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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
 八年级马立平班 林亦勤

任课老师：徐云宁
 林伊茗是我的姐姐，我是她的
妹妹。有时候我们会争吵，但血总是
浓于水，你和家庭的关系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
 我的姐姐比我大一年半。她特
别高，有时候好像早就是大人了。但
更多时候，她半大不小，不是小孩，
也不像大人般成熟。我俩有一样的
幽默感，喜欢一样的食物，有类似的
头发。小时候，大概八、九岁的样子，
很多大人问我们是不是双胞胎，我
假装很生气，但我内心是喜欢的，因
为她是一个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成
长，让我抬头仰视的人。
 她有一个特点是非常固执，简
直像头骡子，每次争论一定要赢，从
不肯认输。只要是她觉得对的，就得
她对。这特点有时是缺点，但有时候
是优点，这使她看上去总是自信心
满满，有领袖才能。
 记得有一次，我俩在争哪个颜
色最好看，我们同意深蓝第一，粉红
第二，但不能达成共识第三个颜色。
她说是树林的绿色，我说是灿烂的
日落红色。我们争呀，争呀，越争越
气恼，都争得有点累了，我就说：“算
了吧，别争了，去享受这一天吧！”
她也同意，所以我以为这场争论就
结束了。谁知第二天，我大吃一惊地
发现，她居然没罢休，到学校问了很
多人的意见来支持她的观点，回来
继续和我争论。最后，我也忘了最后
谁赢了。但从这事，可以看出我姐姐
多么固执，不轻言放弃。
 我的姐姐就是这样一个对我有
特殊意义的人，没人可以替代她的
位置，她一直会有一个地方在我心
里。她在我的最美好的记忆里。她是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当然也是唯一
的）姐姐。

CTY 2013：大开眼界
 学生助教 史浩文

 “So bye-bye, miss American 
pie”  ，对所有去过CTY的人来说，
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特殊短语。在
CTY，人们总是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CTY如此吸引孩子们
年复一年地来到这里。CTY的朋友
都有自己独特的长项，他们一聚到
一起，就相互讨论彼此的经验教训，
有时甚至违规使用睡觉时间，过程
令人难忘。
 对孩子们来说，三个星期的夏
令营似乎很短，但却感觉度日如年。
孩子们常常通过三个星期的夏令营
相互了解的非常深刻，甚至了解的
比平常最好的朋友还要多。当新的
CTY营友到的第一天，老的CTY营
友常常会说，“你会在三个星期内了
解这里的朋友远多于你学校里的朋
友”。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彼此
感觉可能永远不会再相遇。这样的
感觉让我们非常难受。我们彼此学
到的东西，包括不懂的东西，不同的
文化和价值观，让我们受益长久。在
三个星期里，我们聆听着相同的歌
曲，参与着相同的活动。
 “So bye-bye, miss American 
pie,” 大家都挤在一起随着视频一
起唱。这是最后的时刻，我们彼此
凝视对方，眼泪顺着几乎每个人的
眼睛流了下来。由于家长们在外面
等着。我们互相拥抱，说着“保持联
系”。于是我们离开CTY这个家回到
原先的家里。CTY是难得的经验，改
变了我们的生活，并且打开了我们
看世界的眼睛。我们由此回到日常
生活继续前进。CTY改变了我们的
生活。

难忘的一天
 七年级马立平班  胡思涵 

任课老师：陈康燕
 既令人期盼又让人紧张的星期
二终于到来了！今天是我们年级学
生会代表选举的日子。我决定参加
这次选举，竞选Unity分部。老师提
前就告诉了我们竞选的日子，每个
竞选人要准备两分钟演讲。这几天
我都在准备，早就胸有成竹了。
 竞选是在第五节课后，我一整
天都迫不及待的。终于到了下课时
间了！我冲出教室，拿上稿儿，飞快
地跑到了要去的教室，坐了下来。同
学们陆陆续续地进来了，一天都很
高兴的我突然紧张起来。一想到全
年级几十双眼睛呆会儿都盯着我，
我的心就紧张得怦怦跳起来。“如果
同学不选我怎么办？如果我说错了
呢？要是演讲超时了怎么办？”这
些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撞来撞去，好
似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龙卷风。但我
又告诉自己别着急，一定能行。

