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攀登 VCE & IB & CLCS 的最高峰？
同舟共济，再次远航
——杨莹老师班级 高分同学学中文的感言

孩子们，和你们一起的日子，我会不停切换模式，有时是幽默感爆棚的表
演家，有时是严格要求的教育者，有时是负责心理辅导的知心阿姨，有时
是加油打气的啦啦队长，还有时是让大家闻声色变的催作业机器人...... 无
论哪种角色，我都甘之如饴，能够成为伴随你们中文学习和人生成长的一
个见证者，是我的荣幸！2021 年的中文高考，你们用尽全力，实现了班
级高分比例 38+%，平均分 38+的好成绩，老师为你们骄傲，祝福未来的
你们一帆风顺，载着这份期待与坚持，继续扬帆远航！
爱你们，不管以后你们在哪里......
——杨莹老师

梁仪泽 第二语言满分 50 分
说实话，考完中文后，还真有一种怅然若失的
感觉。周六的中文课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
部分，每天早上起床，匆忙完成作业，然后登
陆 2203440168 这个房间号，我感觉我闭上双
眼都能顺利完成。没有什么东西会比我周六早
上 6 点半为了完成作业所设置的闹钟更敬业，
周三八点整战战兢兢发给同学的：“作业做完
了没有？” 的信息少说也有三百条。中文在给
我带来收获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困难，口
语考试之前天天哭，口语考试之后也天天哭，
我从没发现我的泪腺如此发达。但是，老师，
同学和父母的鼓励和安慰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在无数次想要放弃的时候是大家的鼓励让我重
新振作，真的谢谢大家！回看学习中文的旅
程，无论是美好还是伤心的回忆我都会视若珍
宝，有一天，我也许不会记得我的中文高考成
绩，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两年在新金山学习中文途中的点点滴滴。
漫漫中文路，拳拳赤子心
——梁仪泽家长感言
梁仪泽从 4 岁开始就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了。
她小时候，我和她爸爸工作比较忙，没什么时间可以陪她。 所以她几乎是外公外婆带大
的。老人家在这里没什么娱乐活动，所以梁仪泽就跟着外公看各种中文小书，尤其是跟着外公
看历史类的书籍。记得她小时候外公经常整套的给她买儿童版的《红楼梦》， 《西游记》，
《上下 5000 年》。而外婆呢，看各种中国影视剧是一大爱好，连带着她也在一旁看得津津有
味，对于字幕上不认识的字她就会去自己翻字典，求证读音，释义。然后碰到家里有大小朋友
过来，她一个小小的人儿，喜欢像大人一样，和他们复述各种书里的故事，影视剧里的情节。
这种爱好现在看来就像是给了她学习中文的敲门砖一样，带她进入了中文的世界，直到现在，
她偶尔也会去阅读一些中文小说。
9 年级的时候，听说新金山的精英班很好，就想着带她去考考看，结果当时考她的老师看
完她做的卷子以后，直接预言说，这是个学中文拿高分的好苗子啊。没想到真被说中了，很幸
运在 2021 年维州中文第二语言高考中拔得头筹。
梁仪泽在学习中文的道路上，一直是比较自由散漫的，我也从来不管她，不给她任何约
束。刚进入任老师精英班的时候，梁仪泽其实不太习惯那些条条框框，写作要有格式，回答要
有条理。所以学期期末的时候，得到的评价是：中文基础很好，但就是总不交作业。后来进入
了杨莹老师的毕业班，在这 2 年里，梁仪泽在杨老师的耐心引导，时刻督促下，她的中文学习

才真正进入了正轨，适应了高强度的学习氛围，每周认真完成各项作业要求，也清醒认识到了
自己的短板和长处，并树立了中文高考努力拿高分的目标。
拿高分的目标，对她的压力其实很大，虽然她从来不说。尤其到临考前最后 1 个月，面
对口语模拟考试的失利，必须缩小外延，调整方向，重新整理稿子，让她几度崩溃。但是最终
在杨老师，沈老师，顾老师，姜老师等老师的帮助下，釜底抽薪，圆满完成。这里尤其要感谢
杨莹老师，那几天刚好杨老师的父亲过世，为了帮助孩子实现突破，她强忍悲痛，每天和我们
一起沟通、修改、梳理、润色、定稿、陪练，有时候一直交流到深夜。不是杨老师的苦口婆
心，全力以赴，说实话我做为家长根本不会意识到这对最后的高考成败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沈
雪羚老师作为梁仪泽的辅导老师，在最后紧要关头，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帮梁仪泽无偿
辅导，用尽解数，几次帮梁仪泽突破瓶颈。可以说，梁仪泽的 50 分是她自己的刻苦努力，但
是也和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密不可分。而且，新金山的老师们不光是良师，更是益友。知道梁仪
泽的压力大，还要在百忙中发心灵鸡汤给她看，临考前，还故意和她在陪练中调节气氛，偷偷
的加油鼓劲。用心何其良苦，让我们做家长的都自叹不如。
三尺讲台，染苍苍白发；桃李满园，露美美笑厣。在此，再次感恩新金山，感恩新金山的老
师们！

梁仪泽妈妈
何洁

徐子墨 第二语言 48 分
我是今年转到杨老师班的，非常感谢老师对我们的支持
和教导。上了十几年的中文，突然发现以后的周六不上
中文课了，还真有点无所适从。2021 年让我有了不少的
收获，除了在中文学习方面的巨大进步，中文口语的自
信表达，我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大家经常一起出去
玩，喝奶茶，吃烧烤，更多的时候是一起在网上练习口
语，做模拟试卷，彼此加油打气。虽然以后不能每周见
面了，我们也不要太伤心，相信我们都在这里留下了美
好的回忆，希望我们将来可以保持联系，多多聚会，像
现在一样有说有笑！

徐子墨妈妈
感谢杨老师对孩子们的辛勤教导，孩子在班里的这一年受益匪浅，在这个班级里感受到无比温
暖。孩子们相互加油鼓劲儿，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真是难得的缘分，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考
出好成绩，交给自己一份满意的答卷！

尹洁儿 第二语言 47 分
想起学习中文的漫长过程，过往云烟，似乎只能清晰记得
VCE 这一年。这一年经历了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依然收获
颇多。虽有很多的不舍，但是更多的是开心自己能够克服这
么多的困难，也感谢这一道路陪伴我的爸爸妈妈和杨老师的
悉心教导。谢谢你们给予我的鼓励和帮助。虽然在新金山的
学习走到了尽头，我希望以后能够继续进步我的中文水平。
尹洁儿妈妈
谢谢杨老师两年来的教导。大家都受益不浅。老师的认真也
感染我们家长对中文高考的付出。也真的非常感恩每一位学
生和家长的陪伴，让学习过程有非常难忘的记忆。

潘嘉隆 第二语言 42 分
我觉得学习中文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了，从每周六早上去上
学，或跑到电脑前专心致志（因为如果分心，很容易被杨
老师发现：），然后会被提问地很惨！）地听老师讲课，
到每个考试前的临时抱佛脚，我都习以为常了。所以想到
以后都没有中文课上了，还真有点不舍，但又想到我以后
周六早上香喷喷的美容觉，心里就平衡很多。虽然觉得我
学习中文的路上挺坎坷的，但是现在却想不起一丁点不好
的回忆，反而和同学，杨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还有学习
中文过程中美好的回忆都历历在目。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身
在福中不知福吧。
最后我也想在这里谢谢杨老师，为我们这帮熊孩子操碎了
心，更是无私的用了大量自己的时间和我们练习口语，改
文化研究和口语对话，还有无数的作文，确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学好中文，获得自己理想的成
绩。我更要感谢我的父母，无条件地支持我，默默地为我付出，让我变得更好。这次的考试，
我取得了 42 分，虽然还希望可以更优秀一点，但是希望没有辜负杨老师，父母的苦心。

吴恺渊

第二语言 41 分
中文学校一路走来并不顺利，记得一年前进入杨老师班级
时，感觉上课的内容我一半都听不懂，现在终于可以完全
领会了，真是收获颇丰了。中文学了好几年了，想起每到
周六都不想起床，但很快就习惯了。这两年来的网课，所
有人都不敢松懈，杨老师更是全心全意地为我们着想，尽
您全力帮我们把中文学好，提供范文，好词好句，认真批
改我们的一篇篇作文，一份份考卷。一年来有很多次我想
放弃中文，因为真的很难，但是因为有您的帮助和支持，
我没有半途而废。想到从此每周就不再能见到杨老师和同
学们就感觉有些伤心。因为这一年来我们真的结下了非常
深厚的友谊，感谢杨老师和家长们不断的支持和鼓励。期
待每一年咱们约好的聚会！

吴恺渊妈妈
感谢杨老师在这一年里对小朋友们的教导及爱护、不只是教导他们中文，也告诉他们互爱互
助，从错误中学习，恺渊能在这儿遇到良师益友，真的很幸运，非常感恩。

苏庭恺 第二语言 41 分
一眨眼我学习中文的十几年都要结束了，我
认为我这一年的学习成果已经超过了我往年
的总和。记得有好几次我口语背不下来急得
直哭，但是由于杨老师的帮助和鼓励我没有
放弃，她一次次地利用业余时间和我练习口
语，让我建立起自信心。作文直到考前还是
让我苦不堪言，我只能笨鸟先飞，花很多时
间去整理范文，背诵好词好句，练习审题，
从最早错误频出的 13 分作文水平到最后
final 笔试的 19 分作文，我觉得我写的作文
都能成为一本书了，真是数不胜数。还有我
的同学们，因为你们我都开始期待每周上中文课了，我们总是在欢声笑语中学习中文，能够获
得像大家这样的志趣相投的朋友，我真开心，但我心里也真是舍不得。谢谢大家让我重新对中
文充满兴趣。感谢杨老师的辛苦和付出。我不会忘掉“出来混，总是要还”这句金句的：）。
这次的考试能够取得 41 分，绝对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特别开心自己做到了，为自己而骄
傲！

