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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市中文学校逸飞班上的毕业典礼

黄少华博士

Dr. Edgar Huang
317-804-4060 

SATEnglish@gmail.com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黄博士的暑期SAT英语课已开始报名。6月到8月，所有课都是
在网上上的。网络课程都是互动的。不用担心和其他活动有冲
突。所有的课都有录像。学生旅行到亚洲和其他国家，只要有
网，也照样可以上课。考新SAT和现有SAT的学生有不同的班。

•	 尽管班里大部分是8年级以上的学生，班里也有不少来自全美的
6-7年级的学生利用这个学习机会大大增强学校英语课和写作的
表现。课程时间安排请见网站。

•	 SEEC常年授课。学生可任意一周加入。请email或打电话联
系。SEEC免费试听课，免费评估英语能力。

•	 秋天大学申请一对一辅导报名正在进行。只剩一半的名额。SAT/PSAT英语提高班

                                     张立言  
大家好，
我很高兴你们今天可以来分享我的小学

记忆。
我刚来到哥仑布市Parkside小学的时候

我只有五岁，英语说得不是那么好。现在我
快要从六年级毕业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了
很多东西，英语也完全没有问题了。 

我很快就要去中学了。六年级帮助了我
很多，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我经常把
六年级的年册 拿出来看。里面有我很多好
朋友。看到她们我就会想起和她们在一起的
开心快乐的时光。年册里还有我们学校的各
类课外活动组队。我可以看到我自己在数学
队和乐高联盟的组里。在数学队里我们是州
里的第二名，在乐高联盟我们也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是我们学校这三年来，第一个进入
州比赛的队伍。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们
付出了很多，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设计。

感谢我的班主任老师。她让我对自己更
有信心。当她发现我有没有弄懂的问题时，
她会给我指出来。有一次，科学作业我做的
不太好。老师看到了我的成绩就问我是不是
不太明白，然后她就让我把书上的星系知识
好好看一遍。在后来的科学课考试时，我就
做的很棒！她的帮助让我更加肯定自己，更
加自信，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解决问题。

我对我的语言也更有信心了。刚来哥伦
布时，我英文不好因为从小我都用中文交
流。但是我很快就可以用英文对话了，也交
了许多新朋友。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们都会帮
助我。我们也一起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比如DI。我的朋友Shivali的爸爸是我们的教
练。大家一起把我们的主题设计得很有趣。
在数学上我也和我的朋友互相帮助。我和
Nela经常会在一起讨论数学题。因为我的语
言进步了，我现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没有学校老师，同学的帮助，我就不会
成为今天的我。六年级真难忘。所以我应该
谢谢大家，谢谢我的老师，校长，同学们，
家长们。我会想念我的学校的。

Parkside 加油!

                                             马子蒙

尊敬的老师, 家长们, 亲爱的同学们,
下午好!
上星期我们学完了第七册。 经过努力学

习, 我们全部通过了第七册考试,终于从第七
册毕业了。刚进哥伦布市中文学校时, 我们
班开始只有大概五六个 学生。只有稼轩和
我是一开始就在这个班! 第二年转来了安安
和琪琪。 接着是燊怡。 刚开始时我们才五
岁，还不会认字, 写字。  那时, 我们从拼音
学起, 然后开始练写字。 一转眼七年就飞快
地过去了。现在我们不仅仅会说很标准的普
通话, 还会阅读, 甚至能每个 星期都会写一
个四百多字的一篇周记!

七年来,有的朋友搬走了,又有更多新同
学来: 飞飞, Erica, 和多多。大家能取得这么
好的学习 成绩, 能坚持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多亏了我们老师的辛勤教育和鼓励。我们做
表演，猜词语游戏。考试完或大家累的时
候,她让我们做脑筋急转弯让我们休息休息
脑子。有时侯还会让我们重改童话故事来练
我们的想象力:如 “新白雪公主“, ”东郭
先生和狼续“等等。她每个星期让我们评论
别人的周记, 写三四百多字的周记练我们的
中文语言。尽管我们都不很情愿, 但是还是
尽量写好，因为怕别人读。我们应该承认我
们每个人都进步很大。应该给老师说一声感
谢: 谢谢您!   