 竞选开始了，同学们一个一个
开始上台演讲。终于到我了，我攥
紧了稿，鼓起勇气走上讲台。我感到
几十双眼睛跟着我上了台。我开始
讲了，感觉心怦怦跳，好像要从嗓子
眼里跳出来了！我把速度放慢了
下来。突然，我打了个磕巴，我恨不
得要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但最后我
还是尽量挺起胸，眼睛时不时看看
台下的观众。终于读完了，我松了口
气，走下了台。
 还要过两个小时才能知道结
果。这是我过的最漫长的两小时，时
间好似在戏弄我，嘀嗒嘀嗒不急不
慢地走着。
 最后一节课终于上完了，我冲
出教室，向走廊的白板跑去。到那里
一看，我的名字用鲜红的大字写着。
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我选上了！”
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竞选，也是
难忘的一天。我从中也学到一个珍
贵的道理：“重在参与，如果你不去
尝试，你也不会有收获。”

青少年驾车事故
原因和预防措施
 九年级美洲华语班  陈恩璐

任课老师：林宇
 今年，我在大纽约中文学校学
的第一课是《考驾照，用中文》。课文
中的资料提到交通事故是美国青少
年驾车受伤和死亡的“头号杀手”，
而约78% 的驾车事故是由超速和闯
红灯引起的。
  青少年因为年轻喜欢冒险，在
开车时经常做些危险的动作，如忽
略道路警告标志，超速，还不系安
全带。根据研究，如果青少年车里有
两个以上的其他青少年乘客时，致
命车祸的可能性是一个人开车的三
倍。因为有的青少年喜欢向朋友们
展示他的开车技巧，这使他们经常
忘记开车的安全规则。
 很多青少年喜欢一边开车一边
看手机，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根据统
计，近25%的车祸是因为青少年在
发短信而没有专心开车时发生的，
还有25%的车祸是青少年酒后驾车
造成的。另外，青少年在夜间开车
也很容易出车祸，因为他们还没有
把握驾驶的一切。根据美国国家睡
眠基金会的统计，每年青少年在夜
间开车造成了大约71,000人受伤，
5,500人死亡。所以青少年最好在白
天精神好的时候开车。
 为了让青少年开车更安全，家
长要让孩子慢慢地积累驾驶经验，
帮助他们改变不好的行为，比如提
醒青少年要系好安全带，不要飙车，
让他们知道一边开车一边发短信的
坏处。家长还要规定只让最多两个
朋友坐在孩子的车上。最重要的是
家长自己也应该记得驾驶安全规
则，当孩子的好榜样。
    青少年开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
程碑。但是他们开车时应该牢记：安
全第一。

给陈敏老师的一封信
 五年级马立平班 刘思源

任课老师：陈敏
亲爱的陈老师：
 您好！   
 我的名字是刘思源。我现在英
文学校读四年级。我有一个淘气的
弟弟。他四岁了。
 我很喜欢画画和跳舞。小时候，
我几乎天天都会画画。我画的第一
幅画是送给Madison，我的好朋友
的。妈妈说我有画画的天赋。今年我
更加喜欢踢足球了。我也挺喜欢唱
歌。只要有空，我就会画画或者唱
歌。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会出
去玩儿。我有很多好朋友，差不多三
分之一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我们今年还去了中国呢。我们
先去了北京，爬了长城，参观了故宫
和十三陵。我还去了爸爸和妈妈的
母校，北师大。然后，我们飞到了四
川，爸爸的老家。我在四川碰到了很
多很多亲戚。我还看到真正的熊猫。
大大小小有几十只熊猫，有的在爬
树，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睡觉，还
有一些熊猫在挠痒痒。 我还第一次
看到刚生出来的婴儿小熊猫呢! 它
们躺在小床上，好可爱哦。我们还看
到了红色的熊猫。
 后来，我们去了上海。在上海参
观了东方明珠。好好玩儿哦! 我们还
去了杭州。我，妈妈，爸爸和妈妈的
表姐一起游了西湖。好漂亮! 最后，
我们去了东阳-虎鹿镇，妈妈的老
家。我们吃了很多大餐。
 我觉得中国很美丽，很伟大。我
爱中国。中国和它的历史很有趣，所
以我要好好学中文。

