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学年，我们
新增加了一门特殊
文化课——爷爷奶
奶俱乐部。华夏纽约中心学校，不仅是
小朋友沉浸语言文化、家长互相交流的
平台，也是老人们学习和活动的社区。

爷 爷 奶 奶 俱
乐 部， 给 老 人 们
提供了一个契机，
享受做自己的空
间， 得 以 发 挥 出
自 己 的 潜 能。 在
爷爷奶奶俱乐部，
老人们的需求被
看 见、 被 思 量。
英语课老师以实
用 为 主， 抛 开 语
法 和 教 材， 让 爷
爷奶奶们自己设
计 课 程： 想 学 哪

些英语表达？解决
怎样的生活需求？
上课的粉笔可不可

以鲜艳一点？眼神不好有时看不清楚
黑板。带助听器的爷爷说最好有个话
筒，这样不会漏听上课内容。有的爷
爷奶奶拿出当年的学霸风范，纠正同
学的发音和帮忙解惑。最让人开心的
是，爷爷奶奶们在这里放下了总是怕
给下一代添麻烦的心态，积极主动地
提需求，积极主动地互相分享。把自
己擅长的东西回馈给俱乐部的其他
人，有某项特长的老人们主动担起了
带领大家活动的任务。接下来，爷爷
奶奶们自发的书法课将开设起来，课
间将加上八段锦学习。随后还打算增
加唱歌课，加上吃吃喝喝的聊天聚
会。在华夏纽约中心中文学校，周日
真正成为了全家老少的社区团建日！

（插图春联 爷爷奶奶俱乐部 栗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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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中文学校21所分校共316篇学生习作参加比赛，其中3篇获得特等奖，
49篇获得一等奖，91篇获得二等奖。各分校均有斩获，可谓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在此特别感谢各分校每一期华夏园地供稿组稿的老师们和总校外联宣传部义工
们的辛勤付出。也再次感谢江苏侨办的组织，鼓励了孩子们学习中文、使用中
文，用汉语描述生活、表达思想、展示自我。获奖名单稍后会在华夏园地和总
校公众号公布，敬请期待！                                 （总校外联宣传部）

2022 第五届“华文创想曲”海外华裔青少年创意作文大赛圆满结束

福虎辞旧岁 金兔踏春来

爷爷奶奶俱乐部

经过五年
的系统学习，
大部分同学在
六年级开学之
初已经掌握了
将 近 1800 个
常用汉字，基本通过了认字和阅读关，
因此六年级的教学重点从词汇学习过渡
到了对词汇和文化的运用。正确引导同
学克服对中文写作的恐惧、并激发学生
对中文写作的兴趣和热情，对六年级的
教学至关重要。

从课本的教学安排来看，在完成了
六年级第一单元简繁体对照的小相声单
元后，第二、第三写作单元都围绕一个
特定主题来展开写作练习。从六年级的
“状物”、“过程”逐步过渡到七年级
的“事件”和“人物”写作单元。每个
单元教材都包括范文、课后阅读、以及
写作技巧。单周教学通过学习范文，帮
助同学熟悉中文常用语法和语序，并通
过阅读温故知新，逐步掌握中文常用的
表达方式。双周教学通过写作练习，帮
助同学了解基本写作方法和技巧，从而
使文章结构完整、条理清晰、主题鲜明、
语言生动。

如果说画画是使用线条和色彩来表
达静态视觉形象的艺术，电影是通过画
面和声音来展示动态形象的艺术的话，
那么中文写作就是以文字、修辞为媒介
来展示静态或动态的文学艺术。状物作
文是描述静态物品的文学艺术，过程或
叙事作文就是描述事物动态发展的文学
艺术。

那么如何帮助同学克服恐惧，逐步
掌握中文写作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
以下几点来逐步实现：

首先，我们要正视挑战。老师和
家长需要认识到，中文写作对于生长
在英文环境中的同学们来说确实存在
不小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同学们尤其
需要来自老师和家长的帮助和鼓励，

