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三年级 余欣玥 指导老师 陈琳达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
句话出自汉乐府诗《长歌行》。《长歌
行》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劝人珍惜
时间发奋努力的诗歌。这首诗的主
要内容是说四季变换得很快，时间
一去不复返，所以人们要珍惜青少
年时代，刻苦学习，长大后才能有所
作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
是说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努力，	等老
了就只能悲伤叹气了。
	 我长大了想当一个医生。但是
光想不做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理想
的。从现在起，	我就要为此而努力。
我每天跑步，做俯卧撑和练哑铃。	
我还参加了游泳队，每星期都去练
习游泳。我相信，	这样坚持下去，	
我的身体会很棒。	将来当了医生，
就是要做几个小时的手术，	我也能
坚持下来。另外，我还要认真学习，
将来才能进一所好的大学，去学习
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知识，最终成
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我现在每天合理利用时间，坚
持锻炼身体和学习各种知识，	长大
以后一定不会后悔小的时候虚度了
光阴。

我爱我家 
 三年级 曾恺希 指导老师 陈琳达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	也都很
爱自己的家。	我也爱自己的家，	因
为家会给我带来快乐和爱。
	 我的家里有三个人，	一个是爸
爸，	一个是妈妈，	还有一个是我。	
爸爸妈妈都很忙，	每天都要工作到
6点钟来接我回家。	回家后爸爸妈
妈还要做饭，	管我的学习。	爸爸妈
妈很辛苦，	可是每次我问他们，他
们都说不辛苦。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每天都照顾我，改正我的错误，
教我什么是对的。他们还会保护我，
下雨打雷的时候我也不怕。	我也喜
欢我们的房子，	因为里面有爸爸妈
妈。	我也喜欢我的房间，	喜欢我的
小床，	它很舒服。	也喜欢躺在沙发
上读书和看电视。
	 我爱我甜蜜蜜的家。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三年级 张嘉文 指导老师 陈琳达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就
是说,	你小时候不用心学习,那你长
大以后就会很伤心。你伤心是因为
你没有好的工作,	也没有钱,	生活
会过得比别人差。你会后悔为什么
当初没有努力学习,改变现状。
	 我理解了这个成语以后,	想了
很多。我现在只有9岁,	但是我认为
我已经需要开始努力学习了,	为以
后的好生活做好准备。我还要改变
我的坏脾气,	不把时间浪费在没有
用的事情上面。
	 我会减少玩游戏的时间,	把时
间更多地用在学习中文,数学,英文
和写作上面。我也会和爸爸、妈妈和
哥哥一起锻炼身体。有了好的身体
以后,	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习中

去,	会让我进步更快。
	 有了好的身体和头脑,	就会给
我一个很好的将来。我要从今天开
始努力做得更好!

我爱我家
 三年级 郭嘉睿 指导老师 陈琳达
	 我很喜欢我们幸福的三口之
家，里面有操心和爱干净的妈妈，会
做实验和炒菜的爸爸，还有一个喜
欢飞机和船的我。	
	 妈妈很爱干净,我和我爸爸有
时候会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之
后妈妈总是把房子整理得井井有
条。妈妈非常操心 ,	每天除了要去
上班,	还要照顾家里。
	 爸爸很会做实验，因为他是一
个很棒的科学家。爸爸炒的菜，又香
和又好吃，他已经给我们三个人做
了好多不同的菜。我最爱做鸡蛋饼,	
因为它既好吃，做起来又很有意思。
	 我读了和看了很多关于飞机和
船的书和视频，让我学到了很多知
识。在我有空的时候，我会设计我自
己的喷气式引擎（Jet	Engine）。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
就是为什么我爱我的家。

