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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之旅
四年级  郭庆机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加拿大旅
游。我们希望一路上可以欣赏风景，
就坐火车去。我们不得不天不亮就
起床去赶火车。经过长途的劳累，我
们一下火车就冲进麦当劳吃早餐。
我们在加拿大选了公交车做为交通
工具。公交车把我们带到了加拿大
著名的景点之一尼亚加拉大瀑布！
这里的人很多，虽然是夏天，但是瀑
布飞流而下溅起的水花打在身上还
是有点冷的感觉。我们还去坐了船，
船一直开到瀑布的下面，因瀑布溅
起的水花太大了，就像下暴雨一样。
怪不得上船的人都要穿雨衣。在船
上向远处望去可以看到大小不同的
彩虹，真是漂亮极了。我们还去了
Skylon 塔吃午饭。午饭后我们去了
多伦多的 Casa Loma.
 导游说我们必须在第二天的早
上五点四十五分起床，所以我们没有
玩太久就回旅馆休息了。第二天的
早上我们去船上吃早餐，随后看到了
一些群岛。我们在礼品店买了糖果、
葡萄酒等。购完物我们去了一个自
助餐厅吃饭。饭后我们在公共汽车
上观看了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们到达
了纽约市。我的腿几乎没有知觉了，
我们很晚才到家。
 尽管很辛苦很累，我们一家人还
是玩得很开心。我盼望今年夏天还
可以全家一起去旅行。

布朗克斯动物园
五年级  谭翀

 去年一个星期六早上，我的妈妈
爸爸和我一起去了纽约布朗克斯动
物园。为什么去布朗克斯动物园呢？
因为我妈妈的公司赞助了家庭日活
动。
 我们从进门处一直慢慢逛到活
动举行的地方，是在正门附近的一间
展厅。他们临时将展厅当餐厅用，来
举行当天的活动。一整天，我是从停
车场到餐厅，然后回到停车场的导航
员。
 在动物园里的一天我们看到了
很多动物。
 在叫做北方池塘附近，我们看到
了天鹅。有一只巨大的天鹅向另一
只鸟鸣叫了很久。它们不停地来回
晃动，吸引了很多游客朝我们这边走
来。天鹅的脖子好长，真的很棒！我
们到达北方池塘时，首先看到的是鹤
的展览。但很可惜，我们那天竟然没
有看到任何鹤。
 很快我们来到了红熊猫展览。
红熊猫太可爱了！它走在灌木丛后
面所以很难发现。后来它来到了一
个树的分枝处，这好像是它的家。色
彩鲜艳的胡须让红熊猫变得更加可
爱。

徒步旅行悬空石
五年级  谭翀

 我喜欢冒险徒步旅行。徒步旅
行悬空石是我们去年夏天度假的一
部分。在悬空石，我们结识了一些新
朋友并且一起享受了旅行的乐趣。
 在去悬空石之前，我们做了一些
研究，发现路边的停车位非常有限。
当地政府也禁止在路上停车。我爸
爸停在了比较远的一个停车处，因为
他担心在小道附近没有停车位。在
前往入口的路上，我们还是看到了许
多空车位。尽管姐姐看到了那个比
较隐蔽的入口，但她还没来得及告诉
我们，我们就错过了，我们一直在寻
找那条小道入口。
 悬空石的徒步登山路径并不适
合所有人。为什么呢？因为岩石很
陡，有些很滑。此外，悬空岩石的标
志还不清楚。在小道上，我们不得不
使用我妈妈的手机找到它。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
同样适用于攀岩。在下来的路上悬
空石像悬崖一样陡峭，而且很难控制
在光滑的岩石上的平衡。妈妈在不
经意中走了一条不同的下山道，所以
我们不得不互相喊叫，保持一路的联
络。我们还遇到了一群至少 13 岁的
孩子们。他们在下午晚些时候徒步
旅行。我爸爸问他们是否要在山顶
上露营，他们说是的。
 我有很多有趣的徒步旅行的小
故事，也看到了很多美景。最奇妙的
是，当姐姐看到标志却仍然错过了。
我很喜欢徒步攀行悬空石！

