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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淇淋

加利福尼亚的食物。
第一天，我到达洛杉矶的比佛
四年级 夏煜宁 指导老师 沈岩君
利山庄。大姨开车接我去她在圣地
亚哥的家。那是一个下雨的情人节，
我喜欢吃冰淇淋。
冰淇淋有很多口味：有巧克力 大姨大概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程。
味、草莓味、香草味、薄荷味、棉花糖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离 开 父 母 在 外 面 过
味，还有其它口味。各种口味都既好 夜，但是和他们一起睡很有趣。第二
天，我很早就醒了，因为大姨告诉我
看又好吃。
冰淇淋上面还可以加各种好吃 要去乐高乐园！在乐高乐园，我们
的东西：奥利奥饼干碎末，布朗尼蛋 看到了很多乐高积木。我们去了一
糕，软糖，巧克力颗粒，和其它各种 些游乐设施并在球坑里打球。我们
带来了一些美味的三明治，在等车
好吃的零食。
天热的时候，在海边的时候，踢 的时候就吃了。然后，天开始有点
黑，我也累了就回家了。我们吃了一
完足球的时候，开心的时候……
些美味的晚餐，然后去电影院看了
我们都会选择吃冰淇淋。
一场电影。电影结束了，我们就睡觉
了。
到达的转天是我表哥Andrea的
四年级 马之惟 指导老师 沈岩君
生日，也是我们要去圣地亚哥动物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我的 园的日子。早餐后我们开始动身出
家人一起去了“海底捞”。
“ 海底捞” 发。动物园里的动物真多啊，有豹、
是一家非常有名的火锅餐馆。它的 Anaconda、北极狐、BABIRUSA企
环境很整洁，服务员对我们笑脸相 鹅、北极熊和其他有趣的动物。每个
迎，带我们坐下来。爸爸点了番茄锅 动物都非常可爱，但是这时我累了
底，羊肉、牛肉、粉丝、虾滑、香菇，还 也困了。我竟然在公交车上睡着了。
有一些绿色蔬菜。我点了葱油饼和 当 我 睁 开 眼 时 我 们 来 到 一 个 水 族
拉面。过了一会儿，菜就上来了，五 馆。大姨给了我们10美元，让我买了
颜六色摆了一桌。我胃口大开，吃了 一些冰淇淋解解困。我们吃了冰淇
很多。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来了一 淋，看了看海洋生物。晚上我们在附
个小帅哥，他为我们表演拉面。一个 件的一家中餐馆庆祝Andrea的生日。
小小的面团，在他手里上下移动，就
这次旅行非常有趣。直到最后，
变成了一根细细长长的拉面。我们 我在表哥优美的钢琴声中醒来。这
为他的表演鼓掌喝彩。
次旅行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我见
这顿饭大家吃得都非常开心。 到了我喜欢的人和喜欢的地方。这
我很喜欢这家餐馆，我下次回国还 次的加州之行真让人难忘！
想来这家餐厅。

