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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本奖学金的宗旨是：发现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使用并传播中文的申请人；鼓励申请人继续努力
，更上一层楼。 
 
因此，完整的申请材料不只是一篇短文，而是还有其他描述申请人背景的信息。在发现获奖人

（评审申请材料）的过程中，考虑的因素也就不仅仅是一般印象中靠写作水平，或者是否已经在

其他活动中已经多次得奖的背景来挑选获奖者， 而同时更看申请人平时的学习态度，学习条件，
以及如何使用中文等方便的情况。这些情况是从申请人的短文，推荐人的描述，以及其他申请中

回答的问题来抽取和验证的。所以，申请短文里讲的故事以及其真实性远比短文写作的语法和用

词在评审中更显重要。 
 
希望大家在阅读短文时，记住短文的题目，从短文的故事中去体会作者的学习和使用中文的经

历。 
 
 

《管爱玲中文教育奖学金》管理委员会 
20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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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短文题目：讲一个自己学习中文或者使用中文的故事 

短文 1 
 
2018年暑假，我在北京首师大学习中文。有一天，我和同学们在前门逛街。那天是雾霾天，天气
很潮湿。我穿着红色营服，背面写着，“学无止境，其乐无穷。” 路人看到十五个外国人都穿同样 
的衣服，好像比看外星人更有意思。在小巷口看到一个豆浆摊。中文课上，我曾经学过豆浆是北

京的特色小吃之一。于是，我决心尝试一下，体验北京的风土人情。对我来说，豆浆没有想象中

那么好喝。我边喝豆浆边跟摊主奶奶聊天。我一开口说中文，就让她吃惊，她哈哈大笑地说，“哇
，你中文说得这么好！”最出人意料的是，她不断对我说，“谢谢！”为什么呢？离开后才想起来，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不少外国人来逛前门大街，结果这个老奶奶的生意不太好，因为她不会说英

文，而很多外国人又不敢跟她说中文。我有点难过，因为真可惜很多外国人错过了跟老奶奶交流

的机会。跟摊主奶奶聊天时，我意识到了她表现出中国人的特点，温暖和热情。我认为外国人应

该努力学中文，多跟中国人打交道。跟老奶奶讲中文说明我很尊重她和中国文化，这让老奶奶觉

得非常高兴，所以不停地说谢谢。通过这件事，我对中国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激励我更好

地学中文。 
回到美国后，我在校会上给大家讲了这个故事，向同学们宣传学外语的重要性。如今，每次跟中

国人聊天的时候，我不但希望提高语言能力，而且更希望表示我对他们的尊重。目前，中美关系

缺少互相尊重，尤其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现状下，有的美国人因为病毒的传播而责怪甚至伤

害亚裔，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认识摊主奶奶和别的中国人有助于增加我对中国的了解。因为我从

小学开始学中文，并且经常阅读不同来源的新闻，我知道的信息比较全面，而且有自己的判断。

在现在这个中美关系有争议的时期，我打算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减少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误解

和偏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短文 2 
 
我出生在宾西法尼亚州，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当一个快乐的人，就给我取了”乐宾“这个中文名
字。像父母期望的一样，我一直在家里学习中文，并且成长为一个快乐的女孩。你也许想不到的

是我快乐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会中文。 
 
前年夏天我在注册九年级课程的时候, 我申请了当中文助教。和中文老师面谈后，我被批准了。我 
从此开始了中文教学旅途。在课上老师让我帮助学生练习拼音和对话。班里的同学基本都比我大

，有的学生甚至比我大两三岁。刚开始时我有点儿发怵。但是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我变得自信

和有责任心。同学们常常在课后给我发信息询问中文作业的问题或者讨论有关中国的话题，有些

同学因为我的帮助，对中国文化更加感兴趣，选择了继续学习中文课程。虽然高中的时间很紧张

，但是我很乐意帮助同学学中文。我已经注册下个学年继续学中文和当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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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个初中生在本地中文学校上课时经常捣乱是有名的小淘气。他们不能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在