暑假趣事
七年级 董文钘

 去年暑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
我和我的同学约好了去布朗克斯动
物园。同学的爸爸开车送我们，在车
上我们一边听音乐一边说笑话，不知
不觉就到了动物园。
 买好门票，进入动物园，接着我
们一起规划着怎样选路线才能把每
一种动物都看到。首先我们选择看
恐龙探险。我们坐上四轮车，等游客
坐满后，车就开动了，行驶进入一条
两边树林茂密的小路。我们看到树
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不同时期的
恐龙：有体型巨大的，也有矮小的；有
独居的，也有群居的；旁边还有恐龙
蛋。这些恐龙既会动，还会发出不同
的叫声，惟妙惟肖！仿佛让我们回到
史前时代，领略恐龙的生存和生态。
每到一种恐龙的跟前，车上的导游还
为我们解说这种恐龙的生活时期、习
性和灭绝。我们同时学到了很多知
识！
 接下来我们按照游览路线，去看
了真正的动物，有老虎、雪豹、狮子、
大象、斑马、长颈鹿 ........ 我们一边看
一边拍照。累了，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渴了，我们买冰激凌吃；饿了，我们吃
我们自己带的三明治。动物园太大
了，再加上天气太热，到了下午 4 点，
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决定回家。在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睡着了，一睁眼
就到家了！
 这一天虽然特别累，但是我们看
了很多动物，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难忘假期之旅
七年级 郑清河

 去年暑假的第一天，我去了纽约
市。我从小是在纽约市布鲁克林长
大的，后来我们全家搬到纽约上州，
所以我非常想念儿时的同伴和趣事。
到纽约市的第一件事就是约朋友一
起打篮球；一起去图书馆看书、玩电
脑；一起在布鲁克林的街上骑自行
车、散步；当然少不了聚在一起聊天，
开玩笑和打游戏。在那里度过了快
乐的一周。
 假期里我去的第二个地方是中
国。因为妈妈的老家是中国福建，
所以我去了外公外婆家——福州市。
福州市是沿海城市，盛产海鲜。外公
外婆为我做了福建特色小吃虾酥、海
蛎饼，再配上海鲜汤，简直太美味了。
另外我还去游览了周边的公园，特别
是一个体育中心里面有个蹦床公园。
有各式各样的蹦床，让我感受到腾云
驾雾般的体验，跳跃、腾空、落下、再
弹起，简直是一个上蹿下跳的“穿天
猴”，特别好玩！我还去了横店影视
城——号称中国的好莱坞，那里是拍
中国古装戏的地方。里面很大，有很
多仿古建筑，让我了解了一些中国古
代历史！时间过得太快了，一晃四个
星期过去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
了中国回到美国。
 假期里我去了两个不同的地方，
我得到了同样的欢乐，还享受到了满
满的友情和亲情！ 

 

 

 为了帮助海外华校更好地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教学产生的影
响，拓展华文教育互联网教学模
式，推进海外华校自身互联网教
学的运行，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于北京时间 6 月 8—10 日召开第
二届华文教育互联网教学研讨会 , 
会议采用多方视频连线直播的形
式对华文教育互联网教学的未来
发展趋势进行深入探讨。参会人
员包括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互
联网教学有合作关系的教育机构
代表、海外华文学校代表、华文教
育领域的专家等， 会议主题有五
项，1．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海
外华文教育所受到的影响及应对
方案；
 2．5G 技术的互联网环境下，
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3．
当下海外华校需要的帮助；4．疫
情过后，网络教学与学校课堂教
学如何协同发展；5．互联网教学
相关的培训等。 华夏中文学校代
总校长张凉受邀代表华夏中文学
校在会议上就“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下海外华文教育所受到的影响
及应对方案”做了主题发言。以
下是发言全文：
 尊敬的会议主持人于晓秘书
长，各位与会的海外华文学校的
同仁们，大家好！ 非常荣幸，我能
够代表美国华夏中文学校麾下的
22 家分校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前一
段时间在疫情中的实战经历。首
先简单介绍一下学校的背景，华
夏中文学校创建于 1995 年 2 月，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由刚开始
的七十多位学生增加到目前的
7000 多位。二十二所分校遍及
新泽西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
和康涅狄格州。学校有中文老师
四百多位，教授汉语拼音和简化
字，服务对像主要是家庭中母语
为中文的第二代华裔，也开设针
对非华裔学生的 CSL 班。 

