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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学的两点体会     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  李虹老师

让爱与激情伴随我的整个教育生涯  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  陈冬青老师

教学交流
	 时间飞逝！一晃在中文学校
当老师已近四年了！从当初的“好
玩，试试看”心理，到如今的“责任，
欲罢不能”。每年到了六月初孩子
们要毕业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
难舍！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教过了
近八十个七年级的孩子。通过这几
年的中文教学，使我深深体会到孩
子对中文的学习兴趣，以及家长对
孩子学好中文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一直认为提高孩子对学中
文的兴趣是学好中文的关键！七
年级的孩子大多是十二、三岁的
初中生，中文基础差别很大。考高
分的同学不一定说得好；而说得好
的大多数不太爱记忆字、词。但总
体来说，在课堂上抓住二十几个孩
子的注意力，是我在课堂上教课的
主要宗旨。如果讲解课文或生词时
间过长，学生会渐渐失去兴趣，不
会认真听课。我会采取分段式教学
法，在讲解课文中间穿插其他内
容，比如和现实生活有联系的部
分，我会让同学自由发挥，说出他

们自己的体验。和学生互动是我每
节课必用的教学方法。我会经常让
同学讲在中国的体验，比如去过哪
些地方？吃过什么美食？喜欢或
不喜欢中国的什么？另外，我会把
小测验、上黑板填字、猜谜语和讲
故事等放在学生注意力比较容易
分散的时段。这样，同学们在愉快
和忙碌中上完两节课。
	 因为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是在
中文学校从一年级学到十年级，
所以深知家长对孩子学习中文的
重要性！每年学校会安排两次老
师与家长见面的机会，每次我都会
利用这两次难得的机会，跟家长互
动，让家长了解应该如何配合老
师、督促和辅导孩子完成听说读写
的任务。在上一次家长会上，我发
给每位家长一份“家长意见调查
表”，其中包括：您每周督促孩子
读课文吗？您认为家庭作业量如
何？您认为每周学多少词汇比较
合适？您认为写日记对提高中文
有帮助吗？怎样才能提高您孩子

学中文的兴趣？您对中文教学有
什么建议？等等。	通过这次调查，
我了解到不同家长对孩子学习中
文的关注和付出有很大差别。今年
学校推荐了《千字冲关》词汇学习，
我觉得这些词汇大多是常用词，从
实用角度来说比课文里的字词更
应该掌握。所以就把《千字冲关》词
汇作为课后学习重点，课堂上进行
听写测试。开始的时候我每周布置
40个词汇，几周下来，家长回馈意
见差别很大，有的说太多，有的说
正合适，有的说可以是50个。综合
家长的意见，我重新做了调整。对
基础较差的学生，我会和家长电话
联系，沟通如何帮助孩子学好中
文。
	 虽然几年前选择教中文有“好
玩，试试看”的心理，	但其实是想
实现小时候的一个梦想--教书育
人、桃李满天下，做老师是一个多
么崇高的职业啊！

		 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音乐和
语文老师，从小我看着她为学生排
练节目，觉得妈妈好伟大。那时就
想长大后我也要像妈妈那样当一
名老师。大学毕业后这个愿望实现
了，我成了一名成人高校的数学老
师。来美国后虽然尝试过不同的行
业，但最后那心底的声音告诉我，
我仍然想当一名老师，我仍然想在
课堂上释放我的激情和梦想，我仍
然想在美国继续我的教育事业！
这样在美国教中文就成为了我教
育生涯的另一个努力方向。
	 记得我在应聘时对校长说，我
来，只是因为我爱。我爱教学，爱课
堂，爱孩子们。虽然中文和数学是
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面对的学生
年龄层次也不一样，但教学的基本
原理是一样的。为了这份理想，我
利用回国的机会去广州的暨南大
学对外汉语专业听课学习，补充自
己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不足，同时阅
读大量的有关汉语言文化和教学
方面的书籍。像“现代汉语”、“中国
文化要略”、“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
法”、“汉语课堂教学技巧与游戏”、

