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 绘画、武术、国际象棋等。我校

还为家长开设了瑜伽班等健身课

程。每逢中国春节，我校都举行盛大

的中国新年联欢会。学生们在这里

不仅能学中文，学才艺，感受中华民

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能与其他同

学在中文学校读书时

结下深厚的友谊，共同

成长。

 我们的老师们认

真负责，细心准备教

案，因材施教，课堂生

动活泼，让平日缺少语

言环境的孩子们高高

兴兴地来中文学校，轻

轻松松地学中华文化。

 学校网站：http://www.huaxiasi.

org/（全年欢迎新生注册）

学校地址：New Dorp High School， 

465 New Dorp Ln，Staten Island, NY 

10306

新澤西 : 1876 Lincoln Hwy Edison, NJ 08817;    Tel: 732-485-6860;   Fax: 732-287-2098;   E-mail: nj@chinapress.net     I     費城: 917 Arch St #201, Philadelphia, PA 19107;   Tel/Fax: 215-627-1506;   E-mail: chinapressweeklyphila@gmail.com

B 6 2015年10月16日 .星期五 教育頻道(簡體) EDUCATION

华 夏 园 地
第 04 期

2015 年 10 月 16 日

Huaxia Chinese School
 New Jersey  New York  Pennsylvania  Connecticut 

华夏中文学校网站：http://www.hxcs.org/

华夏中文学校
华夏中文学校刊物《华夏园地》投稿 : hxyonline@yahoo.com
华夏中文学校刊物《小语世界》投稿：Huaxia_XYSJ@yahoo.com
稿件提供：史泰登分校

 秋风秋雨，又是一个新学年。这

是我作为我们史泰登岛中文学校校

长的第四年，也是在财务上对我最

具挑战的一年。开学一个月以来，在

策略上，从以前的“低调做人，教好

中文，对得起学生家长”，到现在的

“展示成功人生，走向社区，广而告

之：我们拥有最好的老师，最佳的理

念，请把孩子交给我们”。

 这种格调上的变化，对我个人

而言，是很痛苦的选择。自己一直是

个读书人，那种 " 双耳不闻窗外事”

