这些⽂字的背后是⼏千年⼈类⽂明与智慧的结晶。希望你能终⾝学习，认识

你⾃⼰”



8.2班毕业⽣
赵宇璇:
”我不太喜欢学中⽂，因为⼀直在做作业，⼀直在复习，⼀直被妈妈逼着，有
时觉得好烦啊！但到了⼋年级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花了这么多时间学中⽂也

挺好的。 我已经学了九年中⽂了，上幼⼉园时，我特别羡慕我会读中⽂的朋
友所以才去学的，不是妈妈逼我去的。在上⼆年级的时候，我转到奔腾学校

学习中⽂，然后我从⼀年级开始上，所以⽐⼤家都⼤⼀岁。那年夏天，我跳

了⼀级，这样跟我的英⽂学校就⼀样了。 有时我觉得学中⽂超级烦，每周要
花好⼏个⼩时做作业。周末时，去上两个⼩时的中⽂，然后回家就开始做作

业，每周还要复习词语，因为上课时要考试。⼤考的时候，就要复习更多的

时间，天天被妈妈逼着去复习。 但学中⽂也很好，现在快毕业了，我不再关
⼼花费多少时间做作业，我很佩服⾃⼰。现在去中国旅游看望爷爷奶奶，我

就能跟他们说中⽂，所以我现在有点⼉喜欢中⽂了。“

刘⾬菲:
   我五岁参加中⽂学校时，从没想到会有今天。我那时知道会有毕业的⼀天，可是我才
五岁，怎么会想象⼋年后的事⼉呢？每次下课之后，我和好朋友会去体育馆，看到那些

个⼦⾼的⼋年级学⽣，感觉好神奇！

   现在我就是那个⼋年级的学⽣。这⼋年好像⼀眨眼就不⻅了！这么多星期六，它们都
去哪⼉了？我每次在⻋上先睡半个⼩时，然后上两个⼩时课，就可以下课跟朋友玩了。

除了学中⽂，每周还可以⻅到好朋友。每星期都想着怎么才能度过，过了⼋年就习惯

了。 坚持到现在真不容易，因为中⽂学习任务和其他的课外活动都同时增加了，能坚持
下来也是因为我⽗⺟的⿎励和帮助。 ⽼师也为我们付出了许多，她们每周都得准备教
课， 下课后还要批改作业和考卷。 ⽼师还教了我们中国的语⾔、 历史和⽂化。 谢谢爸
爸妈妈，谢谢⽼师，谢谢同学们，感谢你们留给我⼀个美好的经历。”

学⽣家⻓:
"从⼀个零的开始，到收获满满的今天，离不开你⾃⼰的努⼒和坚持。梅花⾹⾃苦寒来。中⽂是华⼈的根。学
习好中⽂不仅仅是保存好了⼀⽀语⾔的根脉，还能开拓视野，丰富多彩的⽣活，体验多元的⽂化。希望未来的

⼀切更加美好精彩！加油吧宝⻉！"

学⽣家⻓:
  “⼥⼉， 你要毕业了，爸爸妈妈真为你感到⾃豪和⾼兴。回想这九年，虽然很多⾟苦和挣扎，但你⾃⼰⼀直要
求坚持下去，对中国⽂化越来越感兴趣，这已是可喜的收获。很感谢学校那么多⽼师对你的教导和帮助，从演

讲⽐赛到辩论⽐赛，在这⾥收获的远远地超过⼀⻔语⾔的学习。还有那些从⼩⼀起⻓⼤的好朋友们每周六的相

聚，回想下来，真是太多美好的回忆。恭喜你！也希望你把中国⽂化和语⾔⼀直保持下去。”