以 克 服 心 理
的 恐 惧。 作
为 老 师， 要
充 分 利 用 课
堂教学时间，
创 造 积 极 的

学习氛围，帮助同学找到写作的切入
点，进而引导同学们敢于并逐步习惯
于用中文分享。

其次，在敢于展示的基础上逐步掌
握文章的结构性和条理性。同学需要通
过范文的学习，老师的讲解和自身的练
习，了解中文写作的基本要素（题目、
主题、开头、中间和结尾）和框架 ( 总
分、分总、总分总等等)。拿到作文题目，
老师们要鼓励同学们开动脑筋，发挥想
象，把能想到的关键词、点都写下来，
然后根据关键词按时间、地点、空间、
逻辑等顺序进行分类、归纳和总结，并
安排好写作框架。根据框架，我们把字
词扩展到句子，再发展到段落。

最后，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校读润
色。校读是非常有效的自我检查方式。
通过朗读自己的作文，同学们可以检查
错别字，并且可以发现部分词汇用法及
词序问题。由于中文教学的客观时间限
制，老师只能在一、两个星期之后才能
提供修改建议，因此家长的及时复读就
尤为重要。及时的修改建议能更有效帮
助同学们认识并掌握中英文语序的区
别。然后，在保证词汇和语序正确的基
础上，同学们可以逐步学习从单句到复
句的转变，同时也可以适当地添加一些
中文的修辞手法，例如比喻、拟人、对
比等，使语言表达得更加鲜明而生动。

总而言之，中文写作的学习是一个
循序渐进、积少成多的过程。老师是领
路人，但是家长的参与和鼓励对同学们
的进步和成长也必不可少。“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个过程
中有压力、有挑战，但同时也充满了收
获和成就！

浅析如何实现海外学龄前儿童中文教学本土化和多样化
学前大班教师 罗静秋

海外学龄前儿童中文教学对于引导
孩子接触中文并延续中文学习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对于海外华裔学龄前儿童
来说，中文学习不仅是培养第二外语的
技能和优势，更是能够帮助他们理解和
认同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加强对于自身
民族文化背景的归属感。以培养孩子学
习中文兴趣为目的，注重语言教学的本
土实用性和教学资源形式多样化，能够
更有效地促进海外学龄前儿童学习中文。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首先我非常注重
与孩子们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关系，这是
进行持续教学任务的基础。这种尊重与
信任的关系与孩子们愿意学习和坚持学
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孩子对我的信
任感可以帮助他们打开心扉，更加自主
的与我用中文交流。在交流中学习也是
课堂教学的一部分。中文教学的范围广
泛，多样化的学习模式可以让孩子以开
阔的思维灵活的运用语言技能。多倾听，
投其所好，与其所需，同期所感，孩子
们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中能够更加愿意
参与对话或活动，同时有效地进行了语
言锻炼。

将中文衔接本土实情也是中文教学
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儿童成长环境
与中国本土环境不同。他们更加熟悉海

外生活的日常，在课堂里将他们成长的
足迹融入到中文教学中，会更引起孩子
们的共鸣。例如孩子们参与万圣节游行
或是感恩节采摘南瓜活动。当然，除了
灵活把中文融入本土教学外，将本土教
学联系中华传统也是重中之重。成长环
境的不同会孩子们对于中国传统和文化
会有一定的陌生感，在教学过程中我会
注重将他们熟悉的文化和习俗与中华传
统进行分析，引导孩子们关注两者的差
异并寻找共同之处。在异中求同，同中
求异的实践中让孩子们理解语言和文化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要局限自己去认
知世界的能力。

针对海外学龄前儿童的年龄特征，
课堂教学的多样化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
游戏、儿歌、故事或手工都可以让孩子
增加学习中文的兴趣，让孩子们在多样
化形式中进行思维转换并持续保持学习
热情。