今天我真高兴

我最喜欢的动物

我喜欢的学校活动

六年级 林芳羽 指导老师 夏芳
我喜欢科学课，原因很多。
第一，科学课很有趣，可以学习
新的、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比如
说，有一次我们学泡泡鱼。以前我不
知道它们睡觉时是不睁开眼睛的。
第二，我们可以用手做一些事，
可以做出一些有趣、有意思的作品。
有一次我和同学们一起去看一个在
森林里的大房子，用森林里的东西
做了很多东西，可好玩了！
第三，科学课很容易。这是因为
科学课上的东西我都已经学过，或
者我都听得懂。有一天我们考试，做
完考题以后我一点都不担心。
第四，可以去好玩儿的地方玩，
还可以在那里学习。我们去河边上
课的时候，看到了大自然的很多现
七年级 邵燚 指导老师 李颖
二Ｏ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我们 象，知道了河里的东西不是人造的，
表兄妹一大群人准备去佛罗里达。 而是自己出现的。我们还亲眼看见
飞机本来应该十八点三十分起飞， 了河里的一只青蛙。
所以我们应该十五点到机场。可是
因为飞机途中遇上了暴风雨，等到
零点才来到飞机场。我们到达佛罗
六年级 张悦然 指导老师 夏芳
里达，先去麦当劳吃早餐。我们在四
我在学校最喜欢的活动是拉大
点吃完早饭，然后坐车去迪斯尼乐 提琴。
园附近的一家旅馆。
每次我拉大提琴时，它都会发
我们本来是想在八月二十日去 出很好听的、低沉的声音，使我感到
环球影城，八月二十一日去迪士尼 很开心。当我和其他人一起演奏时，
好莱坞工作室，八月二十二日留在 我会感觉很放松。在音乐会上，当我
旅馆，去旅馆的水上乐园玩。因为我 和乐队同伴一起给家长们演奏时，
们晚到了，所以决定先去水上乐园 我会感到更加自信，因为我知道自
玩，然后再去环球影城和迪士尼好 己并不孤单。当我们完成了演奏，家
莱坞工作室。
长为我们鼓掌的时侯，我感到很骄
在佛罗里达，我最喜欢的景点 傲。
是环球影城。因为哈利波特世界就
除了大提琴，我还非常喜欢我
在环球影城。从二年级开始我最喜 们演奏的音乐。我的音乐老师为我
欢的系列书籍就是哈利波特。在我 们选了特别好听的音乐。当整个乐
八岁生日的时候，妈妈的朋友把哈 队一起演奏时，听起来真的很棒。
利波特的整个系列送给我。我十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学校的音
岁的时候，妈妈另外一位朋友又给 乐课很轻松，没有压力。
我这系列书籍里的二Ｏ一六新出来
的第八本。在哈利波特世界，我们坐
一辆过山车。我通常不坐火车，因
六年级 夏煜安 指导老师 夏芳
为我容易头晕。但是我的表姐妹，我
今天下午，我们上了一堂好玩
的妹妹和我的表哥都想去坐火车，
所以我只好跟他们去坐火车。那列 儿的篮球课。
一开始，两个老师把我们分成
火车有很多特殊效果，火车的效果
显得特别真实，就像哈利波特里的 两组。大家先开始拍球热身。然后，
人物站在我前面。我一点也不后悔 一位老师放了一个垃圾桶在篮球场
坐那列火车。坐完的时候，我还想去 中间，让一组同学到垃圾桶旁边练
习投篮。另外一个老师让第二组同
坐，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了。
八日二十三日，大家要回新泽 学在篮球架下面练习跑步上篮和投
西州。我很伤心，因为我很喜欢佛罗 篮。十分钟以后，两组交换。
最后，我们按三人一队分成几
里达。我长大以后，想跟我的朋友一
起去佛罗里达再玩。这个夏天的旅 个小队，玩了几次练习赛。由一个剩
下的同学做替补队员。每个队玩了
行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三场比赛，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很投
入。
我的篮球课总是和别的课不
七年级 李俊成 指导老师 李颖
同，很有趣。我很喜欢。
我最难忘的旅行是今年去加利
福尼亚，在那里我玩得很开心。我参
观了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和表哥的
六年级 李智玄 指导老师 夏芳
家。加利福尼亚的天气非常好，因为
我最喜欢的学校活动是踢足
加利福尼亚更靠近赤道。我也喜欢
四年级 邵子馨 指导老师 沈岩君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一只叫豆豆
的小狗。那是我八岁时回到中国，邻
居阿姨家的一只小狗。豆豆的身形
不大，是一只黄毛斑点狗，豆豆的眼
睛黑黝黝的，特别有灵气。它精力充
沛，喜欢在我和哥哥的脚边跑来跑
去。豆豆特别怕水，我和哥哥帮它洗
澡时，它拼命挣扎着往盆外跑，溅了
我和哥哥满身的水。但我们还是很
喜欢它。
我回到美国已经好几年了，可
我时常想起它--一只叫豆豆的小
狗！

迪斯尼乐园

我最喜欢的学校活动

我喜欢的学校活动--打篮球

难忘的加州之行

我喜欢的学校活动

球。
我五岁就开始学习踢足球，已
经踢了七年。我一直在练习，除了自
己练习，还参加球队。在球队里，我
是一个守门员。我最开心的就是，可
以挡住对方的球。
踢足球是很多人喜欢的活动。
我参加踢足球，就认识了很多朋友。
我想要一直踢足球，以后成为一名
好的足球运动员。

我喜欢的学校活动
六年级 邵子源 指导老师 夏芳
我最喜欢的学校活动是上体育
课。
首先，体育课能锻炼身体。体育
课上的各项活动能让我更加健康起
来，不容易生病。运动让我感觉到一
天比一天强壮。
其次，体育课能学到很多关于
体育方面的知识。比如老师会教我
们篮球、足球、棒球、羽毛球、排球等
各项球类的比赛规则以及打球的技
巧。
第三个原因是我喜欢体育课上
竞争的感觉。老师有时会让我们班
的同学跟别的班的同学进行各种各
样的比赛。虽然比赛结果有输有赢，
但我知道比赢更重要的是要和别人
协作。一个队的每个同学都要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还要和别人一起做
什么，这样才能赢。如果不这样，同
学们不愿意合作，那就会输。
这就是我热爱体育课的原因。