一、 疫情初期的艰难决定
 2020 年 春 节 前 后 在 武 汉 爆
发的疫情牵动着中文学校师生家
长的心， 也打乱了新学期开学的
节奏。武汉封城，华人春节期间
大批回国探亲的现实，使分校管
理层直接面对家长拒绝送孩子来
学校的压力，而此时，美国社区仍
是祥和平静，如何向美国的校舍
租赁方解释停课理由也是相当棘
手。华夏总校听取各分校反馈意
见，于 1.25 号给出 5 点建议， 包
括 1. 取消春节联欢活动。2. 参照
分校所在的公立学校的决定是否
正常开课，3. 如分校照常开课，家
长可自行决定是否送学生上课。
但正常上课的同时，各分校严格
控制近期从中国回来的学生及家
长自动隔离两周。各分校在此基
础上纷纷出台应急对策：包括千
言长信论述返校理由，同时提出
满足停课的条件，组织医疗顾问
小组提供专家意见，为返校准备
充足的消毒和防护用品， 同时着
手预备随时转入网课的条件。为
之后成功开展网络教学赢得了宝
贵的 3 周时间。
二、充分的准备 - 师生和家长的
网课培训
 二月初， 各分校着手寻找合
适的网课平台，有的大校直接购
买了 zoom 的付费教学平台。义
工们边摸索边制作出教师版和学
生版的程序操作手册， 并有条不
紊地组织教师网课培训，学生和
家长的模拟练习。 正因为有了这
些系统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硬件
和技术的支持，为之后的网课顺
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之
后的网课实践中，分校每周上网
课会配备技术支持人员，以应对
各种突发的技术问题， 让教师可
以专心上课。
三、网课的挑战
 1、教师对网课的课堂控制程
度是个挑战。为此，分校培训老

师准备内容丰富的课件，总校也
提供培训，介绍网课互动工具，网
上考试形式等。幸运的是，华文
教育基金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实景课堂课程、动漫中文课程都
吸引学生的兴趣，保证学生的课
堂注意力。
 2、因为疫情，分校开设的需要
场地的兴趣课，体育课无法避免
地停止了。但值得欣慰的是不少
家长愿意把余款作为捐赠，或留
为下学期的抵扣金， 也说明家长
对学校的信心。另外，华夏总校
传统的校际间比赛也都不得已被
取消了，但总校同时推出了替代
的网上比赛和活动，得到了分校
家庭的积极回应，保持了学生和
学校间的凝聚力。
四、新学期的何去何从
 新学期面对挑战，我们将继续
发挥集团军优势，巩固在华人社
区的影响力， 稳步扩大生源。最
后，我想引用两位分校长的分享
作为今天的结束语：今年的疫情，
我们变危机为转机，老师们积极
参加各种培训，提升中文教学水
平和网络运用技能。相信这种变
化对学校未来的发展也是会有帮
助的。即使回到实体课堂，这段时
间积累的网课经验可以跟传统教
学融合一起。 今后下雪，本地学
校因故关闭我们都不用停学了。
在传播中华文化的道路上，我们
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止。“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谨以
此句与各位共勉。谢谢大家！

