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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頻道(簡體)EDUCATION

	 华 夏 中 文 学 校 毕 业 考 试 于

2015年3月14日和15日分别在新泽

西州和纽约州举行。本次考试设立

南中北三个考区，考场秩序井然，

考务工作井井有条。

	 今年是总校第四次采用中国

国家汉办的HSK标准化考试，共有

265名毕业生报名参加考试。考试

在副总校长李盛京领导下，组委会

全体委员和考场学校校长齐心协

力，共同努力。多次电话会议筹划、

检查准备情况，确保考试当天程序

步骤万无一失。

	 华夏普兰斯堡分校、奔腾分校

和大纽约分校分别承办了今年总

校的毕业考试，分校校长陈延辉、

卜光明和曹作军对毕业考试给予

了全力支持，李盛京、张悦和林树

民分别担任各考场的主考官，考务

工作由许兰薇、林楠、张悦和何青

等人负责。张长春总校长、陈华副

总校长、李盛京副总校长分别亲临

南中北考场协助考务工作。

	 感谢每个考试教室的主考和

监考教师，特别感谢毕业考试组委

会的成员：李盛京、林树民、张悦、

林楠、何青、卜光明、陈彦辉、曹作

军、许兰薇、陈华、张长春。

	 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建校以

来，努力为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课

程，也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发

展社团活动。我校学生助教尹渭博

在宣传部张妍的帮助下，成功地组

建了第一个学生俱乐部—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ub.从组建到现

在，俱乐部已经发展到15个成员。

此俱乐部旨在发掘学生对科学的

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的动手和观察

能力。我校会继续为学生提供个人

发展的机会。

	 近期，我校黄岳带领学生创建

小记者团。小记者跟随黄岳老师学

习采访技巧及编写采访稿。小记者

们已经开始对学校的老师进行采

访。经过培训，小记者将会参与更

多的学校活动，对学校生活进行报

道。此刊中，有小记者吴宗书的采

访报道。

	 大 纽 约 华 夏 中 文 学 校 的 老

师们在教学中采用先进教学工

具（SMARTBOARD），同时指导

学生使用电脑作为工具学习中

文。马力平四年级组，鼓励学生用

PowerPoint做学习项目，在课堂中

进行中文演讲。学生们既可以练习

中文口语又可以学习使用电脑作

为学习辅助工具。同时，灵活的学

习方法提高了学生们学习中文的

热情。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
“火烧赤壁”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
胜多的战役之一。如何能教好马
力平四年级教科书里的《草船借
箭》？我本着来学习和交流的心态
来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教学体会，
希望能借此机会跟各位老师讨论
几个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教
案的编写和准备、实用的多媒体教
学、英文的介入和使用比例、语法
如何教及运用（疑问句的探讨）及
课堂管理与课后跟进。
	 熟悉马立平教材的老师可能
知道“草船借箭”要上四个课时，教
学内容很多，所以在教案的编写和
准备上要花很多功夫。教案的第一
部分，永远是教学目的，教学重点
和教学难点。它能很明确的告诉我
们这堂课，学生能学到什么。那么
整份教案的编写和教学步骤的安
排也都是围绕着这三点来展开的。
本课的教学目的是，了解中国历史
上的三国时期，知道中国四大名著
之一的《三国演义》，能复述“草船
借箭”故事	。教学重点是：1.	生字
的理解与记忆。	2.	课文理解。	3.	词
法学习：“当”、“保”、	“轻”、	“受”。
教学难点：	对话（疑问句）的运用。
	 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的主
体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所要达到的
预期结果、标准。教学目标，要根据
课程标准和教材、学生学习的特点
来确定。教学目标越具体明确越容
易衡量是否完成。比如我设计的家
庭作业之一就是学生打电话录音，
用自己的话讲“草船借箭”的故事。
这目标很容易衡量，也相对容易完
成。打电话录音，我用的是Google	
voice	ma很方便.
	 马立平教材里的课文一般都
有很丰富的中国文化背景。我一般
在做背景介绍时会使用多媒体教
学。现在网上有很多录像，图片可
以借鉴。比如与“草船借箭”有关的
就有三国演义和古代名将诸葛亮
等。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我希望
学生们能了解中国的一段历史，毕
竟火烧赤壁是一场著名的以少胜
多的战争。我还希望学生们能知道
中国的四大名著。在学期结束时我
会设计一个中华文化知识抢答竞
赛。在内容上汇总马力平教材第十
册到第十二册里涉及的中华文化
知识，像中国四大发明、四大名著、
孙膑兵法等内容都会出现。形式
上，把同学们分几个小组，抢答积
分看谁了解的中华文化知识多。这