海外学龄前儿童中文教学除了教
师的课堂推动外，家长们也需要尽量
协助孩子们在课堂外培养语言环境，
如果条件允许，多和孩子用中文交流。
在家长和老师们的耐心教导和坚持下，
相信海外学龄前儿童中文教学这条路
会越走越好！

厚积薄发  学以致用
-- 浅析马立平中文六年级的作文教学

马立平六年级教师 屠开林

这个寒假，我和爸爸去了泰国。泰
国是一个东南亚国家。很多人想到泰国
的时候，都会想到大象，特别热的天气，
古老的寺庙。泰国是一个文化丰富的国
家，而且还有迷人的风景。我在泰国的
九天里看到了很多泰国的文化和历史。
这次旅游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去的第一个城市叫做曼谷。这
是泰国的首都。我觉得曼谷最有特色的
是水上市场。水上市场特别有意思。我
们在船上买东西。水上市场漂浮在运河
上。我和爸爸坐上船就看到好多商人在
船上卖东西。我们慢慢漂在运河上，河
水是深绿色的，运河两岸全是摊子。我
记得好多商人边吆喝，边用又长又细的
竹竿子把我们拉到他的摊子那里。这些
商人让我们仔细看他们卖的东西，然后
让我们接着划。我闻到了香喷喷的芒果
糯米、菠萝炒饭、泰国炒面和好多其他
的美食，让我嘴馋了。我发现好多厨师
在船上炒菜。他们炒的东西各式各样，
让我看到了他们文化的一部分。水上市
场和美国的市场完全不一样！我感觉水
上市场是一个超级有趣的地方。

我们去的第二个城市叫做清迈。清
迈是三个城市里最冷的。我们去了一个
比较大的超市。我们还逛了超市旁边的
小吃一条街。这个超市看起来很豪华，
墙壁是不很透明的玻璃做的。我们坐着
电梯上到了屋顶。屋顶上的景色实在是
太漂亮了。我们正好赶上了日落。太阳
慢慢地洒出最后的光芒，把天地都包围
在暖和的橘色光之中。我们逛了逛小吃
一条街。我在超市看到了一个姐姐吃爆
米花，饿死了。我们还看到了樱桃小丸
子的雕刻，在那里照了个相。顺着扑鼻
的香味，走呀走呀，终于找到了那个烤
牛餐馆。牛肉真的特别好吃，融化在我
的嘴巴里，比我以前吃过的都嫩。我以
后每天都想吃到这样的晚餐。

我们去的最后一个城市是普吉岛。
普吉岛是我们去过的最热的地方。我觉
得那里最好玩的肯定是沙滩。我和爸爸
决定最后一天早上去沙滩。我把脚踏到
沙子里的那一刻就发现来沙滩是正确
的。沙子特别细，特别软。海水是深蓝色，
特别迷人。水温也很好，很凉快但是没
有到冰凉的程度。水也很清，往下看，
海底什么都看得见。我们去了海滩后，
又去了夜市。五颜六色的灯环绕着夜市
的每一个角落。好多淡粉色的玫瑰爬上
夜市的柱子。目光所及之处有好多有特
色的小店。每个店里都有友好的阿姨和
叔叔在卖东西。买东西的人各个年龄都
有。爸爸让我买了一个小娃娃。我等不
及给我的朋友看。在这个夜市，我品尝
了新烤出炉的可颂面包、烤串、还有很
多其他的小吃。新烤出来的面包外面脆
脆的，里面软软的，特别美味。能够在
最后一天享受这样的活动，可称完美的
结尾。

我一边捏着我
的小雪人，一边听
着同学们开心地聊
天。教室里的桌子
上，放着一盘又一
盘的黏土小动物。
哇！我睁大了眼睛
看着，有红色、蓝
色、绿色……都太
好看，都太可爱了。

