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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华夏奔腾春节大联欢在二月九日大年初五隆重登场。

Parsippany 的市长 Soriano 先生和学区总监 Sargent 博士应邀出席，与奔

腾师生家长共享年夜饭。市长在晚会上致辞，送上美好的新年祝愿。

	 晚会长达三个多小时，包括舞狮、京剧、唱歌、跳舞、太极拳、钢琴、

体操、三句半、演讲等丰富的节目，最后晚会在《难忘今宵》中圆满落幕。			

	 为了筹备这台联欢会，奔腾校委会成员从邀请演员到节目审阅，从

联系商家赞助到选定年夜饭，各负其责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此外，老

师、学生和家长在不影响教学进度的同时，奉献出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

排练。（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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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奔腾分校春节大联欢

华夏教坛   “课堂管理的方方面面”— 记奔腾分校的中期教师会议

	 华夏奔腾中文学校办学二十几

年来，教学质量和教师培训是学校

发展的龙头。除了参加总校的教师

年会，学校每年还进行两三次教师

培训。2 月 2 日，本年度的中期教

师会在学校办公室召开，总结了开

学以来的教学工作并布置下一步的

任务，老师们还参与了学生写字比

赛的评选。除此以外，本次会议以

“课堂管理的方方面面”为主题，邀

请了高中低不同年级的四位老师分

享相关经验。

一年级老师 方莉婷
	 课堂纪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

十分重要的，良好的课堂纪律是教

学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曾经看到

过这样一句话：纪律是学习的保证，

如果一个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良好的

纪律，那么他的学习肯定会受到影

响。尤其在小学的课堂上，纪律就

显得尤为重要。小学生本身就是一

群好奇、活泼好动且基本没有自我

控制能力的群体，这个时候教师的

个人魅力和主导作用就显得格外重

要。

	 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最明

显的特质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一有

风吹草动注意力就分散了。因此，

教师除了严肃的管理之外，更重要

的是人格魅力。如果你让学生喜欢

你，进而喜欢上你的课，那么其实你

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力气就能控制好

课堂纪律。以下的三种方法是我在

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的，以供大家

参考。

	 一、树立教师威信。开学的第

一天是非常重要的，教师第一次和

学生见面留给学生的印象特别深

刻，因为学生对新老师总是怀有新

奇感。

	 二、多表扬、多鼓励、少批评。

奖励是维持课堂纪律最有效的方

法，尤其是对低年级的学生，因此要

多鼓励多表杨。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

人说：兴趣是成功的一半。学生对

学习有了兴趣，他自然会认真听你

的课。用儿童话语言和生动的游戏

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教

学目的。

四 / 六年级老师 宋虹
	 每个老师对课堂教学纪律的管

理都有独到之处，我就抛砖引玉，谈

谈自己的看法。

	 一、课堂管理的重要性。

	 课堂管理是保证顺利完成教学

任务的首要条件，尤其是我们这样

的周末学校，在两个 50 分钟时间既

要完成教学任务，又要让学生们觉

得学习中文不枯燥，课堂管理就尤

为重要了。如果课堂像菜场，乱哄

哄吵成一团；或者像公园一样，各干

各的事情；或者安静得像图书馆，课

后一问三不知，这几种情况都不能

够保证老师的授课被学生们接受，

也就完不成教学任务。

	 二、课堂管理的方法。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我

看来，在开学前的家长会上，除了学

校给家长和学生们的规定之外，老

师也要给家长和学生们提出要求。

给家长和学生定了规矩，自己就要

做到。我虽然需要开车要 40 分钟

左右才能到校，但都会提前 20 分钟

进教室，并每周认真批改作业从不

拖拉。所以我也要求家长严格要求

学生，周日检查孩子们在校学习情

况，周五检查孩子们的作业情况。

只要作业和测验成绩不够理想，马

上和家长联系，共同及时解决问题。

这一条看起来和课堂纪律关联不

大，但是我认为很重要。我常常和

家长说，这是家长

对学习中文的态

度问题！身教胜

于言教！只有家

长重视中文学习，

孩子们才能学好

中文。自己做得

好，才能给孩子们

一个榜样。如此，

遇到课堂管理或

学习方面的问题，我在和家长交流

时就能做到有理有节，言之有物。

	 2. 张弛有度，教学并存。讲课

的时候，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既要活跃课堂气氛，又要掌控好纪

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

讲课得生动有趣，这是课堂管理的

一个方面。如果老师讲课无趣，学

生就容易讲话，思想开小差。所以，

老师要严格掌控课堂，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有问有答，难的多讲，易的

多问，照顾每人，点面俱全。

	 3. 爱护学生，奖惩分明。作为

老师，一定要认真负责，对待学生公

平公正。无论学生学习好坏，老师

的态度要一致。要从内心真正关心

爱护学生。及时发现学生的优点，

表扬先进，促进后进。学生对老师

的信任加强了，家长也了解老师的

