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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校学前大班拼音班执教3
年来，通过与其他老师经常沟通，
交流教学理念与方法，基本达到了
原定的教学目标。现将本学年工作
心得总结如下：
 一言以蔽之——明确教学目
的，清晰教学理念，灵活教学方法。
 一、 教学目标：传承中华文化，
教授学前儿童学习中文基础的语
音部分，使学生在儿童认知与学习
阶段适时接受汉语拼音知识的启
蒙，为今后的汉语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
 汉语拼音是儿童接触中文的
第一步，是基础课，也是学习汉语
拼读的基本功。而中文是一种象形
文字，汉语拼音是学会中文发音的
关键，也是学习中文过程中识字、
阅读，和会话的有效工具。随着汉
语热在全世界的不断升级，汉语拼
音已经成为学习中文必不可少的
有效辅助手段。尤其是汉语中最具
特色同时也是最难掌握的四声声
调，更成为海外人士包括海外出生
的华裔小朋友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我校学前大班学生的年龄基本限
制在5-7岁这个年龄段，正是幼儿
开始接触认识汉语拼音的最佳启
蒙阶段（太小的孩子理解力尚未达
到学习汉语拼音的水平，会影响教
学进度），所以针对这一特点，我班
的拼音启蒙从朗朗上口的歌谣入
手，通过不间断的反复练习，让学
生们多动口，勤张嘴，发准音，记准
调，启发儿童的对汉语拼音的正确
认知，到学期结束之时基本能正确
地认读拼读出汉语拼音，为接下来
的一年级中文学习做好充分的准
备。
 二、 为学生服务，以学生为中
心，对学生负责。这是我班也是我
校的工作重点及教学理念。对于工
作中  
 出现的问题，及时讨论，及时
解决。
 根据几年来的教学经验，我发
现如果没有家长的密切配合而去
完成大量的家庭作业，学生是不可
能完全掌握本教材所授知识的。所
以学期伊始，我就要求家长们督促
学生们在家多讲中文，多和孩子们
用中文交流，扩展孩子们的中文词
汇量，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中文的
语言环境。为了更好地及时与家
长沟通，我班基本都选出2位class 
parent，通过她们的桥梁作用，及时
发现课堂上的问题，反馈课后的信
息，达到老师、学生、家长三者之间
亲密接触，及时协商解决工作中出
现的各种状况。
 例如上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
把复习提纲发下去后，在课堂上进
行了考前讲解，课后有家长反映出
的题目太多太难，造成学生的厌学
情绪，问我可否降低考试难度。在
我与其他家长进行讨论后，发现大
家对考卷的难度认知不一致，因此
及时调整了考试内容，修正了一部
分考卷内容，把一些难度较大的拼
写题拆分为选择题，连线题，让学
生们在复习中掌握基本的拼音规
律，考出真实水平。
 三、 灵 活 的 授 课 方 式 与 互 动
式的教学方法，是让年龄小的学生
集中精神，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因
素。
 主要通过教授汉语拼音的韵
母与声母的基本发音与拼读，结合
汉语拼音特有的四声特点，采用拼

音歌谣、四声操、图片、绘画、拍拼
音小游戏等形式，以深入浅出的方
法，使学生在听、说、读、写、练、玩
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学会汉语拼
音。
 例如：第一阶段——认读：用
背诵拼音歌谣的方法来学习韵母
与声母的单独发音，用不同形状
的拼音卡片来区别韵母与声母（韵
母--苹果卡，声母--星星卡）。
1、拼音歌谣：
a   张大嘴巴 a a a  
b  伸伸胳膊 b b b
o  公鸡打鸣 o o o 
p 端盆泼水 p p p
e  小鹅游泳 e e e
m 小小蘑菇m m m
i   穿上衣服 i  i  i
f  开心大佛  f  f  f
u 小小乌龟 u  u  u 
ü  鱼儿吐泡ü  ü  ü
标调歌：
a、o、e、i、u、ü，
六个兄弟来标调，
有a在，把帽戴； a不在，o、e戴；
要是i、u在一起，谁在后面给谁戴。