个抢答竞赛是以小组为单位的，也
能增进了同学们之间的合作。
	 我觉得上课前放一段与教学
内容有关的录像有很多好处。一，
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引起他们的
兴趣。二，可以帮学生加深对文化
背景的理解。三，这种正常语速的
电影、报道对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
有很大帮助。四，把这些链接提供
给家长，可以在周末、寒暑假放给
学生看，培养学生长期学中文的兴
趣。比如我放古代名将这个系列
时，有学生就很有兴趣问能不能放
吕布的故事。那我就告诉他我会寄
链接给他父母。
	 关于教学重点中的生字和词
组的学习，老师可以利用字卡等教
具变一些不同的花样来帮助学生
记忆。如宾果游戏（Bingo），拍苍蝇

（下面的同学念黑板上字词，上来
两个同学看谁认得快，及时拍住那
个字），记忆翻牌，找朋友（反义词、
同意词），词卡排句（这是个很好的
词序训练）、组句（给几个关键词，
让学生造句）等等。目的是让学生
在动脑子的同时去熟悉去记忆那
些生字。有研究证明这样更有效。
为了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那
些生字词的使用，可以使用情景教
学去教。就是把字词放在一个背景
里去解释，最好还是学生熟悉的背
景，那就事半功倍了。我教小学生
时，我要用很多图片、实物来解释
生词。而我在教高中学生时，我有
时拍一些他们的校园里的景色，餐
厅里的东西来讲课，让他们学的东
西更实用。对这两组学生，我都提
供Quizlet	字卡来帮助他们的发音。
下为一例。

		 讲到生词的理解，我还想跟大
家讨论一下英文在中文教学里的
运用和比例。现在很流行的全浸入
式中文教育（immersion)	里，强调使
用中文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我个
人觉得看情况和对象，英文的使用
还可以多一点。主要应用在帮助理

解生字词、语法对比和文化习俗、
时事话题讨论上。生字词，我一般
会给出拼音、英文，但我不一定念
出来，学生可以自己看。有的中西
词法、语法对比时，我会用英文解
释。还有文化习俗及时事话题所需
的词汇量一般超出学生现有的水
平，这时增加一些英文解释也是可
以的。
	 教育家陆俭明关于语法如何
教，他有一个讲法，我很赞同在汉
语教学本体研究中，得考虑分层
次、分阶段地交给学生，而不能倾
盆大雨式地一次教给学生。
	 另外，	“草船借箭”中提到了
两种疑问句：一般疑问句（general	
questions）	和特殊疑问句（special	
questions）。我先列出课文中出现的
一些疑问句，比如，“你听说过《草
船借箭》的故事吗？”		“在水上打
仗，用什么兵器最好？”	然后引导
学生用归纳法来总结出一般疑问
句和特殊疑问句的特点，
	 课后跟进。我布置的家庭作业
之一是写一篇小作文：一次难忘的
旅游或我最想去的地方。希望学生
在文章里用上疑问句和对话。比如
我有一对双胞胎学生，他俩的作文
写的是同一次旅游，一个在文中使
用了对话，一个没有。一对比，就能
看出，对话、疑问句的使用让文章
生动了不少。学生写的作文，我会
让学生在班里读，并寄给学校的小
语世界发表。我觉得这都是给孩子
们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让他们更
有成就感。所以我经常在课堂时间
分配上安排几分钟给学生轮流到
讲台前读作文或演讲。
	 在课堂管理方面，如何让学生
保持兴趣，保持注意力？我的小窍
门是：我常会准备一些问题问学
生，一是增加互动，二是检查学生
对所学的内容是否理解，三是用来
提醒某些同学的注意。比如这篇
课文我会问学生“草船借箭”在历
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在没有气象
卫星的年代，诸葛亮是怎么知道三
天后有大雾的呢？这三国的大雾
和北京的雾霾是一回事吗？这种

“open	ending"	的问题，就是让学生
们开动脑子的同时能更好的理解
课文。有时我让学生猜个小谜语，
调节一下课堂气氛，如：南阳诸葛
亮，稳坐中军帐，摆起八卦阵，单捉
飞来将	（打一动物）	谜底：蜘蛛。在
课堂上如何能做到收放自如是门
学问。