教学风格及要求，彼此熟悉了；学生

们在课堂上由于喜欢老师，听课认

真了，注意力集中了，作业也越做越

好。家长也越来越配合老师，严格

要求自己的孩子。这样形成正面循

环，那么，无论教学还是课堂管理也

就走上正路了。

五 / 七年级老师 刘彬
	 感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年在课堂管理

上我一直在努力追寻的一个目标。

我以自己以前求学时的体会，也对

自己提出以下两个要求：

	 一、面带笑容上课。

	 微笑意味着温暖：用善意的微

笑去营造温暖的课堂氛围，使学生

怀着愉悦的心情投入学习。

	 微笑意味着期望：微笑会让学

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期望，更加

信赖、亲近老师，热爱学习。

	 微笑意味着鼓励：微笑能使学

生受到鼓励，可消除学生的顾虑和

紧张而大胆自信地回答老师提出的

问题。当学生回答不出问题时，老

师的微笑意味着“我相信你能行，

再试试看！”

	 微笑意味着肯定：用微笑肯定

学生在学习上的进步和提高。特别

是对学习比较吃力的学生，我们要

学会并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和各方

面的进步，并及时充分地肯定他们

的每一点进步，给予他们肯定和赞

扬的微笑，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努力

是会获得肯定，进而激发他们的学

习中文的热情。

	 微笑意味着宽容：在教学活动

中，学生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这

时候，恰好是教育的良机，因为内疚

和不安使他们急于求助，如果老师

变大声的斥责为宽容的微笑和及时

的引导，学生将会心悦诚服，一改不

足或错误。

	 二、课堂中的目光效应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课堂里，老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动

作，举手投足都会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在讲课时，边讲边用目光扫视

教室的每个角落，让每位学生都感

受到老师时刻在注意着他，不能走

神溜号。如果发现有同学在做小动

作或讲话，可用严厉的目光“告诉”

他，那些同学一定会迅速改正，将注

意力转移到老师讲课的内容上来。

这样，既达到了目的，又不影响讲

课，还给学生留了面子。提问时，如

遇到腼腆不敢回答问题的学生，就

用鼓励的目光，让其建立起自信心。

对于难理解的问题，可用目光示意

基础好的同学回答；简单的，可示意

基础较差的同学回答。这样既活跃

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所有学生的

积极性，学生听课情况一览无余，尽

收眼底，同时，学生也在老师的注视

下，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保

证了整堂课的顺利进行。

	 微笑和目光都无需成本，发生

在一瞬间，然而有时它使人难以忘

怀，终生牢记。让我们用微笑和目

光去赞美学生、肯定学生、鼓舞学

生，也许会比重复的说教效果要好

得多，会让孩子们在课堂上有更出

色的表现。

	 当放学的铃

声响起，那一张

张灿烂的笑脸，

一束束真诚的目

光，一声声清脆

的“谢 谢 老 师！

老 师 再 见！”是

否会将您一天的

疲 劳 一 扫 而 光

呢？	

毕业班老师 郭玉坤
	 老师是课堂中唯一的成年人，

赢得学生的尊敬树立绝对的威信，

对于课堂能否在老师的控制之下是

至关重要的。树立威信这件事并不

取决于授课的年限，也不仅仅只是

通过某件事来获得，而是认真对待

每一个学生每一节课每一个细节。

老师需要关怀课堂中的每一个学

生，让学生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对

老师都很重要，利用一切机会与学

生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

	 当你与学生之间建立起这样一

种信任关系之后，课堂管理方面的

所有问题相应就变得容易了。建立

信任的渠道有很多，最为关键的几

方面是老师自己情绪要稳定，面对

学生时要精神饱满，无论何时何地

何事要公平公正，在授课上要精益

求精，认真备课准备充分，设计与所

有学生能力相吻合的课堂活动，鼓

励和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和兴趣，

让学生了解老师可以随时随地帮助

他们成功地完成学业。

	 课堂管理好不仅仅单指纪律

好，安静但走神或者打盹的现象也

是课堂管理的问题之一。一个管理

好的课堂，教室里应该充满了浓厚

的课堂学习气氛，所有学生在老师

的指导下，有秩序地互动参与课堂

活动，并明确了解所他们所要达到

的学习目标。

	 当然，“十个指头没有一般齐”，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达到老师的期

望值。对于那些达不到期望值的的

学生，老师需要及时做出相应的调

整并为其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耐心，

不要轻易对任何学生丧失信心。严

格要求自己，坚持对学生的信念，应

是一个作为教育者的责任。

	 2 月 18 日晚，大型慰侨演出《四

海同春》在纽约曼哈顿中心剧场上

演。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演出人

员为现场的 2100 多位观众献上了

一台富有中华传统特色的歌舞戏曲

节目。

	 观众席上，有来自华夏中文学

校的 400 多义工、老师及其家属。

大家兴致勃勃地欣赏了这场视听盛

宴，在团圆欢乐的氛围中品味着浓

浓的乡音与乡情。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由中

国国务院侨办与中国侨联联合主

办，今年是第 11 年来到纽约演出。

本次演员主体来自中国歌剧舞剧

院，舞蹈、独唱、戏曲、魔术、二胡、琵

琶等精彩节目轮番上场，现场掌声

和欢呼声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