2、拼音卡片：韵母卡      

           声母卡 

3、四声操图解：通过在练习发音的
同时让小朋友们做四声操，配合肢
体动作，更好的体会四声声调的发
音及其区别。

 第二阶段——拼读：用拼音卡
片“找朋友”，“BINGO”等游戏方
法，引导学生进入声韵母的“拼读
阶段”，并学习了解汉语拼音的拼
读方法与规则。
 游戏1、给声母找韵母朋友，组
成音节；
 游戏2、在黑板上列出不同的
拼音卡片，让小朋友用拍子来拍拼
音；
 游戏3、拼音BINGO。
 把bingo卡片发给学生，老师读
拼音，让学生找出正确的拼音，涂
上颜色，看谁找得又快又准，这个
游戏可以将小朋友们分组进行，首
先完成bingo的小组能拿到一个小
奖品，同学们都非常喜欢。该游戏
极大地提高了小朋友学习汉语拼
音的兴趣和积极性，尤其锻炼了大
家对拼音发音、四声声调的听力。

 以上是我在基本教案的基础
上，采用多种生动有趣，儿童易懂
的辅助方式，深入浅出，反复练习，
循序渐进的教授学前儿童学习汉
语拼音的一点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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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信
关于文化课与课外活动
 华夏北部分校AP班 孟简

指导老师 刘婷
 高强，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谢谢你对我的
信任，征求我的意见。下面是我的一
点想法。你知道，美国高中学制为四
年，内容安排紧张而丰富，文化课和
课外活动的内容都很多。如果你想进
入理想的大学，优异的文化课成绩不
可或缺，参加一定的课外活动并取得
一些积极的成果也是申请好大学的
必要条件。我的建议是：如何平衡文
化课与课外活动的内容和时间是考
虑的关键。 
 美国高中的文化课内容很多，
有科学、文学、数学、艺术、历史等等。
任何一门文化课考试成绩不理想都
可以影响到GPA，而GPA的分数是大
学录取时最重要的考量标准。因此，
对于高中生来讲，首先要给文化课留
有足够的时间，以确保你的考试成绩
门门优秀。比如说，选修课、AP考试、
SAT考试…其次再考虑课外活动。 
 美国高中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
多彩的。比如说，有艺术、科学、体育
等等。在美国文化中，老师和学生们
都会对课外活动很重视，认为这是高
中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申请
大学时，课外活动所取得的成绩能证
明你正在取得一个健全的人格，为将
来进入社会做出积极的准备。此外，
参加课外活动也给学生带来一个能
把自己的乐趣展示出去的地方。我建
议你一定要给课外活动留有时间，它
还能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
说，我喜欢打网球，所以秋天我就参
加我学校的网球队。不管你参加那个
活动，你都得把很多精力放进去。网
球占了我很多时间，但是我因此学会
了如何安排时间。要是有了课外活
动，你就会觉得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因为“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我参
加网球队不仅得到了乐趣，而且也学
会了抓紧时间。 
 我建议你不要强迫自己参加不
感兴趣的课外活动，因为首先，“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不同的爱好；有人喜欢安装机器人，
有人喜欢辩论，还有人喜欢踢足球。
不管你喜欢什么，都肯定能找到一
个适合你的爱好课外活动。你要是特
别喜欢一个活动，就会心甘情愿的投
入更多的心思，去将一件事情做得更
好。其次，很多志趣相投的同学聚集
在一起更容易成为朋友，也更容易交
流彼此的心得，不亦乐乎！ 
 此外，我建议可以将课外活动
和文化课结合在一起。要是你很喜
欢数学，你就可以参加关于数学的课
外活动。这样，你就可以对数学有更
深的感触，同时也能给你带来乐趣。
课外活动也可以跟社会活动结合在
一起。许多课外活动都是为社区做贡
献的。比如说，很多俱乐部都是帮助
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你可以从中
学到如何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作为个
人，如何去尽自己的一份社会义务。
总之，课外活动很重要，选择适合你
的课外活动对申请大学很有帮助，可
谓一箭双雕。 
 以上是我的一点意见，希望对
你有所帮助。祝你一切顺利。 

