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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根分校网络实景课堂纪实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实景课堂 《魅力城市—北京》

	 2019年12月22号早上9:20华夏中文学校博根分校连线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实景课堂《魅力城市—北京》，近50位同学随着内景

老师张林的介绍，了解到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政治、经济、交通、

文化、科技中心，是重要的国际交往城市。北京有长城、故宫等7处

世界遗产，有京剧、相声、景泰蓝、打铁花等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听完介绍，孩子们跟随外景老师朱晨光来到长城，观看了美

丽与危险并存的中国民间技艺打铁花表演，孩子们惊叹于师傅将

1600度的铁水徒手在空中击打出绚丽壮观的烟花，精湛的技艺赢

得孩子们阵阵喝彩声。

	 告别了古老的长城，又来到了北京的现代地标建筑鸟巢和水

立方。近距离观看了2008北京夏季奥运会承办各项比赛的经典绝

伦的建筑物。

	 感受了传统和现代文化带来的震撼，孩子们又随着朱老师品

尝了正宗京味的炸酱面和驴打滚，虽然没有真正吃到，但是现场

还是流了不少口水。课程非常生动丰富，孩子们学到许多课文上

没有的知识。

	 课程的最后是手工设计环节，特意为我们这些海外的孩子

们，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做有北京元素的贺卡。孩子们跟着张林

老师的示范，在孙长慧和马璐老师的帮助下，一张张送给爸爸妈

妈的精美的贺卡在孩子灵巧的手中呈现出来。

	 感谢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老师们和工作人员在国内已经接

近半夜的时候，还在辛勤地为我们奉献着工作着，感谢外景朱晨

光老师不畏严寒带着我们逛北京，感谢内景张林老师精彩细微的

解说，带领我们做漂亮的手工，老师们辛苦了！

	 为确保当天实景课堂的顺利进行，我校在两周前就进行连线

测试。当天早晨校领导、董事会成员、热心家长们早早来到学校布

置会场，连线＂实景课堂＂。

	 今天这次实景课堂课不仅丰富了我们中文教学的课堂，更是

让我们的同学们跨越时间，跨越空间，来到北京，领略北京的魅力

和她特有的美食文化，把课堂上听说过的北京真真切切地呈现在

同学们的眼前，把想象中的北京和现实中的北京对照联系起来。

我相信这将有助激发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向往着踏上北京的

土地，说着流利的中文，游览北京风光和品尝美食的那一天。

																																																																				孙长慧	王志红	供稿

圣诞节
标准中文八年级 严心语

指导教师：金琼

灯一亮，树摆好，

二十四号晚睡觉；

起得早，楼下跑，

树下礼物真不少。

每人礼物拿到手，

玩具钱卡啥都有；

家人围坐拆心意，

温馨一刻难忘记。

你给我，我给他，

多谢多谢心里话；

家庭时光真亲切，

一起唱歌啦啦啦。

下雪外面全白色，

草地绿叶哪去了？

玩啊玩啊嗨起来，

越来越来越欢乐。

手儿冻，衣服湿，

妈妈做热可可吃，

坐下来，闭上眼，

过节真是乐滋滋！

给外婆的圣诞祝福信	

标准中文八年级 刘雯

指导教师：金琼

亲爱的外婆:

	 祝您圣诞节快乐!		

	 您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又很会

唱歌跳舞！而且，您懂得很多健身

的道理，还有啊，您会做好多很好吃

的中国菜。谢谢您为我们付出这么

多。

	 愿上帝保佑您身体健康，快乐

长寿！

																					爱您的外孙女：刘雯

																							2019年12月25日

圣诞节礼物
标准中文六年级 孙安朗

指导教师：朱艳萍

	 我们盼望已久的圣诞节到了。

我们全家一大早就跑到圣诞树下，

急忙并且高兴地打开圣诞老人送给

我们的礼物，只有妹妹不开心。妈妈

连忙问妹妹为什么不开心。

	 妈妈走到妹妹的身旁。妈妈问：

“今天是圣诞节，你为什么会生气

呢？”