8.2班毕业⽣

赵朵朵: 
"学了⼋年的中⽂可不简单。虽然有时做作业或朗读课
⽂很难，但现在我还是不后悔。这是因为我会中⽂，

不但可以跟爷爷奶奶说话，还可以帮助不会说英⽂的

华⼈在美国跟别⼈交流。这些机会和能⼒让我⾮常⾼

兴。有⼀次，我跟我妈妈去⼀个商店买菜，⾛到卖⾁

的地⽅，发现有⼀个⽼年⼈要买⾁，但是她只会说中

⽂，⽽卖⾁的⼈只会说英⽂。我看到后，就赶紧上去

问那个⽼年⼈是不是需要帮忙，她很⾼兴，告诉我她

要哪种⾁需要⼏磅。我听懂了，准确地把⽼年⼈的要

求翻译成英⽂。后来，那个⽼年⼈感谢我，能⽤中⽂

帮助别⼈真好。我也想感谢我的⽗⺟，陪着我⾛“学中
⽂”的路。如果他们不逼着我每星期去学中⽂，我早就
不学了。现在我不但会说中⽂，还会读会写。谢谢奔

腾，给了我许多难忘的记忆！"

赵⽛⽛, 赵朵朵家⻓:

"九年了，终于要和娃们⼀起从中⽂学校毕业了！在开始5岁拼⾳班时，真没有想到能坚持这么久。回头看看，
娃们和⽗⺟的持之以恒，不懈努⼒，真是冷暖⾃知，不⾔⽽喻。在此祝衷⼼感谢学校各位⽼师的⾟勤⼯作，也

希望奔腾继续做为中⽂学校的211和985，把中⽂教学越办越好！"

赵⽛⽛: 
"我在这个学校上了⼋年了，学了很多中⽂。我
不但学了很多，⽽且交了很多朋友。我也上数学

课，所以也学了很多数学题和程式。我⼀开始学

中⽂的时候，不是特别喜欢。中⽂那时候对我来

说很难，我觉得是浪费时间。但是有⼀天，我爸

爸对我说：“你需要学中⽂，因为中国在世界上
是个很⼤的国家。未来很多⼈会说中⽂，我希望

你是⼀个。”他说完这个话时，我下了决⼼要学
好中⽂。我虽然不是⾃⼰想学中⽂，但是在我的

⼼⾥我知道，我需要。我在这个学校学了⼋年，

终于坚持下来了。现在回头看，学中⽂也不是那

么难，以前我觉得中⽂学校给我很⼤压⼒，但我

现在觉得那个压⼒被夸⼤了。我中⽂学校的⽼师

都很愿意帮我们学习，我很感谢他们。所以我要

对⽼师们说：谢谢！"



8.2班毕业⽣
⾦宇晴:
"我对毕业这件事感觉很⽭盾，既舍得⼜不舍得。舍得是因为学校的作业很
多，每个星期要写很多作业，准备考试，完成项⽬等等，花的时间很多。我

住在纽约，每星期来中⽂学校会花⼀两个⼩时在路上。在这个学校⾥学中

⽂，给我很⼤压⼒，因此我想毕业了也挺好。 不过我也觉得很不舍得，因为
经过这些困难把中⽂学好是值得的，我是愿意的。除了我家⼈，其他亲戚都

住在中国，他们也只会说中⽂。如果因为语⾔的问题，阻碍我跟他们的交流

和感情，那就太可惜了。因⽽，我下定决⼼要把中⽂学好，把我的⽔平提⾼

到⼀个可以在中国留学或居住的⽔平。我很喜欢看中国的节⽬和电视剧，但

如果听不懂的话，我就不会觉得那么有趣了。 我真⼼感谢奔腾这个学校，帮
我的中⽂⽔平提⾼到这样⼀个成都。谢谢你们！"

王吴名: 
“我已经在华夏奔腾中⽂学校上了⼋年了。在这⼋年⾥，我学到的中⽂知识和
中国⽂化⽆穷⽆尽，我了解了中国美丽的⼤熊猫，很多童话故事，像《卖⽕

柴的⼩⼥孩》、《神笔⻢良》等等。 中⽂学校使我的⽣活⾮常轻松，⽐如在
美国学校，我选的第⼆语⾔就是中⽂，因为中⽂学校的严格教育，我第⼆语

⾔的总分总是⼀百。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听说读写，这都是中⽂学校带给我

的好处。我还参加过很多中⽂学校的⽐赛，我的书架上有⽆数奖杯。 上了⼋
年的中⽂学校，学了⽆数的知识，我将永远把华夏奔腾中⽂学校记在⼼⾥。”