我们应该也感谢家长们！他们接送我们
到学校, 鼓励我们好好学习, 帮我们改作业, 
还要读我们那一篇篇可笑难懂的文章。我和
同学们向家长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谢谢!

最后,你们都应该看了今年我们表演的
《中国话》吧? 除了学习, 我们还学唱中文
歌。我们每年都在哥伦布市华人春节晚会上
表演中国功夫舞蹈, 受到大家欢迎。

中国语言和文化 越来越受欢迎. 让我们
应该继续努力学习中文语言和文化吧!

谢谢大家!    

                                         宋雨轩

老师，家长们，同学们：下午好！
今年，我们的中文班学完了第七册中文

书！我们大家不仅中文进步都非常大，而且
我们还一起做了许多事情。

我刚来到苑老师的班时，我们说的中文
还一般。我们才刚刚开始写作文。在苑老师
的指导下，我们学会了怎样说好标准的普通
话，和怎样写一篇又完整又规整的文章。
让我们给她一阵热烈的掌声！谢谢你，苑老
师！

哦！我还应该感谢家长们！感谢我们的
爸爸妈妈们给我们创造了那么好的学习环
境，所以我们也应该感谢他们！你们辛苦
了！

在这几年，我的同学们也给了我许多美
好的回忆。我们一起读过好多课文，以及周
记啊！我们还一起表演了许多小品，合唱，
和舞蹈。虽然我们是一个班，但是我们每一
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多多特别爱玩魔方。
稼轩写的汉字非常漂亮。安安写的作文很有
趣，因为她擅长描述。飞飞写的作文很吸引
人，因为她经常会用很有趣的开头和结尾。
张立文知道许多有用的词语和知识。马子蒙
是一个很聪明，但是很爱说话的人。�怡学
习很努力，而且她也非常聪明。这个班真是
太特别了！

最后，我就想讲讲学中文对我的帮助。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英文不那么好，所以我不
能用太多英文。现在，我可以说很多中文，
所以我跟他们用中文交流很方便。我还可以
跟妈妈看中文电视剧。我们的中文进步真是
很大！

今后大家都应该更努力学中文来报答家
长开车送我们来上学，报答老师辛苦认真的
教导我们。同学们的中文会学得越来越好。
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学习中文！

谢谢大家！

                             肖燕飞   
大家好，我叫肖燕飞。
我是一名中文学校七年级的学生。今

年，我和我同学们一起从七年级毕业。
首先，我想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你们

一直在鼓励我向前走。大家都花费过时间来
帮过我改作业和学汉语。不管是怎样做的，
我都很感谢大家的帮助。

来中文学校已经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机
会，因为很多别的孩子都没有像我这样好的
条件。我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机会，好好学
习。学汉语虽然很难，但是有了大家的互
相，帮助我一定可以学好！

其次，在中文学校我不仅学了中文，我
还交了很多朋友。我是在这儿才交了我的好
朋友：安安，琪琪，和燊怡。 我们在这儿
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进步。记得今年
的春节晚会上，苑逸飞老师带领我们表演了
一个“中国话”的说唱节目。我们一起排练
了很多次，连了很长时间才能表演好一个很
酷的节目。我们累的时候，老师还给我们读
脑筋急转弯的谜语。

最后，我想感谢支持我们的中文学校。
没有中文学校这个很好的学习中心，我们就
没有机会和朋友们一起学习，玩耍，成长！

谢谢大家！

                                                   张立文 
             

大家好。这几年在中文学校我学了很多
东西，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我们刚来中文学校的时候才五六岁，一
个汉字都不认识。现在我不仅会读会写很多
字，而且还可以用中文字写作文了。在中文
学校，除了学读写中文外，我们班的逸飞老
师每年还教我们唱歌跳舞。今年我们班还在
哥伦布市华人举办的春节晚会上表演了《中
国话》。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目了。《中
国话》是一个唱歌加说唱歌曲。那个晚上我
们又唱歌又跳舞地表演了这个节目。大家表
演得都很好，受到观众地热烈欢迎。他们给
我们一阵阵掌声！中文学校教了我们很多东
西，不仅学到了中文，还帮助我了解了中国
的文化。