苏庭恺妈妈
每次读到同学们热闹真诚的发言，我都被你们的真情感动了。这两年中有杨老师的认真负责和
无私奉献，有同学们努力上进不放弃和苦中作乐的优秀品质，有家长们背后的全力支持，才有
了现在的收获！
祝同学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祝美丽的杨老师永葆青春，桃李满天下！

唐欣怡 第二语言 40 分
VCE 中文的旅程一晃儿就结束了，因为中文我不知道哭过
多少次（n 次），比如突然收到杨老师的微信去 zoom 练
口语，或者模拟考得差强人意，或者杨老师又和妈妈交流
我的学习情况了。虽然这一年学中文历尽坎坷，我没有知
难而退，还是坚持下来了，感觉很佩服自己：）。十四年
的坚持真不容易，高考结束了，我也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
绩，但考试不是我学中文的终点，以后我会继续钻研中
文，感谢在我学中文的道路上指导、帮助、鼓励我的老
师、家长、和同学们！
唐欣怡妈妈
感谢杨老师对小朋友们的辛勤付出 孩子在您班里的这两年
中文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班里孩子们互相帮助，相互鼓
励加油的情景感动了我， 在这样的班级里，小朋友都全力
以赴，家长们也不敢偷懒，所以孩子们都考出了理想的成
绩，交给了自己一份满意的答卷！
蔡思悦 第二语言 40 分
还记得上完最后一节中文课的那天，回想起来我在中文学校已经
度过了整整十二年。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我都尝遍，当时就想不管高考
的结果如何，我都可以自豪地对别人说： “我经历过了，我也尽全力
了。” 感谢多年来老师同学的鼓励和陪伴，虽然路途漫长坎坷，但我
们还是走过来了。相信经过风雨洗礼的我们，会变得更加勇敢自信！
这次的高考成绩放榜后，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做
的更好的，但是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笑对遗憾，不断进取，相
信未来会更好！在这里，特别感谢教了我们两年的杨老师，您的敬
业，专业与亲切幽默的授课方式让我受益匪浅，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和
在我低潮焦虑时的鼓励，是我前进的那道光，谢谢您！

用心做好“嫁衣裳”
——新金山 IB 十二年级
指导老师 杨莹

收获满满 无限感恩
IB 十二年级 马熠婷
2021 IB 全科 45 分满分，中文 7 分，维州高考 99.95 分

高中毕业，拿到 IB 的成绩，全科 45 分满分，中文 7 分让我既高兴又感慨。十年磨一剑，
有了满意的答卷，我不禁热泪盈眶。当我回顾整个学习中文的过程时，期间的挑战和快乐都历
历在目。
二年级的时候，父母就送我来到了新金山中文学校。那时，我觉得学习中文枯燥无味，而
且对于生长在澳洲的我毫无意义。中文的听说读写都跟英文完全不一样，使我经常一头雾水，
内心对中文有着强烈的抵触。不过，胡校长的鼓励使我放下了忐忑的心情，而且老师们的耐心

教导为我解答了迷惑，让我渐渐找到了汉字中的规律。再通过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和文化周等
活动，还有获得鲁迅青年作文奖，我开始对中国文化和中文的学习产生了热情。

到了高考备考，我有
幸进入了杨莹老师的 IB 辅
导班。老师对 IB 中文的脉
络有着精湛的分析，从一
开始就帮助我们积累优美
的词藻，通过大量的阅读
材料和课堂讨论提高我们
组织语言和表达观点的能
力，并且对我们作文和口
语的一遍一遍精心地打
磨，最后使我们掌握了得
到高分的要领。两年来，杨老师尽心竭力的帮助让我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只有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够获得学习中文的心得和体会。跨过语言的鸿沟，我
可以跟家人畅通无阻地交流，参与到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习俗当中，还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并
且欣赏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智慧。学习中文使我对我自己作为华裔的身份有了认同感和归属
感，让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可以传承汉语和中国文化，并更好地汲取中西文化的精髓。
非常感谢这十几年来新金山中文学校给予我的学习环境和老师们的悉心培养，为我奠定
了学习中文的基础和浓厚兴趣。虽然我在新金山中文学校学习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继续
钻研中文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迎难而上 挑战自我
IB 十二年级 马顺力
2021 IB 全科 45 分满分，中文 7 分，维州高考 99.95 分

我在新金山中文学校学习 IB 中文两年来的经历学会了很
多。由于我从马来西亚来，在家里一直说英文，所以除了写
自己的中文名字以外，我会的写汉字少得可怜，对中国文化
的了解几乎为零。
我去年开始上新金山 IB 十一年级，记得第一天报到的
时候，我特别恐惧，因为不认识我的同学们，也不会说中
文。杨老师上课时，我发现自己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因为我
的中文听力也很差。我特别沮丧，觉得自己的中文实在太差
劲了，但是杨老师一直对我很有耐心，特意帮助我的口语，
上课经常请我回答问题，每周都认真地改我写的错误百出的
作文，每次都会发给我们范文和补充阅读，还会认真的批改
每周的听写。上过几次中文课之后，我发现自己不但可以慢慢听懂老师讲的话，自己上课时也
不用再总说英语了。

两年后，我终于可以读我以前完全看不懂的阅读练习、自信回答老师的问题，在课堂上用
流利的中文展示我的口语小课题，还有不需要任何帮助完成每周的两篇作文了！如果我没有老
师的辅导，我就没办法接受这些挑战，让我的中文突飞猛进！

我相信，只要学好中文，才能对中国文化有深深的了解。学习中文让我开阔眼界，了解
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从来没去过中国大陆，所以我希望我未来有机会去中国旅游，亲眼
目睹自己介绍过的中国的名胜古迹和美味佳肴，体会课堂上学过的那些有趣的文化习俗和风土
人情。我毕业后想当一名医生，我希望我可以使用我的中文能力和中国来的病人沟通交流。感
谢在新金山学习的这两年，让我找到了一个更有自信的自己！

我的中文之旅
2021 IB 十二年级施文婷 2021 中文满分 7 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在新金山中文学校学习 IB 中文课程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了。在这
段时间里，我的 IB 中文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应该归功于我
的杨莹老师。

记得刚开始读 IB 中文课程时，班上大部分学生，他们的中文程度都不错。而我是在澳洲出生
的华人后代，和他们在一起学中文，感到压力很大，有一段时间曾经有过想放弃的打算，当杨
老师发现这一情况后，就一直的鼓励我，帮助我，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增强了我继续学习
中文的信心。有一次，杨老师布置了一个口语展示作业，我拿到的题目是“春运”。尽管杨老师
在课堂上一遍又一遍地讲解，可是我还是一知半解，掌握不了要领，写出来的文章总是达不到
要求，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的写，杨老师也就一次又一次的帮我批改，就这样经过反反复复的
多次修改后，最后终于把这篇文章写好了。其实经过这么多次的修改，我已经都可以把它背出
来了，通过这样的写作练习，也为我以
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时候杨
老师看上去对我们非常严格，但是在这
严格的背面，她给予我们的是露水般的
滋润和精心的呵护。就这样，在杨老师
孜孜不倦的栽培和教导下，我渐渐地学
会了怎样写作，怎样做笔记，怎样理解
课文等等。

总之，通过在新金山两年半的学习，我
的中文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所以在参加
中文 IB 高考时我很有自信。在以后的人
生中，我会加倍努力，虽然我不敢保证
我会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我能保证
把这份学中文的努力继续延续下去。

我的新金山 IB 中文之路
2021 IB 十二年级 陈珏 中文满分 7 分
从小到大，中文学校已成为了我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两年在新金山中文学校杨莹
老师执教的 IB 课程的学习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学习中文的乐趣，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杨老师十一年级的 IB 课堂，我忐忑不安。当时的我，读文章半懂不懂、写
作满篇错别字、而口语大多是中英混合。然而，第一节课下来，杨老师让我忐忑不安的心平静
了下来，我看到了进步的希望。
杨老师认真负责、贴心幽默，每节课我们都
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中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
这两年由于疫情的缘故，我们大部分是上网
课。每堂课，老师仍然给我们安排许多练
习，除了课本以外，还给我们提供了她许多
自己寻找和总结的各种学习资料，比如阅读
文本，视频资料，培训讲义，与 IB 主题相关
的社会热点，还有历年 IB 试卷让大家参考和
练习，给了我们很多支持与保障。在中文写
作方面，我曾有过一段瓶颈，分数一直徘徊
在中等水平。但通过老师每周在课堂上分析
讲解同学们的优秀范文或者问题作文，和每
周两篇的作文练习，我的写作水平逐步地得
到了提高，一些作文也成为了范文，我感到很高兴！
在这两年中，杨莹老师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使我爱上了中文。准备 IB 高考的这一年，我知道
杨老师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地帮助我们完成十二年级 IB 的中文学习。当我收到 IB 中文满分 7
分，中文 EE 得到了 A 的好成绩时，我无限感激，谢谢新金山！谢谢杨老师！