我是钱梦羽，纽约中心学校七年
级学生。每个星期天，我都很激动，
因为今天中文学校有黏土课。我特别
喜欢上黏土课，这是一个又有趣又让
我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课。就像我
粘土课上的朋友 Jennifer 说的：“我
要用自己的双手捏出我心中的世界。”
黏土课的老师对我们非常温柔，非常
有耐心。她每堂课都会教我们怎么用
黏土做一个不一样的小动物。她每堂
课都会鼓励我们大胆动手。她每堂课
都会手把手教我们怎么捏出想要的形
状。我最近在黏土课里做了可爱的北
极熊和漂亮的小猫。我的黏土课老师
还做了一个积分表，激励学生专心听
课，愿意举手发言，这样积分高的同
学有机会可以带走老师捏的小动物。

最后，我想说，我们黏土课老师是
个非常专业的老师，画画课的老师有一
次拿出黏土课老师写的书，让我们画粘
土小动物！

同学们，心动么？心动的话，就来
试试我们学校的粘土课吧！

我还不知道我长大的时候想成为什
么，我觉得我现在还太年轻。我虽然没
想过我的梦想是什么，我也没想过自己
会成为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喜欢数学和

科学。也许我能成
为一个金融分析
师，像我爸爸一样。
或者一个软件工程
师，因为我喜欢编
程。不过这些只是
我觉得我可以做的
工作，我只是听别
人说过这些工作，我并不知道到底是要
做些什么。我继续想我的梦想，可以肯
定的是，等我长大了，我会养一条狗，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小狗。我的妈妈不同
意家里养一条狗，因为她说她已经有三
个孩子了，她真的没有办法再养一条狗，
要照顾这么多人和动物太难了！但我觉
得狗可以是孩子的伙伴，所以要是我有
孩子，我就会给我的孩子养一条狗，这
样很好。我的梦想还有什么呢？我希望
我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考到一个好的大
学，未来有一个好的工作，也是我喜欢
的工作，同时可以有富足的生活，有一
个好的家庭和一个大房子。那样我可以
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照顾我的爸爸妈
妈，报答他们，因为他们照顾我和我的
弟弟妹妹这么长时间，非常辛苦。我想，
也许这些就是我的梦想。

我的爸爸
是西安人，我
们家常常吃西
安肉夹馍，我
要和大家说一
说怎么做西安
肉夹馍。

肉夹馍是
西安最有名的小吃。肉夹馍，就要有炖
肉，要有馍。肉是腊汁肉，馍是白吉馍。
炖肉是用猪肉，肘子，五花肉，加茴香、
八角、桂皮等等很多调料，慢慢炖，一
定要有肥肉才好吃！

肉夹馍正不正宗，关键是馍，一定
要白吉馍。把发酵好的面团分成小面团，
再擀成长条，再把长条的面团卷起来，
把卷好的面团压扁，用烤箱烤20分钟，
这样的白吉馍外层是脆的，里面是软软
的，很香！

最后，把馍中间切开，夹上肉，就
可以吃了，非常非常好吃。我妈妈做肉
夹馍的时候，常常还会煮小米粥，小米
粥和肉夹馍的配搭，很完美。

我们家常常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吃肉
夹馍，朋友们都很开心，说这就是正宗
的味道。我其实没吃过正宗的西安肉夹
馍，因为我上一次去西安还是个小宝宝，
根本不会吃肉夹馍。但我在法拉盛的中
国店吃过西安肉夹馍，我觉得他们的肉
夹馍没有我妈妈做的肉夹馍好吃，我妈
妈做的就是最正宗的。

我常常听爸爸妈妈说，比口音更难
改变的是口味，我想，这种口味的记忆，
其实就是家的味道。

我 有 一 只 小 狗， 她 的 名 字 是
Rosabella，但是我和我的家人喜欢叫她
贝拉。她是一只金毛，可她不是你们想
的那种金毛。我们的贝拉啊，是白色的。
她的毛特别柔软，我非常喜欢在它的身
上躺着。贝拉眼睛大大的，像两颗星星
在天空闪闪发光一样。