中文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和
好多其他的亲戚都不会说英文。我现在可以
用中文毫无障碍地和他们交流了。中文学校
让我们学中文，用中文，喜欢中文。现在用
中文的人越来越多。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中文会帮助到我更多。我觉得我很幸运。 
    在哥伦布华人协会的帮助下，中文学校

不断扩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这里学
中文。我们除了学习，还参加社区活动。比
如每年中文学校会参加城市举办的国际文化
游行。
   我觉得中文是一种美丽的语言。中文学

校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喜欢这里！

                                王稼轩

尊敬的老师，各位家长，亲爱的同学
们：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毕业典
礼。首先，我想祝贺今天毕业的学生。经过
六年的努力学习，他们终于要升入中学了！
让我们给这些学生们鼓掌！

 接下来，我想感谢我们的老师们。
在他们的辛勤教育下，我们学到各种知识和
技能。我们大家才能顺利毕业，升入中学。
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没有这么多学生毕
业。让我们给老师们鼓掌！

另外，我要感谢各位家长对我们的学校
的支持。许多家长在学校义务帮助学生，还
有许多家长在学校的活动中捐赠食品、饮
料、礼物等。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学
生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不会有这么多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最后，我祝愿全体同学在中学里学习进
步。在下面的六年学习当中，认真努力。

谢谢大家！

    
                                               龚燊怡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是真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因为我

们要毕业了。
我学了不少中文知识。我庆幸有一个好

老师，你教会了我们中文，还教会了我们生
活。我刚进中文学校的时候我的中文很差。
可是过了几年的功夫我的中文有了很大的提
高。在这里我衷心地向老师说一声：“谢谢
你，老师！你辛苦了。＂她教了我们很多，
比如三字经，脑筋急卷弯，童话故事，还有
很多。老师还给我们排练春节晚会的节目，
那是我最喜欢的活动。我们从一点都不会跳
到非常熟练的在台上表演，这些都离不开老
师的辛勤的汗水。在课堂上遇到我们不懂的
问题，她总是很耐心地给我们讲解直到我们
都明白。在课堂上如果我们答对了问题我们
还会拿到礼物。有时候她去旅游后还把旅游
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们，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我最爱听游记了。

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中文。谢谢老师
和同学们。

谢谢大家！

      
                                               陈子丹

今天是这个学期最后一次上中文学校
了！我们都有很多要说的。我最想说的是我
理想的中文学校。它会有什么不同呢？下面
的演讲是我从我理想的中文学校毕业。

我真的没有觉得我上了六年中文课！时
间过的真快。中文学校可以怎么有趣！我还
记住我第一次去中文学校。我在车上，带着
一个空的书包，去学中文。我学怎么写“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在老师的指导下，
我们用很多跟中文有关系的游戏学很多中文
字：像词语接龙，造字，和看图说话。

通过每一课玩儿的中文游戏，我也学到
了很多中文。我还学到一些生活的经验教
训，像不要拖延。我在中文学校和英文学
校都应用到这个经验教训。我们不仅学到了
很多中文知识，而且还有时间在中文学校玩
儿。上了六年中文学校真的帮助我很多，像
四年以前去中国的时候。在家里，我也可以
跟爸爸妈妈交通的更好。我还交了很多新朋
友。

我在中文学校最喜欢的时候是魔方课。
魔方让我兴奋！因为我总是能把我的完成时
间变得更短，记下新的算法，和学不同的解
决方法。因为学习中文那么有趣，所以我在
家里总是愿意练习中文。这个中文学校最大
特点就是也没有什么作业！所以我有更多时
间跟爸爸妈妈和弟弟玩儿。

现在我又回到现实中的这个世界里了。 
我真希望下一个学期中文学校和我理想

中一样。 
谢谢大家！

          逸飞班上的学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