学⽣家⻓:
"九年的执之以恒，九年的孤独前⾏，终于⾛到今天，我为你⽽骄傲！祝你中
⽂学校顺利毕业！"

学⽣家⻓:
"从5岁拼⾳班到13岁8年级，⼜⼀个孩⼦完成了9年的中⽂学习从中⽂学校毕业了，⼼⾥颇有感触。看到孩⼦
能⽤字正腔圆的中⽂和⻓辈及国内亲⼈对答如流，能享受和投⼊到精彩中⽂影视的剧情，能看得懂中⽂综艺

节⽬乐不可⽀欢笑声不断，能认真专注地完成英⽂学校⾥的中⽂学习项⽬并⿎励和帮助其他同学，尤其最后

⼀年能⾛出舒适圈突破⾃⼰，承担⼩组⻓的任务组织和带领其他组员⼀起备课和准备毕业项⽬，真正觉得孩

⼦⻓⼤了。中⽂学校虽只每周两个⼩时，但相⽐其它课外活动，它在⼀定程度上更缺乏趣味性，所以它更充

满挑战和考验。可在这么多年⽼师们和⽗⺟孜孜不倦地执着、耐⼼、⿎励和投⼊中孩⼦⽤⼼地感受到了并⽤

她的坚持、努⼒和认真回报了⽼师的⾟苦付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8.2班毕业⽣
陈芷葇:
"我从⼩上这个中⽂学校的。刚刚搬到了Parsippany，妈妈就听说了这个中⽂学
校，所以她⻢上注册，把她四岁的⼥⼉送进了中⽂学校。我⼀开始成绩是很好

的，每次考试也都考得很好。在四年级的时候，我慢慢开始拖拖拉拉，不学习

也不复习，觉得上中⽂学校很浪费时间似的。当然，现在我有时候也会懒得复

习，但因为我⻓⼤了，我认识到了上中⽂学校的好处。第⼀，我觉得能讲两种

语⾔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有时候，⽼师会叫我给全班说些中⽂，我就很骄傲。

第⼆，我看不会讲中⽂的同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中⽂的机会，⽽且他们的

⽗⺟⼀点⼉中⽂都不会，这让我想多多努⼒学习，因为我珍惜这个机会。第

三，如果你跟爷爷奶奶讲话时，互相听不懂那就太遗憾了。那时你想要学的时

候，就已经没有中⽂学校这么好的资源了。虽然中⽂学校的作业有时令我头

痛，但我还是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学中⽂。"
学⽣家⻓:
"芷葇，很快你就要从中⽂学校毕业了，在此，爸爸、妈妈和弟弟恭喜你！爸妈为你九年来不仅⾃⼰坚持学习中⽂，
⽽且还常常⿎励弟弟不要放弃感到⾮常⾃豪！虽然最后⼏年学习压⼒很⼤，但你从不抱怨，坚持学习。特别是最后

这⼀年，你主动做作业，字写得⼲⼲净净整整⻬⻬，作业很少有错误，这些让妈妈感到⾮常欣慰，感觉⼀夜之间你

变得懂事了许多。中⽂学校不仅教会了你中⽂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你坚韧⽽不⾔放弃的品格，这是最⼤的收

获！在此，爸妈感谢九年以来所有教过你的⽼师和教职员⼯，他们⾟勤的汗⽔必将浇灌出美丽的花朵。谢谢⽼师！"

