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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交流

永不言弃

也谈美国的中文教育

专访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

华夏大西洋分校校长：刘伟
让美国出生的华二代学中文好比让小鸡学飞行，扑棱几下翅膀还
行，但飞几尺高就一头栽下来，折腾几次就全没了兴趣。你跟TA说，你不
是小鸡，是鹰，所以要练翅膀，总有一天会展翅腾空。TA 立刻把双手插在
腋下，咯咯哒地叫着跑开了。不是吗？
我们大西洋华夏中文学校十二年来少说有几百个孩子尝试过学中
文，却直到今年才第一次迎来第一名毕业生和第一批四名汉语水平考试
（HSK）4 级的通过者。HSK4 级意味着有资格在中国留学和工作，是海外
华裔中文程度的里程碑。为什么几百个学生只有四人能坚持到四级考
试，只有一人能获得总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刘伟校长向这四个学生提出
这个问题。听听他们的答复吧。
刘伟：刘梦华，中文学校有多久，你在这儿就有多久。十二年来你没
少给学校增光。你曾经代参加演讲比赛拿一等奖，也参加了学校历年的
春节联欢演出。讲讲你怎么坚持下来，最后能通过 HSK4 级，还拿到总校
毕业证？
刘梦华：我们学校亚裔很少，我一直感觉到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每
个人都要有两门以上的语言，我学了好多年西班牙语，提不起兴趣。中国
文化很有特点，在家讲中国话，来中文学校读书就不难了。其实只要每星
期都坚持来学校，就一定能学到东西，时间长了，通过考试肯定没问题。
有一件事让我难忘。去年我去波士顿访问学校，在机场有一个中国家庭
因为不懂英文，看见我直接用中文问我问题，以为我是华人的样子，就一
定会讲汉语。幸亏我在中文学校学到很多，用中文跟他们交流没问题。我
为自己感到骄傲。
刘伟：郑慧怡，你是在中文学校长大的，有什么能让你每星期都来而
且认真学习呢？为什么你的朋友们都不来了，而你是雷打不动？
郑慧怡：小时候我的父母很坚持，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只有服
从。慢慢长大了，我觉得汉语很有意思。我喜欢学习新东西，每次在中文
学校老师都告诉我们一些新的文化内容，中国文化真的是很有意思。
刘伟：林心雨，你来中文学校才两年，以前从未正式学过中文，怎么
能通过4级考试的？
林心雨：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很忙，每天跟奶奶一起。奶奶天天看电
视，我就跟着看。我能听懂电视里的人讲话，看着字幕，慢慢就认识那些
字了。我好喜欢看电视剧，现在还看。都看了几十部了。就是不会拼音，不
会写字。到中文学校补拼音和写字，对我帮助很大。
刘伟：郑琦，你8岁来中文学校，记得你第一次来上课，跟大孩子在一
起很不习惯，跑到走廊里哭。后来你竟然超过大部分人，这次一举通过 4
级考试，有什么感想呢？
郑琦：很简单啦，就是上中文学校，不想来也要来，挤时间也要来。再
就是态度认真点儿，把学到的课文反反复复读。最后就是我的运气好，考
试题的字都认识。
亲爱的学生和家长们，看见我们第一批状元们的回答了吗？你们是
否也能做得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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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文教育迄今已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真正大规
模地普及是近三十年的事。从宏观
上讲，这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从美国社会内部看，1994 年
SAT II的首次举行，2006年AP课程
的开设，2007 年 AP 考试的首次举
办以及美国政府将中文定位为“关
键语言”等都为美国中文教育的快
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美国学中文的人可以分为两
大类：华裔和非华裔。
近十年来，因中国经济的崛起
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非华裔中文教
育在美国的发展尤为迅速，非华裔
学习者主要分布在大中小学里。美
国国际教育委员会2017年6月１日
在华盛顿发布的全美中小学外语
教学普查报告显示，汉语已成为美
国中小学生学习的第四大外语课
程，有 22.71 万在校学生学习汉语。
目前，全美 50 个州中，除南达科他
州外都有中小学校开设汉语课程。
历史上，美国大学的东亚（语言文
化）系主要承担了大学的中文教学
任务，中文更像中国的公共外语
课。近年来，美国一些大学也因应
形式的需要增设了中文专业甚至
中文系。
华裔学生主要集中在华人办
的中文学校，年龄从五岁到十六
岁。中文学校在美国的发展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闽粤方言的
中文学校为主体，主要由早期移民
来美的广东、福建籍华人及其后代
的民间团体兴办；第二阶段从上世
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台湾大批
留学生来美并留下来，众多中文学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张长春
校应运而生；第三阶段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由大陆留学生兴办的
中文学校，现在正逐步壮大走入正
轨。
华裔社会创办的中文学校多
为非营利性组织。作为非盈利性组
织，美国的中文学校以教授中文，
弘扬中华文化，服务社区为宗旨，
多数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的运作模式，由当地华人
自筹资金创办。自办、自管、自我发
展，在为当地华人提供中文教学和
中华文化氛围的共同理念下，为当
地华人社会增添了凝聚力。
目前，这类华裔创办的各种中
文学校有1000多所，在校人数有20
多万。除了华人办的中文学校和大
中小学外，政府机构及军校，孔子
学院，商业网络学校和一些短期的
培训机构也成为中文学习的重要
场所。
在美国，这两种面向不同族裔
的中文教育，其目的和教学方法也
不尽相同。传统的中文学校以学中
文和灌输中国文化为重点，其语言
教学是继承语的教学。继承语的教
学强调读写，注重文化传承。它不
同于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而美
国的大中小学的中文教学其实都
是一种外语教学，强调语言能力的
培养，注重语言的实用性，要求学
生说话尽可能标准、写字尽可能规
范，拼音尽可能不错。
近些年，中文学校为了自身发
展的需要，为了更能迎合美国正规
教育系统有关升级和升大学方面
的要求，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
传授方法上，都尽可能与美国全日