我的冬天
 八年级 马艾滢  指导老师 李雪

	 今 年 冬 天 就 像 春 天 一 样 暖
和。都十二月份了，每天还差不多
五六十度。
	 前几天是晴天，爸爸带我去公
园跑步，公园里的野鹅还在那儿呢。
我看见地上长出来绿绿的小苗，那
些植物肯定以为现在已经到春天
了。
	 昨天我在后院里看见一群火
鸡。它们肯定是在找吃的呢。我想照
一张像片，但是它们一看见我，就飞
快地跑了。感恩节已经过了，他们怎
么还那么怕我呀？我又不吃它们
了。
	 圣诞前夜很热，我们去了一个
朋友的家。很多我认识的同学也在
那里。我们在他们后院里的小篝火
上烤棉花糖。感觉就像我们在夏天
的树林里野营。
	 我一直在等着下雪，那样我就
可以去滑雪了。每年我和我的朋友
都去附近一座山上滑雪。今年我没
滑雪，但是我去滑冰了。因为我很长
时间都没滑冰了，我都快要忘了怎
么滑了。有一天终于下了一点点雪
我和弟弟赶快跑到外面玩雪因为我
们知道第二天雪就会全化了。这个
冬天我干了很
多春天和夏天
的事，一点也不
像冬天了。我希
望下一个冬天
会下很多雪！

营造局部中文环境 (上)      王晏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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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女儿今年刚升入高中
九年级，开学不久，有一天回来很
兴奋，告诉我.	她们同学中有几个
中国来的留学生，知道可以和她
用中文交流感到很惊讶。她用力
给了我一个拥抱，说到“谢谢你，
妈妈”！
	 这一声道谢我足足等了9年。
这一个拥抱让我的记忆闪回到她
5岁那年。
	 她5岁开始在美国上小学，每
天放学坐校车到家快4点了。我计
划每天从4：30开始，学一小时中
文，并准备了国内的一套教材，我
的目标是要和国内同年龄学生掌
握同等进度的中文。万事俱备，
没想到实施起来步步维艰。每天
一个小时的家庭中文课，根本不
能顺利地教授下去，她天天哭哭
闹闹，专门跟我作对，拒绝学习中
文。讲什么道理都没用，她的道理
只有一个：中文没意思，没有同学
在学校里讲中文。	只好硬着头皮
推进，进度及其缓慢，我的目标看
起来像天方夜谭了。我们因为住
在一个小镇上，华人很少，佳佳所
在的年级有接近90个小孩，只有

她一个华人。在这种完全英文的
环境中，要学好中文，我一开始就
低估了其挑战性，全部照搬我们
小时候在国内老师教中文的那一
套方法，没想到行不通。就在我感
到前路茫茫时，一天在购物中心,		
碰到了佳佳的同学和他的父亲。
这位父亲是本地一间上市公司的
董事长，学法律出身。闲聊中得知
他曾在台北工作两年，并在国内
接连收购了3家全资企业。我得知
他会说中文，尝试着用简单的中
文跟他交谈，没想到他的中文流
利极了，震惊得我的中文都不流
利了。记得他曾经感叹道：中国将
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学好中文很
重要啊。
	 我不得不抖擞起精神来了，
美国人都能说流利的中文了，华
人岂有不会说中文之理？在老大
的不断抵触下，继续推行我的目
标教学。这回她的反对理由改成：
中文太难学了。她经常把四声混
淆，像把香蕉说成“香脚”；或者说
美式中文，类似：“灯泡死了”。解
决这个问题，就要引入拼音教学
了。因为她也刚学英文不久，教拼

音会不会造成和英文26个字母混
淆哪，说实话，我也很担心，只好
拿她实验一把了，意想不到的结
果发生了，拼音终于学会了，并没
有出现混淆的情况，第一次有小
小成就感。但是纯粹按照课本学
中文，她提不起精神，我就累得要
命，关键是进度慢，但一时半回儿
也想不到好的方法。一天，我在网
上看到有一个华人分享的文章，
介绍如何提高小孩学中文的兴
趣。她的儿子也对学中文非常抵
触，后来她用“三国演义”，“水浒
传”等系列名著连环画，引导儿子
阅读，突破了这个障碍。
	 这篇文章点醒了我，可以尝
试换一种灵活的方式教中文，不
必完全照本宣科。可在北美买到
连环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
且女孩子喜不喜欢读三国也未可
知。何不利用电视那？我停掉了
英文电视，生活在北美，母语就是
英文，不怕她们英文不好，然后安
装了中文网络电视。电视不是一
个最直接，最方便的，营造中文环
境的好方法吗？