吴⼀凝:
”哎呀！九年这么快就过去了。⽼师问我们学了这么多年中⽂都有什么⽤，说实
话，我还不知道呢。我记得第⼀天上拼⾳课，我兴奋地⾛进那个⻔，想知道这

个课到底是⼲什么的。两年后，我在认字⽐赛中得了第⼀名，我很⾼兴。可我

在演讲⽐赛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准备了两个多星期，每天就在那⼉练习讲

我的故事。到了⽐赛开始之前，我脑袋⾥⾯都记得要说什么要做什么，可是我

⼀⾛到教室前⾯，就突然⼤哭起来。唉，真是浪费了⼀个好机会。后来⼀直到

七年级，我每年都在认字⽐赛中获得⼀等奖，也得过三四个朗读⽐赛⼀等奖。

在⼆年级的时候，我还参加过学校组织的运动会。我是要跳绳的，跳着跳着，

就不⼩⼼踩到绳上了，所以我⼜开始了重新跳。但是过⼀会⼉，我⼜踩到上⾯

了，弄了好⼏次都没有成功，于是我不耐烦地扔下不跳了，哭着跑⾛了。我讲

这些事⼉是要说什么呢？我是想说，虽然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我的中⽂，但是中⽂学校教了我很多东西。从朗读⽐

赛，我学了只要练习就可以有⼀个好结果。从那次的运动会，我懂得了没有希望的时候也要坚持。我现在打⽹球⽐

赛的时候，多难都会坚持下去，甚⾄输很多的时候我也坚持打下去。所以，虽然我不知道中⽂怎么⽤于我的未来⽣

活中，但是，我相信它会有⼀个很⼤的⽤处。因为九年前，我不知道中⽂学校会为我做什么，但是我现在知道它让

我学到了很多。“

学⽣家⻓:
“祝同学们学业有成,学习更上⼀层楼. ⽆论在任何地⽅都不要忘记⾃⼰是中国⼈,多多锻炼中⽂。”



8.2班毕业⽣
江奕恒:
”⼋年前，我第⼀次来到⼀个有这么多孩⼦跟我有⼀样外表的地⽅--华夏奔腾中⽂
学校。我看来看去，看到许多⼩孩⼦，跟他们的⽗⺟⾛来⾛去。记得第⼀次进到

中⽂学校的教室⾥，我有⼀点⼉激动，也有⼀些紧张。后来我渐渐喜欢上中⽂学

校，每个星期六都⾼⾼兴兴地跑进中⽂学校。我每个星期六学习新的⽣词，学习

新的内容。每次中⽂学校下课后，我都会跟我的爸爸妈妈讨论在中⽂学校学了什

么新的东西。回中国旅游时，亲戚都夸我，有些⼈到还以为我是本地⼈呢！每到

这时候，我都会在⼼⾥暗暗地感谢中⽂学校给我带来这么多愉快。我在中⽂学校

不但学了很多，也建⽴了很多友好的关系。我跟⽼师的关系很好，他们教得很

好，都很有耐⼼。我跟我的同学关系也很好，他们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跟他们在

⼀起学习真是太有意思了！看到我在中⽂学校这九年的进步--从⼀个不知道怎么
数数的⼩孩⼦，到⼀个⻢上要毕业的孩⼦，我觉得既开⼼⼜伤⼼。现在⻢上要毕

业了，可我还不想离开它，还好我明年还会上AP课程。谢谢中⽂学校给我这么多
美丽的记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学⽣家⻓:
“妈妈赠⾔—⼉⼦，很开⼼你即将从中⽂学校毕业。 九年的中⽂学校⽣活不但让你学会基本中⽂的听写读，还给
了你交华⼈朋友的机会，更給了你星期六晚打篮球的场地。九年的中⽂学校⽣活于爸妈也是受益良多。妈妈在

辅导你的同时， ⾃⼰对中⽂有了新的领悟和深层次的理解。爸爸结交了同样喜欢打篮球的哥⼉们。这班哥⼉们
⽐孩⼦们还盼着中⽂学校开学开课。中⽂学校提供了华⼈们在海外交往的去处， 难怪被⼤家称为“第⼆个家”。
同时也有些⼩⼩的惆怅， 中⽂学校的快乐时光将离我们⽽去。希望我们今后能有机会继续融⼊中⽂学校的⼤家
庭。“ - 妈妈
”⼉⼦，恭喜你⻢上中⽂学校毕业了。我们为你⾼兴。从五岁开始学拼⾳、背唐诗，现在唐诗快忘光了，终于可
以说⼀⼝⽐较标准流利的中⽂了。我也为你妈妈⾼兴，不⽤再⼀遍遍地陪着你读课⽂，还得为你的功课着急上