制学校接轨。学校有意识地帮助和
鼓励学生参加标准化考试，例如
SATII, AP 及 HSK 等，同时也有计
划，有步骤地引进了一些注重语言
实用能力培养的教材，这些教材与
美国高中的 AP 中文课程，以及大
学的中文教学相衔接，这样有利于
中文学校的学生日后在美国高中
或大学的中文学习。
中文学校的教师绝大多数为
学生家长。他们热心，但缺乏足够
的语言文化知识，必要的教学经验
和教学技巧。近些年来，来自不同
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家
庭逐步认识到经济发展和文化传
承以及人际交流中中文教育的重
要性，开始有共识地加强对孩子的
中文教育。各地的中文学校都在举
行多种形式的教学研讨会，除了请
中文学校内部的优秀教师分享他
们的教学经验，还请大中小学受过
系统训练的职业教师进行示范教
学，以此提高教师的语言文化素
质，培养他们的教学技能，造就一
支合格的语言教师队伍。
作为来自大陆，赴美前后一直
从事语言教学，且长期服务于北美
最大的中文教育系统——华夏中
文学校的一名服务人员，我以为要
做好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需要因地制宜，根据所在国的具体
语言文化特点开展中文教学；以兼
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尽可能地为更
多的想学习和了解中国语言文化
的人提供机会；严格教学管理，注
重教学质量，使中国语言文化的学
习和传播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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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的寒假
大西洋城分校 刘梦华
这个寒假我去了北新泽西滑
雪。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差不多每年
都在那儿的山上滑雪，所以过了十
几年我已经滑得挺好了。
新泽西的山不太大，这个雪场
也不太难。但是正合我心意，因为现
在正好是游泳比赛季节，我需要很
小心，不能受伤。本来我想在这个寒
假好好玩儿玩儿，但滑这些容易的
坡可没有什么好玩的。我滑几次就
有一点无聊了。怎么办呢？我去教
人滑雪吧。我带了好几个中文学校
的朋友来，他们大部分都是第一次
滑雪，所以要先上课。他们上完课的
时候我决定到他们的小坡上帮他
们。我在一群站不起来的人里找到
他们。我笑眯眯地过去，看他们上完
第一天的课以后滑得怎么样。我觉
得不太好，很容易失去重心。我开玩
笑地问他们想不想上旁边的大坡，
他们居然说想。一到坡上我就知道
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根本就站不
起来。但已经到上面了，无论如何都
要下去。他们下这个十秒钟就能到
底的坡用了一个小时，因为每五秒
就要摔一次。虽然摔了几万次，大家
还是很开心。