新金山见证我的点滴成长
IB 十二年级 钱彦彬 2021 中文满分 7 分
我仍然记得一年半前在新金山的第一堂课，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在同学的推荐下，我插
班进了 IB 中文十一年级杨莹老师的课堂。
我仍然记得在第一堂课开始时的随堂听写，当时我苦思冥想也只能默写出一半都不到的词
句。因为之前学习的 VCE 课程可以让学生随意查阅字典，我当时真的可以算是提笔忘字了。
但是，在这将近两年内，杨老师每周不断地从范文还有 IB 语料库中抽取词句进行听写，我也
在每周课前课后温习订正，现在，我已积累了一个全面的适用于中文写作的词句和话题资料
库，我的写字能力也与一年半前有着天壤之别。
另外，在我从 VCE 过渡到 IB 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写作风格，并使自己熟悉 IB 复杂多变
的文本类型也是我的一大困难。但是，通过 11 年级每周一篇作文，到 12 年级每周两篇作文
的练习，以及杨老师的不断反馈，我成功地完成了过渡，
并且已熟悉 IB 中文写作的所有基本要点，作文也不再格式
化，而是更加灵活多变，并具备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除去笔试能力以及应试技巧以外，我也在新金山 IB 中
文的课堂中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每个学期，杨老师
都会设定两个不同主题，例如我们已经做过传统节日，地
方美食，著名景点，中国名人，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中
国电影传达的文化信息等各种不同专题，每个同学会从学
期主题中选择一个不一样的切入点，制作好 PPT，并准备限时脱稿的口语展示，分享给其他同
学。展示后，杨老师还会像 IB 口语考试那样模拟即兴提问来考察我们的反应能力。通过这些
展示，我不但锻炼了自己的临场口语能力，我还有机会了解到许多中国传统习俗及我们周围的
世界，让我的中文能力更适用于现实生活，也更具备一个 IB 学生要求达到的国际情怀和前瞻
视野。
虽然在新金山 IB 班级的学习结束了，但是我相信中文会在我的未来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无论我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中国客户在整个市场中始终占有着不可忽视的比例，因此能
够用中文交流必定会成为我与他人不同的闪光点，为我的履历添砖加瓦。
在此要特别感谢新金山学校和我们认真敬业又可爱可亲的杨莹老师！

乘风破浪终有时
——新金山十二年中文学习之回顾
IB 十二年级 郑欣怡 2021 中文满分 7 分
我今年在日校读 IB 十一年级，但在杨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提前修完了十二年级 IB 的中文高级课
程。我是学前班就来到了新金山中文学校，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女孩到如今的我，屈指数来，己
经迈过了十二个年头，它几乎占据了我整个少年时代。十二年前，父亲挽着我的手来到新金山的
场景，至今回想起来恍如昨日。胡培康校长的亲切笑容，一任又一任的执教老师，让我终身难
忘。
刚来新金山时，我几乎都不能说一句完整的普通话，中文字的横竖撇捺更是遥不可及。记得刚学
拼音字母时，由于发音的极不标准，还常常引得课堂上的满堂笑声。是沈琢老师和张世銮老师不
厌其烦地在课后给我纠音，才慢慢克服了发音的难题。我在书写偏旁部首时，时常左右不能很好
兼顾，因而字迹也不太雅观，是徐佩芬老师手把手的指导，让我领悟了书写的要领。
光阴如梭，转眼之间我来到了十年级尾，面临着 VCE 还是 IB 的选择。IB 课程包含了许多文学元
素，对作品的理解和语言表达，都对学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是杨莹老师给了我众多的鼓励
和关怀，让我燃起了挑战自己极限的愿望。杨老师根据我的语文程度，还鼓励我报考了 IB 高级语
文。我曾经也有过一段纠结的时光，生怕自己无法学好，但是杨老师每次都对我的作文做出详细
的点评，包括每一个错字，还和妈妈及时沟通我的学习动态，督促我不断精益求精。如今想来，
真是受益匪浅！
新金山名为中文学校，其实它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范畴。十二年来，我先后三次参加了新金山与侨
联组织的中国寻根之旅，去过上海、北京、湛江等地。这些寻根之旅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让
我生凭第一次有了中文为母语的情景体验。站在东方明珠塔上，放眼望去，上海的繁荣景象尽收
眼底，从而也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故人云：＂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可能指的也就是这层意境！
十二年求学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每个周
末坐在教室里，伴随着朗朗读书声的场景
终将成为过去，但是留给我的却是一生之
中最为难忘的记忆。新金山有我的幼年、
童年、少年，也有我的喜怒与哀乐。它不
仅是我中文启蒙的校园，更是我的心灵的
归属！

我已长成，终将出发。望着昔日的校园，除了双眼中的泪水，更多的是感恩的激情。再见了，我
努力拼搏了了十二年的新金山校园，感谢沈老师、张老师、徐老师、杨老师对我的栽培。我除了
努力还是努力，用我在新金山的所学去回报社会！

接受挑战 突破自己
IB 十二年级 陈一源 2021 中文满分 7 分
我从小就不爱学中文，中文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头疼的课程，以前只有妈妈强迫的意愿我才
坚持下去。我不是什么学霸，学习只算是中等偏上，而且我的中文虽然从 5 年级开始补习，一
直都是力不从心，只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才继续的。我们日校的中文课是用英文教的，因为班
级里有很多非背景的当地学生，当其他学校的学生在 10 年级就已经认认真真准备高考时，我
们还停留在比较基础的知识学习上，这让我们这些有中文背景的孩子既着急又无奈。
所以当我打开 IB 成绩，发现我的中文考到全校第一
94 分的优良成绩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可以说，我在 10
年级转到新金山是我学中文经历最有价值的转折点。
我第一次走进新金山 IB11 年级的时候，我对杨老师
就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杨老师教学认真，要求严格，
上了几节课就发现原来自己中文基础有多么落后，就
连旁边没有中文背景同学的水平都比我好。一年下来，
考到全班倒数第一，不但让杨老师失望，我也对不起
自己和父母的期望。当其他学生都升级到 12 年级 IB，
但我决定在 IB11 重读一年，一方面为了巩固我的水平，
另一方面是我强烈的愿望想突破自己，让杨老师看到
我从学渣变成学霸的转变，改变杨老师对我的印象。
第二年学 IB11 年级就不同了。虽然成绩还是差强人
意，但是我在不断的调整学中文的态度，无论日校功
课多么紧张我都坚持交作业，不再隐瞒妈妈作业做完了，主动让她检查我的作业，冯老师也尽
心尽力地教导我，帮助我提高自己的中文基础。
终于到了十二年级，我又遇到了杨老师，我深深的记得有一天妈妈问杨老师我的中文成
绩如何，她笑着说：“成绩还有更多上升空间，但是学习态度明显改善了。”这让我有了更大的
动力。杨老师还鼓励我说：“陈一源，你一定可以考到 90plus，high7 的！”我就暗暗地下定决心
一定要取得最好的成绩。杨老师给我们的听写词汇和上课时用的好词好句，以及每周发的范文
我都仔细的复习，每天晚上妈妈帮助我听写 50 到 100 个词。我以前写作文是为了交作业，而
现在我会不厌其烦一遍两遍的修改，文章的结构，用词的精确反复琢磨，力图把杨老师给我们
积累的好词好句用到最恰当的场景。除此之外，我不再依赖演讲稿来复习口语了，争取每次在
新金山练的口语都已经背的滚瓜烂熟，脱稿演讲时自信满满，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切的训练
帮助我走上真正的考场时胸有成竹。
总而言之，我真的不是一个很聪明或中文一直都学得很好，很轻松的同学，但是新金山
的老师们，妈妈和我的共同努力让我获得优秀的成绩。感谢杨莹老师，冯桥老师和父母对我学
中文的过程给了巨大的帮助，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

学中文贵在坚持
2021 IB 十二年级 陈慧鸣 中文满分 7 分

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号， 我早早地爬起来
坐在电脑前等待着我的 IB 结果。 当看到我
的中文得了 7 分时，我喜笑颜开。我深知这
个满分不仅仅是我的功劳，我要感谢爸爸妈
妈十年如一日每周风雨无阻地接送我上中文
课；我还要感谢从早教班一直到十二年级各
位老师的专业认真的教导。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就已经
在新金山学了十二年的中文了。想当初，我
对学中文没有多少兴趣。我感觉学中文很枯
燥，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多大作用，没有意
义。只是因为在新金山有很多好朋友，我才
开开心心的每周来上学。但是“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现在才意
识到我在学中文时的每份努力和时间都对我
将来的道路有极大的帮助。
回顾我可以坚持在新金山学中文十几年的原因有三个：老师非常优秀， 积极向上的校风
和每年都提供有趣的文化活动或比赛。从早教班到十二年级，新金山的老师们不仅和蔼可亲，
而且对孩子们有高的要求，鼓励他们做到自己的最好。我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特别是六年
级到九年级的吴明老师， 和十二年级的杨莹老师。
虽然很不舍得告别新金山熟悉的校园和十二年来每周都见的朋友和老师。 无论我们愿意
与否，每个人都会长大。我会带着我在新金山学到的知识踏入我人生的新旅程！

老师感言
追梦的少年
2021VCE 十二年级周六上午精英班 指导老师 杨莹

2021 年维州高考尘埃落定，高考状元们究竟花落谁家总是值得期待。没想到，今年中文
第二语言这个幸运儿出自我的班级。
梁仪泽是一个中文实力很强的孩子，听说读写能力
相当均衡，考出高分应该是意料之中，但是 50 分毕竟
可遇不可求，特别是她口语临考前状况不断，心理状态
也不太稳定，送孩子上考场时心里真有点七上八下。所
幸，梁仪泽经受住了考验，克服了巨大的压力，以稳定
的发挥和过硬的实力最终实现了质的飞跃，可喜可贺！
疫情反反复复，这届学生的 VCE 阶段真可谓一波三
折。由于社区语言学校的特殊性，两个学年里至少有一
多半的时间只能网课，和实体课相比，效果不可避免会
打折扣。为了更好的帮助孩子们，无论学校还是老师都
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了各种方法来提高学习的时
效性。新金山不但发了海量的学习资料、定期做教师培
训、组织网上家长会、口语示范、数次网络口语和笔试模拟考试，还邀请义工帮助孩子练习口
语等。老师们有的用邮件，有的用 Google drive，有的用微信来改作业，哪怕眼睛提前老花也
乐此不疲…..
两年前刚接手这个班级时，同学们的程度参差不齐，和我心目中的精英班状态相去甚
远，而不断加入的新同学更需要老师及时调整节奏和方法帮助他们温故知新。但是，我特别喜
欢这个班级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十分可爱，非常团
结，格外努力，在两年的 相处中，我们亦师亦友，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孩子们自发组织学习小组，在
ZOOM 上练口语，做模拟卷；口语考试前在群里送祝
福，温暖和鼓励即将上考场的同伴们。我们的所有家
长也加入到了练习口语的行列，每周两次帮助班上不
同的同学练口语，真正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所以考完试后，不但同学们成了并肩作战的兄弟姐
妹，家长们也成为了惺惺相惜的朋友，这是非常难得
的。记得毕业聚会那天，有孩子问我：“杨老师，我
们班是不是你教过最好的班级？” 我这样回答：“也许
成绩上并不是，但是班级氛围和凝聚力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你们的老师是我的幸福。”
在 2021 年的这场考试中，我们全力以赴，即使面对高压，面对挫折，擦干眼泪继续并肩
前行。最终拿到 1 个满分 50，8 个 40+，平均分 38+。遗憾依然会有，但是孩子们在这场竞争