课堂上学习，因此退出了中文学校。他们的家长聘请我当中文家庭教师。我绞尽脑汁与他们周

旋。每次学完一节课，我就让他们根据课文来编制对话小品，然后我给他们录像。他们兴奋的把

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给他们讲去中国旅行的见闻，他们觉得很有趣并且问了很多问题，他们

决定今年暑假去中国旅行。我已经教了他们一年多，每次的家庭教师课对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现在宾州的学校都改成了网课。我继续在Zoom上当中文家庭老师。我很忙，但是很快乐。 
 
 

短文 3 
 

听到同学们一声响亮的“老师辛苦了”，我和其他两位小老师都觉得松了一口气。那一天是 
2020年1月5日周日晚上，也是学期最后一课，我们已经为江西上饶田墩镇中心小学四年级一班的
同学们上了整整半年的远程课。上课很累，但是同学们学得认真，他们的感谢我感受到了。虽然

我们上的是英文课，但我发现其实学好中文更重要，因为他们英语基础很少，我们中文要够好才

能跟他们很好地交流。这是《侨报》组织的爱飞翔远程公益支教活动，小老师挑选自美国各地的

侨报小记者。我们小老师要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因为每周课前主讲老师都要自己选题目，自己

做中英文PPT，每次1小时的课准备都要1.5小时以上，准备的时候就要练习很多中文。虽然我有自
信，因为我发表过中文文章、考过汉语言水平考试HSK、做过采访、还在中国大使馆做过中文演
讲，但是用Zoom讲课的时候，还是有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比如学生害羞不爱说话、回答不上问
题、设备忽然没声音等等。要是学生不说话，我就需要用中文来鼓励他们开口，做得好我也会表

扬。上课同学们收获大，对我的中文帮助也很大。我学中文10年了，但同学们的中文还是比我好
得多。我在家里有时候吵架都说中文，不知道有些中文怎么说，我还可以马上换成英语。但是，

对田墩镇的同学这样子就不行了，我需要不停地用中文解释英文，不然他们就不懂我说啥。现在

我们支教的努力和爱心得到了周围好多人的夸奖，希望COVID-19推迟的新课早点儿开始，我继续
帮助他人也同时提高中文。 
 
 

短文 4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场全球战争之中。 全世界的人们正在迅速地死亡。我们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敌 
人，这个敌人也激励我有朝一日去保护人们的健康。 
在这次病毒大流行中，我目睹了它对全世界造成的危险。无数人受到这种病毒的伤害。因为我是

樱溪高中的中文俱乐部的会长, 我马上想到，要将我的俱乐部变成积极的力量。我提出，向武汉的 
医护人员写鼓励卡，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 通过写这些感谢卡，我们不仅可以练习我们的中文写 
作，而且还可以鼓励这些医护人员。我们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极大压力和工作量，而他们为挽救生

命所做的努力也让我们很感动。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了解人的身体的工作，想以后学习医学。目前的现状也更鼓励我继续追求梦

想，学习医学并拯救人们的生命，就像现在世界各地的医生和护士所做的那样。我还想将我学医

和中文学习结合起来。因为我相信说第二语言的能力对医疗行业的未来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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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和医生准确地交流，不影响诊断。如果我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就可以帮助那些不会英语的

病人。美国的华人会越来越多，我的中文会对他们有帮助。 
我的外公外婆目前住在老人院。 那里没有人会中文。他们也不会说英语。所以，他们在那里很孤  
单。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会帮他们做翻译。我相信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核心，通过语言，人们可以

彼此联系并分享他们的故事。 我申请的管爱玲奖学金将帮助我对学习中文更有信心。医生不分国 
界。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战斗在全球健康前线的士兵。 中文， 就是我手上的一件武   
器。 
 
 

短文 5 
 
《我爱学中文》 
我叫亓铭汉，是一名弗吉尼亚州，维中中文学校六年级的学生。我曾经问爸爸妈妈为什么给我取

这个名字呢？爸爸告诉我，“铭”是刻骨铭心的意思，“汉”是汉族的意思，汉族是中国最大的民族
，也代表着中国。之所以给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能铭记在心——我是一个中国人。 
在我小的时候，妈妈经常给我讲有关中国的传说，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我都特别喜欢。妈妈说我两岁的时候姥姥带我回去过一次，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想把中文学