我们全家是 2022 年 2 月底去接贝
拉回家的。我们接她的时候，她才 12
周大，可小啦！回来的路上，她跟我爸
爸在后座上躺着，看起来觉得很舒服！
当时我好羡慕她，我也想躺在后座上，
可是我太大了，不行。那个时候她特别
小，毛短短的，只有大概 20 磅，相比
现在呢，她有的毛都长得分叉啦！她也
已经超过 60 磅，乳牙也都换完了。有
时候她和我 8 岁的妹妹一起躺在地上，
感觉跟我的妹妹都要一样高啦！她长得
真的是太快啦。

如果你是贝拉的话，你的一天是这
样的：第一件你要干的事是，等着爸爸
起来把笼子大门给打开。然后从笼子出
来以后，你就要当小警察，蹲在沙发上
看外面，看见一个没有见过的人就要叫，
让你的爸爸知道有人经过。接下来，你
就等着你的姐姐们起床，在楼下等着她
们下来跟你玩儿。等姐姐们上学以后，
你会又看着外边，跟早上一样做小警察。
白天你会睡很多觉，有时候在地上，有
时候在沙发上，有时候在笼子里面，等
着姐姐们回来。当然你也要吃饭喝水上
厕所。下午，当你看见大姐姐走回家，
你就冲着她一直叫，迫不及待要和姐姐
玩。这个时候你的尾巴要摇得飞快，像
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小姐姐回来的时
候你也会特别高兴，也要冲她叫一叫。
到了晚上，你会陪着爸爸看电视，然后
9 点左右回笼子睡觉。

贝拉一天天长得越来越大，我
们越来越爱她。贝拉年底过了一岁
生日，我们
还给她用胡
萝卜和红薯
做了一个生
日 蛋 糕！
她吃得可快
啦！三秒就
没了！我特
别爱我的贝
拉。

不知道你们有
没有这样的家庭传
统？ 在 节 日 的 时
候，会做些好玩的
食物。我家就有。
去年平安夜，我和
妈妈一起做了圣诞
老人鸭子。

我们首先找来
一些香蕉和草莓，
因为白和红是圣诞
颜色。把水果洗干净以后，我们把草
莓底部连叶子切了下来，这样草莓就
会立在盘子上。然后，我们把草莓横
切成两半，上半做帽子，下半做身体。
接下来，把香蕉切成小块，放一块夹
到两半草莓的中间。到这里，圣诞老
人的形象就有了。为了增加一些细节，
我们想用巧克力来画眼睛、鼻子和嘴
巴。可惜的是，加热太过，巧克力被
烧糊了！所以，我们只好用替代方案：
用瓜子做鼻子，用芝麻做眼睛。好玩
的是，反过来插的瓜子太像鸭子嘴巴，
于是我们的甜点就从圣诞老人变成了
圣诞老人鸭子！

那天，我总共做完了九个圣诞老
人鸭子，都很好吃！另外，我还学到
了不要烧糊巧克力，因为实在是太难
闻了！

我六岁
的时候，一
天早上，我
和家人在中
央公园散步。
我们遇到一
位母亲和她
的两个姑娘。
那位母亲告诉我们她是一位钢琴老师。她
喜欢我们一家人。她愿意教我弹钢琴。妈
妈问我要不要学钢琴？我说：“当然要！
我喜欢音乐。”这样我就开始学钢琴了。

现在五年之后我还在学钢琴。我伤
心的时候，弹一点钢琴就开心了。我开
心的时候却不想弹钢琴，因为我可以做
别的事情。钢琴是很优美的乐器，但有
时候很难。但我坚持弹了。我有时候喜
欢弹钢琴，但另一些时候我不太喜欢，
这就是我学钢琴的故事。

云深不知处
国画书法班学生 张善水 指导教师 朱玲

葡萄藤和两只小鸡
国画书法班学生 郝敬贤 指导教师 朱玲

篆字练习
国画书法班学生 张聿行 指导教师 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