激烈的战斗中，收获的不仅仅是理想的分数，更是突飞猛进的中文水平，拓展未来的无限可
能，以及面对挑战百折不挠的勇气与
自信！我可以很高兴地说：“孩子们，
你们做到了！”
毕业典礼上，我们全班同学合作
演绎了一首 《少年》，就用那句最喜
欢的歌词与你我共勉吧…..
追逐生命里光临身边的每道光，
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的闪亮！

中国语言、文化与社会(CLCS) 高分学生 家长 老师感言
坚持学中文就能创造奇迹
新金山中文学校：彭裕雯（满分 50 分）

中文的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惊喜地发现，我竟然得了满分 50 分！我赶快告诉了妈妈，
妈妈也不相信，以为我在开玩笑。在我的中文学习过程中并不顺利，也确实给妈妈带来了很多
烦恼。我从小开始学习中文，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容易，很有兴趣，但是随着中文学习的深入，
我发现中文越来越难了。在中文第二语言的班级里有很多优秀的同学，跟他们相比我觉得压力
太大了，跟他们比不上，所以两年前我就决定不学中文了。
我觉得“危机”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里面包含了“危险”和“机会”，反映了我学中文的过
程。我决定放弃中文后，妈妈劝说无效，只好带着我到办公室找胡校长跟他说要退学了。胡校
长觉得我这样放弃很可惜，告诉我们有一门新的中文科目叫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让我们跟徐攀雪老师具体问情况。徐老师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她觉得我适合学这门
中文科目，建议我坚持学下去。我要感谢胡校长和徐老师，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开始了这门新课程的学习。我还要感谢李婧慈老师和 Claire 王一帆老师，在他们的耐心
指导下，在他们的循循教诲下我的中文学习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王老师在我的中文学习
上花了无数的心血。王老师讲课认真，生动活泼，教学经验特别丰富，才使得我取得了好成
绩。当然，还有以前每一年的新金山中文老师，个个都为我打下了基础，我也要感谢他们。我
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坚持下来，特别是妈妈，虽然她工
作很忙但是还会帮助我练习中文。
回想起我的中文学习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想以后一定会有其他的同
学也像我一样学中文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果这样的话就应该及时调整方向，可以试试学习这门
新的中文科目，也许你也能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只要你对中文有兴趣了，你就会下功夫去
学，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付出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虽然我的中文考试已经结束

了，但我的中文学习不会停止，以后还要继续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我希望更多的同学能注意到
这门新的科目，不要放弃中文，继续努力。祝学弟学妹们也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

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彭裕雯家长
我的女儿彭裕雯中文高考取得了满分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起出成绩的前几天，
Claire 王一帆老师对我说“40 分是肯定有的，应该在 45 分以上”，我真的不敢相信，以为王老
师在夸张。女儿告诉我满分的好消息我真的不敢相信，满心欢喜。
回想她学中文的过程，真是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女儿学习中文的过程并不顺利，一度想
放弃，我很为她担心也觉得可惜，学了那么多年却要半途而废，多亏了胡培康校长和徐攀雪老
师才把她拉回到学中文的正途上，更加幸运的是有李婧慈老师和 Claire 王老师的精心栽培才有
了好结果。特别感谢 Claire 王老师经常和我电话、微信沟通，让我了解女儿的中文学习情况，
也非常感谢她经常鼓励裕雯，培养了她的自信心，没有王老师就没有裕雯的好成绩，要给王老
师记一大功劳。辛苦了，王老师！还有她学中文这么多年来的其他老师，都要对他们说一声谢
谢。
我也感谢新金山中文学校开设了这门新的中文课，使裕雯学中文找到了新方向。我希望有
更多的孩子来参加这门新课程的学习，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也祝愿他们取得
好成绩。

梦想成真
新金山中文学校： 那安文 （46 分）

大家好！我叫 Aravindh，我的中文名字叫那安文。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给了我这个名
字。我是印度人，我出生在印度的钦奈。我二零零五年出生，我属鸡。我的爱好是打乒乓球，
我觉得我是个学习刻苦努力的人。今年我完成了学校十一年级的学习。在中文高考考试中取得
了 46 分的成绩。
I started doing Chinese in Year 7 and I was terrible at first. My test scores were very low but I
enjoyed the subject very much. I learned about how the language evolved from its old
characters to what they are today and I found it fascinating how a unique language such as
Chinese is able to maintain its use for over 3000 years.
我在七年级时开始学中文，一开始我的成绩很低，但我很喜欢学这门科目。我学到了汉字演变
的过程，并为中文这门被使用了三千多年的独特语言感到惊叹不已。
When I said I wanted to get a 50 in Chinese in Year 12 to my classmate when I started, he only
gave me a mean laugh and a sarcastic response and I promised myself I would make him eat
his words. Since then, many people had similar responses when I told them about my goal.
一开始，当我对我的同学说我想在 12 年级考到 50 分时，我的同学只是给了我轻蔑的一笑和
讽刺。当我对别人说起我的目标时，他们的反应也差不多。我对自己发誓：我一定要让他们刮
目相看。
I started working really hard and writing characters again and again in order to memorise them
and continued this practice until the end of year 11. I continued to enjoy the language the
entire 5 years and loved reading about the cultural aspect of old and modern China.
我开始十分努力地学习，为了记住汉字，我一遍一遍地写。直到 11 年级结束，我都在持续这
样的练习。整整 5 年，我都很享受学习这门语言，并喜欢阅读和了解古今中国的文化。
At the start of year 10, I heard about XJS from my other classmates who attended and looked
into it. I fortunately found out about CLCS and decided to enroll into units ½ because it would
allow me to have more options when choosing my ¾ subjects at the start of year 11. Luckily, I
thoroughly enjoyed the subject and decided to pursue it as a ¾ subject as the course was
moving ahead quickly and completed a lot of ¾ content early, giving me a huge advantage.
在 10 年级一开始，我从参加学习中国语言、社会与文化这门课的同学那里听说了这门课。我
很幸运地找到了这门课程，并决定报名学习 Unit 1&2,因为它能让我十一年级选 Unit 3&4 时有
更多选择。幸运的是，我很喜欢这门科目，而且因为课程进展很快，我们能提前完成 Unit
3&4 的很多内容，这会给我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决定把它作为 Unit 3&4 的一门科目。
Although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is a relatively new course, it is extremely
interesting and is a great subject to take. I particularly loved reading the prescribed texts.
Although it is quite boring at times to read it, it taught me a great deal about Chinese etiquette,
as well as China’s modern history and its go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my favourite essay
line).
虽然中国语言、文化与社会是一个比较新的课程，但它非常有趣，是一门很好的科目。我尤其
喜欢阅读规定文体的文章，尽管有时读起来比较枯燥，但我学到了大量的中国礼仪、中国的现
代历史和关于“国家复兴”的内容。

The listening section of the exam is quite difficult due to the speed of the recording, but has
relatively basic vocabulary and content. I found out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is to practice
regularly and learn your vocab well. The writing sections are relatively easy compared to all
other Chinese courses and can be refined through practice and implementing feedback. The
final English essay section is the most fun one as you have the most freedom to write about
your own opin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texts. The best essays often have big words which often
contribute very little to the piece but sound very nice when read. The best way to prepare for
this section is to prepare a few essays addressing each facet of the possible essay topics and
memorise them. The essay topics are often very simple and do not stray far from the ones you
prepare.
在考试中，听力部分比较难，因为语速比较快，但词汇和内容比较基础。我认为，进步的唯一
方法就是规律性地练习，好好地学习词汇。相比于其他中文科目，写作部分比较简单，它可以
通过练习和掌握老师的反馈来取得进步。最后的英文写作部分是最有趣的，因为你有很大的自
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分析文本。优秀的文章会有一些好词，准备这一部分最好的方法就
是准备几篇能应对各种文章题目的文章，并背下来。文章的题目比较简单，一般不会偏离你准
备的内容。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Chinese teachers. Ms. Jingci Li （李婧慈） who helped me shape my
general conversation and practiced with me tirelessly twice a week for half a year. Finally, Ms.
Claire Wang (王一帆) who was always brutally honest with me and always wished for my
improvement. I cannot put into words how appreciative I am to my teachers who have
constantly supported me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我想感谢我的中文老师李婧慈，她帮我定型了一般对话，并在半年间每周两次陪我练习。在十
二年级，王一帆老师对我对我的进步更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老师们
对我的支持的感谢！
Finally, I got a 46 in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only wish I could have worked
harder to make the dream of the 50 true. As a person who is not naturally talented or smart, I
have always had to work doubly hard as anyone else to get the same results. However, I never
gave up even after falling and always believed in the quote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在最后的考试中获得了 46 分，我真希望我能更努力一些，实现 50 分的梦想。对于我这样
没有很高天赋，也不是很聪明的人来说，我一直在付出别人两倍的努力，来获得和别人一样的
成绩。但失败后我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俗语：“功夫不负有心人”。
For anyone who is reading this and isn’t Chinese, I believe learning this languag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investments you will make. It is and will be one of the most useful skills one can
possess. Remember that anything is possible if an Indian was able to learn Chinese.
如果你不是来自中国，我认为学习中文这门语言是你一生最棒的投资之一，因为它一直是一项
最有用的技能之一。请记住：如果一个印度人都能学好中文，你也可以！一切皆有可能！

