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小弟弟
 三年四班  李卓羲  

指导老师  苏卫
	 我做姐姐了！我有一个可爱的
小弟弟了！我的新弟弟的名字是李
昌皓。他的手、脚和脸都很小。我的
小弟弟闻起来很香很香，他每天要
睡很长很长时间。他饿了，或者要换
尿布的时候都要哭。我的小弟弟很
好玩，他会冲我笑。我跟他握手的时
候，他还会抓我的手指。我喜欢我的
小弟弟！

奶奶的薯条
 五年级三班  邹元晨  

指导老师  刘倩 	
	 奶奶回中国很长时间了，我很
想念她和她做的薯条。奶奶的薯条
特别好吃，因为她用最新鲜的土豆，
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
	 中国菜里没有薯条，奶奶本来
不会做，因为我喜欢吃，奶奶就从电
视里学着做。奶奶的薯条是这样做
的：先把土豆洗干净，把皮削掉，切
成条。然后在开水里煮一下。捞出来
后，冲冷水。凉干后，放在冰箱冻起
来。第二天，在油锅里炸成金黄色的
薯条。撒上盐，好吃极了。
	 我的奶奶是最好的奶奶，奶奶
做的薯条是最好吃的薯条。

印象第一天
 六年一班  李卓翰  
指导老师  赵廷河

	 今天是中文学校开学第一天，
真热闹！我记得去年自己有一点儿
紧张，因为我觉得我的中文不够好。
但是今年我一点儿都不紧张，反而
心情很轻松。
	 我一进教室就感觉今年会不一
样。首先，今年的老师是男老师。以
前我的中文老师都是女老师，男老
师跟女老师教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其它学
校见到的男老师比较严肃，对小孩
很严格，而女老师教课的时候会比
较耐心，更好说话。是不是我今年的
老师会很严格要求我们呢？另外，
我升上六年级了，课程比五年级难，
学的字词更多，也要写更多的作文。
第一堂课结束了，我发现我的老师
真的严厉，但是他也非常讲道理。他
讲课风趣，布置的作业不太难，也
会在课堂上帮助我们。这位老师真
好！
	 我很喜欢中文学校，希望今年
是最好的一年！

忙碌的星期五
 七年一班  杨予辰  

指导老师  李虹		
	 早上起来时，身体起床了，可
感觉还在睡觉……我猛地抓起我
的手表看了看时间，啊！都七点零
八分了！妈妈的叫喊从楼下传来。
原来我之前起来了的，可却又睡着

了……一个翻身，我冲向洗手间，开
始刷牙。
	 两分钟后，我到了楼下，狼吞虎
咽地塞下了早餐，就慌忙地冲出了
家门。结果发现，我提前到了校车
站。这时，我才感受到了那刺骨的寒
风吹在我的脸上。校车上，我无精打
采地看着窗外。这小段的平静，就像
风暴前的宁静。
	 等脚踏进了教室，我才慢慢地
清醒过来，就这样我繁忙的一天又
开始了。坐在第一堂课的教室里时，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今天是星期
五！这就代表着明天不用上学啦！
啊，终于可以休息两天了！带着这
个想法，我度过了半天的课程。先是
科学，然后是西班牙语和沟通课，接
着是乐团和语文课，然后，吃中午饭
了！我今天有两个塞满了烟熏三文
鱼的牛角包和一些蔬菜。时间很短，
所以我赶紧吃完了我的午饭。
	 午饭后，我直接去上数学和社
会研究。我们今天在社会研究课上
把我们的一个项目做完了。当上课
时间到了最后五分钟时，我感觉时
间过得好慢啊，好像指针永远都到
不了那个12的标记……可是它最终
还是到达了它的终点站！放学铃响
了的时候，我第一个冲出了教室“周
末，我来了！”