第一次滑雪
大西洋城分校 陈健
这个寒假我和家人还有朋友去
Mountain Creek 滑雪。开车差不多
要花三个小时。一路上我都很兴奋。
当我们到达度假屋之后，丢下行李
就出发去滑雪场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滑雪。首先
毕业生代表:郑芷兰（大纽约分校）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华
夏对我的培养和我感恩的心。
我还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学了
很多有趣的童谣和谜语，什么“上
边毛下边毛中间一颗黑葡萄”多形
象的描述啊！我对五年级的西游
记也记忆犹新。开学没多久我就一
口气把整本课文都看完了，那年的
春节联欢会上我们班表演话剧，当
时我最想演的脚色就是孙悟空了，
可老师说我是饰演白骨精的不二人
选！”而最近这几年我们的中文学
习内容就更广泛了，我们学了很多
诗词歌赋，文化传统和历史故事，很
多人都不相信我最喜欢的功课居然
是背诗，像爱莲说，念奴娇，木兰词
等等，我有空就会背一段，现在我妈
妈每听到“大江东去，浪淘进，千古
风流人物
“，
她就会说
“又来了！”
在华夏我所遇到的每一位中
文老师都非常敬业乐业，而其中我

我们要去租设备。滑雪靴非常紧，而
且很重。准备好一切，我们就去找教
练了。教练首先教我们怎样把滑雪
板穿上，然后教我如何平衡。后来，
他还教我们怎么滑雪。上完第一天
的课，我的腿累极了。晚上，我们去
了温泉。室外温泉的水很暖和。冬天
泡温泉感觉超极棒。好多人一边喝
着饮料一边聊着家常，一呆就是一
两个小时。第二天，我们上了第二堂
课。今天我和 Raymond 要做不同的
挑战，比如不能用雪杖。教练最后告
诉我跟 Raymond 可以上 Sugar Hill。
我第一次上 Sugar Hill，不会停，飞
一般地冲下去，一直冲出雪道，吓死
了，但又觉得很剌激。Raymond 不停
逼着，再上一次，再上一次，后来又
上去了差不多五次。在这五次当中，
我不知道到底摔了多少跤，但是我
没有因此而害怕。第三天，我的挑战
是要熟练地滑下 Sugar Hill。到最后
真的慢慢地滑得更好了。我为自己
感到自豪。到了第四天，滑雪本来不
在我的计划之中，我也非常不想去，
但是在大家鼓励和威逼之下我还是
去了。那天的天气很不好，外面开始
下起雨了。首先我和 Raymond 先在
Sugar Hill 开始，熟练之后 Peter 老师
和 Andrew带我们上了 Vernon山顶。
在 Vernon 的时候一切都非常顺利。
最后我们去挑战 Granite 山峰，我摔
了好几次，但是没有放弃。
那天我们滑了最长的时间，一
直滑到筋疲力尽才恋恋不舍地离
开。那时我们全身都已经湿透了。那
晚 , Andrew 做了非常棒的意大利
面。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Peter 老
师还跟我们聊了很多重要的话题，
让我们受益良多。这是个与众不同
的寒假。
最想感谢的就是徐云宁老师，徐老
师既博学多才又关怀爱护学生，讲
课时经常用各种媒体提高我们对
学习中文的兴趣。华夏大纽约有非
常丰富的文化课，每学一门课我都
大有收获，比如像民族舞课 , 让我
学会了欣赏中国传统舞蹈的柔美；
魏景东教授的竞赛数学课让我爱
上了动脑筋挑战自己；讲课幽默风
趣的曹作军老师的电脑课，引起了
我对电脑编程的浓厚兴趣。
除了中文课和文化课，我在中
文学校里最喜欢就是参加各种各
样的活动和比赛，像是唱歌比赛，
新春表演，辩论比赛，演讲比赛和
数学比赛等等。你们别看我每次在
春节晚会上主持节目、现在在这里
款款而谈，你们肯定很难想象我小
的时候非常害羞，上台总是低着头
用 手 搓 裙 子 ，一 副 彷 徨 无 助 的 样
子，但是中文学校的这些活动慢慢
培养了我的自信，也使我学会了勇
于面对挑战，遇到挫折不会气馁。