妹妹说：“因为我没有拿到圣诞礼

物。”

	 妈妈左右地看了一下，确实没

有妹妹的圣诞礼物。

	 我听到这个对话，想到：我怎么

能让妹妹不开心呢。我走到妹妹身

边，对妹妹说：“我不太喜欢我拿到

的礼物，你要我的礼物吗？”

	 妹妹说：“那你就没有礼物了。”

	 我对妹妹说：“看你高兴就是我

能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妹妹高兴地说：“谢谢！”

	 妈妈看着我们俩欣慰地笑了。

开心的圣诞节
标准中文六年级 胡睿思

指导教师：朱艳萍

	 圣诞节现在已经成为风靡全球

的盛大节日。在节日到来之前，大街

小巷就开始播放圣诞节的歌曲，人

们也开始为圣诞节进行大采购。当

平安夜降临时，白胡子的圣诞老人

就驾着由驯鹿拉着的雪橇给小朋友

们送礼物。	

	 我最喜欢过圣诞节了。每年过

节之前，我都会帮妈妈把圣诞树摆

好，并点缀上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有

各种颜色的小球、彩灯、天使和拐杖

糖等。	然后我还会帮妈妈在家门口

也装上圣诞彩灯以及冬青装饰带。	

晚上，当灯亮起来的时候，	整个大

门口都会被彩灯照得五颜六色，漂

亮极了。我和妈妈还会在大门上挂

上圣诞花环和铃铛，这样有客人来

的时候，就会听到清脆的铃声。接下

来我会帮妈妈包装给家人朋友的圣

诞礼物。妈妈总会买很多的礼物和

包装纸，她会给我的爷爷奶奶姑姑

表姐还有我的老师准备各种礼物。

	 我最喜欢的礼物是玩具，但是

我不知道今年妈妈还会不会给我

买，她老是说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

了。也许她会给我一个惊喜吧。

圣诞礼物是谁送的？

标准中文六年级 张海天

指导教师：朱艳萍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

每个圣诞节是谁送给我圣诞礼物

呢？

	 一天，我问妈妈爸爸：“是谁给

我的圣诞礼物啊？”	妈妈爸爸说：

“圣诞老人送给你的。在平安夜的时

候，圣诞老人会沿着烟囱爬下，然后

把礼物放在圣诞树的底下。”	于是，

我今年打算要抓住圣诞老人。我跟

爸爸妈妈说了，虽然他们不喜欢我

这个主意，但是他们还是允许我在

圣诞树底下睡觉。今年平安夜，我在

圣诞树旁边搭了一个帐篷。我很好

奇地等着，等啊等啊，马上就要午夜

零点了……

	 后来，终于听到一个声音，当我

想睁开眼睛，看一下声音是从哪里

发出来的，但我却怎么也睁不开眼

睛，原来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了，往四周一

看，发现礼物已经在圣诞树下面了。

我现在还是没搞清楚，到底礼物是

谁送的？

油画
大西洋分校  陈茉莉

	 我有很多的爱好，例如游泳、烹

饪、烘培和绘画，但我最喜欢的是绘

画。绘画有好多种，如水彩画、数码

绘画、喷漆、油画、水墨画和面板画。

我最喜欢油画。

	 我大约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画

画。从着色，到描画，再到绘图，然后

到现在的油画。

	 涂油画时需要的基本材料就是

画板、不一样大小的画笔、颜料、画

架和调色盘。每一张油画我大概需

要花一周时间完成。人们通过油画

表达心情，探索色彩和创作愉悦。油

画也可以发挥一个人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

	 我喜欢油画，因为这很有趣，你

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例如厚或薄）涂

漆。颜色是艺术创作中的关键，因为

你可以使其变得宁静，或充满活力，

或平淡，或生动。

	 涂油画时需要耐心，因为有许

多不同的步骤。例如：涂底漆，然后

是设计主要对象，再是细节，最后是

密封涂层。每一个步骤之后，你都需