华夏“HSK毕业考试”圆满结束

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学生组建社团活动

《示范教学--草船借箭》      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    孙凌云

专访马立平八年级
徐云宁老师

时间：2014年12月7日
地点：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

被采访人：徐云宁，大纽约华夏中文
学校马立平八年级中文老师
记者：吴宗书，小语世界编辑

	 记者：您在中文学校教中文多

长时间？

	 徐老师：我在中文学校教了三

年。

	 记者:	您认为中文学校应该是

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徐老师：中文学校不只是一个

学校，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社区。	

	 记者：您喜欢当中文老师吗？

徐老师：我很喜欢教中文，因为我能

把我的母语教给下一代的华人。还

有，我可以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更深地

了解他们。

	 记者：您在刚开始参加中文学

校时想到过它会发展到现在这个规

模？

	 徐老师：我刚开始参加的时候

没有想到中文学校会发展得这么

快。我刚教学的时候班级都很小，到

了现在班都很大了。中文学校的人都

干得很好，让中文学校迅速发展到这

个规模。

	 记者：您认为中文学校未来会

怎样？

	 徐老师：我觉得中文学校会吸

引更多人，还有外国人也会对我们的

历史和文化感兴趣。

	 记者:	除了教中文以外，你还喜

欢那些业余活动？

徐老师：我喜欢跳舞，跑步，滑雪，骑

自行车。

	 记者：谢谢徐老师！我相信，中

文学校有像您这样热爱孩子热爱中

文教学的老师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

好。

钓鱼岛争端
 美洲华语九年级  陈恩璐

（任课老师 林宇）
	 日本和中国一直在争吵钓鱼岛

的主权。虽然日本称拥有钓鱼岛的主

权，但我认为钓鱼岛不应该是日本

的，因为：

	 第一，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

屿。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人民进行捕鱼、采药、避风、休

息等活动的场所。它和台湾一样，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第二，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的占领与甲午战争以及1895年

签订的《马关条约》有关。《马关条约》

注明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

屿”割让与日本。

	 第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

告》都明确规定日本将窃取的所有中

国领土归还中国。这包括了台湾全岛

以及邻近的钓鱼岛在内的所有附属

岛屿。

	 第四，从地理位置看，钓鱼岛与

中国台湾的最近距离只有约170公

里，而与日本的冲绳本岛约却有410

公里。

	 第五，虽然日本认为钓鱼岛属

于冲绳县，但是，冲绳被日本吞并之

前的琉球王国共有36岛，其中不包括

钓鱼岛。

	 因此，日本应该把钓鱼岛还给

中国，至少要承认与中国对钓鱼岛的

主权有争议，这样才能与中国坐在一

起共同商讨解决办法。

感恩节感想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闫梓祎

 （任课老师 傅耘）
	 下周就是感恩节了。我们是四

年前来到美国，今年是我们在美国的

第四次感恩节。今年爸爸妈妈要带我

和妹妹去佛罗里达奥兰多休假，去我

喜欢的迪斯尼，我等不急了！这是我

们第一次感恩节出门度假。我们是从

中国来的，我第一次过感恩节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感恩节是什么呢。感恩节

的时候我想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还

有妹妹，我想抱抱他们。我特别喜欢

感恩节!

我爱画画儿
 马立平三年级二班  田颖然

（任课老师 韩晓英）
	 我叫田颖然，今年七岁了。我最

喜欢做的事情是画画儿。画画是一

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画画需要

想象力。比如我画过猫头鹰穿着衣服

拿着工具箱，我还画过星星穿着冰鞋

滑冰，我还可以根据我画的画讲很多

故事。画画还可以记下真实的东西和

事情。很久很久以前，人在山洞里用

画记下了那时候发生的故事。我画过

真的冰鞋和印第安玉米。我可以用很

多材料和工具画画，画各种各样的东

西。我用油画棒画过月光下的南瓜。

我用水彩画过各种各样的玻璃瓶。我

还会用彩色铅笔画圣诞树。画画使我

发现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不同色彩

混合可以变成一种新的颜色。					

	 我喜欢画画，我想长大做画

家！

彩色的秋天
 马立平二年级一班  吴采薇

（任课老师 李谦云）
	 秋天来了！每个人走在外面都

能看到彩色的叶子落下来，有红色

的，金色的，橙色的，还有咖啡色的。

这些叶子多美啊！大人把落叶扫

成一堆，小朋友就跳上去玩。真好玩

呢！	

	 秋天来了！好多苹果都可以摘

了，它们是红色的，还有金色的。秋天

是收获的季节，南瓜和倭瓜都成熟

了。西红柿也像叶子一样红！	

	 秋天来了！万圣节到了！万圣

节晚上，小朋友们穿上喜欢的服装，

一家一家走去要糖吃。要到了好多五

颜六色的糖果！我们也会庆祝感恩

节。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吃火鸡、鱼、还

有土豆泥。

	 秋天来了！天气开始变冷了，

人们都穿上了美丽的厚衣服。他们

衣服上面的颜色就像彩色叶子一样

美！大雁飞到南方去了，去寻找温暖

的地方和更多的食物。那证明秋天的

颜色就快要没有了，这彩色的世界要

变成白色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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