好，一开始只是为了跟爷爷、奶奶能顺利地交流。后来妈妈告诉我，中国是一个有着千年文化的

古老的国家，12岁以后就可以参加中国大使馆举办的“寻根夏令营”，我就可以回中国去万里长城
上做一次好汉；去看看秦始皇造的兵马俑；去泰山上寻找古代皇帝的足迹……。于是，我对中国
充满了好奇，想赶快长大，飞回中国去看看。但是，妈妈说有一个条件就是先要把中文学好。 
在我六岁的时候，妈妈把我送进了中文学校。还记得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经常因为中文字太

难写、很多词记不住想放弃。每次都是妈妈帮助我、鼓励我，陪我一起克服困难。经过六年的学

习，中文已经变成了我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成为了我的乐趣，也养成了我学中文的习惯。在这期

间，我还参加了学校里举办的演讲比赛，两次得奖让我对中文的学习更加有信心。感谢妈妈一路

的陪伴，也感谢老师们耐心地教我，让我在学习中文的路上越走越远，我会一直把学习中文坚持

下去。 
 
父母温馨提示：对于一个有高功能自闭症、多动和肌张力不足的孩子来说，能克服自身困难，坚

持学习“马立平“中文6年，而且越学越有兴趣实属不容易。 
 
 

短文 6 
学习围棋的故事 

 
你有没有曾经用一门外语学习智力游戏？学习一门外语智力游戏是一件非常令人激动的事 

情。我试着用中文来学习围棋游戏，学习过程又艰难又有趣。 
我最初学习围棋是从中文学校兴趣班开始的。我对它非常感兴趣，于是我妈妈就找围棋网

站帮我提高围棋水平。第一次我看到围棋网站上密密麻麻都是中文字，我很迷糊。我认识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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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简单字词， 不知道点击哪里。第一次听课的时候，我心里七上八下。我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 
可是老师让做的时候我却不知道点哪里。这个时候，我真希望这些字都像ABC一样是我的好朋
友。 

第一次网上围棋比赛， 我非常紧张， 因为我一点儿不熟悉中文网站和中文围棋术语。我  
正在挑战我的对手，突然一个窗口蹦出来了。我完全不知道窗口里说什么，只看见有个倒数的时

间，于是我就乱点了一下。点完之后，另一个窗口蹦出来，显示我输了！我非常迷惑，不知道点

错了什么东西。从此以后，上课和比赛前，我都提前上网站，复习网站上那些不熟悉的词。慢慢

得我就感觉舒服多了。 
上课的时候，我需要打字回答老师的问题。幸好我在中文学校学习了拼音打字，可以助我

一臂之力。学会电脑打字很重要，围棋课上我就靠它回答和问问题。不仅仅是学习围棋，电脑打

字也是很重要的一种交流方式。 
中文学校让我认识了围棋，学习围棋又帮助我提高了中文的听说读写。我梦想着有一天我

用流利的中文帮更多的人学习围棋这个有趣的智力游戏。 
 
 

短文 7 
 

我学习中文的这些年 
我从开始学习中文到现在也已经有8,9年了。虽然我们搬过好多次家，但我一直没有停止学习中
文。记得我刚开始学中文时，觉得中文特别难，不喜欢每周六的中文课，不愿意去上中文学校，

也不主动做中文作业。以前写中文就像是在画画，也不按照笔画顺序来。有一次有人问我，“你在
画啥呢？”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难道我的字写的有那么差吗？哎，可见我那时写的字有 
难看！别人还以为我写出的字是画画儿呢！ 
从Nashville，TN到Philadelphia，PA再到Milwaukee， WI我一共换过三个中文学校，也认识了许多 
老师和同学。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爱我的爸爸妈妈和好老师，像丁老师，杨老师，马老师，他

们都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很多帮助, 鼓励，教会了我坚持，努力，不放弃，还有许多好朋友 
陪伴我的成长。 
在我三年级的时候我还代表长城中文学校去参加了第三届青少年儿童中文写作大赛，荣获费城地