	 现在国内的电视节目办的风
生水起，真是目不暇接。我首选儿
童动画片推荐给两个女儿看，像
大耳朵图图，喜羊羊和灰太狼，果
宝特攻等简单易懂的，不用家长
陪伴就可以自己观看。下一步就
是挑选比较热门的唱歌节目，拉
着女儿们一起看。像“中国好声
音”，从第一届我们就开始追，她
们爱上了这个节目，一集不拉的
看，看完了她俩还模仿比赛现场，
轮流唱歌，全家背对着听，不同点
是必须都得转过来，不然小歌手
就生气了。
	 老大会把她喜欢的歌下载到
酷狗音乐上，我要求她们一坐车
就打开听，时间长了形成了习惯，
一上车就开始听中文流行歌曲，
听得多了就会唱了。学歌是学习
语言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我们还
追看了“我是歌手”，“蒙面歌王”	
等热门歌唱节目，现在她们对国
内的流行歌手是如数家珍，中文
歌更是朗朗上口。然后是对话比
较复杂的娱乐节目，像“爸爸去哪
了？”，“奔跑吧，兄弟”，“极限挑
战”等等，在看“奔跑吧，兄弟”第
一季时，好多比赛规则她们都听

不懂，我得时时讲解，现在到第三
季时，我完全可以放松观看了。我
们都喜欢“极限挑战”里三傻之一
孙红雷，昵称阿雷，老二一放了学
就嚷着回家看阿雷。现在形势逆
转了，我要求她们做完作业才能
看。对于老二来说，因为有姐姐做
榜样，又在周六参加华夏中文学
校的学习，不存在为什么学中文
这个问题，她的拼音都是姐姐教
的，有不认识的字也让她去问姐
姐，她们俩的互动很顺利。老大很
爱看书，一捧起英文书就放不下，
晚上看到很晚也不睡，眼睛也近
视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规定
她只能带中文书到卧室。但她阳
奉阴违，不盯着她就执行不了；最
近，这条规矩在老二那开始实行
了，睡前我给她讲古诗“悯农”等，
听得精精有味的。不同性格的小
孩同样规则的接受度也是不同
的。
	 最近，我在华人联谊活动中
偶遇一个台湾ABC女孩，她20多
岁，她抓住我用中文大聊起来。言
谈中得知她医学院毕业，现在在
纽约作住院麻醉医生。我很好奇
她为什么喜欢用中文跟我交谈，

要知道很多ABC都是中文文盲，
她说：“很多中国新移民来到异国
他乡面临很多新困难，如果生病
了，又语言不通，那就是难上加
难，我学好中文，可以更好的帮助
他们”。看着她年轻的脸庞，我为
她这一颗博爱怜悯之心感动了。
也看到了一个学贯中西，兼具中
西文化的成功例子。也进一步加
强了我的信心。
	 最后总结一下这九年来教女
儿学习中文的心路历程：首先，家
长要重视和尊重中国文化，孩子
才能建立起一个积极的学习态
度。其次，学习方式尽量多样化，
一点一滴不断挤压。最后，跟小孩
斗智斗勇家长是有优势的，但比
耐力和韧劲才是对家长最大的挑
战。不掌握一种语言，就不可能很
好的理解这种语言背后的文化，
我希望女儿们能够掌握背靠13亿
人民的这种语言，进一步理解这
种文化，享受这种文化带来的乐
趣，带着一颗包容的心，包容不同
的种族，包容不同的文化，活出丰
富的人生。