蒙古包里听雷
 九年三班  仇圆 

老师  曹国梅
	 太阳快下山了，天也渐渐地暗
了下来。失去了太阳的温暖，温度很
快就降低了。冷飕飕的风在树林中
吹过。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感觉阴森
森的。
	 这 时 候 ，妈 妈 、弟 弟 和 我 在
Swartswood州立公园的蒙古包旁吃
晚饭，天看上去马上就要下雨了，我
们赶紧收拾东西。收着收着，忽然，
闪电在蒙古包后面的树林子上空闪
了一下。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
巨响。我吓得差一点哭了，妈妈和弟
弟的脸上也都印着惊恐的表情。在
那声雷响之前，爸爸正在从离我们
二十米远的地方向我们走来。雷声
一响，他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抖了一
下，把手中拿着的方便面汤都泼倒
在身上。
	 我们一家四口被雷吓得赶快跑
进蒙古包里，跑进以后立即把门关
上。我们还没恢复过来，一家人挤在
一起发抖。直到这时爸爸才发现胳
膊烫得好疼。雨开始下了，啪啦啪啦
地打在蒙古包上。雷声也越来越响。
蒙古包里没有电，为了安静下来，我
们一起在黑暗中算二十四和玩语言
游戏。
	 过了一会儿，发现这些游戏并没
有多大的用处，我们只好躺下来试着
睡觉。过了好几个小时，雷声雨声终
于慢慢地变小了，从外面树林子里又
开始传来虫子的叫声。我说：“从现在
开始，这些虫子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因为他们的叫声说明雨停了。”
	 刚说完，我就听着虫子的叫声
睡着了。

学生和家长访谈：怎样才能学好中文？
（普兰斯堡中文学校学生校刊《普兰之声》158期内容节选）

 普兰小记者：徐晴、徐暐 指导老师 顾庄华

	 新的学年开始了，周日下午北
高中的走廊上又充满了熟悉的嘈杂
声——大人和小孩，同学和老师，来
来去去，穿梭在楼道里，这就是我们
的中文学校。我们华人子弟，大都有
上中文学校的经历，有的可以坚持
到毕业，有的学了几年放弃了。为什
么学中文这么难？我们怎样才能学
好中文呢？带着这些问题，普兰之
声编辑部的记者采访了我们的七位
同学和他们父母，希望可以给大家
一点帮助和启发。

学生谈怎样学中文
	 被采访的同学按年龄次序排列
如下：四年一班李明翰，六年一班李
卓翰，五年三班杨豆豆，六年四班宋
彦龙，七年一班徐若涵，今年六月毕
业的优秀毕业生徐玉龙和刘婷婷。
他们有的在学校和华夏总校的演讲
比赛或辩论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有的在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或《侨报》青少年作文比赛中获奖。
他们学习中文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让我们听听他们是怎么讲的吧！

问：学中文有什么好方法和同学们分享？
答：在家里跟父母讲中文（李明翰，

李卓翰）；我喜欢和妈妈一起看中文
娱乐节目和电视剧（杨豆豆）；在家
里坚持说中文，看中文的娱乐节目，
好玩又能学中文（宋彦龙）；不懂就
问（徐若涵）；在练习写生字的时候，
不是一遍一般地抄，而是把生字盖
起来，逼着自己想那个字怎么写（徐
玉龙）；和家人讲中文，读中文故事，
看中文电视（刘婷婷）。

问：你觉得学中文有用吗？为什么？
答：学中文当然有用。因为我们是中
国人，必须要学中文。世界上有十四
亿人讲中文，学好中文可以帮助我
跟很多人交流（李明翰，李卓翰）；有
用。你可以和只会讲中文的亲戚，朋
友交流（杨豆豆）；有用。你以后去中
国不会说中文就完蛋了。你家里的
人有不会说英文的，你就没办法和
他们交流了（宋彦龙）；弘扬中国文
化（徐若涵）；学中文不光是学语言，
还可以学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可以
帮助我拓宽眼界（徐玉龙）；可以参
加中文俱乐部，广交朋友（刘婷婷）。
	 （……《家长访谈》略）
如果想看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校
刊网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
pcsv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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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一觉