⽕。我也为⾃⼰⾼兴，不⽤再为造个好句⼦⽽抓⽿挠腮了。唯⼀有点遗憾的是，以后咱们再去中⽂学校打球就

不那么“名正⾔顺”了。反正你也蛮喜欢中⽂学校，要不我们再留个级，多读两年？“ - 爸爸

张麟: 
”在我中⽂学校学中⽂的⼋年⾥，我学了很多内容。⼏年前上中⽂学校的第⼀天，
我很担⼼。那⼀天问我的妈妈：谁会是我的朋友？后来看起来不⽤紧张，⼋年中

我交了好多朋友。这⼋年我遇到的⽼师也都很好。六年级的时候，我英⽂学校的

作业变得多了起来，那个时候我不想上中⽂学校了，因为作业太多了。后来我想

了想，还是继续下去了。我离开中⽂学校时，我会很伤⼼，我舍不得我的⽼师和

同学，他们给我很多帮助，让我学到很多。我最喜欢我的⼋年级，在这个年级学

了不少内容。谢谢⽼师和同学！“

学⽣家⻓:
“你的天赋好⽐⼀朵⽕花，如果你⽤勤勉⾟劳去助燃，它⼀定会变成熊熊烈⽕，放
出⽆⽐的光和热来。”



许智栋:
”我从⼩就开始学中⽂了，从⼀年级开始在奔腾上学的。中⽂实际上是很有⽤
的，我每天会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弟弟说中⽂。我们每年会去中国旅游，

我的表兄弟会说⼀点⼉英⽂，但他主要是说中⽂的。因为我学过⼏年中⽂，所

以还能跟他在⼀起说话。 虽然中⽂学校的功课很多，但还是有⽤的。有的时
候为了考试，我复习常常要花费好⼏个⼩时。学中⽂需要很多时间、精⼒和耐

⼼。 在我的学校⾥，中⽂不是⼀个可以⾃由选择的课，但在⼤学⾥我可以选
中⽂。因为我已经学过了，我将来会在⼤学⾥继续学习中⽂。⼋年级的课特别

有趣，这是因为我们互相学习⽽引起的兴趣。“

学⽣家⻓:
“今天，爸爸妈妈真的都为你能顺利完成8年的中⽂学习⽽感到骄傲。这⼀路⾛来，我们都知道⾮常不容易，其中
的艰⾟爸爸妈妈都看在眼⾥。尤其在后来5年的时间⾥, 你既要上中⽂课，⼜要同时参加游泳训练和紧张的⽐赛,
努⼒把拉下的中⽂补上，不曾退缩，从未放弃。我们很为你⾃豪，希望在你今后的学习和⼈⽣道路上, 你能⼀直
保持这永不放弃的⼼。加油!”

8.2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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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赛



写字⽐赛: 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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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河》

流域图

毕业班的"阅读理解"作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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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班  陈宇翔
有感新冠