的益智安宁，充实我所有的细胞。为

人处事谨慎谦虚，“自扫门前雪”的

自卫孤僻，一直是我在江湖漂泊的

护身符。

 但是，面对学生人数的不足，面

对曰渐增长的租金，各种联邦，州立

的工资税，保险等等；面对辛勤付出

的老师们，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所

谓处事哲学，借各种形式的帮助的

可能，诚恳地告诉家长们，作为一个

在中文教育上有经验教训的妈妈，

请大家相信我的判断：我们有最好

人品与专业知识的老师，我们有十

分明确的与纽约市高中中文教育接

轨的目标，我们靠大家的支持与信

任，为孩子们创造最好最近最方便

的环境来学习标准拼音，简体中文。

这在此岛，在布鲁克林，在曼哈顿，

有几家能与我们相比？在华夏各分

校之间，又有几家有这么小的班级，

这么实用的教材？学中文不能停留

在识字阶段，而是要用中文去思维、

去交流、去写作。所以我们还要更加

依赖大家督促帮助孩子们完成作

业，提高兴趣！

 当我们一起乘上这艘船，学生

们，老师们，还有我们家长们，才是

这所学校真正的舵手！祝我们在新

学年里一帆风顺！

 华夏中文史泰登岛分校成立于

二零零二年八月 , 是新泽西、 纽约

和宾州三州华夏中文学校属下的第

十三所分校。我校是一所非盈利的

教育机构，主要职能是教授中国语

言 , 推广和弘扬中华文化，服务社

区。我校使用汉语拼音和简体字课

本教授中文。在中文教育中, 侧重培

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四方面的综

合能力。

 我 校 设 在 史 泰 登 岛 的 N e w 

Dorp High School的教学大楼里，每

周六上午上课三个小时。学校为了

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爱好，同时启发

和引导学生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还开设各类才艺课程，如中国民族

 教育是门实践的科学。在几年

教育自己孩子中文及在中文学校教

课的经历里总结了几个自己教中文

的体会，与大家分享和共勉。

 一、拼音是学好中文的工具。我

们儿时上学时进校第一堂课就是开

始学拼音，再拼写认读简单的汉字，

然后才是组词造句，阅读和写作文。

今年秋季我在纽约的华夏中文学校

史泰登岛分校开始教一班新注册的

新生。这班孩子来自不同语言背景

的家庭，有讲普通话，广东话，也有

讲西班牙语的，所以在用中文授课

的同时，我也用英语去解释一些词

汇。大部分孩子以前没有接触过拼

音，所以开学后我用《汉语拼音》从

头开始教他们拼音。在逐步认识韵

母、声母后，我慢慢地教他们放慢速

度拼读，让他们真正掌握声母韵母

结合后的发音办法及拼读规律。在

积累了一些简单汉字后，学生们就

可以借助拼音去读一些中文童谣。

如果家长在家里经常和孩子用中文

交流，孩子们在日常生活里会自然

地积累起来许多中文词汇，只要会

拼音，他们就可以将生活里的词汇

和读音之间建立相应的关系，拼音

对读书认字有极大的帮助。

 二、中文发音的声调要重视。孩

子们初学中文字的时候碰到声调不

准的时候，要求他们用手比划中文

的四声，尽量将每个字的声调拼读

准确，发音标准到位，这样才不至于

日后说中文时四声不分，洋腔洋调。

 三、熟记简单的汉字，逐渐增加

中文的词汇量。我要求学生们不光

是会认读单字，同时要求能写。在田

字格上做写字训练要按照正确的笔

顺来写。这样的训练会加深学生对

汉字的笔画、笔顺、及字形结构的记

忆，打下扎实的识字基础。同时，学

生将所学的单字做成卡片，拼音写

在背面，平时有小段时间时拿出来

复习几遍，反复加强记忆。

　　四、通过朗朗上口的儿歌、童谣

来促进学生们对中文语言及文化的

接触认识，培养语感的同时增加词

汇量。每周在上完既定的课程后，我

会挑选一首简单易记的童谣让学生

们朗读。这个办法极大地提高了识

字量不太多的孩子的中文阅读兴

趣。另外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也

会补充一些手工、图画等资料增加

学生们对中国历史、文化、风俗习惯

的了解。

 五、要学好中文还有一个重要

的因素是家长坚定的信心和持之以

恒的支持。对于初学中文的孩子，

有家长帮助纠正发音；在做作业写

字时提醒注意笔顺；在家时尽量用

双语交流对话；如果能一起多读中

文读物（纽约各大公立图书馆都有

很多图画书的中文译本，网上可预

定），那更是锦上添花。

 身处纽约，日益感受到学习中

文的重要。随着华人在各领域不断

增加的影响，纽约市公立学校将从

２０１６年开始在春节放假一天，

这是亚裔文化传统受到美国社会承

认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时代广场上

昂贵的广告牌位出现越来越多的中

国大公司的身影。中美十年有效的

签证政策更加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旅

游、商贸的交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

天，中文在美国日益兴盛，学好中文

不仅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

化，而且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工作都

有极大的益处。愿学生、家长、老师

们一同努力，不断进步!

 暑假期间，我们一家回国跟海
外旅行团去了一趟云南，到大理、丽
江、香格里拉遛了一圈，最喜欢的还
是丽江。丽江古城是中国罕见的保
存相当完好的少数民族古镇。房屋
为木制的古 香古色建筑。古桥大大
小小300多座，有石拱桥、石板桥、木
板桥。古街的道路是五花石路面，以
四方街为中心，众多街巷蛛网交错，
四通八达。时间很紧，跑马观花没过
瘾。等什么时候有闲心了，一定去古
镇住上一段日子。
 在往香格里拉的路上，去了虎
跳峡。虎跳峡是世界上最深峡谷之
一，全长约25公里，最狭窄的地方只
有 20 米，地处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
之间，由金沙江切割而成。传说曾有
老 虎借助江心的礁石跳过大峡，便
留下了虎跳峡的美名。峡谷分为上
虎跳、中虎跳、下虎跳三段，多处险
滩，江水倾泻而下；峡谷两岸，高山
耸峙，非常壮观。
 大理古城是在明朝初年恢复
的，城呈方形，开四门，上建城楼，下
有卫城，城墙外层是砖砌的；城内
由南到北横贯着五条大街，自西向