搭桥铺路探难题，模仿训练写作文 
马立平六年级海外中文作文教学中的一点体会  普兰斯堡分校六年级教师    彭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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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分校多次组织募捐胸怀大爱回馈社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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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立平海外儿童中文教材》
的中文作文教学安排，是从六年
级的第二单元开始的。老师面对
的是一群 10 来岁的孩子，绝大部
分小孩的母语并不是中文，教他
们用中文写作文，是一件非常艰
难的任务，是老师和家长共同面
对的难题，也是每位老师必须不
断探索的课题。本文就此作一探
讨。
靠造句搭桥，写生活经历
 如果要求六年级的小孩，很多
母语还不是中文，一开始写作，就
能写出完整的中文文章，既不现
实，也很难实现。但可以从造句
开始，老师通过学生的造句内容，
发现他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找到
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有意识
的加以引导，让他们通过造句，关
注自己的日常生活，写出自己的
内心感受。
 比如用“调皮”造句，很多同
学写的是“我的弟弟（妹妹）很调
皮”，或者“我家的小猫（小狗）既
调皮又可爱”等。这样的造句，虽
然很短，但它描写的是同学们的
真实生活，通过这样的句子，让同
学们从观察弟弟（妹妹），或者小猫

（小狗）的行为入手，列出日常生
活的点点滴滴，把其中认为是调
皮的内容逐一展开，一条条的写
出来，从写一句话开始，慢慢要求
写出一段 150 字左右的短文，这样
以造句为桥梁，用同学们的生活
为题材，在课堂上，老师的教学有
比较丰富的素材，回家后，同学们
写作文时也有切身体会，通过这
样循序渐进的诱导，不知不觉中，
一篇篇生动活泼的文章就写出来
了。
用教材铺路，从细节入手
 同学们在作文写作中经常会
觉得，写上一两句话后就无话可
说，或者总是重复相同的几句话，
比如写我的爱好（画画），总是“我
喜欢画画，它很有趣，我从小就开
始学画画，它是我最喜欢的爱好，

我每天都要画画”，等等。这样的
文章短小无物，空洞乏味。针对
这样的情况，课堂教学可以用教
材中的经典文章为范本，从分析
教材中文章的结构开始，让同学
们依样画瓢，从细节描写入手，把
文章写得言之有物，有滋有味。
  比 如 课 文《小 松 鼠》中 对 松
鼠过马路的描写，非常详细，每个
细节都刻画的仔细入微。布置作
文《写一种动物》时，要求同学们
首先回家后，观察自己喜欢的动
物的生活细节，比如有的同学要
写小狗吃食物，就要求列出小狗
喜欢吃的食物，不喜欢吃的食物，
要观察小狗吃不同食物时候的动
作、表情，身体、嘴等的姿势等， 还
要求举出一个自己经历的例子，
写出与小狗的互动过程等。
  通过这样以教材为蓝本，强调
细节观察，同学们在下笔写作前，
其实已经对所要描写的对象有了
比较深入的了解，发现了它的特
征，做到心中有数。下笔写作，就
是把这些观察、思考和互动的结
果一一写出，徐徐道来，这样的文
章，既丰富生动，又有趣耐看。
以《谈作文》为主导，强调模仿练
习
 马立平六年级教材中有八篇

《马老师谈作文》，通过讲解作文写
作中相关的主题、开头、中间、结
尾、用字、语序、文章修改，以及兴
趣培养等各个环节，让学生了解
一篇作文涉及的方方面面，逐步
培养学生的中文写作能力。在作
文练习部分，通过“写一个物件”、

“写一个过程”、“写一件小事”和
“写一个人物（动物）”等，培养学
生的写作能力。如何用好《马老
师谈作文》这样的指导性文章，
如何围绕作文写作来讲解每篇课
文，如何在写作训练中给与同学
们更多、较好的帮助等，这应该是
作文教学中需要思考的内容。
 其中的一个做法是，每课堂讲
解所学课文时，把课文作为同学