总校教学部召开工作会议
回顾总结今年教师年会

总校教学部同仁在教师年会结束两周后召开了本年度第二次工作
会议，回顾总结了年会的反馈建议，对一些相对集中的意见提出了切实
可行的改进方案。
总校在年会闭幕三天内共收到来自总校和22所分校及非华夏系统中
文学校的156条有效反馈建议，反馈率达到与会人数的50%以上。感谢各
校老师和领导对问卷的积极反响。根据问卷结果显示，近90%的与会者的
参会目的是与华夏同仁交流，其次是对会议议程及演讲内容的兴趣。总
体的满意和非常满意度达到93%，其中86.6%的与会者对分会场华夏系统
教师讲座表示满意，87.8%对外请专家讲座表示满意，80%对答谢晚宴表
示满意，94.2%对注册及物流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
问卷中，大家对石荟老师的讲座，辩论赛裁判培训及孟德宏老师的
远程讲座给予高度认可。同时也提到此次年会安排的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所带来的震撼效果。老师们也在问卷中对明年的年会内容提出建议，希
望有更多的课堂教学演示，同年级老师横向交流及邀请编教材的老师来
分享。另外希望明年在小会场能有更好的技术支持，可以帮助讲座老师
顺利播放视频录像。
在总校和分校同仁的携手努力下，我们有信心把明年的教师年会举
办得更成功。
（文   张凉）

我最喜欢的学校活动
六年级 郑植 指导老师 夏芳
我最喜欢的学校活动是体育、
数学、社会研究以及阅读和写作。我
喜欢这些学校活动有很多原因。
我喜欢体育课，是因为我可以
玩很多游戏，而且玩得开心。另一个
原因是，体育课是唯一能让我每天
锻炼的课程。最后一个理由是，它有
很多有趣的比赛。
现在，我非常喜欢数学。第一个
原因是数学对生活有益。例如，当我
要做加法或减法的时候，数学就非
常有用。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工作会
用数学。例如，老师或银行家都使用
数学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社会研究课教我们了解生活、
了解世界的知识。上社会研究课是
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了
解其他文化。在课堂上，我喜欢做单
词搜索，而且能学得很棒。另外，我
认为社会研究也可以为职业提供帮
助，例如历史学家可以利用他们的
知识做工作。
阅读和写作课帮助我知道了很
多新东西，也让我知道了怎么样叙
述一件事，怎么样讲一个故事，怎么
样写出一首诗。我还学会了怎样用
计算机写作。
学校有这么多我喜欢的活动，
所以我很愿意去学校。

我最喜欢的课外活动
六年级 阿妮娅 指导老师 夏芳
我最喜欢的课外活动是踢足
球，因为踢足球让我很快乐。
我很早以前就开始踢足球了。
妈妈说我是学前班开始的，我开始
踢足球是因为我哥哥已经在踢足球
了，所以我就也踢足球。
踢足球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
我可以跑来跑去，同时也可以玩儿。
在球队里，我非常擅长防守，因为我
可以及时断球，阻止对方进球。我也
很喜欢踢中场和做守门员。我喜欢
踢中场是因为我可以跑来跑去，既
可以帮我的队友传球到前场，也可
以帮助后场防守。我喜欢做守门员
是因为我可以用手阻止进球，但是
我从来没有机会在比赛中真正当一
次守门员。
我的教练说我就像一台不知疲
倦的发动机，能不停地跑。在球队
里，大多数时候我是前锋，因为我的
教练觉得我技术好、灵活、跑得快，
但是我自己觉得球门前机会我把握
得不够好。
今年在妈妈和哥哥的鼓励下，
我参加了镇里的travel team 的选拔。
幸运的我被选到A队里了。我很开
心！因为A队是同年龄段最好的队。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妈妈没有在这
个队给我注册。她本来想让我继续
在rec队踢秋季，但是因为没有足够
的教练，rec队就没有足球赛了。又因
为训练时间太晚，妈妈决定暂停一
季。
我现在盼望着下一赛季早日到
来。这样我就可以再踢足球了。