东纵穿了八条街巷，整个城市 呈棋
盘式布局，素有九街十八巷之 称。
南北对峙的两座城楼被修复一新。
古城第一门——文献楼，是大理古
城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清康熙年
间。楼额悬挂云南提督偏图于康熙
四十年（公元1701 年）所题的“文献
名邦”匾额。文献楼横跨在南面进
入大理古城通道上，道路两旁柳树
成荫，颇有诗情画意，是官府迎送达
官贵人的门户。文献楼为两层歇山
式土木石结构的镝楼，具有典型的
白族建筑特色，它矗立在砖石结构
门洞上面，雄伟壮丽。古南诏的“天
下第一楼”——五华楼。五华楼是古
代南诏王的国宾馆，又叫五花楼。从
南诏开始，五华楼多次烧毁，又多次
得到重建，也越建越小。今天的五华
楼一带，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书画
市场，经营品种包括书法，国画类的
山水花鸟、人物等等，皮画、油画等
交易也十分活跃。古城内东西走向
的护国路，被称为“洋人街”。这里一
家接一家的中西餐馆、咖啡馆、茶馆
及工艺品商店，招牌、广告多用洋文
书写，吸引着金发碧眼的“老外”在

这里寻找东方古韵，渐成一道别致
的风景。全城清一色的清瓦屋面，鹅
卵石堆砌的墙壁，显示着古城 的古
朴、别致、优雅。
 苍山由十九座山峰从北向南组
成，巍峨雄壮，与秀丽的洱海风光形
成强烈对照。每两峰之间都有一条
溪水流入洱海，为著名的十八溪。在
苍山顶上，有不少高山冰碛湖泊，
湖泊四周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
洱海为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南北
长约42.58公里，东西最大宽度9.0公
里，湖面面积 256.5 平方公里，平均
湖深 10 米，最大湖深达 20 米，因为
湖的形状酷似人耳，故名洱海。洱海
是一个风光明媚的高原湖泊，干净
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
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受。在一个小
时的游船 上，我们观赏到了鱼鹰捕
鱼。鱼鹰体羽黑色，嘴硬而长，锥状，
尖端呈锐钩，用于啄鱼；鹰眼淡绿
色，嘴端褐色，脚黑色。游船上白族
姑娘小伙的情歌对唱非常动听。在
洱海边，我们还观看了白族姑娘的
歌舞表演，并走访了白族民宅。