区儿童组第三名。为此我得到了一个书包奖品，我特别的高兴。之后几年我都是背着这个书包去

上的中文学校。这也大大的提高了我学习中文的积极性。 
今年由于Coronavirus疫情爆发的原因，第17届Wisconsin 中文演讲比赛改成online的形式。我本来 
还有点犹豫要不要参加，但在我爸爸妈妈的鼓励支持下我报了名。比赛那天，和我同一个online教
室里一共有18位比赛选手，我是最后一个演讲，所以我听完其他小朋友全部演讲完了才轮到我。
等待的过程既漫长又紧张。他们都讲的特别好，我心里有点担心自己不如他们好。给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两位美国小朋友。他们是兄妹，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以前在中国北京住过几年，特别喜欢中

国文化。他们的中文也说的特别好。我很佩服他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最后比赛结果我获得了

初中组的第一名，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高兴和自豪。又一次的增加了我学习中文的动力。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中国和中文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从小都跟着我的爸爸妈妈学说中文，

学中文。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令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和我在中国的亲

戚朋友们用中文交流，可以教我美国学校里的同学，老师中文，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文化，传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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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还有我最喜欢的中国美食。 我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鼓励我学习中文，教会了我坚持，不放 
弃。 
中文是一个既复杂又美丽的语言，它也特别难学，但世界各地人都在学习中文，我又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学呢。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把学习中文当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也会把中文分享给身边不会

说中文的朋友们，从中慢慢的去体会它的“美”。 
 
 

短文 8 
 
我的中文名字叫王上可，我出生在美国。 我以前不喜欢写中文，但是我发现我必须使用它，那是 
我一家人的母语。 现在我的祖父母来美国与我们一起生活了，我意识到最好能使用它。 通过  
Google翻译，我找到了一种练习中文的好方法。 我要做的就是写英文，然后Google翻译将其翻译 
成中文，我再抄写下来。 父亲出差时，我用这种方法每天写中文信给父亲，他很感动。当冠状病  
毒发生停学在家，为了方便练习中文，我继续使用了此功能。 我学会了越来越多的中文，这使我 
的祖父母更加快乐，因为我可以和他们聊天甚至开玩笑。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使我对汉语 
保持了兴趣。 Google翻译甚至可以把我写的中文读给我，也提高了我的听力。对我来说，写中文  
仍然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但我并没有放弃练习它，我会持续努力！ 
 
 

短文 9 
 
李白在《蜀道难》中提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我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没有遇到大难题
，但是我发现学习中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在明州出生，从中文学校的一年级学到现在的八年级，中间有许多困难，但也收获了很多。小

时候，爸爸会让我把每一个写错的字抄十遍，这样才能记住怎么写。每次我给两个妹妹读《淘气

包马小跳》和《笨狼的故事》，总会碰到不认识的字，可是妹妹听得很专心。我喜欢古诗词，最

喜欢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爸爸妈妈一直鼓励我学好中文，一定要坚持。 
我十岁的时候，我的中文学校支持学生加入一个海外教中国小朋友学英文的公司。因为我精通中

英文，通过了面试，成为了小老师。每个周五和周六的晚上我会通过Snaplingo网上视频教中国小
朋友英文。虽然我是老师，我也会从小朋友那儿学到很多关于中国的文化，比如各种节日和城市

等。我在教课的过程中会跟他们交朋友，所以他们也成了我的老师，带动我学习中文。有些小朋

友不懂复杂的英文词或句子，我就用中文跟他们解释。一晃三年过去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教课，

因为我不仅帮助了中国小朋友，还提高了自己的中文水平。当小老师的经历让我更加体会到中文

有多重要！ 
我现在是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的校刊杂志《小语世界》的副主编，这个活动让我更加热爱用中文

写作。感谢中文学校给我带来各种各样学习中文的机会，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一直鼓励我。我的小

老师经历让我更加自信和快乐成长。“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会坚持学习和使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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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 10 
 