   ⼆零⼆零年，有谁能想到，呆在家⾥也算是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

   全世界许多⼈都被新冠病毒感染了。这种病是从来没⻅过的。据说，有⼈吃了蝙
蝠之后得了这个病毒。这种病可以在⼈们接触的过程中被传上的。被感染的⼈会显

⽰症状⼆到⼗四天之后。有些冠状病毒的症状是呼吸困难，咳嗽和发烧。⽬前还没

有找到医治的⽅法。最容易感染的是⽼年⼈和免疫⼒低的的⼈群。⾄今全球已经有

200多万⼈感染了，死亡⼈数已超过13万⼈了。

   现在 ，每个国家都有⾃⼰的计划和规划来帮助减少⼈们接触量。 世界卫⽣组织建
议每个⼈保持⾄少六英尺的距离和经常洗⼿。如果需要出⻔的话，戴⼝罩和⼿套是

最好的防御。这些是保护好我们⾃⼰最好的办法。虽然有效的药还没被研究出来，

但是很多病⼈经过治疗恢复了。全球已经有五⼗多万⼈战胜了冠状病毒。

   各国家的政府已经指定许多制度，⽽且也关掉餐馆和其他商店。⼤型聚会也被禁
⽌。政府也为被这个病毒影响到的⼈发补贴钱。尽管这些预防，我认为美国的政府

应该更早的做好防疫措施。在⼀⽉份的时候，世界卫⽣组织已经向全世界警报新冠

病毒的情况。但是，美国总统没有在意这些警告。那时候，新冠病毒只在武汉，但

现在已经传到了两百多个国家了。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多的冠状病毒患者，⽽这些

数字⼀直在增加。如果美国政府⼀开始就认真地⾯对这个问题，我想就不会有这么

多⼈被感染 ，不会有这么多⼈死去，⽽让我们感到⾮常难过和担⼼  。 希望这个疫
情快点过去，让我们恢复到原来的⽣活。希望⼤家都能平平安安地躲过这次灾难。



最珍贵的⼈⽣⼀课

—— 读《最后⼀课》有感

   在《读者》杂志上读完关于兰迪·鲍什的《最后⼀课》这篇⽂章，我久久不能平
静。我把故事分享给我的家⼈，我们⼀家⼈都停下⼿⾥的事情，⼀起看完这堂近

⼋⼗分钟的感⼈⼀课。

   兰迪在演讲⼀开始就告诉观众，他已经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胰腺癌，⽣命只剩下短
短的⼏个⽉时间。然后，他整个演讲再不谈及癌症或者死亡。反⽽，他充满活⼒

地展现了他的乐观向上和不懈努⼒。正⾯死亡⽽笑谈⼈⽣，得需要多⼤的勇⽓和

坚强啊！

   兰迪谈到⾃⼰童年的梦想，以及他是如何实现每⼀个梦想的。他并⾮上帝的宠
⼉，⼀路幸运顺利。他和⼤多数⼈⼀样经历了⽆数挫折困难，不同的是他把每⼀

⾯挡在成功道路上的砖墙都视为锻炼⼼智毅⼒的机会，他把每⼀个对他严格要求

的⼈都理解成是出于他们对⾃⼰的关⼼。坚韧不折，也许就是兰迪能够成功的原

因。

   实现了⾃⼰的梦想，成为计算机虚拟世界领域的导师，兰迪却并没有停步。他开
始帮助他⼈实现他们的梦想。他的学⽣，他的助⼿，都受益于他的⿎励和帮助。

就像这⽣命尽头的最后⼀课，他分享的不光是梦想、不只是成功之道，⽽是现⾝

说法教会我们何为有意义的⼈⽣。

   兰迪⻛趣幽默，却字字句句充满了关爱。他⽆⽐珍惜亲⼈，却⼜能做到在⽣命终
点从容放⼿。我会把他带给我的感动和领悟珍藏在⼼中，让⾃⼰的⼈⽣也变得更

有意义。

8.1班  李卓轩



读后感

——读《傻弟》有感 

       最近，我在杂志上看到了⼀篇⽂章，名叫《傻弟》。读了这篇⽂章我学到了两个
道理： 快乐⽐钱更重要； 不要过分依赖他⼈。
       在这篇⽂章⾥，作家描述了这样⼀个场景：⼀位满头⽩发的⽼⼈⼀边在看⾃⼰的
⼩⼉⼦在阳光下开⼼地玩球，⼀边在应付⼤⼉⼦的⼜⼀个请求。傻弟就是⽼⼈的⼩⼉

⼦，他虽然智⼒上有些问题，但是每天都过得特别开⼼，因为他没有永⽆⽌境的欲

望。他的哥哥正好相反，  他有健全的⾝体，但是每天只想着得到更⾼的职位，得到
更多的权利，⼀点都不幸福。以前，⽼⼤是爸爸的骄傲，但是现在爸爸却希望他能

像“傻弟”⼀样开⼼，⽆忧⽆虑。
      我读完之后,不知为什么 就想到了⾃⼰。我⼀直在为将来能上好学校和找⼀份好⼯
作⽽努⼒学习，但是我从没考虑到这是否会让我感觉到真正的快乐。⼈的⽣命这么短