教师代表：张美加（奔腾分校）
真的为你们高兴！老师们为
你们高兴，爸爸妈妈为你们高兴，
你们更为自己高兴！
从那个被爸爸妈妈牵着手，懵
懵懂懂地来到中文学校，嘟着小嘴
问着爸爸妈妈为什么我要到这里
学中文的小小的你，到了那年似懂
非懂地要自己学着做主, 嘟着小脸
问爸爸妈妈我为什么要坚持学中
文的稚气未脱的你，到今天已经深
深理解了父母用心, 仰着笑脸骄傲
地告诉爸爸妈妈我成功了的青春
勃发的你。多少岁月的磨练才成就
了今天的你！也许这只是你人生
路上的一段小插曲，一个小成功，
但为了今天的成功，父母花了多少
心血，而你也经历了许多“磨难”！
是的，你成功了，成功地完成了9年
的中文学习，成功地从中文学校毕
业了，更成功地从一个顽皮的孩子
变成了一位正值花季的阳光少年。
中文学校不仅教会了你们中
文，教会了你们了解父母，教会了
你们中国文化，更让你们懂得了坚
持的意义！没有父母的坚持，就没
有磕磕绊绊终于跑到终点的你。没
有你的坚持，就没有今天骄傲地站
在领奖台上的你！希望你们能够
继续坚持把中文学下去，说下去，
继续坚持宏扬我们中华博大精深
的文化。
演讲嘉宾：王安强 John Ferguson
（哈佛大学，Class of 2022）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年是你一
生中越来越小的一部分。当你一
岁时 , 一年是你生命的 100％。当你
八岁的时候，一年只有你生命的
12.5％。你飞快地度过学生时代，
开始驾驶，初恋。到了 18 岁，那个比
例已经下降了一半。即使明天你跑
得更快一点，还是感觉无法控制时
间的流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父
母看到我们成长比我们自己看到
的更快。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岁时等
待圣诞节的到来是那么漫长，而我
们开始来华夏中文学校上课的那
一天似乎就是昨天。
我一直使用一个简单的规则
来保持我的生活优先顺序。我想借
用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经典语句：
“我们通过
索取来活着，但通过给予来生活”。
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活着和生活
之间。我们工作，我们赚钱，我们用
这种方式在维持日常生活，这只是
通过索取来活着。但是，如果我们
的给予是没有预期回报的，我们就
会感觉到我们的给予是有价值的，
是心心相印的，是有意义的。这样
做就能使我们根植于比自己更伟
大的事业之中。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作为年轻人 , 我们可以给予什
么呢？我们并不富有 , 但年轻人有
三件比拥有财富更强大的东西：我
们的时间，精力和我们的非常规思
维。
时间：在初中时，我想赚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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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二手店购买运动鞋，回家后，我
用一桶桶水和一把小牙刷拼命刷
洗，然后试图把洗得像崭新一样的
运动鞋卖给我的朋友。但是有一个
问题。在我的房间里堆积有 50 双鞋
子，我一双也没卖出。我决定把它
们捐出去。这个盈利的念头就这样
成为非营利组织鞋工程的最初想
法。鞋工程现在是一个在美国正
式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鞋工
程在 500 名志愿者帮助下，协调了
50个合作伙伴组织，送鞋给50多个
国家最需要鞋子的贫困人群。我每
周奉献无数小时，努力确保鞋工程
像任何其他非营利组织一样运行。
不浪费一分一秒，即使在青少年时
期，将时间无私地奉献给我们相信
的事业。
精力：去年夏天，我和我在中
国德阳寄宿家庭的 14 岁弟弟一起
生活。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解
我这个生活在他们家的神密的人。
他抓住每一个机会提出好奇的问
题，询问我的理想抱负，并通过音
乐，体育和文化了解一个美国青少
年的生活。同样我也专心去了解他
和他的生活，他的希望，梦想，愿望
和害怕的事情。相互的信任和大量
的精力投入，让我们宛如亲兄弟。
尽管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度有
着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差异。我们两
个人在我离开德阳时还在在当地
电视台上一起表演了相声。我们一
起到孤儿院送鞋，去敬老院慰问孤
寡老人 , 在德阳青少年中扩大公益
事业的影响 , 共同做对社会有意义
的事情。
非常规思考 : 去年夏天我从
德阳回到美国。我知道我要尽快再
回到中国。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不同
寻常的非常规思考毕业路径。我要
提前一年高中毕业，于是我积极准
备, 最终以优异成绩被哈佛提前录
取。现在，我决定在上大学之前，在
北京度过一个间隔年后，再进入哈
佛大学。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提高我
的中文，并扩大非营利组织鞋工程
在中国的影响。
祝贺 2017 年华夏毕业的同学
们！祝大家好运，祝大家对未来充
满希望！