《貓和老鼠》
 华夏北部分校 陆立原（七年级） 

指导老师 董秀敏
  汤姆是一只很强壮的猫，他经
常戏弄比他小的动物，让那些小动物
在别的动物面前出丑。因此，森林里
的小动物们都非常讨厌他。杰瑞是个
非常聪明的小老鼠，汤姆曾多次戏弄
他，但都没有成功。汤姆因此怀恨在
心。
 有一天，汤姆又想出了一个新
的捉弄杰瑞的办法。他知道杰瑞特别
爱吃奶酪，于是就请杰瑞来他家吃晚
餐。汤姆巧妙地把奶酪放在一个带有
微型捕鼠机的盘子，汤姆想：“只要杰
瑞去拿奶酪，他就再也逃不了了。”一
想到杰瑞被鼠机夹住的情景，汤姆就
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
 杰瑞受到邀请，知道汤姆又搞
诡计了。但他特别想吃奶酪，所以他
沉思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去汤姆家吃
晚饭，但对自己再三提醒：“一定要十
分小心汤姆的诡计。”
 杰瑞来到了汤姆的猫屋。"叮咚"
门铃响了。汤姆看一切安排就绪，就
开了门："杰瑞我的老朋友！欢迎，欢
迎！"汤姆满脸堆笑着说，"来来来，
请坐，请坐。" 杰瑞走进了屋子，一眼
就看到了一大块奶酪正在茶几上给
他挥手呢！汤姆见杰瑞馋涎欲滴的
表情，就忙让他坐下，说："你慢慢儿

吃吧。我去厨房里给你端杯茶喝。"说
完就走进了厨房。
 杰瑞没有急着吃奶酪。他仔细
观察，发现盘子上有机关，他知道一
旦他碰到盘子，他就会被夹住。他小
心翼翼地走到了桌边，伸手去拿奶
酪，但手还离奶酪有一段距离，这该
怎么办呢？杰瑞灵机一动，想出了个
好办法。尾巴比手臂要长很多，用尾
巴卷住奶酪一定安全，他一边想一边
伸出尾巴，卷住奶酪，迅速一拉。只听
到"啪"地一声，奶酪下来了。汤姆听
到声音，以为自己的计划成功了，高
兴地从厨房跑了出来。可是却见杰瑞
不仅没被鼠夹夹住，反而抱着奶酪，
正准备往门外跑。他边跑边说："谢谢
你，汤姆！你的奶酪真好吃！"
 汤姆急了，伸手想抓住杰瑞，但
杰瑞灵巧地避开了并跳上饭桌。汤姆
气得火冒三丈，上桌去追杰瑞。只听
到"啪"的一声，汤姆被鼠夹夹上了。"
好痛啊，好痛啊！"他边吼边跳着。杰
瑞看到汤姆被给自己准备的鼠夹夹
住了，高兴地抱着奶酪笑着走出了汤
姆的家门。

《海盗文达》
 华夏北部分校六年级 臧知远 

指导老师 师文
 2030年，考古学家在山东鸟岛上
的一个山洞内，发现了难以计数的珍
宝，震惊了世界。大家都说，中国找到
了阿里巴巴的山洞。山洞的主人到底
是谁呢？他就是传说中的明朝大海
盗—文达。
 文达出生在500多年前，爸爸是
一个海盗头子。文达9岁时，爸爸被明
朝海军诱杀。海盗和无数的海战便成
了文达成长中的老师。十几岁的文达
就已经是一个能在海中潜游更远，
更深，能像海燕一样，在波涛翻涌的
海船上“飞来飞去”的能人。聪明的文
达，很快就成了海盗的头。
 有一天，年轻的文达和他的伙
伴，驾着船在海上乱转，突然，他们看
到远远地有两艘大船泊在离岸一里
的海边，这两艘战舰像一座两头翘起
的小城，五根巨大的桅杆矗立在甲板
上，偶尔传来“嗨咦嗨咦”的吆喝声。
远处的岸边停靠着几只小船，看起来
船上的人都去了岸上。文达想，可能
是倭寇的船，机会来了。文达和几个
勇猛的同伴，偷偷地潜游到大船边。
他们口里叼着刀子，偷偷地爬上大
船。日本人还没注意到，就被杀死了。
风鼓起船帆，文达带着船上抢来的财
宝，消失在天际。
 从此，文达驰骋山东海岸，他不
光抢老百姓的东西，还抢官船，也抢
倭寇的船。
 有个将军不怕文达，他的名字
是李大力。李将军文武全才，尤其是
水性和武功，在明朝的海军中数一数
二，但是谁也不知道，文达和李将军，
哪一个更厉害？终于有一天，李将军
将文达围困在庙岛上。那次战役持续
了三天三夜，从此，文达连同他的宝
藏，一起消失了，直到2030年。