感谢新金山中文学校
那安文家长感言
I am the parent of Aravindh Anand who completed CLCS at XJS in 2021. I am writing with lots of
gratitude for the continued support and great service provided at XJS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chool and particularly his teacher Ms. Wang. After the initial assessment, XJS rightly suggested us
that CLCS will be the right choice for Aravindh to achieve a good score. After enrolling with XJS, Ms.
Wang has been amazing and supported Aravindh in every step by providing expert teaching
guidance which nurtured his love for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get a good score. This has been made
possible due to the strong dedication and support from Ms. Wang for which we are always grateful.
We are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XJS for providing the right guidance in course selection and
its strong commitment.
我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对新金山中文学校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尤其是王一帆老师。在一开
始的测试后，新金山中文学校直接建议孩子报读中国语言文化与社会这门课程，老师认为这将
会是他取得好成绩的最好选择。在新金山报名后，王老师在每个阶段都提供了非常专业的指
导，培养了孩子对中文的兴趣。有王老师的支持和努力，才让孩子的好成绩成为了可能，我们
非常感激！再次感谢新金山中文学校为我们提供的正确引导和支持！

双喜临门
彭裕雯（50）那安文（46）任教老师：王一帆

高考成绩公布的时刻，相信每个人都紧张激动，难以忘怀。金榜题名可以说是付出努力
的学生人生最大的喜事之一了，也是全家甚至是整个学校的荣誉。
今年很有幸，我所教授的 “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这门课的班上彭裕雯（Gwyneth Peng）同
学获得了 50 分的高考满分成绩，印度裔学生那安文（Aravindh Anand）获得了 46 分的高分
成绩，作为老师的我喜悦之心难以言表。
“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是一门新课程，为热爱中国文化的同学们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学习环
境，也提供了更多“成功的机会”。虽然很多人都抱着谨慎和观望的心态，但是感谢新金山的敏

锐判断和果断抉择，让我们有机会向广大高中生证明，新金山的中国语言文化课不但有竞争
力，更有吸引力。我深深知道在满分和高分的背后学生付出了多少努力，汗水，甚至是泪水。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最可贵的是我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传统，正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共同追
求的，相互尊重和包容的文化传统。我想，新金山学校之所以可以有今天的辉煌成就，也是因
为我们所有人都向着同一个目标互相扶持，努力的结果。
感谢新金山所有老师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拥有了优秀的教学资源，是我们所有老师同学的
财富，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继续丰富学校的储备，和新金山学校共同成长为适
应新时代的、教学上相互促进，文化上兼容并包的共同家园和校园—新金山中文学校。

第一语言 高分学生感言
功夫不负有心人
新金山中文学校：苏昱同

不知不觉年关将至，中文成绩也如期而至，自己百感交集。
回想一路走来，每次磕磕绊绊之后却总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许对于许多人来说，中文
第一语言的学习显得过于繁重耗时，且困难重重，诚然 VCE 中文对我来说从来也不轻松，常
常因为各种困难而焦虑不安，但我想说，老师在我身边，就会产生一种安心，记得在我重点研
究第一次模考后，徐攀雪和张红芝老师和我一起讨论了几个小时，逐字逐句地斟酌，直到满意
为止，我觉得老师们和我的每一份的付出绝对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而扑面而来的压力更是学习
中的第一生产力。没有中文一步步的压力，便不会有最后的好成绩。
中文的学习对我来说就是理解、消化再运用的过程，在一次次的课程中，渐渐对 VCE 中文
第一语言有了更深的了解。而对于中文高考一年来的学习来说，我最大的感触就像徐老师所
说，便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虽说不至于台下十年功，但充足的准备必然是成功的必备良
方。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重点研究的演讲，我撑着不安来到考点，门口的冷风直接刮走了我仅剩
不多的信心，但是当我迈进考场开始演讲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
觉。所以说，充足的准备是为人处事的底气，中文更是如此。
中文学习和高考回报我的努力，给了我一张满意的答卷，而中文的学习更是点缀了我不平凡
的两年时光，11 年级时的高老师，12 年级的徐攀雪老师带领着我们爬山越岭，让我们一步一
个脚印地学习和练习中文高考的知识点，学生累了，老师们就想尽办法让我们鼎力前行，同学
们懒了，老师们就快马加鞭地“抽打”我们，让我们又振作起来，思考刷题。

最后逝者如斯夫，而如今阴晴圆缺总难全，纵观平生百态，中文高考高分的成绩在画卷中
雨打风吹去，但总有点滴回忆滑落箱底，成为数十年后尘封的美好，在谈笑间，在落花流水，
飞絮流莹之间，影影绰绰，不知疲倦，在许多灯光不及之处光阴飞溅。

我在新金山中文学校的成长
新金山中文学校：刁则匀

当我现在回想在新金山中文学校和赵逸晨和徐攀雪老师学习的两年中，脑海里闪现许多让
我感动的画面和片段。无论这些感动是瞬间的，还是绵长的，或许是因为老师的一句话，又或
者是同学的一个表情，在这所学校和老师、同学的相处经历都在不经意间给予我力量，带给我
共鸣。
中文学习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会是毫无烦恼的。在为打磨作文想法绞尽脑汁时，在为赶
作业而熬夜无眠时，也曾觉得学习之辛苦。在这样的时刻，老师的激励，家长的支持和对未来
的期望，让我在艰苦中告诉自己，要不怕困难，不惧挫折，要养成坚忍不拔的性格。徐老师带
我们一起在课堂里听“Raise me up” 的歌曲，生活、学习的磨炼让我日渐坚强了起来，面对困
难、克服困难的过程，也促使我不得不更加自强。无论是主动成长还是被动成长，都是成长的
方式。这一切都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积蓄了斗志，对自己更有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我愈发体会
到生命的张力和人的意志之深邃。

人们常说，心态决定一切。当我们遇到问题时，用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它，把它看作是对自
己的磨砺，冷静分析，相信自己，竭尽全力去解决它，问题往往能迎刃而解。这样升级打怪的
过程，其实更是不断发现自我，完善自我的良性循环的过程。一旦成功，你的能量值会更高，
对付新问题的功力自然也更强。反之，如果用消极的心态去面对问题，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
决，还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变得愈发气馁，怠惰因循。而一个人能达到的人生境界却是
一次次努力、一次次进步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才能奠定未来成绩的基
石。所以，心态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总而言之，我特别感谢新金山中文学校和老师对我的培养。让我挤进了中文第一语言高分
的行列。老师的谆谆教导会始终萦绕在我耳边，激励着我充满自信地向上攀登，做更好的自
己！

梅花香自苦寒来
新金山中文学校： 吴陆远

一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般流逝，学习第一语言中文虽然过程艰辛，但结果算是满意，不枉
辜负这一年的辛劳。
俗话说得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中文第一语言高考中取得理想成
绩不是那么轻松的，回想起这一年的点点滴滴，更是感慨万分，不尽感激。
不管是口语还是笔试遇到困难，都有徐攀雪老师的倾心教导。正是因为她的谆谆教诲和耐
心指导，才能让我不断地完善重点研究题目和问题讨论，也正是因为她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错
误，才会让我的写作突飞猛进，达到了不曾有的高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许中文看似不简单，但是只要付出努力，挥洒汗水就能有志
者事竟成，为自己的一年画上圆满的句号。

隔离最后一天的惊喜
新金山中文学校：牛子玥

一考完中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故乡中国。 几十天枯燥无味的隔离，让我学会与独处
相处，就在最后一天，我中文得高分的喜讯从天而降，我欣喜万分，奔走相告。以下是我的几
点感悟：
第一， 学好中文必须靠自己。 俗话说“考别人不如靠自己” 第一语言中文并不简单，需要
听说读写的各种能力，对语言的要求也很高，这些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
的，需要自己一点一滴地积累，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一年来。我就是这样一步一
个脚印地走过来的。
第二， 学好中文还要遇伯乐。严师出高徒，遇到怎样的老师也很重要，我今年是第二次
中文高考，去年考的不理想，经人推荐，我来到了新金山中文学校徐攀雪老师的
班，在班级里徐老师带领我们全班一起爬六个 SAC 的小山，最后带我们冲刺口语
和笔试的两座大山。在爬的过程中，徐老师和我们连滚带爬地艰难地行走，我们
一个一个知识点的突破，还学唱“Raise me up “ 和课间跳健康操等，终于一个不
落地完成了爬山任务，我还爬到了山顶。
第三， 学好中文离不开父母。我们海外留学生，出国留学后更爱祖国和父母。亲人对我
们的期望和支持也是我们学习的动力，疫情上 网课，父母就不遗余力地买最好的
网络平台，总是问问寒问暖，家长会积极参加，总是陪我练习口语，督促我要努
力学习，天天向上，就这样我和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我和父母一起互相商
量，互相理解的感觉真好。
总而言之，今年中文高考酸甜苦辣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天道酬勤
李苗苗 SL 指导老师：刘文霞
我今年的中文高考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今天回想起这两年的
中文学习真是感概颇多,正所谓天道酬勤。
我是一个在澳洲出生的北京女孩，俗称 ABC, 尽管我在家
里能流利地说普通话，但我几乎没有中文的读写能力，也可以
说是个中文文盲，以前随爸爸妈妈回中国探亲时，感觉非常尴
尬，看不懂路标，读不懂菜单，还常常需要靠谷歌翻译来帮助
我。
我是在 11 年级时，才进入新金山中文学校开始学习中文
的。一开始，我非常没有信心，对中文学习顾虑重重，不知道
两年后的高考会考出什么成绩。但是，在我的勤奋努力下，我
很快就尝到了中文学习的甜头，几个月下来，我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我渐渐可以读懂奶奶给
我发的微信信息，也可以在中餐馆就餐时用中文菜单点餐。
在新金山两年的中文学习期间，除了中文更上了一层楼，我的朋友圈子也扩大了。在面临封
城网上学习的挑战时，除了和老师练习之外，我和朋友们互相打电话练习口语，一方面帮助自
己熟悉口语内容，一方面帮助其他同学的发音，真是一举两得，并让我感受到互帮互学的快
乐。
在最后一年的中文学习中，我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我写作文时错别字连篇。我的中文老师刘
老师在一开学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问题，并且
因材施教，想方设法帮我提高了我的汉字拼写能力。最终，让我在中文 VCE 考试中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
两年的中文学习，不但为我取得 99+ ATAR 成绩添砖加瓦，而且让我明白了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的道理，只要有付出，一定会有收获。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严思娴 SL 指导老师：刘文霞