我叫廖宏嘉，来自马里兰州。我是Roberto Clemente中学七年级的学生，周末在美中实验学习中 
文。从小我就对中文很感兴趣。家人也很支持我。我爸爸虽然不会说中文， 但是他一直鼓励我学 
好中文。五岁的时候在中国待了半年，学会了拼音和许多常用字，打下了扎实的中文基础。后来

回到美国在美中实验学习，从一年级朗朗上口的童谣，到现在八年级文化之窗，让我进一步提高

了中文听说读写的能力，更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我更懂得学中文的大用处

，也更加热爱中文了。除了上课积极回答问题，课外我也会尽量用中文跟我的家人和中国朋友、

邻居交流，利用一切机会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学中文也给我带来很多乐趣，因为我爱听相声。我喜欢睡觉前或散步时听喜马拉雅里的相声段

子。我最喜欢听方清平、岳云鹏和姜昆的相声。开心的同时还让我增长了很多文化和语言方面的

知识。相声里经常有一些成语、谚语和俗语，帮助我提高了中文表达能力。除了在美国听相声，

每次回中国都去著名的德云社和老舍茶馆听相声。每当我被相声逗得哈哈大笑时，我都很为自己

感到骄傲。因为我知道听懂相声不仅需要一定的语言水平，还需要文化背景，我很幸福能享受到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瑰宝。 
这就是我和中文的故事。我很幸运生在双语家庭，让我从小就能在两种语言中游刃有余地切换。

家人的支持、老师的耐心指导、和相声的魅力让我更爱上中文。我更为自己中国血统感到骄傲，

激励我努力学好中文，天天向上。 
 
 

短文 11 
 
我为什么要学中文，我想主要是受我父母的影响吧。 
 
我四岁的时候，父母就开始送我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十一年了。除了参加游

泳比赛，每个星期天下午的中文课，我都不会缺席。其实，真正的中文学习是在家里。父母都来

自广州，我知道他们懂英文的，但他们却从不跟我讲半句，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英语不过关而读

了三年的ESL课程。为了妹妹也学好中文，他们还要求我和妹妹之间也要用中文说话。所以，在
家里我们一直讲中文，看中文电视。现在疫情宅家，看电视的时间就更多了，正在看的电视剧

《小喜欢》非常搞笑，妹妹常模仿他们说话，妈妈说妹妹的中文最近又有进步了。 
 
结果嘛，我向父母学会了粤语，向中文学校的老师和电视学会了国语，向英文学校的老师学会了

英语。另外，妈妈几乎每年都会带我们回广州探望外公外婆，享受美食，坐高铁去旅游。我已经

连续三年参加了华裔寻根夏令营，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的山东营，到山东曲阜孔庙参观，

让我在那里寻找了我们孔氏家族文化的根。对了，我忘了告诉你，孔氏后人的名字都有辈份的，

我属德字辈，是孔子第77代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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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ESL老师 Mrs.Opel曾经对我说，早知道在20年前不学日文，改学中文就好了。有时候我也会  
想，欧巴马总统的女儿学中文，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也学中文，那是为什么。我作为孔子的后人，

那不是更应该去学吗？ 
 
 

短文 12 
 
我生在美国，长在美国, 但我从小就在讲中文的家庭环境中。在这样的熏陶下，我的中文听说读写 
都很好，但在中文学习中，我还是有小烦恼。 
 
我习惯用左手写字，画画，也就是俗称的“左撇子”。在美国，老师从不要求我用右手写字。 直到 
我开始学习写汉字， 才发现写汉字是讲究笔画顺序的。比如，写一横要从左到右，写一撇要从右 
到左，起笔、落笔都十分讲究，要有轻有重，才能写出汉字的韵味。可是我用左手写字很别扭，

写不出工整秀丽的字来。但我不想放弃，因为我特别欣赏中国书法。中国书法的字体和风格多样

，有的秀气，有的狂放，铁画银钩，神彩动人。 因此，我就下决心要学会用右手来写汉字，而不 
是躲避，永远带着写不好汉字的小烦恼。 
 
正好去年暑假回国时，舅公公送了我一套钢笔凹槽练字帖，可以按着字帖上凹下去的字迹一笔一

画地描写。我视若珍宝地把字帖带回美国，一有空就拿出来练习。 刚开始用右手写字又慢又难受 
，一直要忍着换左手的冲动。可是经过半年多的坚持，我用右手写字开始自然起来。我从专门练