《圣诞节聚会》
 华夏北部分校五年级 韩佩锦

指导老师 庄逸红
 圣诞节，我们全家到我朋友咪
咪家参加聚会。
 我们到她家后，发现另外四家
人已经先到了,我马上跟叔叔阿姨们
问好:“你们好!”来的还有很多小孩，
大家看上去都非常高兴。
 后来，我就跟着小孩们玩起了
游戏。我们玩了很多游戏 ，有纸板游
戏，有游戏机，还有捉迷藏。玩了一会
儿就到了吃饭时间。每一家都带了自
家的拿手菜。桌子上摆了各式各样的
菜，有煮玉米、烤鸭、烤地瓜、炒米饭、
酱猪蹄、面条、拌凉粉、烤年糕等。我
们每个人都饱餐一顿。 
 吃完饭后，一个男孩儿建议我
们小孩儿演出一个小短剧。于是，我
们就开始排练。有的人扮演警察，有
的人扮演坏人，还有一个人扮演养狗
人。这个短剧讲的是警察帮助一个人
找到丢失的小狗的故事。大家排练完
了就给大人们表演。小孩儿们的演出
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
   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我想去北京》
 华夏北部分校四年级 杜一舟

指导老师 汤江勤
 姥姥姥爷的家在北京，妈妈说
我一岁多的时候，姥姥把我带回北京
住了半年多，带我去了北京动物园、
香山公园和前门大街。可那时我还太
小，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后来我上学了，再也没有回过

北京。我现在已经八岁了，知道了好
多北京的事儿。这学期在中文学校我
学了《天坛》、《颐和园》几篇课文，对
美丽的北京更喜欢了，真想再去北京
玩一玩，看一看。听姥姥说，明年暑假
要带我和弟弟去北京，我十分高兴。
这样我就可以去爬长城、游故宫、去
天安门广场，还可以去颐和园，看看
万寿山、昆明湖、十七孔桥和有名的
长廊。我还想再去一次动物园，看看
可爱的大熊猫。
 我盼望着这一天快一点儿到
来。

《春假里去故宫》
 华夏北部分校四年级 董孟奇 

指导老师 汤江勤 
 北京是我在中国最熟悉也是最
喜欢的地方。
 自从我两岁起，妈妈每年都带
我回中国看姥姥、姥爷和我的二姨，
北京是我每次到达中国停留的第一
站。我不仅喜欢吃北京的烤鸭和涮羊
肉，而且特别喜欢在北京游玩。我爬
过北京的长城和颐和园的万夀山，在
昆明湖和北海里划过船，还上过天
安门呐！这都是我在中文学校学的

《中文》课文中学到过，生活中又看到
过的地方，可是我一直没有去过故
宫。妈妈今年春假时又带我回中国去
看望姥姥、姥爷，回去前妈妈就答应
我到了北京后带我去游故宫，我高兴
极了。
 二零一四年的四月十四日清
晨，是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早上，我
和妈妈因为倒时差，所以早早就起
床了，我们准备好了去故宫的水和零
食，正要出门时，妈妈接到了她同学
的电话，她告诉我们今天北京空气中
的雾霡指数很高，劝我们最好别到外
面去，如果出去一定要戴上口罩，我
和妈妈觉得很可笑，放下电话就出了
酒店。我们一出门，就看到外面像蒙
了纱似的，四周所有的东西都看不清
楚，天空是灰蒙蒙的，来往的行人中
很多人都带着口罩。妈妈开始有些犹
豫了，可我坚持要去故宫,妈妈没有
办法,只好同意了，但一路上时不时
地用她的手捂住我的嘴和鼻子，还
告诫我不要讲话.不要把灰尘吸进肺
里。
 我们首先乘地铁来到天安门广
场，广场周围到处都是安检的士兵，
我和妈妈顺利通过安检，广场没有
很多人，但好像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只有像我和妈妈这样的从外国来的
人没有戴口罩。我和妈妈不知什么
原因，都开始感觉到嗓子有点不舒
服了，我们快快穿过了天安门，从远
处看过去整个故宫都笼罩在灰蒙蒙
的空气中，我们还没走到故宫门前,
妈妈就决定回宾馆了，她说,故宫那
么大,我们没有戴口罩游故宫太危险
了.她答应我等以后有好天气的时候
再带我游故宫。
 我很遗憾，故宫没游成，希望下
一次来北京能碰上一个好天气,希望
北京能天蓝蓝，气清清，那我就可以
游故宫了。