我在今年的中文高考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回想起我学习
中文的心路，有几点感受愿意和各位学妹学弟分享。
首先，学好中文，关键是兴趣，尤其是在选择图片文化研
究题目时，选择自己喜欢的题目至关重要，我就选择了一幅
画。因为是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研究起来就能信手拈来、驾
轻就熟，而且还能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寓学于乐。
其次，除了兴趣之外，持之以恒也很重要，学习中文的过
程，虽然非常辛苦，但是只要坚持下来，一定会受益匪浅。
学习中文不仅能够提高高考成绩，而且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和
未来的职业生涯里带来各种优势。所以，各位正在学习中文
的同学，一定不要半途而废。
最后，学习方法也不可忽视。我的学习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每次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好好听
课，不错过老师给的每一个提示和技巧。作文格式一定要记住，也要经常手写中文字，这样就
会大大减少错别字。每次考完试，刘老师都让我们写一个总结，列出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改
进的方面和做得好的地方。比如：时间紧张吗？听力的关键词有没有落下？格式写对了没有？
错别字有哪些？我都认真做了，更清楚地知道了自己哪些方面需要进步，我的下一次考试一定
会胜过上一次，这样我的成绩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总之，取得高分成绩必须有一个认真学习的态度，但同时也不能整天埋头苦读，一定要在
繁忙的学习中，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只有劳逸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祝大家都能取得理想的考试成绩！

胡潇译 SL 指导老师：夏洁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十一年的光阴一闪而过。感觉才来到这个充满笑颜的校园，时间就
滴答滴答地把我带到了中文考场里面。好像什么都在昨天，又好似已经过去了许久。感谢每一
位在这十一年间细心辅导我的老师，特别是我的 vce 辅导老师——夏老师。没有您的栽培，就
没有我手上的这份成绩单。
从小生长在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身边让我对中华文化有着浓厚的情感。儿时陪伴奶奶听戏
曲、看京剧，也让我长大后对国风音乐情有独钟。渐渐地，中文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即使现在已经结束了 vce 中文的旅程，但我相信学无止境，中文一定会陪伴我度过以后
的每一天。
最后，祝每一位学弟、学妹们在日后的考试中取得优秀的成绩，一定要努力学习，认真完成
老师布置的作业（相信我，不写作业你会亏的），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诸静怡 SL 指导老师：夏洁
说实话，我收到自己的考分的那天早上并不紧张。这一年来我对自己说了一句话：你自己
付出了多少，你就会得到多少，你心里最清楚。
2021 年刚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中文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第一个校内考试完了，
不久又迎接了第二个，而到了第三个考试，我开始有点慌。我发现自己再也不能不紧不慢地把
东西留到最后一刻去做准备了。
不知不觉下半年到了，那时候刚好是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上网课。其实我非常感恩那段
时间。如果没有那段时间在家上课，我可能真的考不上 40，因为上网课的日子给了我大量的
时间。我每天早晚都默写自己的口语内容，自己在家朗诵，让家里的人陪我一起练，每节课和
老师探讨新的问题，最后达到对答如流的效果。
口语考完的那天，我觉得自己身上轻松了很多，但还是不能松懈，因为我即将面临笔试。
我作文写得非常差，差到自己都为自己着急。我只剩三周就要考了，作文还是一塌糊涂。唯一
的办法就是每天写两三篇作文，抄几篇范文，天天和老师们交流。终于，我写的作文还过得
去，考试时发挥得也不错。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虽然学中文一点也不容易，但所有坚持下来的学生都应该为自
己感到骄傲。我也得谢谢老师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这一年来我不仅仅收获了难以忘记的中
文学习经历，通过学中文，我其实还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未知的潜力和素质。最后，我要说的
是：自己要信任自己，也要信任老师们。

陈浩宁 SL 指导老师：夏洁
我非常高兴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中文学习之路不容易，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收获颇丰。
非常感谢近几年来新金山中文学校老师们的帮助，尤其是夏老师。她常常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
间来帮我练口语，批改我的作文，每次有问题，都及时答复。没有老师们的帮助，我是不可能
取得这样的好成绩的。

夏洁老师——
到了收获的的季节，同学们多年的耕耘终于有了回报。要取得高分成绩实属不易，这里面
凝结着每个同学艰辛的付出、家长的鼎力支持和老师的循循教导。希望同学们备战中文高考过
程中孜孜以求，奋发向上的精神可以在你们未来的学习旅途中继续发扬光大。也希望同学们学
习中文的经历和感受可以激励那些正行走在中文学习道路上的学弟和学妹们，让他们坚定信
心，勇往直前！

记录与见证，感恩遇见你们！
作者：王慧明老师
2021 年中文高考成绩已经出来了很多天，作为一名 12 年级老师，内
心仍然难以平静。在仍有许多遗憾的同时，理性地想一想，我这一届的同
学们真的不容易。经历了两年的疫情，大部分时间在网课中进行，能取得
这样的成绩，你们已经尽力了；而且两年来你们上课总是那么认真，从来
没有因为纪律问题让我烦恼过或者跟你们红过脸，值得我记录与见证，感
恩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见你们！

2021 年我所教的 MJ7SL12A 班总共有 26 个学生，大部分教了两
年，有 22 人参加了高考（有 4 人只是补习，不考），其中有 8 人取得了
40 分及以上的高分（名单如下）！高分率约 36.4%。
祝贺：
徐昕煜

SL

48 分

邵兟麒

SL

45 分

金婕

SL

45 分

张昊

SL

44 分

谢传维

SL

42 分

杨璐菲

SL

41 分

吴昕怡

SL

41 分

程建东

SL

41 分

班级中 13 名注册在新金山同学的平均分是 38 分（裸分）；
班级中 9 名注册在日校同学的平均分是 37 分（裸分）；
全班 22 名同学的平均分是：37.5 分（裸分）。加完分只有一人是 39
分，其他都是 40 分以上。

你们还是那么可爱！在大考前的第三周，因为你们没能按时交作业，
我还狠下心来批评你们，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一节课时，你们在备考的繁忙
和压力之下，仍然精心录制了的毕业赠言视频给我；返校拍毕业照时似乎
每人都带了礼物准备送给我，虽然没收，但是你们的谢意、你们的善意，
我完全感受到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KtHB3PVh4E
王老师，谢谢您！ - 您的 2021 年中文班级

在此，我想谢谢亲爱的 2021MJ7SL12A 的同学们！很高兴能有机会教
你们两年！也为你们的进步、你们的懂事和取得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和欣
慰！
也借机感谢各位同事和家长们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王慧明老师班学生感言
苦乐相伴的中文高考年
徐昕煜 SL

王慧明老师班

转眼，中文高考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年的记
忆苦乐参半：做对了一道题或者模拟考试成绩理想时，心里
就对学习中文充满了信心；相反，因为听写出现了一些简单
的错别字，或者写作文跑题了，又觉得中文太难了，有点想
放弃。在这一年里我的心情起起伏伏，有时还犹豫着要不要
坚持下去。能够克服内心的担忧，坚持到底，并且取得了 48
分的理想成绩，真的要感谢王老师的耐心教导和鼓励、父母
的帮助和关爱，还有同学们的一路相伴和支持！
我自己很喜欢杜甫的《望岳》。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我想每个人都耳熟能详。我自己觉得学中文就像爬山一
样。开始时，满心兴奋，觉得爬到山顶小菜一碟。可在这个
漫长的旅程中，有很多阻碍。有艰险的山路、有对未知的担
忧、还有一个人的孤独感。在这个攀爬的过程中，除了自己
要付出百倍的努力之外，还需要指示牌、休息亭、甚至登山棍。我觉得老师们就像我们爬山所
需要的一切指导和辅助。开始时给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爬山计划，过程中不断指引我们走正确
的道路，在我们疲惫想放弃的时候给我们鼓励与支持，在我们到达顶峰后，给我们大大的称赞
和拥抱。
现在作为毕业生，我们已经到达了山顶，能够俯瞰所有美景，也可以看到我们爬上来的九
曲十八弯的险路。我对自己的付出感到满意和骄傲，查到成绩的那一刻，我就像爬到山顶一
样，大喊一声：耶！我认为这两年紧张的中文学习是非常值得的！不仅让我取得了高分，相信
会助我明年高考总成绩一臂之力；更让我学会了合理地安排时间、应对低落情绪和同学间的相
互帮助。我相信这些技能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大有裨益！
在此，我想对王老师、我的家教沈老师，还有所有新金山教过我并帮我练习过口语的老师
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陪我一路走来，谢谢你们对我的耐心教导，也谢谢你们的包容与
理解，谢谢你们的认真与关爱。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王老师，虽然您对我们很严格，我们私底
下也会有抱怨，但您牺牲自己的时间帮我们练口语、改作文；您对我们无私的付出，我们每一
个人都心存感激！现在我真正明白您常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最后，希望新金山所有的老师们都可以利用假期好好休息一下，祝你们身体健康、笑口常
开！也希望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都取得自己理想的中文成绩！