                                您的学生
                                 刘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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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美国前，我已经在中国从事
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美国
后，我在中文学校也工作了四年。
我深深感受到从事海外中文教育
与在中国做语文教师有很大不同。
在美国学习中文，学生除了上中文
课，其他的课程都是用英文传授，
周围的人说的也是英语，没有练习
汉语的环境，学习中文就变成一件
比较难的事情。怎样才能让海外学
生在有限的时间有效地学习并掌
握汉语，我经过几年摸索，发现了
一些比较可行的有效途径。下面，
具体谈谈自己对海外中文教育中
体会最深的几点。
 一、让学生明确学习中文的好
处，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
主动学习。
 我每接收一个新班级，都要问
学生“你们为什么学中文？学习中
文有什么好处？”刚开始，除了少
数学生说他们自己喜欢中文以外，
大部分说“爸爸妈妈希望我学中
文”，也有的说是为了能够和国内
的爷爷奶奶或亲戚通话。这样的学
习目的，很多学生可能对中文学习
浅尝辄止，只要会基本的交流就心
满意足。为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我就让他们去互联网搜索“学
中文的好处”的相关信息，并在课
堂展开讨论，重申学汉语的重要性
和好处。并且，我和同学们还找了
身边很多例子，像纽约佩斯大学大
四会计专业学生黄宇，他出生在美
国，因为他普通话流利，汉语水平
较高，在一家大公司面试时，对方
因此给与他实习机会，因为公司需
要双语背景的员工方便跟中国做
生意。
 二、运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学习汉语的热
情。
 杜威曾说过“兴趣是活动的原
动力”。因为纯粹的语言学习是一
项比较枯燥的事情，所以在海外从
事汉语教学，一定要想方设法激发
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学习汉语的热
情。
  （一）运用多媒体，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上课伊始，我常结合本节课教学内
容，设计灵活多样的开头方式。比
如，学习《小英雄雨来》，我首先播
放一段《小英雄雨来》的电影片段，
然后让同学们说说电影中有哪些
人物，这段视频里讲了一段怎样的
故事？这些人物有什么特点？学
生一下子就来了兴趣。看完视频
后，我还让学生一边听我的朗读，
一边在文章里找答案。学生学得兴
致勃勃，效果颇佳。
 （二）结合课堂学习内容，创造
轻松愉悦的学习气氛。
 诗人雪莱说“语言是一首神
秘的歌”。语言和歌曲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好的歌曲歌词，本身就
是一首好诗，一篇好文章。在学习
中文时，我常常结合教学内容，组
织学生学唱一些中国歌曲。这些歌
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生动感
人，唱歌本身就在积累字词句，另
外也是对学生进行中国文化的熏
陶。学习《春》时，我组织学生学唱

《春天在哪里》，《茉莉花》；学习《长
城》时，我组织学生唱《长城长》等
等。有时候，我还结合所学内容，组
织学生玩一些猜谜游戏。看到学生
学习累了，我会给他们讲一些有趣
的中国笑话，像“此地无银三百两”
之类的故事。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气
氛中，学得开心有趣。
 三、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
法，创设情境，鼓励学生主动参与。
    我在美国从事中文教学发现：
学生对以教师传授为主的传统中
文课堂很不感兴趣。于是，我改变
方法，创设情境，把讲堂变为学堂，
设计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课堂活
动代替传统的讲授，让学生在活动
中学习，学生学得兴致勃勃，受益
良多。
 （一）借助生活实物、教师肢体
语言、动作等多种方法，帮助学生
掌握常见字词。
 在平时的中文教学中，我经常
依据教学目标，借助实物、图画、表
演艺术等多种手段，创设以形象为
主体、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场景或
氛围帮助学生掌握字词。例如：学

习常见名词，我会带实物去课堂，
或在网上找到相关实物的图片、视
频给学生看。在学习动词时，我会
表演相关动作给学生。比如：学了

“蹲”这个字，有学生问我，什么是
“蹲”，我就示范这个动作给他看，
他一看就明白了。我还请同学们都
做一次这个动作，以加深他们对这
个词语的理解。
 （二）鼓励学生表演课堂剧，加
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锻炼学生的
口语表达能力。
 学习《有趣的木偶戏》时，我
先用YouTube 一段视频让学生对