菜翻译成cat ears。我以为一只小猫
阵亡牺牲了。但是端上桌来其实就
是一种形状像猫耳朵面。我建议他
们修改成 cat ear shaped noodle。还
帮他们建议了另外两种菜名的翻
译。这样就不会把客人吓出门了。
我用中文帮助他们的那一刻，开心
极了。我能听懂中文，认识路牌，可
以自己点菜，甚至可以看懂中国的
电视节目。这是我学习中文得到的
好处。
从课本中我还学到了许多有
意思的中国神话，譬如嫦娥飞月、
愚公移山。也了解到了许多中国传
统文化。例如春节、端午节、重阳节
以及各种节日背后的意义。对我来
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的根。我
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华裔。我
的祖先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奇迹，四
大发明，长城，丝绸之路……中华
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为自己
是炎黄子孙的一员感到骄傲！

毕业生代表:赵明玉（爱迪生分校）
虽然 8 年前，我一开始学习中
文，特别是《马力平》的时候还不习
惯繁多的功课，但是现在回头一
看，才意识到它对我的帮助有多
大。最美好的记忆之一是，每年春
节将至前，和几个小伙伴们一起主
持爱迪生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晚
会。几年的主持经历，不光让我很
期盼和朋友们的互动，更重要的，
主持晚会让我能在很多人面前体
会到标准中文发音的重要性，当台
下观众和学校领导老师给与我肯
定和鼓励时，那种快乐让人永难忘
记。
还有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
在我上 6 年级时，学校某次临时缺
教夕阳红老人们的老师，我正好有
空，于是就勇敢地接受挑战，走上
课堂，教只会中文的老奶奶和老爷
爷们英文。虽然我当时身上什么材
料也没有，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但
是，那次的经验，让我惊喜地发现，
原来我在中文学校的所学所长，已
经在不知不觉间让我有能力去帮
助他人了。
现在，去中文学校不仅成为我
每个星期天期待的事情，而且它更
为我无形中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机
会。比如，正是中文学校学到的中
毕业生代表：杨海翎（中部分校）
和同学们一样，九年前我开始
文写作能力，让我有机会认识了
了学习中文的漫漫旅程。当其他同 《侨报》，得以跟随《侨报》小记者团
学周末休息玩耍时，我只能风雨无
访问中国。记得四年前，当我第一
阻地来到中文学校，心不甘情不
次跟随《侨报》去中国参观采访时
愿，在父母的要求下，有时是强迫
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和《侨
下，上中文课。我搞不懂作为美国
报》小伙伴们在北京的酒店里写报
人，我为什么一定得学中文。中文
道，写累了，我们决定在自己的房
那么难学，中文的课也很无聊，我
间里打电话给别的客房，问他们是
又不喜欢，觉得也没什么用！为什
否需要客房服务或维修。没想到的
么父母一定要逼迫我做自己不喜
是，因为我们的发音标准，中文也
欢的事情呢？
还算不差，不少客人居然还真的差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慢慢体会
一点上当。这次《侨报》的经历彻底
到了学中文的乐趣。比如说前年暑
改变了我，我不光有机会参观了中
假去中国度假时，在一家餐馆里。 国的外交部和航天城，还交了一批
他们的菜谱英 w 文翻译让我吓得
直到现在都和我非常亲密的志同
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其中有一道
道合都喜欢中文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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