	 此次研讨会收获很大。这次
研讨会用时两天，第一天开幕式
之后即安排了资深中文教育家的
讲座，分别是王双双老师的《抓住
不同阶段儿童心理认知特点，激
发学生中文学习的兴趣》；魏令查
先生的《文化的旅行与变异 ---
文化阐述中的翻译》；和王嘉佳教
授的《中文教学的新趋势：学术及
文化内容与语言课的结合》。			
	 第二天的专题讲座按低中高
年级分组展开。以下是中年级专
题讨论的总结及体会。	

专题一：”AP”中文的启示―――
中国文化如何贯穿在各个不同学
习阶段，　
	 ”AP”中文考试是对学生使
用中文，在沟通能力，文化体认，
融会贯通，文化比较和社区运用
这几个方面的检验。廖山漫老师
介绍了如何将”AP”中文的理念贯
穿在中文学习的各个年级，包括：
１如何利用现有的教材，２如何
使用合适的教学手段，３如何引
导学生体验中国文化的体现与产
物。
	 廖老师提出的三个有效的外
语学习沟通模式有：互相交流沟
通(interpersonal	Mode),			理解诠释
沟通(interpretive	Mode),	表达演示
沟通(presentational	Mode)。	
	 ”AP”中文的理念的核心体现
在：主题教学模式	，重视学生兴
趣，以真实的语料教学，使用目的
语，连贯现实生活，	并不断评估语
言功能。	
	 ”AP”中文的标准，5 个 C:	

Communication	沟通；	Cultures	
文 化 ；	 C o n n e c t i o n s 	 贯 通 ；
Comparisons	比较；Communities	
社区
	 廖老师在教学中总结的出：
合理使用现有教材，适当调整课
文顺序，精心设计每一课。尽可能
提供较多的真实语言材料，帮助
学生了解真实的社会生活。充分
利用网络资源，悉心选择适合学
生年龄的学习材料。完全使用目
的语言，给学生更多机会感受。挖
掘课本的文化信息，有效地使用
各地文化资源。　

专题二：教历史的探索
	 学生的语言课学到一定水
平，主题课应运而生。
	 历史教学总是有一个内容取
舍的问题。无论是浩瀚的中国历
史还是相对简单的美国历史，细
节内容都可以无限地繁复。历史
又常常点缀着一个个亮点。特殊
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传
说，都是普通百姓特别喜闻乐见
的。但是现实中的历史却是一个
连绵不绝的过程，其中有些重要
史实已经经过现代考古所考证，
有些重大的变化也是在渐变过程
中发生的。中文学校的学生中文
程度有限也是一个现实。在这种
环境下，如何选择教材，想让孩子
们学什么，形成这次交流所要探
讨的主要内容。费城的薛大海老
师对比教材，挖掘学生潜力，一边
教一边探索，以求找到一个相对
有效的教学方式和内容。
	 薛老师几经甄选，在中文教

材和英文教材之间选择了英文版
教材。这样学生能够更直接地了
解历史事件内容，减少了翻译带
来的误差。	同时，薛老师也尽量带
入中文语言成份，把特定名称，专
有词汇，比如朝代名称，历史人物
的中文直接介绍给学生。

专题三：如何写作文
	 大纽约分校的马捷老师通过
实例和大家分享一些适合美国孩
子的中文教学方法。内容介绍：
	 1.把课堂还给学生---怎样
让学生喜欢上中文课。创造以学
生为中心的课堂气氛。	老师则是
辅助辅导角色。课件有趣，以有趣
的开场白导入课文。课堂环节安
排的很紧凑，衔接的很自然。鼓励
所有学生参与课堂活动，读课文，
造句接龙，小组合作。
	 2. 提高课堂效率—不同年级
课堂管理特点。制定班规，以及奖
惩措施。
	 3. 	 写作指导—语感的培养
及其他。明确作文主题，清楚作文
结构，理顺语法语序，正确选词措
词，避免罗嗦重复。	
	 4.	我们怎样帮忙—家长需要
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多理解，少
压力，设定合理期望值，保持学生
学习热情。	
	 教师研讨会的专题报告紧凑
简洁，对我今后的中文教学有很
大启发。	也很期待校内教师之间
的经验交流。更具体，更有针对性
地提高我校教学质量。	