习笔画的帖子进阶到古诗和成语的字帖。我常常边写边读，沉浸在美妙的中文词句中。有时候不

知不觉地一口气写两个小时的字，根本不感觉无聊或疲倦。我写字的同时，也把它们全部写入我

的记忆。练字成了我生活中的乐趣，带给我放松和静思的时间。 
 
练习汉字硬笔书法让我现在可以“左右开弓”地写字，也更加了解了汉字的美妙。我更认识到中国
文化博大精深，是学无止境的。 
 
 

短文 13 
 
学习中文的苦与甜 
 
我是彭昊宸，今年12岁，是马赛诸塞州牛顿中文学校马力平班七年级的一名学生。首先感谢评委
会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静下心来，回顾我过去八年的中文学习，同时也和你们分享我学

习中文的“苦”与“甜”。 
 
先说说学习中文的“苦”。我是从四岁半开始去中文学校的，从那以后每周日上中文学校就成了我
学习生活的一部分了，每周日只要有课，我都是风雨无阻去上中文学校，当然这是和爸爸妈妈无

条件地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从学习拼音，古诗词到，历史故事，经典文学到现在学习中文写作

9 



，都需要花时间去记忆和使用。特别是现在写作对我来说很有挑战。从刚开始的一提到写作就抓

耳挠腮到现在可以写一篇有声有色的小短文还被老师推荐发表到校刊。这个过程坚持下来真是不

容易啊。 
 
苦尽甘来，学中文也让我尝到了“甜头”。我上四年级时，班里转来了一位刚从中国来的学生，他
基本听不懂英文。我自告奋勇给他做翻译，同时也把他想表达的中文翻译成英文给老师，起到了

很好的桥梁作用。在我的帮助下，他英文进步很快。学校老师和他的家庭都非常感谢我。坚持学

习中文，我也可以和远在中国的爷爷奶奶和表兄妹们用中文愉快地交流。最让我开心的是，我在

中文学校交到了几位非常好地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和玩。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语言是一种力量。中国越来越强大，学习中文也成为了必需品。我告诉自己不

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坚持学好中文，弘扬中华文明，以一位亚裔美国人自豪。谢谢您们！ 
 
 

短文 14 
 
学以致用，我的中文能力是“用”出来的！ 
从五年级起，我就当上《侨报》小记者。2017年，《侨报小记者报》创刊了，我几乎每期都投稿
，所以被选为2018年的十佳小记者之一。 
八年级时，我和另一个小记者一起担任大华府和中部地区的副主编，那时《小记者报》每月出一

期，每期六版。九年级时，变成每月两期，每期九版，而副主编减成了我一个人。我要用中文和

30多名小记者和家长，以及中文学校约稿，也要联系主编和侨报老师。这些事情很费时间，所以
我必须动作很快。几个月后，我就可以一目十行地看稿子改稿子，也能毫不犹豫地用微信发中文

信息了。 
2018年底，我当上了侨报首批“爱飞翔”支教小老师，教江西上饶四年级孩子学英文。先是上网课
，2019年暑假到江西面对面上课。第一天我好紧张，但中国孩子积极好学的态度和天真的笑容，
让我深深进入老师的角色，中文表达越来越流利和自信。到后来，我觉得自己就是田墩小学的老

师！ 
我现在还是蒙郡家长联合会小记者俱乐部的写作小领导。这个双语平台由19名蒙郡学生创建，主
要任务是传递信息，服务华裔社区。三年来我报道了关于家庭暴力、心理健康、校园枪击、大学

录取讲座、教委候选人见面会等社区活动，也采访了总统候选人杨安泽、“虎妈”蔡美儿、法医科
学家李昌钰等华裔名人。一次又一次的紧急任务，教会我怎样有效地采访和写稿。 
我很高兴我能用中文帮助别人，做有意义的事，认识有趣的人，我的中文水平也在实际工作中练

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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