谢谢你们，成就了我的中文高考梦想！
张昊 SL 王慧明老师班
12 月 16 日，当我查到自己中文分数，
超过 40 分，并且和哥哥一样时，开心不已，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坦白地讲，两年前的
我在中文学习上还是一个很不自觉的学生：
经常会逃避中文作业，课堂上也总是三心二
意的。到底是什么，让我改变巨大，主动刻
苦学习中文了呢？
第一、就是我的中文老师王慧明。王老师
的一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王老师每周都会花无数自己
的时间来义务帮助我们，即使她不舒服，仍
然会快速地回复我们的邮件、精心地批改我们的作业等等。她那勤奋、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由
衷地敬佩，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更让我明白为什么王老师以前的学生能取得高分，包括我的哥
哥（44 分），那是老师辛勤耕耘的结果！在此，我想感谢王老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第二、是我的同学们。他们都是勤奋好学的人。他们的努力和勤奋，无时无刻地都在激励
着我奋发向上。他们一个个也都是开心果，在困难的阶段，我们都会互相帮助、鼓励、安慰。
一转眼，我们一起挺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非常荣幸能和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度过这段难忘
的中文学习时光！
第三、是我的家人。他们就是我的坚强后盾，当我需要练习口语时，妈妈和哥哥会不厌其
烦地帮助我；当我感到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们会想方设法让我放松心情，比如：陪我去散步、
骑车、跑步等，让我从紧张的学习中喘一口气。家人的陪伴就是我坚持到底的动力。
如果两年前，有人告诉我：“你能取得好成绩”，我会一笑而过。 现在，我能取得好成绩，
非常感激老师、同学及我的家人，也要特别感谢新金山中文学校！

学中文不易，且学且珍惜
杨璐菲 SL 王慧明老师班
回想去年，我花在中文学习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其它科目，比如：写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作文
就要花将近一个小时；还要写几十页的对话和研究稿子，反复修改、背诵，练习说话语气等。
但有时读读自己当堂完成的作文，听听口语考试的录音，连我自己都惊讶，这是我完成的吗？
笔试考完的那一刻，我在脑子里一直在想 —— 挑“描述文”是正确的选择吗？小作文有加图
片信息吗？听力阅读回答是不是太啰嗦了？一系列的小烦恼让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发挥到最好。

发榜时，果不其然，我的临门一脚有一些小失误，没有取得我理想中的高分，但是父母、老师
都为我高兴，因为加完分后，接近 50 分的成绩也许是其它高考科目难以难以企及的。
发榜后，中文考试查分的经历更让我有了额外
的收获，让我意识到：首先，最后的校外口试和
笔试大考固然重要，但校内的平时成绩也很重
要：校外大考成绩一样的两个人，最终得分可能
相差几分，就是因为校内成绩不一样；其次，年
底考试前一个月的冲刺至关重要，不要倦怠，要
把努力坚持到底，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相信这
对我今年其它科目的高考大有裨益！
此外，学习 VCE 中文的经历不只是我花的时间
和最后的考试结果，还是王老师对我们精益求精
的要求和不计成本的付出，也是妈妈不厌其烦和我练习口语的时光，更是我切身感受到自己越
来越自如的中文表达能力……
最后，我想对学弟学妹们说：学中文不易，但一切都非常值得！希望你们既然选择了这门
课作为你们的高考科目，一定要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高分感想
程建东 SL 王慧明老师班
12 月 16 日，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一大早，我十分激动，
同时也有一点压力，心想：万一我的成绩不理想，会不会
辜负王老师和父母的期望？万一我自己不满意，该怎么
办？……我不断地发抖，打开了我的电脑，哇！我的成绩竟
然出乎我的意料！我兴奋不已！看到成绩以后，我心里就
踏实了。我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的家人和老师，他们都为我
感到骄傲！
回想这一年我的高考经历确实很辛苦。除了中文以外，我
还选了另外一门外语——印尼语。这两门外语迥然不同，
所以学起来真不容易，而且大考时间只相差一天。可是，
我坚持不懈，认真听老师的指导、仔细地做笔记、及时完
成作业。这样，我才会发挥出我最好的水平，两门语言课
都取得 40 分及以上的好成绩。
其中，中文口语考试是我花费时间最多，压力最大的。因为口语是我的弱项，为此，我珍惜
了每个练习机会，无论是跟老师、父母、同学们，还是陌生人。俗话说：一分耕耘，一份收
获！通过刻苦的努力，我的中文水平逐渐地提高。我觉得学中文如跑马拉松，学生会有不同的
学习方法，遇到不同的挑战和障碍。有些学生可能会半途而废，而我最终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将来，我会继续用中文。现在很多经理喜欢会说一两门外语的员工，比如：中文、法语、
日语等等。所以，我相信每位学外语的学生都会受益。
总之，我想对学弟学妹们说，学中文很不容易，只有付出努力和有毅力的人才会成功。我非
常感激老师们的耐心指导和爱戴，以及同学们的互相鼓励和帮助。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新金山
中文学校，能给我提供学中文的机会。

怀念上中文学校的日子
谢传纬 SL 王慧明老师班
好荣幸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得到高分的感受。回
想过去 14 年，每周末都要到中文学校学中文的日子一点也不容
易！除了上课，还有功课、测验和考试的压力，但当我考完中文最
后的一份 VCE 考卷那刻，居然感到有点失落和怀念那段上中文的日
子！
我真的没想到我竟然能圆满地完成 VCE 中文高考。我还清楚记得
两年前在中文 VCE 课程初期，我每写一篇文章虽然已经有妈妈和电
脑的辅助，都要花上数小时才能勉强完成。此外，我是在这里出生
的，父母又只会说广东话，加上性格内向，这些对我口语练习一点
利也没有。那时，我眼见同学们跟老师对答如流，我感觉到 VCE 中
文高考跟我距离越来越远。但最后我也能坚持下去， 除了父母的
支持和帮忙，最主要是得到我这两年 VCE 课程的王慧明老师的辅
导。
我自知中文水平不高，但是王老师对我不离不弃，还多加鼓励。尤其是高考这年，我眼看
王老师为我们学生付出了很多，除了为我们定下学习的时间表，每周要发周信和各种微信，督
促我们要按时完成功课外，还要努力地为我们每个同学批改作业，包括：口语对话稿、重点研
究稿子，还有每周的作文等，并会很快地反馈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及早修改内容至满意。此外
她又跟我们每个同学多次口语练习，并帮我们安排跟其他人练习，更抽出私人时间为我们额外
补课，我真的敬佩不已！她那么尽责，使我不敢怠慢，我也变成了一个行动力强的人！虽然过
中我也曾感觉到有点透不过气来，但正因为如此，我中文的程度在她教的两年提升迅速，对高
考也越来越有信心。
我在此要深深地感谢王老师，还有新金山中文学校的其他 VCE 老师、日校中文老师和我的
父母，感谢你们的悉心教导和栽培，没有你们的帮忙，我相信我不能坚持到完成高考，更不用
说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希望新金山的学弟学妹们都能跟我一样不要惧怕中文，一定要坚持到底！梅花香自苦寒
来，中文成绩不光能助你高考一臂之力；作为华裔的我们，还会因为学会中文而感到自豪！

收获满满，感谢师恩！
邵兟麒 SL 王慧明老师班
清晨打开电脑查分，VCE SL 45 分，跃入
我的眼帘。我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想给王
慧明老师发去喜讯，但是又不忍心打搅辛苦
一年的老师休息！
回忆两年前王老师刚刚接手我们班，那时
的我对中文根本没有兴趣，每周上中文课就
是为了对付父母。即使学了十年的中文，我
的成绩还是很平庸。但自从遇见了王老师，
我的学习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王老师绝对算得上一位一丝不苟，追求卓
越的老师。她经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加
班加点地辅导我们。记得有一次，王老师去
布里斯班参加儿子医学院的毕业典礼，她怕
耽误我们周日的课，仅仅只呆了一天就马上
赶最早一班飞机，回来给我们上课。当老师
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非常感动！
在王老师严格要求和不断地鼓励下，我慢慢对中文产生了一些兴趣。在备考的同时，还主
动利用假期时间，投稿世界华人作文大赛，并两次获得了“特等奖”。今年在 VCE 高考中又考到
理想的中文成绩，都是和王老师这两年的谆谆教导分不开。王老师的精神，不光让我在中文学
习中受益匪浅，也时刻影响着我的人生态度，激励着我不断努力！
衷心感谢王老师和每一位教过我的新金山老师！

态度决定成绩！
吴昕怡 SL 41 分 王慧明老师班
我的中文学习经历在不知不觉中，终于告一段落，让
我感到兴奋又有点失望，百感交集。
从我记事起，每个星期天都是我上中文学校的日子。小时
候，我没真正地认识到学中文的重要性，也没有珍惜学中
文的机会，一上午的课常常在开小差中就混过去了。我的
一大遗憾就是没有更早地参与到中文学校所提供的学习机
会中去，无论是精英班的额外作业，还是精彩的文化日。
在 2021 那个稀奇古怪的一年里，我决心学好中文，不拉
作业、不找借口！不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前几年
的偷懒造成的后果就是我没有足够坚实的中文基础，作文
写的不够快，而且错别字连天，于是年初的校内 SAC 成绩
自然也不是很好。