去Virginia Beach
赵彤菲　指导老师：孟春辉

 今年暑假爸爸带我和哥哥一

起 去 了 Virginia beach 玩 .Virginia 

beach 位于弗吉尼亚州 , 离纽约四百

多英里 , 是很有名的海滩旅游地。

Virginia beach 沙滩很大 , 海浪也很

高。那里有很多人在玩水，游泳和

冲浪。沙滩上摆放了一排排沙滩椅，

很多人在晒太阳。Virginia beach 有

很多商店和酒店。那里也有棕榈树，

还有一个很大很特别的雕像 , 天空

上很多飞机在飞来飞去，很好玩。

乘邮轮出海旅游 
赵家宏　指导老师：孟春辉

 今年暑假的八月，我们全家（爸

爸，妈妈，外婆，妹妹和我）一起乘邮

轮出海游玩了八天。我们从纽约曼

哈顿起航，经过差不多两天航行，到

了佛罗里达 Port Canaveral。 我们先

去看了肯尼迪航天中心，之后又开

船去巴哈马游玩。巴哈马的海岛很

漂亮，海水很清；沙滩很大，很迷人。

在邮轮上有很多有趣的玩乐活动，

有戏院看表演，看电影，有水上乐

园，蓝球场，高尔夫球，攀岩； 有很多

美食餐厅 , 有赌场和迪斯科舞厅；还

有商店 , 图书馆 , 艺术画廊 , 棋牌室 ,

照相馆和儿童乐园等等。我们玩得

很开心。

自我介绍
范杰　指导老师：孟春辉

 我叫范杰 , 今年十岁，在纽约市

PS48 小学上五年级。我的家有妈妈、

爸爸，两个姐姐和我。我很喜欢我的

家。每天我妈妈开车送我上学，放学

妈妈也开车接我。我学校作业 很简

单，我喜欢数学和读书。我的老师及

朋友们都喜欢我。我的爱好是玩电

脑游戏，妈妈不要我玩，每天我朋友

来我家一起玩游戏，这真是我的开

心时间！

中学：最差的三年吗？
范程程　指导老师：马静，刘燕

 今 年 我 开 始 在 Mark Twain 

I.S.239 上中学了。我上中学已经

二十天了。

 我很喜欢看书，所以我想中学

是很简单。但是，我没想到我会在学

校里迷路。还有，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是班上最好的。现在，我不是最好

的了。你必须承认“山外有山，楼外

有楼”。如果你像我，不太会说话，你

要老师喜欢你，也要他们知道你的

名字，很难。他们有一百多学生，他

们怎么会认识你？

 现在，每个小孩子有个电话，或

者电脑。有的小孩不能玩游戏从星

期一到星期五。我还不可能玩，因为

我都没时间。六点多起来，七点一刻

走，三点半回家，做作业做到吃晚餐

的时候。我的书包也很重。

 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中学的

话，我还会说我喜欢。老师和学生很

好，还有，我已经找到好朋友。所以

中学不太差。

我的故事
Lara Bernard　指导老师：孟春辉
 在我出生十天的时候我生病

了。我的心跳有三百零五下每分钟。

我妈妈每天给我吃药。半年后我的

心跳正常了。除了心脏的问题，我还

对奶粉过敏，妈妈告诉我说我那时

侯每天总是不停的哭。虽然我小时

候有很多病，但是我都克服了。而且

现在我是一个很开心幸福的孩子。

我很挑食，我从来不喜欢蔬菜，只喜

欢几种水果。妈妈总是因为我吃饭

的问题头疼。我一直喜欢数学和阅

读。我在学校总是帮助老师做事。

我是一个好学生。

自我介绍
 黄程俊 指导老师：丁萱、叶翠

 我叫黄程俊，今年八岁了，我上

三年纪。我是美国出生的中国人。

我住在纽约。 我家里有四口人，妈

妈，爸爸，弟弟和我。我喜欢上学，

踢足球和玩游戏机。星期一到星期

五我要上英文学校。星期六我要上

中文学校。我希望每课都拿一百分。

我喜欢我的中文老师，她对我很好。

每个星期二我要和我的足球队员们

一起锻炼。 每个星期天我都有足球

比赛，我很高兴每次比赛我们都是

赢的。周末我可以玩游戏机，我最喜

欢玩赛车和打枪。

我看到中国
金颖涵 指导老师：丁萱、李琪

 你好！我叫金颖涵。我今年七

岁，上二年级。我住在纽约。

 今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和哥

哥去了中国。我们看到很多家人。

我们去了南京，上海和常州。南京的

夏天很热 ! 我喜欢常州。我也喜欢

上海。上海的晚上很美。我在中国

不太会说中文。我要好好学中文。

社区活动 New Dorp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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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学年
 华夏中文史泰登岛分校校长 徐燕

华夏中文史泰登岛分校介绍

海外教中文新生的几点体会      华夏中文史泰登岛分校 叶翠

云南游      华夏中文史泰登岛分校董事 曾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