“汉字教学理论与方法”等等，通过
学习，我更加感到我们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也重新发现我们的中国
文字是那么美妙，在人生的后半
段，我找到了我的人生之所爱——
中文教学。
	 教小学生和教成人学生的教
学方法是不同的。相比之下教美
国孩子学中文，你更需要耐心、关
心和爱心，更需要进行鼓励式、启
发式教学，同时在教学中更要充满
激情和幽默。这些出生在美国，父
母双方或一方是中国人的孩子，虽
然从小有一定的中文环境，具备了
一定的汉语基础，但相当一部分学
生，由于种种原因对中文学习并不
感兴趣，他们大多数是在父母的

“逼迫下”每周来中文学校学中文
的。如何让这些学生喜欢上中文，
爱上中文学习，从每周被逼无奈被
动的来中文学校，到主动的、心甘
情愿的、开开心心的来中文学校上
中文课，中文学校教师的作用是非
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我所教的五
年级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往往
是“因师而学”。也就是学生喜欢上
那个老师，他的那门课程的成绩就
比较好。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一方面要用爱去温暖他们，
爱他们像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和你
有亲近感，让他们喜欢上你的同时

喜欢上你的中文课，找到学习中文
的乐趣和信心；另一方面更要利用
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着力营造激情
的课堂，努力提高课堂的吸引力，
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的学
习热情在激情中不断燃烧。

一、 爱是教育的基础， 有爱就有
希望。
	 一个班的学生有好有差，教师
要关爱学生，尤其要关爱学习成绩
差的学生。爱一个好学生并不难，
因为他本身就讨人喜爱，爱一个学
习差的学生才是对教师的重大考
验，而这正是所有教师的天职。对
成绩好的学生我在课堂上会提出
挑战性强的问题提问他们，把他们
大脑中储存的中文尽可能的挖掘
出来，同时让他们带动学习差的学
生。如在进行“参加拉拉队”这一课
时，我提问在中国看比赛拉拉队的
口号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
题，一时还真没有学生能答上来。
经过我再三启发，终于有个基础好
的学生答出“加油”！这两个字每
个字他们都学过，但就是不知道怎
么组合在一起和怎么样使用，通过
这样的启发式问答，全班学生记住
了在中国看比赛时使用的口号，同
时通过问答增强了他们对中文词
汇和文化的理解。对于中文基础差
的学生，他们往往是敏感而不自信
的，他们不敢大声读，更不敢举手
回答问题。这部分孩子教师更不能
忽视，他们更需要老师的爱，更需
要那种源于本能的、热衷于教育的
爱，更需要鼓励式教育。对于他们
我会选择一些容易回答的问题，甚
至暗地里提前和家长沟通好，让家
长在家里事先和孩子们练习好，然
后在上课时提问或让这个孩子阅
读。他们声音小，我就会蹲在这个
孩子旁边，一句一句鼓励他大声
读；他们答对了，我大声的进行表
扬鼓励，同时也及时让家长知道孩
子们的成绩，让家长在家里也表扬
鼓励孩子，一点儿一点儿树立起孩
子们的信心，慢慢的孩子们的兴趣
上来了，对老师的提问不惧怕了，
他心中那盏学习中文的希望之灯
点亮了！