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呢？我们应该珍惜已经拥有的⼀

切，⽐如：我们的家，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们。和他们每天开⼼地在⼀起，这才是真正

的快乐。

        《傻弟》还带给我另⼀个启发，就是不要过分依赖别⼈。⽗⺟不需要过多地帮助
孩⼦。为什么呢？在这篇⽂章⾥，哥哥希望他的爸爸帮他争取到⼀个更好的职位。但

是，这次爸爸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他曾经帮了⼉⼦很多次，现在他感觉特别累，他

想让孩⼦⾃⼰去想办法。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总有⼀天，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帮我

们，我们只能靠⾃⼰。如果⼉⼦不能靠⾃⼰的努⼒争取到这个职位的话，那就说明他

的能⼒还不够。他应该更加努⼒，或是争取寻找其他的⽅法。以后，我也会凭⾃⼰的

努⼒去争取我的⽬标。当然，有时候请⼈帮忙也是必须的，毕竟我们不能靠⼀个⼈处

理所有的事。我相信我会⼀直记住这个道理的。

        其实，这两个道理不是我第⼀次看到，但是读了《傻弟》以后，我觉得我真正地
理解了它们。

8.1班  王星⾬



戴⼝罩的重要性

   差不多三个⽉前，新冠病毒从中国开始，然后传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数⽉前，病
毒最初是在中国武汉爆发的。可是，在现在的情况下，美国反⽽是最严重的新冠病毒受

害者，⽽中国仅排在第七位。这个让⼈奇怪的统计数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中

国在疫情开始时就建议，不久更明令要求必须戴⼝罩的措施，确保了⼈们的健康安全，

迅速地控制了疫情。所以在公共场合戴⼝罩是⾮常必要的。

   ⾸先，在新冠疫情期间⼈们出⻔都应该尽量戴⼝罩，因为它可以阻⽌新冠病毒进⼊
⼈的⾝体。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很容易通过空⽓中的⻜沫传播，进⼊⼈体造成感染，呼

⽓、咳嗽和打喷嚏都会产⽣⻜沫并传播这种病毒。新冠病毒可以从⿐⼦、眼睛或者嘴巴

进⼊⾝体。到⽬前为⽌，美国总共有737,921病例，中国的病例⼏乎少了九倍，为
82,719例。可⻅，戴⼝罩可以阻⽌⻜沫进⼊你的⾝体。如果美国也正确使⽤⼝罩，⽤它
来挡住⿐⼦和嘴巴，同时过滤你呼吸的空⽓，美国⼀定能够有效地减少病毒进⼊体内的

机会， 从⽽减少被感染的⼈数。

   戴⼝罩是预防新冠病毒有效的⽅法。使⽤⼝罩不仅会防⽌其他⼈向你传播病毒，它
还可以阻⽌你把病毒传播给别⼈。如前所述，病毒是通过⻜沫传播的，主要通过呼⽓、

打喷嚏或咳嗽传播。这意味着⻜沫主要来⾃你的⿐⼦或嘴巴。普通布料可以阻挡⼤约百

分之五⼗的⻜沫微粒, ⽽医疗⽤⼝罩可以阻挡80%到95%的粒⼦。因此，戴上⼝罩可以有
效地阻⽌新冠病毒从被感染⼈的体内向外传播，降低⼈们被它感染的可能性。

   可⻅，戴⼝罩确实是阻⽌新冠病毒传播的重要⼿段。它不仅能帮助已经感染了新冠
病毒的⼈控制住病毒传播，还能保护没被感染的⼈的安全。希望全世界其他国家都能认

识到戴⼝罩的重要性，防⽌新冠病毒的继续传播，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结束这场全球的