“木偶”这种传统的表演艺术有了
一定了解。然后，我让同学们每四
人为一小组，讨论课文内容。讨论
完毕，以小组为单位，每人扮演其
中一个角色来表演课文内容。让我
非常吃惊的是，我们班的一位平时
很少发言的男同学表演的非常好，
因为他表演好，其他组的同学竟然
主动邀请他参与他们组的表演。自
此之后，这位男同学在课堂表现越
来越积极。期末结束时，他父母特
别写信感谢我，说他的中文学习在
我的帮助下进步很大。
 四、树立中文学习大课堂的理
念：把中文学习向课外延伸，在日
常生活中学习中文。
 要想学好中文，光靠学习几本
中文教材是远远不够的。我要求学
生把课堂向外延伸，在日常生活中
学习中文。比如：如果学生的父母
会讲中文，我要求学生在家里和父
母讲中文。我还要求学生周末和会
讲中文的亲戚朋友用中文打电话，
每天看半小时中文影视或阅读中
文小说。暑假我鼓励他们去中国旅
游，了解中国文化，练习汉语；鼓励
回到课堂讲一个有趣或印象深刻
的经历。
 海外汉语教学是在非汉语环
境下教授汉语，作为一名海外汉语
教师，只有不断改进方法，适应学
生要求，不断摸索，不断努力，才能
找出一条符合自己的路。在此，我
希望和各位共勉，共同进步。

《动机、兴趣、方法 —海外汉语教学探索心得》
 常秀 （大纽约分校）

教学交流

我的春天的生日
 AP中文   林伊茗
任课老师：刘力明

 春天是什么？春天就是新出来
的五颜六色的花，是发芽的鲜草，是
绿绿的新树叶。春天就是激动的孩
子们，准备放春假。春天就是野鹅，
飞回家。至于春天，第一天还是我的
生日。
 每年，靠近我的生日时，我就会
数多少月，多少天。五天，四天，三
天，二天，明天，一直到我的生日。每

到生日时，我就特别兴奋，六点钟就
起床了（我平时七点钟还在睡呢），
连忙跑到楼下，大吼：“今天是我的
生日了！”我知道今年一定会很特
别，因为这是我十三岁生日（哇! 已
经活了四万七千四十五天了！）。我
希望我不会变成一个心情不稳的青
少年，整天抱着手机不跟别人说话。
 不出所料，我的生日过得非常
热闹！在学校，我的朋友们给了我
许多糖，把我的抽屉打扮得漂漂亮
亮，大家都祝我生日快乐。到家之
后，爸爸特意拨出时间带我出去吃

饭，那里的面条让我们吃得津津有
味！回家后，爸爸妈妈给了我一个
盒子，打开一看，是一个巨大的手
机，让我跌破眼镜！因为那天有学
校，我的生日庆祝还没有结束，第二
天赶在滑雪季节结束前最后一次去
滑雪了。 我们开了两个小时到了纽
约的Windham Mountain Resort。在
那儿，我们滑了三个小时，滑到我们
脸都红了，最后喝了一点儿热巧克
力，结束了完美的一天。
 我的十三岁生日，是我过得最
好的生日，我会永远记住它！

 2014年9月7日，大纽约华夏中
文学校迎来了2012年建校以来的
第三个开学日。经过三个月的分
别，几百个华夏家庭又将重聚一
堂，经过一个暑假的期盼，又有更
多的新家庭将要加入华夏。一大
早，四十余名志愿者就陆续来到学
校，在预定的各人岗位上为新学年
的开启做最后的热身。六十余位老
师也先后到来，在教室里准备迎接
学生的到来。学校慢慢地热闹起来
了，门前的通行道路车水马龙，楼
道里熙熙攘攘，久违的朋友们互相
问候着，新来的学生们好奇地打量

着他们的学校，新增的教学楼窗明
几净，新开放的八千平方尺的休息
大厅宽敞明亮。开课时间一到，教
学区内变得安静肃穆，只听见学生
朗朗的读书声；休息厅内却越发的
热闹起来，欢笑声不绝于耳；注册
厅内的五个注册台前排起了长龙，
随着排队家长一位位的前行，系统
内学生注册人数不断攀升，开学日
结束时，注册学生人数已达到了
600人。
 热热闹闹而又井然有序的开
学日，预示着红红火火生气盎然
的新学年。历经2012建校起步年，

2013快速发展年，2014将是大纽约
华夏中文学校深化改革持续完善
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学校将进一
步优化教学管理体系，学校运作模
式，组织探讨攻关高年级中文教
学、多种教材衔接等若干教学难
点，并力求在课程设置、资金募集、
社区联系等方面做出推陈出新。在
下一个开学日来临时，华夏大纽约
将以出更坚实的基础、更完善的体
制向社区展现出一个更大更强更
新的学校。

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开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