醒来，因为感冒头有点疼。不行，要

打起精神，今天还有中文课。吃了

中饭就开车上路了。一路上就在寻

思今天要来点什么有趣的梗呢，可

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又活跃课

堂气氛。想来想去好多梗都用过

了，不新鲜了。唉，有点黔驴技穷

了，那就临场发挥吧。

	 进到了教室里，看到桌子已被

摆好，可能是早来的家长帮忙摆

的。谢谢他们。课堂小测验在个别

孩子告诉我“没有带铅笔”和我给

他们打“上课不带铅笔就像战士上

战场不带枪“的比方中结束了。

“孩子们，今天的新课是《小猴子

下山》,先不要打开课本。听我读，

然后告诉我你都听到了什么”。听

完了课之后，很多小手就举起来

了。我在点名叫人回答的时候捎

带了一句“低头和呆望天花板的

小朋友 , 下一个就叫你来回答了

啊。”“好了，下面要开始猜字了。这

是我刚读过的课文中的字和词，看

你们能不能猜出来。”可以预料的

是词相对容易猜，单字猜起来就有

点难度。可让我吃惊的是有的小朋

友连单字也猜出来了。

	 接下来是读课文的环节了。我

把他们分成两组，男孩一组，女孩

另一组。因为女孩人太少，我加入

了女孩组。男孩子们比较争强好

胜，为了争第一也为了集体的荣

誉，我看见几张小脸因为放高声量

已经涨得通红。虽然声音有点高有

点吵，可我欣赏这种激情和热情。

这一张张涨红的小脸在我看来是

最美最可爱的脸。虽然男孩子们竭

尽全力，我最后还是判了女孩组获

胜。“小伙子们，你们的这种精神我

很欣赏。可音量过高让你们的声音

变了形，也会损害你们的嗓子。另

外你们的声音不太齐。女孩子们，

你们虽然赢了，但你们还可以把声

音再提高一点，再自信一点。”一个

小男孩出来挑战了：“她们获胜是

因为有你在。”然后他转身对周围

的小伙伴说：“走，我们下课时练一

练，回来再和她们比”。

	 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中国动画

片应该就是《西游记》了。我一提起

孙悟空，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说：

“我看过，我看过”。好多孩子能准

确无误地把《西游记》里四个主要

人物的名字说出来。甚至还会唱几

句里面的歌。“好吧，现在我们来个

角色扮演。谁想当孙悟空，唐僧，猪

八戒，沙僧？”很快角色都安排好

了。可演猪八戒的只有一个女生举

手，我有点不解,不知为什么男孩

不愿演猪八戒。当然我也幽了女孩

一把：“你可能是最漂亮的猪八戒

了。”这时有个小孩提出来要加几

个妖怪。于是我又安排了两个妖怪

的角色，然后给每个人安排两三句

台词，愿意自由发挥的可以自由发

挥。就这样一出《西游记》版的《小

猴子下山》粉墨登场了。演出过程

有不少瑕疵，几个孩子抱在一起在

地上打滚，我还忘了让俩妖怪出

场。两个孩子急得直提醒我：“我们

妖怪什么时候上场？”虽然演出不

尽完美，但大部分的孩子还是乐在

其中。

	 就这样两堂课在不知不觉中

结束了。在孩子们跟我道别声中我

迈出了教室。虽然站了两个小时，

可我并没有觉得累。头脑很轻松，

精神也异常得好。头疼也消失了。

这中文课还是灵丹妙药呀！

	 不少学生害怕写作文，一提起

笔就抓耳挠腮，不知如何下笔。究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语

言积累少，觉得无内容可写。其二，

不知怎样把段落串成文章。其三，

对周围事物没有留心观察，干巴巴

的，难以写具体。那么，如何针对这

些问题，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呢？

一、注意细致地观察
	 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

美，而是缺少发现，所以一些学生

的作文没有新意。写不出新意来，

就是因为缺少细致的观察，发现，

观察本身就是一种沉默的思维。作