《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华夏北部分校七年级 王栎

指导老师 王英
 冬假的最后一天，天气一下子
暖和了许多，妈妈要带我和弟弟去纽
约参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们一
大早就迫不及待地动身去了纽约。
 周末早上的纽约，路上的车辆
和行人都很稀少，可当我们来到美
国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却已经是人头
涌动，门口站满了排队等候入场的人
群。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纽约
的闹市中心，中央公园的西侧。它具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光是从外面看
这座建筑，就能感觉到该博物馆雄
伟庞大的气势。事实上，美国自然历
史博物馆的收藏量在世界各博物馆
中占据首位，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标
本和化石。在这里，凡是地球上有的
或者是曾经有的，不管是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各种动物
植物，几乎都可以在这找到它们的足
迹。这里展览了从地球诞生开始，经
历生命起源，到人类文明的整个进化
史。
 我们在来之前，就已经计划好
了参观重点，所以我们一进场，就朝
着我们最想看的翼龙馆走去。翼龙看
上去像只大鸟，它是一种最早，最大
型的能够飞行的脊椎动物，它的骨骼
中空轻巧，适应飞行需要；它的翅膀
是从身体侧面到第四节指骨之间的
皮肤衍生出来的；展开时翅膀很大，
超过十米长；它生活在海边，湖边的

岩石旁或树林中，长长的牙齿和巨大
的尖嘴，给它捕食带来方便，它在地
球上成功地生活了 1.5 亿年。博物馆
内还有让你亲自体验翼龙飞行和捕
鱼的模拟设施呢！我一直很喜欢看
有关翼龙的各种书籍和图片，今天终
于看到了它的化石真身，有种无与伦
比的感动！化石上还能分辨出羽毛
的痕迹，这是见证恐龙和鸟类起源的
有力证据。
 看完翼龙馆，紧接着我们参观了
令人期待的恐龙馆。这里展示了各种
各样的恐龙骨架和恐龙蛋，以及恐龙
化石。有高达二十多米的雷龙，也有
比较小的霸王龙，最让我感兴趣的是
那些罩在玻璃容器中的恐龙化石。恐
龙是大约距今两亿到七千万年时，生
活在我们地球上的庞大家族，它们统
治着海洋，陆地和天空，恐龙虽然由
于陨石对地球的撞击而灭绝了很长
时间，可是科学家们通过对其化石的
研究，还原出十分逼真的恐龙图象和

影片，让我们一睹了恐龙当年的霸主
雄风。
 球体天文馆是我们这次参观的
亮点，我们感受了什么是黑暗宇宙。
我们的宇宙是由黑暗能量和黑暗物
质所组成。早在十五世纪前人类自认
是雄踞宇宙中心，后来这个美梦被粉
碎，那就让太阳做中心吧！可是伽利
略又看到太阳系以外的好多个太阳，
更厉害的还有哈勃望远镜，看到宇宙
竟然还有成千上万个像银河系一样
的星系。地球人类只是宇宙中微不足
道的另类分子。这是完全的四维体
验，身临其境，奇妙无比。
 我们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动物馆、
陨石馆、自然灾害科学馆、非洲馆、海
洋馆等等.........时间过得飞快，我们
在这里足足逛了一天，却只参观了不
到一半的场馆。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
博物馆，心里计划着暑假我一定还要
来，把所有没看完的继续看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