二、 激情，让课堂成为中文学习的
“乐园”。
	 教师的魅力在于激情，而激情
来源于对职业的热爱。没有激情的
讲课是平淡无味的，无法吸引和征

服学生，也就不能使学生信任你、
欢迎你、敬佩你。激情是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中的一种感染力，是通
过老师的行为、语言、语调和发自
内心的对教学的热爱体现出来的。
有人说，教师也是演员，那么，每当
上课时我都把讲台当作我表演的
舞台，努力营造充满激情的中文课
堂。每次上课我会随机找三个或四
个学生走到讲台前面扮作“小老
师”每人一段带领全班领读课文，
结束后让全班同学评出名次。为了
不在同学面前丢脸，孩子们回到家
中会积极准备，无形中养成了每天
阅读课文的习惯。而在讲到有对
话、有情景、有故事的课文时，我又
会利用自己的朗读特长，声情并茂
地给学生们一个有意思的情景小
话剧表演。每课的生字我会放大
打印在 A4 纸上，上课时挂到黑板
上，每讲一个生字，我都会让学生
们利用以前学过的词汇进行组词。
如“开通班级微博”中的“微”字，我
启发同学们除“微博”之外自己组
出了“微风、微笑、微波炉、微信”等
词汇，同时也告诉他们“显微镜”这
个词汇。通过组词竞猜学习，活跃
了课堂气氛，增加了孩子们的中文
词汇量，同时也让孩子们觉得中文
学习并不枯燥。在讲到“日月潭”这
一课时，我给孩子们唱“阿里山的
姑娘”，唱完后幽默的让孩子们给
我打分，有的孩子调皮地给我不及
格，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
生动的课堂教学，让孩子们很容易
的记住词汇和知识点，对中文学习
生产兴趣。所以说，激情课堂是教
师与学生互敬互爱的课堂，是愉悦
的课堂，是“个性化”的课堂。一个
教师，如果在课堂上经常板着一副
面孔，惟我独尊，那么，即使再好的
教学设计，也无法点燃学生思维的
火花，开启他们智慧的大门。
	 教育需要爱，教学需要激情，
没有爱的教育是空洞的教育，没有
激情的课堂会平平淡淡。有了爱，
学生们的情绪将受到感染，身心会
得到春风般沐浴；有了激情，教学
活动就能生动、形象，富有情感性，
从而使教学峰回路转，增强教学效
果。充满激情的课堂为美国出生的
孩子们学习中文营造了良好的思
维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们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一名热
爱教育的老师，爱与激情，将伴随
我的整个教育生涯。

学骑自行车
 七年级四班 贾易霖

指导老师：成元娥
	 2010年我家刚搬到新泽西，那
时正是春天，天气挺凉快的。搬到这
里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
换个学校和住在一个新家里而已。
	 那时，我还不会骑车。在康州，
爸爸经常带我和哥哥去公园里玩。
爸爸每次都带两辆自行车，让我们
练习骑车，那两辆自行车都有辅助
轮儿。我和哥哥高高兴兴地骑着有
辅助轮儿的自行车。但是后来我爸
把辅助轮儿拿了下来。我心想“那
我怎么骑呢？！”通常我爸扶哥哥
走一会儿，然后再来扶我。有一天，
爸爸扶着我哥走了一会儿，就松手
了！没想到我哥哥却还在骑呢。那
是我哥哥怎么学会的骑车，他根本
都不知道爸爸松手了。
	 我却还是不能独自骑没有辅助
轮儿的车。当我们再去公园的时候，
我只能坐在我的小自行车上，眼巴
巴地望着我哥自由自在骑远了。
	 搬到新泽西以后，我哥在小区
里骑车，我只能在他后面，坐在没有
辅助轮儿的车上，用脚滑着往前追。
这样车走得慢，脚踏板每转一圈都
会碰到小腿，打得我很疼。
	 有一天，我哥又出去骑车，我犹
豫了一会儿，还是跟他出去了。跟着
我哥滑了一阵子，一直到了Rebbeca
家前，我突然烦了，因为我的小腿已
经被打得疼死了。我一生气就把我
的右脚蹬上了脚踏板儿。忽然间，我
觉得我加快了速度，往下一看，哇
噻！我在往前走呢！我赶快把左脚
也放上了脚踏板儿，然后我就开始
骑了。“哥哥！”我喊道。
	 我哥转过头，看到我居然在蹬
着脚踏板骑车，吓了一大跳。“你继
续骑！我去叫爸爸妈妈！”他飞快
地跑回家去。我慢慢地骑到了Isabel
家前，这时，爸爸妈妈赶到了，又惊
又喜地望着我。大家都很佩服我自
己学会了骑自行车。
	 直到现在，我还在琢磨这件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按理说，这件
事是真的，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相
信我是自己学会骑车的。

淘金阿拉斯加
 六年级一班 彭心恬

指导老师：赵廷河
	 今年暑假，我们一家人和邻居
及朋友们一起坐游轮到阿拉斯加去
旅游。我们去了好些地方，但我最喜
欢的活动是淘金。
	 阿拉斯加是美国面积最大的一
个州，位于美国最西北部，东面接壤
加拿大，西面与俄罗斯隔海相望，人
口很少，但是非常美。绿色的山，蓝
蓝的海，一望无边，就是天气有点儿
冷。
	 在一个多云的日子，我们乘坐
老式的很慢的火车去淘金的地方。
一路上火车走得慢慢吞吞的，就像
我小时候睡觉的摇篮，晃晃悠悠，我
很快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到达了目的
地。稍为休息一下，工人就给我们送
来了满满一袋子的石头、沙子、土和
金沙。我们坐在椅子上，旁边的桌子