灾难。

8.2班  江奕恒



⽇记

橄榄球⽐赛

10⽉21⽇  星期⽇  ⾬

   “该起来了！”爸爸⼤声叫着我。今天我有⼀场橄榄球⽐赛，但我实在不想从床上爬起
来。“你需要快点了！”爸爸⻅我没动静⼜敲着我的⻔。“来了来了！”我赶紧答应着，同
时爬下了床。我匆匆刷⽛洗脸吃早饭，然后看了看外⾯。“啊！”我吃了⼀惊，外⾯在下
⾬！“爸爸，外⾯在下⾬，我们怎么打橄榄球？”“外⾯是在下⾬，但你的教练发了个电⼦
邮件说你们还是要去”。我低声抱怨了⼀下，然后开始把打橄榄球的东西准备好。我最
不喜欢在下⾬的时候打橄榄球，因为橄榄球⼀湿就很难抓到。

   到球场的时候，⾬下得更⼤了。可当我⾛下⻋时，我看到我的队友们都开始在场上练
习了。我放下⾃⼰的东西，然后加⼊了练习。我们练完后，教练把我们叫到⼀起，他对

我们说：“今天的⽐赛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赢，我们就不能参加季后赛了。”我们的联盟
⾥有⼆⼗四个橄榄球队，到赛季结束时，第⼀名打第⼆名，第三打第四。我们的教练问

我们，“谁想要赢？！”我们把我们的⼿放到⼀起，⼀起喊出了我们的⼝号。

   然后我们开始⽐赛。⽐赛到最后的时候，我和所有队员都很紧张，我们与对⼿⽐分并
列，⽽⽐赛还剩下⼀分钟了。突然，我的⼀个队友在场上跑向⽬标线，对⼿们都在后⾯

追，哇，我们触地得分⼉了！我们都⾼兴地跳了起来，我们赢了！我下场的时候，爸爸

⾛到我的⾯前说“你今天打得很好，我们去‘五个家伙’饭店去吃饭吧！”我⾼兴地拍着⼿，
我最喜欢“五个家伙”了。我在那⼉吃了个三明治，真⾹啊！

8.2班  赵⽛⽛



热情和坚持

——读《早上和晚上》有感

   我在《读者》杂志上读了⼀篇短⽂—《早上和晚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的⼯
作要有热情，并坚持努⼒，才会成功。

   这篇短⽂是讲⼀个代课⽼师的困难。她在学校天天忙死，教室换来换去，⼯作却没有
进展，学⽣也不买她的账。放春假时，她回到⽗⺟家，告诉他们她的困难和抱怨。⽗亲

听了就告诉她说，如果早上⽐昨天晚上更累更糟，就要换⼯作了。⽼师回到学校，努⼒

地⼯作，每天早上打起精神、继续教课。以后她每⼀年过得越来越好，⼤家越来越尊重

她，35年后她还在同⼀所学校⼯作，并成为了⼀校之⻓。

   这篇短⽂的意思是每天不管多累多糟，第⼆天早上⼀定要打起精神，继续努⼒。什么
时候你早上感觉⽐晚上更糟糕，就不能再继续做这个⼯作了。

   我在⾃⼰的⽣活⾥也有这种感觉。除了学校和中⽂作业，我还有很多⽹球训练和⽐
赛。有些时候，学校会很忙，作业很多，我打完球回到家还要做作业到⼗⼀点才能睡

觉。我感觉很累，觉得要不⾏了，⽹球⽐赛输了的感觉也很糟糕。可是每次睡完⼀觉第

⼆天早上，我都能从床上起来，打起精神去学校，并期待着放学后的⽹球课。这就是短

⽂⾥⼀样的情况。如果我早上起来⽐晚上睡觉时候还要累、还要糟，我就不应该再继续

打⽹球了。

   因为我⾃⼰的⽣活经历跟短⽂⾥的⽼师相似，所以我对这篇短⽂有深刻的理解。我从
《早上和晚上》了解到：做你喜欢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也⼀定要打起精神，继续努

⼒。

8.2班  孙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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