华夏教坛

中文教学的一点体会

华夏中文学校东部分校二年级老师 蔡敏
掐指算来，我在中文学校担任中文老师已经有16个年头了。我没有
受过专业训练，完全是个人兴趣和喜欢孩子。记得当年教五岁的女儿学
中文，用的是妈妈留给我的一本60年代的语文课本(母亲曾是小学教师，
我至今仍认为那是至今为止编的最好的一本语文课本)。也许是遗传基
因使然，也许是我本身就是个童趣未泯，性子又特慢的人，总之，在教中
文上挺有天赋的，女儿对我说：
“妈妈，如果你出去教别的孩子，他们一定
会喜欢的。”女儿的一句戏言，成了我跨出这一步的动力。时至今日，我教
过的许多学生已经上大学了，每每想到这些ABC孩子们所受到的中文启
蒙教育中有我一点点的绵薄之劳时，心中便十分欣慰。
以下我分享一点心得体会：
一．孩子学中文不能靠压，得寓教于乐，培养启发他们的兴趣。
凶巴巴的老师不一定能教出好学生。别看这里的孩子受的是美式
教育，他们其实对自己的中国根很感兴趣，我就经常根据所学的字和课
文内容，给他们讲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小故事；另外，尽量让你的课堂
两小时变得生动有趣，让孩子们觉得学中文不累，而且老师就是他们的
好朋友。例如，学到中国最长的河长江和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时，我就在黑
板上画出这两条河和它们的地理位置，顺便就教会了他们对东南西北的
辨识，还根据每个孩子爸爸妈妈的家乡告诉他们相对于这两条河来说是
“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当学到春雨时万物生长时我便根据课文内容帮
助孩子们编出果树生长的“五步曲”。造句时，我鼓励孩子们天马行空，任
由自己的想象飞翔。像“我会飞”，
“熊被我打死了”，这样的句子多有童趣
啊！我不敢说，我教出来的学生是最好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学生
一定是热爱中文的。
二．培养孩子们的双语思考能力。
我在课堂上大量地让孩子们练习英翻中和中翻英，从日常用语到课
文内容，培养他们双向思维能 力，考试中这一部分的测试也占相当比重。
不然，他们学的中文一定是哑巴中文，是死的，是用不到生活中去的。例
如，当我教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今天、明天、今年、明年等等这些日常基
础汉语的时候，发现大多数孩子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分不清东南西北。这
样的中文，即使他们能读能写，背得滚瓜烂熟，又有什么用呢？还有，我
“偷懒”的想法，就是英文教学是一条省时省力的“捷径”。例如，我最近教
“时”这个词，发现并不好教。书上的句子是“夏天时，冬天在哪里？”如果
不用英文教学，根本就讲不清楚。可是一说“when”, 孩子们就立刻明白
了，造句也通了。可是，我还觉得不过瘾，教“时”字，怎么能不讲到它的另
外两个意思“时间”和“小时”呢？when, time, hour,用英文来辨析“时”的
不同含义，短短几分钟时间，孩子们全弄懂了。
三．注重偏旁部首教学，建立字(词)库。
我的切入点就是抓偏旁部首和字形结构的教学。每堂新课，我总是
留出半块版面的黑板专门用来收集相关偏旁部首的字词，从新学的生字
回顾以前学过的老词，通过炒冷饭、加新料的方法，滚雪球似的，孩子们
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往往可以举一反三，由一个偏旁部首或一个单字，变
出不下十个复合字来. 例如，从“合”，可以变出“拿”，
“拾”，
“答”，
“哈”，
从“青”，可以变出“请”，
“清”，
“猜”，
“静”。
有的时候，在教学方法上，要根据孩子们的思维方式，想一些讨巧的
办法帮助他们记住生字。
“最”字里有一个“最长的耳朵”；春天就是三个
人走在太阳上；早上的“早”字，就是太阳出来了，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里面的“里”字，就是土伸到了太阳里面；写“兔子”时，别忘了最后一点，
就像兔子的尾巴，短短的。我家的“家”字，就是房顶下的一家人(我把宝
盖头解释为房顶，把“豕”字解释为“family tree”<家族树>，树干就是家，
旁边的分叉则是家里不同的成员)，这样比单纯地讲解家是由宝盖头和
小猪组成的要有意思和好记多了。教“睡觉“的睡字时，我曾经让一个孩
子躺下，然后根据他的睡姿解释睡字右半部其实就是一个人躺着睡觉时
的样子，等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虽然不正统，可孩子们都记住
了，也教会了他们记字的方法。
孩子们是最可爱的，每堂课他们都给我带来新的教学灵感。我愿意
不断地改进，让我的课堂上永远充满孩子们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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