上放着一口大锅，我们就顺手把袋

子里面的石头、沙、土和金沙通通倒

进锅里面，再放上水，不停地摇动

着锅。因为金子的比重比石头和沙

土都大，经过一次又一次摇动，金子

就会沉下锅底。我们先把面上的石

头去掉，再把水倒掉，反反复复的操

作，最后见到金子在锅底闪闪发光。

这时工人走上前来，用小秤分别给

我们每个人淘到的金子称重，并按

金价估算。爸爸得了$34，妈妈得了

$24，哥哥得了 $43，而我得了 $16。

哇，我们全家一共得了$117！而我

们的朋友一家四口也得到了$88。

	 我们都高兴极了！彼此相互祝

贺。特别是我，在这次淘金活动中。

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黄金和金子的

价值，也明白了“是金子就会闪闪发

光”的道理。

给老师的一封信
 五年级五班 陈凯琳

指导老师：袁媛
	 尊敬的孟老师：

	 您好!我是凯琳，您是我的一年

级老师。我现在已经在读五年级了。

	 我很喜欢您教我学数学，帮我

学写作，尤其喜欢您教我们写诗歌。

我知道您已经退休了。您现在住在

哪儿?	平时都做些什么?	现在我有

很多作业，也有很多课外活动。我弹

钢琴，拉小提琴，还画画和打球。我

的周末很忙，特别是周日下午要上

半天中文学校。

	 我很喜欢中文学校的文化课。

我特别喜欢中文学校的羽毛球课，

我和我的姐姐都上羽毛球课。

	 我现在非常盼望圣诞节的到

来，到时候我们一家人会去滑雪度

假。我希望今年还能去度假村的水

上公园玩。老师，您会去哪里度假

呀？我会写圣诞卡给您的！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您的学生	陈凯琳

																							2015年10月15日

南京
 五年级二班 周欣梅 

指导老师 沈岩君
	 “哇！”南京真漂亮啊。我坐在

二伯的车里，盯着外面看。

	 林荫大道上树很多，整整齐齐

的。外面的行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

服。街上商店很多，有许多许多的

人。比美国街上人多很多！

	 我们去一个很大的公园叫玄武

湖公园去玩。公园里有一个湖，湖里

有一些连起来的岛。公园里有很多

花，还有假山。我们去找一个儿童游

乐场，那个游乐场是我们以前来玄

武湖公园时玩过的，我们找了好久

好久，就是找不到。然后我们遇到一

位奶奶，问她游乐场在哪，那位奶奶

用南京话说“拆掉了，没得了，怎么

办？”我们听了觉得很好玩。

	 现在已经又过了很多年了，我

的小妹妹还经常用南京话来说“拆

掉了，没得了，怎么办？”好玩极了，

我们每次听了都会哈哈大笑!

	 春节未至，华夏校园已是团花
簇锦，生意盎然。1月9日/10日，华夏
中文学校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演讲
比赛”，来自新泽西、纽约、康州、宾
州等20所华夏分校的168名小选手
纷纷登台展示才艺。
	 本次赛事面对1-3年级的华夏
学生，分年级进行，三个赛场分别
定在桥水分校、南部分校和纽约中
心分校。比赛自选题目，不拘形式
但规定表演时间。评分根据选手的
语言表达、表情仪态、主题内容和
文句演绎等四方面进行评判。
	 小选手们的演讲精彩纷呈，包
括故事、笑话、诗歌等各种形式，主
题鲜明，结构紧凑，用词准确，口齿

清楚，就连道具也做得颇具匠心，
给比赛增色不少。比赛中，既看到
了语句流畅的小老外，也听到了字
正腔圆的诗朗诵，这都是对老师们
多年辛勤教学最好的回报。
	 经过激烈较量，各年级选出一
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分校表
现了实力，又展示了风格。同学们
既练习了中文，也找到了展现自
我、提高演讲技巧的机会。
	 感谢以下组委会义工：许兰
薇、陈华、李盛京、王宏、叶森、李琪
文、易成、赵霞、蔡晓霏、李燕君、龚
蝉、李晓京、张长春、汪杰、刘盛。		

（供稿/纽约中心分校	宋岩）

“2016华夏演讲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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