要等待颜料变干，然后才可以继续

下一步。

	 调颜料时，你可以自由选择搭

配任何颜色。随心所欲调出自己喜

爱的颜色。

	 小时候，我就对我的作品表示

满意，例如着色，绘画，使用油画棒

等等。这鼓励我继续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当我继续前进时，事情并不总

是那么完美，人们会告诉我我的画

很好，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尽力。

				油画还可以当作礼物送给你所爱

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绘画的

原因，有一天你也应该尝试一下。

写作 - 从写句子开始     李文斯顿分校 窦泽和老师

	 马立平六年级的学生们要开

始写作了，但很多学生都不知道写

什么，怎么写。我想在这里给大家

一些提示，帮助学生们开始。

	 第一次课堂写作，学生们看到

的是右边的这张图，我会要求他们

根据这幅图写5	–10个句子。很多

学生看到了这张图都说没办法写。

我就问，你们在图中看到了什么？

“玩具熊”、“小船”、“小车子”、“积

木”，大多数学生的回答都只是这

样的单词，很少有学生会使用句子

来回答。

	 不管是哪个年级，甚至是毕业

班、AP班，很多家长都说“我们家孩

子听、说还可以，但写作不行。”我

其实不太同意这种看法，只要稍微

注意一下，你就会发现孩子们在对

话中很少使用完整的句子；如果要

他们讲述一件事情或作演讲，他们

就感到十分困难。	所以家长应该尽

量鼓励孩子平时多使用句子，把事

情描述清楚。写作，只是用笔说话

而已。

	 每篇文章都是由句子组成的，

所以我们要想写好一篇文章，首先

就要从写完整的句子开始。最基本

的句子包括“主语”和“谓语”，也就

是“谁”“做什么”或“谁”“是什么”。

“图中有一只小熊。”“小熊在玩积

木。”这样就完成了最简单的句子。

	 完整的句子只是开始。接着，

我们要仔细观察图中或现实生活

中的细节。“小熊有一个脑袋，头上

长着耳朵、眼睛和嘴巴。”“小熊穿

了一件衬衣，一条短裤，还系了一

根皮带。”加上具体的细节后，小熊

的形象就有了轮廓。

	 我们还可以加上形容词。“小

熊有一个大大的脑袋，两只圆圆的

耳朵向上翘着，一双明亮的小眼睛

下撅着一张小嘴巴。”添加颜色也

是我们常用的手法，“小熊长着一

身棕色绒毛，穿着一件红色的衬

衣，一条绿色的短裤，还系着一根

黑色的皮带。”形容词、副词是句子

中的重要成分，用它们来描述环

境、事物和动作才能使句子更加具

体、明确、生动。

	 加上一点历史会使句子增加

深度。“我十岁生日时，爷爷送给我

一只绒毛熊，它长着一身浅棕色的

绒毛，非常可爱。”“去年圣诞节，妈

妈给它缝了一件红色的衬衣和一

条绿色的短裤，我用黑色的胶布给

小熊做了一根皮带，围在腰上，小

熊显得更加精神了。”

	 生动的比喻和拟人化也是常

用的方法。“小熊的身上带着	‘中国

制造’的胎记，所以我给它起名‘华

生’。”“它经常静静地坐着，撅着小

嘴，两眼注视着远方，似乎在思念

家人和故乡，我用硬板纸做了一艘

大船，高高的桅杆上绑着风帆。说

不定有一天华生会驾着帆船，乘风

破浪，飘过太平洋回到故乡中国。”	

无穷的想象力能使我们的写作更

上一个台阶。

	 句子只是写作的最基本的元

素，以后我们还会陆续讨论怎样把

句子组成文章，如何从“仿写”开始

学写作，以及文章的主题、结构、段

落、次序和句型等。但是，最基本

的，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就

是盖房子的地基。	地基一定要挖得

深，打得牢，上面的建筑物才能盖

得稳固而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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