文源于生活。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

生着不计其数的新鲜事，可惜有些

同学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

材可写，根源是不善于观察。教师

要引导学生运用视觉、听觉、触觉、

味觉、嗅觉进行细致的观察，遇到

事情，要多提几个问题，多问几个

为什么，并勇于向	别人请教。

二、阅读训练与作文教学相结合
	 阅读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作

文成功的最近通道。阅读能力是指

学生积极涉猎书海，不断接受文化

熏陶，主动培养审美情趣，为作文

大量储备知识的能力。针对我们海

外教学中文的特点，学生们可能没

有那么多时间阅读中文，我们可以

推荐学生一些电视剧和风光片，引

发学生的写作欲望，提高鉴赏能

力，还可以逐步丰富他们的语言、

词汇、写作素材、领悟和掌握一些

基本的写作规律。教师还应该运用

好每篇课文的写作方法，指导学生

仿写，从而帮助学生打开思路。然

后，鼓励他们自己写，运用插叙、倒

叙等方法去表现主题。从仿到创，

是一个性质有效的提高学生作文

能力的方法。

三、根据课文内容来积累

	 在课文中背诵自己喜欢的自

然段，摘录好词佳句。在背诵中感受

语言文字的优美，在摘录中积累写

作材料。喜欢中文的孩子可以在课

外自己找些名篇佳作来读，阅读量

的增加就会提高写作能力。并且让

学生们学会捕捉老师在口语中常用

的鲜活的语言。最好养成写日记的

习惯。坚持写日记是积累写作素材

的最好方法，也是练笔的最佳途径。

由于日记的内容很广，自己的喜怒

哀乐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

这样就让学生有一个自由表达的空

间，也能够写出真情实感。

	 总之，兴趣是写好作文的起

点。作文教学要取得一定成效，教

师必须千方百计培养学生的写作

兴趣，让学生把写作当成一种乐

趣。那么，只要我们切实抓好作文

教学的各个环节，相信一定能提高

学生的写作能力。

普兰斯堡中文学校教务长

   叶风苹

	 《普兰文萃》是PCS中

文老师的第一个经验专

辑。是我们 2015-2016 的

40位老师首次豪不保留把

自己经验抛出，并与大家

分享；专辑是 40 位老师为

弘扬中国文化呕心沥血的

体现。专辑的问世进一步

证明PCS的老师们是最棒

的！

	 我不止一次阅读大家

的文章，每读一次，都有

不同体会。老师们默默耕

耘，把学生视为己出的动

人情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眼

前；孩子们热爱中国文化，

为之努力学习，在与老师

共同探讨的场面常跃然纸

上；老师与家长共同探讨

教学的感人场景更是活灵

活现……

	 因篇幅限制，有两位

老师PPT专辑没纳入经验

集之中，我们将做为附刊

发出。我们老师在讲台上

是导演，挥笔撰文是编导。

这专辑一定还有第2，第3，

第4……

	 专辑的问世不仅要谢

谢40位老师，还要感谢为之

征文的六位教研组长，是

他们为每位老师编辑；还

要谢谢顾庄华副教务长组

织编辑，教务处助理袁媛

老师认真校对，特别要谢

谢教务处助理陈舒怡老师

设计封面并写了编者序，

专辑出版日是感恩节，寓

意非常清楚！谢谢为专辑

问世付出辛劳的每一位。

中文课，我的灵丹妙药 
 普兰斯堡一年四班中文教师 黄巧玲

如何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普兰斯堡六年级中文教师 赵廷河

《普兰文萃 2015-2016中文老师教学经验集》
 读后点滴感想

（图片文件说明：普兰文萃于2016年11月25日
在学校微信公众号发布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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