们写作的范文，结合《马老师谈作
文》中每篇的不同内容，根据课文
的主题、开头、中间、结尾、结构特
点和写作方式等逐一讲解，让同
学真正明白每篇课文各部分内容
间的衔接、联系等。在布置写作
练习时，因为课堂上已经就每篇
课文在主题、选材、文章内容、分
段和各部分段落的衔接等方面进
行了仔细讲解，所以每次作文，其
写作要求就是希望同学按照课堂
讲解的内容，完完全全模仿所学
课文的写作特点，完成作文写作。
   这样的课文讲解和模仿练习，
让同学在写作时有章可循，有（方）
法可依（靠），同学写作文也比较顺
手和轻松愉快。
用英文思考，写中文作文
 马立平六年级海外教学，老师
面对的大部分学生是母语为非中
文（或者英文）的一群 10 岁左右
的小孩，如果让他们用中文思维，
以中文方式来构思一篇作文，那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他们
跳过他们的母语，直接用中文写
作，也是很难办到的。基于这样
的认识，应该允许他们在作文写
作的时候，用他们习惯了的英文
构思文章，用英文打底稿，从英文
翻译成中文。
 老师要做的事，是把他们作文
练习中特别典型的错误，一些与
中文的用词、语序、表达和结构不
符合的例子挑出来，通过课堂讲
评，把正确的中文说法，与他们的
这些错误进行比较，这样的讲解，
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他们逐步理
解中文与他们的母语的区别，会
慢慢加强他们的中文思考，争取
最终能形成他们思维上母语与中
文的自由转换。
 以上是我教《马立平海外儿
童中文教材》六年级中文作文写
作的一点粗浅认识和教学探索，
虽然有些效果，但也非常不尽完
善，在教学的道路上，我们将继续
探索，永无止境！

 无疑，2020 年的这场新冠疫
情无论对于哪个国家来说都是一
场灾难。有人戏言：新冠疫情阻
击战，中国人打上半场，全世界打
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尽管
这是个段子颇有些自嘲的意味，
但却非常准确地形容了海外华人
在抗击疫情中的出色表现。二月，
当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奔腾
人作为海外华人一分子，在华夏
总校发起号召后，奔腾中文学校
积极响应，仅仅几天时间新老家
庭共献爱心，最后筹得善款 25,000
美金，捐给了武汉同济医院。
    武汉出现拐点之时，海外游子
还未来得及庆贺，新冠病毒紧接
着肆虐美国，转眼间新泽西州成
为重灾区。中国是我们挚爱的故

乡，美国是我们生活的家园，祖国
有难我们义不容辞，帮助社区度
过难关也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责任
和义务。疫情紧急，周边各单位
以及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社区服
务人群都急需口罩。
 为了对抗疫情，支持社区，在
获知口罩货源渠道的第一时间，
由教务长刘彬老师和先生牵头，
华夏奔腾中文学校全体校委会人
员于 4 月 2 日晚上召开了紧急远
程会议。会上 21 位校务人员即
时达成共识，大家都表示愿意个
人捐款帮助所在社区抗疫情度难
关，并在一天不到的时间内通过
Venmo、Zelle 以及 PayPal 途径筹
得捐款。
 从 4 月 10 日收到第一批口罩

至 4 月 16 日，奔腾校务人员从取
货到分装，分几次将口罩送到了
学校所在市镇 Parsippany 及周边
的 Mountain Lakes 和 Fairfield 的
市政厅、警察局、消防局、教育局、
救急中心、邮局以及老人公寓等
机构。各受捐部门负责人都非常
感动，盛赞我们的善举。在这个时
候，我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团体，我
们表达的是“海外华人”的爱心。
 华夏奔腾中文学校只是众多
华人团体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战
疫中，华侨华人向世界展现了有
责任感、有担当、胸怀大爱的形
象。病毒无情人有情，只要全人
类团结起来，战胜疫情曙光在即。
同舟共济，爱心无界！
                        （奔腾分校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