	 十一月十四日，	华夏中文学
校六位老师出席了由华夏中文学
校总部在新泽西主办的中文教学
研讨会。这是一次华夏中文学校大
家庭老师的盛会，	大约有300	名老
师参加，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老师因
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不仅有隆重
的大会报告，	而且有活跃的分组讨
论，	更有友好的个人交流。从这次
大会的各种活动可总结出八个字，	
即“自身提高，	创新教学”。
	 教师的自身提高，也就是说教
师的本人的文化素养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1.渊博的知识：知识是师生心
灵交汇的载体，	也是联系师生精
神世界的纽带。作为小学的中文老
师，	虽不要求我们是位文学家或科
学家，	但我们知识的广度，深度和
更新速度都要大大超过学生。在课
文中，	有些内容涉及到历史人物，	
有些涉及到自然知识。在课堂上，	
学生的问题	很多，	他们什么都问，
什么都敢问。如果老师不能正确
回答学生的问题，就有失老师的责
任。所以，一个勤奋的教师，	不仅要
理解教材和参考，	更要博览群书。	
	 2.精美流畅的语言技巧：	在课
堂上给学生传授知识时，	经常用语
言来表达。	比如，朗读课文时能做
到声情并茂，	为静止的文字赋予生
命的活力。教师通过表露自己所感
受到的兴奋，惊讶，赞叹，	失望，伤
心，	以及愤怒等情感，	不断地给所
教的知识加温，	震撼学生的心灵，	
带领学生走进课文，	学生对所学的
内容和生字记忆深刻。俗话说“近
珠者赤，	近墨者黑”教师的潜移默
化作用会对学生产生重大影响。	所
以教师要努力追求语言艺术，这是

一个优秀教师必备的基本条件。
	 灵敏的思维能力：在教学过程
中，	教师应有判断，概括，	应变等
能力。	学生的问题可能千奇百怪，	
教师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哪些
问题重要，	值得探究，	哪些问题不
必花很多时间去解答。教师不能只
是一个指挥官，	教师说什么学生就
做什么，教师也不能只是一个裁判
员，	判断对与错。	学生回答的问题
或作业，	如果错了要让学生知道错
的原因，即使对了也要知道对的依
据。	要适当现代高科技技术营造良
好的课堂氛围。	
	 1.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有兴趣不是负
担。	一旦学生的兴趣激发出来，	就
不必教师或家长天天督促，	学生会
自觉学习中文，	这样一来，	教学就
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提高学生学
习中文的兴趣的方法有多种，	比如
创造轻松，和谐，浓郁的课堂氛围，	
赞扬欣赏，	平等评学，师生互动，	
人人参与。
	 2.多煤体的应用营造良好的课
堂氛围：	通过图像，	声音，	动画，
游戏等形式，	给学生直观形象，生
动新鲜的视听感受，	对具有强烈好
奇心的学生来说，	具有极强的吸引
力。
	 以上是这次参加华夏中文教
学研讨会后的小结，	可能有很多遗
漏不足之处，敬请其他老师补充合
纠正。	总之，	凡参加会议的老师都
认为收益非浅，很有价值。	虽然有
些经验我们在教学中已经使用或
准备使用，	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
高。	只有这样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
任务。

营造局部中文环境 (下)      王晏虹老师

华夏教师年会中年级专题研讨会总结
 康州华夏中文学校 王茜 老师

华夏教师研讨会
 康州华夏中文学校 聂型铁 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