尽管如此，我没有灰心，在我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在老师和妈妈的大力帮助下，在上半年的
一个 SAC 考试前，我好像突破了中文学习的瓶颈。发现我态度的改善，让我的中文水平突飞
猛进，让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自己成绩的进步。此后的每一个 SAC，我都不停地进步；此后的
每一个模考，我也蒸蒸日上，于是最后的校外笔试大考是我最佳的发挥。
最近当我查分时，发现我校外大考的成绩确实是挺好的，不过由于平时分数不理想，于是我
最后高考成绩没有展现出我真正的实力。2021 年的中文学习经历让我受益匪浅，让我真正地
体会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道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金婕 SL 45 分

王慧明老师班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2021 年 VCE 中文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十二月十六日的清晨
我十分忐忑地在电脑面前等待着结果，最终当 45 分的成绩映入眼帘时，我不禁回忆起这几年
学习中文酸甜苦辣的经历。
我学习中文算是起步晚的，我三年前才开始在新金山学
习中文，而我有很多同学从小学就开始学习中文。可是我心
想，我在家里说的是中文，在小学也接触过中文，所以基础
应该不差，可是后来步入十二年级时，我明显地感到学习中
文的难度和节奏都骤然猛增。每个星期的两篇作文，修改和
背诵口语对话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几个月后，我感觉我遇到了一个瓶颈，作文怎么写也不
精彩，口语怎么说都不生动，渐渐的我对学习中文失去了原
有的热情和动力。但是，王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重燃了我的斗志，我下定决心向我在年初定下
的 40+分目标努力。我会经常和其他同学讨论问题，从他们
身上吸取优点，取长补短，也会整理许多常用的成语俗语，时不时地就看一看。每一次听写得
满分，又或是模拟考中获得优异的成绩时，都会让我充满信心。
一年下来，看着自己背得滚瓜烂熟的口语和好几本写满的作文本时，我能明显地感受到
自己的中文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也为我的付出和努力引以为傲。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除
了提高了自己的中文水平、感受到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之外，我更学到了如何合理地安排时

间，掌握科目之间的平衡，让我受益匪浅。我相信这些技能在我将来无论时学习、生活还是工
作中都能让我受益无穷！
最后，我想对学弟学妹们说：学习中文没有捷径，“梅花香自苦寒来”！只有一步一个脚印
地努力才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另外，无论途中有多少困难与瓶颈，你的身边始终有老师、家长
和同学们与你一起前行！

SLA 高分学生感言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张婧钰 SLA

指导老师：姜来

在收到中文成绩的那一刻，心中有惊讶，但更多的
是释然。与中文考试博弈的日日夜夜由一纸成绩单画上
完美的句号。从刚来到澳洲对学习中文的简单程度嗤之
以鼻，到修改口语稿子时的焦虑、听力漏信息点又被扣
分的忿忿。结业中文后我想浅谈和分享的不只是这份喜
悦，更是这条文化交融路上的心得收获。

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是我在澳大利亚学中文最大
的惊喜。当“民以食为天”等习以为常的中国文化被搬到
国际舞台上供我们研究时，不光是文化现象本身，那有
趣的中澳文化差异更是让作为海外华人的我们，找到对
于中国文化的归属与认同感。不知不觉中，我重新拾起
了小时候背过的古诗文，甚至翻开了那本封尘已久的
“古文观止”，坐在书房细细品读，惊讶为何年幼的我只知背诵滕王阁序，却不懂这“画栋朝飞
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竟体现了中国人审美理想的极致。

不局限于探古，访今的旅程也从审视当下中国的现象级文化开始。追星的利与弊、短视频
和碎片化信息，评估文的话题无时无刻不锻炼着我们的思辨能力，和看待事物的两面性，毕竟
“最容易的过时的是观点，而事实永远新鲜”。当然，还有我最喜欢写、并引以为傲的描述文，
喜欢到姜老师曾经跟我说“写得很好，不要再写了”。

从“急于求成”、“好大喜功”，到“戒骄戒躁”， 一步一个脚印以外的时间里，我做过最多的
一件事就是不断调整心态，俗称“自我安慰”。

在准备口语问题的过程中，我惊觉自己的人生竟然如此丰富多彩，更是发掘到了自己身上
的闪光点，那份独一无二的“立体感”。不单审视与深究了这 16 年人生里，自己的兴趣喜好、
交友准则、未来梦想，更是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笔录。给 26 岁、36 岁的自己，永远怀念当下人
生阶段的所见所闻，和那幼稚青涩的世界观，我想这次经历的意义很特殊。

中文的确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但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当我们一股劲往前冲时，回过
头来早已不知不觉走过了一大段路。我很庆幸发现了自己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更希望与大家共
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孙酉优 SLA 指导老师：姜来

在 2021 年 12 月 16 日的早上，我颤抖的拿着手
机，顶着熊猫眼，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即将公布的中文
成绩。一到点，我就迫不及待地点开了报告——40
分，我如释重负。

日月如梭，我仿佛记得牙牙学语的时期只是昨
天，一转眼我已经到了高考的年纪。作为一名妥妥的
理科生，从小在中国上学时我就常常为中文感到头
疼。小学二年级来到澳洲后，我以为我终于可以不用
坐在课堂里背古诗、练听写，可是父母还是坚持让我
继续在新金山学中文。现在想想，那简直就是最对的
决定！

深知中文是我的短腿儿，我一直对中文非常上心。步入十二年级后更是日复一日地练习口
语和写作，不到深夜绝不善罢甘休。虽然我的中文水平还是远远不及那些中学才来到澳洲的同
学们，但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一直不断地进步，做到了最好的自己，我已心满意足。

这些年，中文确实学的辛苦，但是种瓜得瓜，我不但锻炼了自己，还收获了很多成就。我
要感谢父母的鼓励、老师们的支持、与同学们的陪伴。2021 年你们与我一起在中文上全力以
赴，也是在你们的帮助下，我才能交出这份合格的答卷。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刘子凡 SLA

指导老师：李汉京
回顾过去的一年，是辛苦耕耘的一年，也是硕
果累累的一年.
2021 年 12 月 16 日早晨 7 点 ，伴随着阵阵晨
风，我坐在了电脑前，忐忑不安地点开了成绩；
看到自己中文得了 41 分，喜悦顿时涌上心头，感
慨万千。下面是自己参加中文考试的体会和感
受。
首先，自己要勤学苦练。中文这门学科是绝对
不能靠投机取巧来取得高分的，正所谓 “一分耕
耘 ，一分收获” 。想要拿到高分，“学海无涯苦

作舟”是其必经之路。

其次，应虚心听取老师的建议和指导。我最终优异的成绩离不开李老师一路以来的悉心教
导；还记得当时我的文化研究题目在第二学期还迟迟未能敲定，我为此烦恼不已。李老师见状
提出了高科技题目这一建议，可谓是为作为理科生的我量身打造了研究话题。之后老师还归纳
并向我讲解了一些可以延伸的课题方向，这才让我终于敲定了自己的题目；让我明确了努力的
方向，有了前进的动力。而最终成绩也恰好反映了老师对 VCE 中文的高超见解，我的文化研
究课题在口语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乘风破浪的道路上，李老师功不可没！

再次，要感谢同学们的一路相伴，那些大家一起云端练习口语的日日夜夜至今都历历在
目，大家互相取长补短也毋庸置疑地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无论最终分数如何，付出辛劳汗水的
大家都是最值得敬佩的赢家！

最后，一路走来我也想感谢努力的自己。过去的一年，11 年级的我要备战两门 VCE 科目，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此我放弃了最喜欢的电脑游戏、冷落了伴随我的的推理小说，彻
夜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查询资料，练习口语、攻克听力，奋笔疾书。而最终我的汗水如期换来了
中数裸分 43 分，中文裸分 41 分的好成绩。

李老师每周的周信中都会有醒目的四个大字：“天道酬勤”，年初的我会匆匆略过，而现在
的我却对其刻骨铭心；成功永远是以 1 分天赋，99 分汗水所缔造而成的，希望掌握这一真理
的学弟学妹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中，创造无限的辉煌！

程温馨 SLA 指导老师：高宁
时光荏苒，转眼间紧锣密鼓的 VCE 中文学习结束了。回顾这段
旅程，一直激励着我前进的是我对中文的热爱和对华夏文化传承
的心愿。最最感恩的是新金山对我的帮助：在这里，不但我的中
文基础得到了夯实，并且在针对澳洲中文考试方面，我第一次得
到了系统性地训练，一次次不断的练习更是加深了我对考试要点
的认识。
这其中有两点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是：大量的阅读。从小
我就特别喜欢读书，没有限制，五花八门的书我都看，我一直感
觉生活中最放松，最美妙的事，就是闻着书本的独特味道，一页
一页地翻着书。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我的中文能力就得到了提
高，也是因为读书，让我的思想更丰富，更深刻。这也促使在
VCE 考试时，我选择了思想类文化研究课题。我一直认为适合自
己的才会做好，不管是文化研究还是一般对话，我都是自己思考
并梳理了很久，才认真地文字整理出来，然后熟练。因为是自己熟悉的东西，所以考试的时候
就得心应手。 想分享的第二点是：认真完成新金山老师布置的作业。新金山已经有了一套特
别成熟和有效的教育系统，在 VCE 中文考试方面更是经验丰富！作为学生，不管我的知识体
系还是考试经验都是远远不够的，而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是我提高中文水平和考试成绩
的最好捷径！新金山的老师敬业博学，让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帮助我的各位新金山老师们，
特别是高宁老师！因为有了巨人的肩膀，我们才能更上一层楼！
亲爱的同学们，中文 VCE 的告一段落并不代表终点。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大家永远都对
中文保持着满腔热忱，继续求索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