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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
所教的东西”这句名言让我明白了
教学的艺术关键在于培养孩子学
习中文的兴趣，尤其是中文作为他
们的第二语言，兴趣的培养尤为重
要。作为老师，我们应该要从孩子
出发，充分考虑孩子与孩子之间的
相同和不同点，因材施教，潜心研
究，才能让孩子真正爱上中文的学
习。
	 通过这段时间的教学，我感到
学生学习的兴趣来自两个方面：直
接兴趣和间接兴趣。

一、 直接兴趣
	 学生的学习的直接兴趣是来
自课堂。课堂是师生互动，心灵对
话的舞台，教师如果以充沛的感
情，民主的作风，渊博的知识，亲切
的语言去感染学生，让他们敢想、
敢说、敢做，在这样的课堂氛围里，
学生学起来就会感到轻松愉快。
具体要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
力去做：
	 1. 认真备课，以极强的驾驭能
力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应该要认真备课，讲究教
学方法和教学艺术，努力把每堂课
上好、上活，上得有趣，让学生回味
无穷，学生从心底里喜欢上你的
课，这样，才能激起学生高昂而持
久的学习兴趣。当我们精心准备
一节课，上课的时候思路清晰、教

学内容层层递进，教师语言严谨，
学生也会积极上课，兴趣盎然，学
习中文也能事半功倍。
	 2. 教学方式新颖灵活，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课堂上教师要尽量利用形式
多样、灵活生动、生动活泼的教学
方式保持教学的新颖性，使学生自
觉自愿积极主动的参加学习。例
如，记得今年的复活节恰逢春假，
但为了让孩子体会不一样的复活
节，我们将复活节和学习中文相结
合，让孩子以竞赛的形式，以答对
认识的字数的多少来获得复活节
的小礼品。在竞赛的现场，孩子们
热情洋溢，积极作答，当拿到作为
礼品的复活节蛋，脸上满是欢喜，
这一幕也感染了在场的老师们，让
我们也感受到了孩子学习中文的
积极性，这也让学生上课的积极性
提高了。
	 3. 利用教具、多媒体吸引学
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多媒体进教室，已经是当前教
学活动的一项重要的形式。它以
有趣的音乐、图像、颜色、画面、动
作，强有力地吸引着学生，它可以
将教学中很多抽象的问题通过课
件展示变得直观形象、浅显易懂，
减轻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兴趣。
	 4. 表扬、鼓励与赏识相结合，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课堂上，能及时地对学生进
行表扬、赏识，对帮助学生认识自
我，建立自信心，都有很大的帮助，
也能有效的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
积极性，大家都有同感，学生非常
渴望得到教师的欣赏和关注，教师
的一句鼓励一次表扬也许会让学
生铭记一生。教师在课堂上对学
生的表扬和鼓励方式尽可能多样
化，如“做的不错”、“你的方法很
好，你的想法有新意”、“你的头脑
很聪明”、“你进步多了”等语言经
常应用，无疑会拉进师生之间的距
离，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 间接兴趣
	 一个注重师德的教师很受学
生的尊重，在教学活动中，教师除
了运用知识本身的科学性和趣味
性唤起学生情感的共鸣外，还应该
以自己的情感去感染学生，另外教
师的言行举止，乃至穿着都会对学
生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教师应该
要以最佳的精神状态登上讲台，以
饱满的激情投入到教学活动中，用
生动的语言去感染学生，这必将增
强教育的感染力，会让学生更加投
入自己的注意力在中文的学习上。
	 “成功的教学所需的不是强
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我相信
通过我们的努力，会调动起学生学
习中文的最大的兴趣。

	 5 月 6 日，王宏总校长和潘仁南副校长代表华夏中文
学校出席表彰会，从总领事黄屏大使手中接过奖牌。华
夏创建于 1995 年，是一家由义工组织的周末学校，多年
来致力于海外华文教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四千多
毕业生。华夏拥有学生七千人，是美国最大的华文学校。

	 我一直觉得，即使女儿课余不
学任何的才艺，我也希望她能学中
文，因为即使她出生在美国，学习
中文不仅可以让她更好地认识中
国文化，也能帮助她更有清晰的身
份认同。但父母的期望不等于孩
子的需要。一些华人父母有心送
孩子去学中文，但如果孩子自己不
愿意学，效果并不好。我有个朋友
送孩子去中文学校，但孩子非常抗
拒，“学”了几年连自己的名字也
不会写，而且向父母讲明，你让我
去学中文是浪费我的时间也浪费
你们的金钱。
	 在考虑送女儿去学中文时，我
不敢随便选一间中文学校就让女
儿去读，怕去了一间不好的学校，
如果女儿学中文的兴趣由一开始
就被打消，那以后让她坚持学中文
就难了。后来听朋友介绍说史泰
登岛的华夏中文学校很好，她的小
孩已经在华夏中文学校读了几年
了，非常喜欢。华夏中文学校我是
听说过的，学生家长参与管理、非
牟利的模式让我喜欢。于是试着
把女儿送去。
	 其实送女儿去中文学校时是

二月第二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并不
是好的时机。因为别的小孩是九
月份开学的，都已经读了一个学期
的中文了。但我打算暑假把小孩
带回中国时送他们进家乡的幼儿
暑期班，我不想他们到时一句普通
话都不会听不会讲，想着插班就插
班吧，学到一点算一点。
	 叶校长说刚好有一个新开的
班，全是插班的新生，我就更觉得
应该送女儿去了。叶校长亲自教
这个新班，她很有爱心耐心，后来
女儿说叶校长是	“The	best	teacher	
ever	(	最好的老师）”。我女儿有点
怕生，班上有个女孩对我女儿非常
友善，主动帮她，带她去兴趣班的
画画室，女儿一去中文学校就有
了好朋友。女儿去试课一天后，我
问她喜不喜欢，她没说话，但点头。
我觉得是老师和同学形成的友善
的氛围让女儿没有抗拒去中文学
校。
	 后来的每个星期六，女儿愿意
早起，愿意出门去中文学校，我已
觉得成功了一半。朋友建议，一开
始不要担心小孩学多学少，让她坚
持两三年，养成一个习惯，那以后

你不让她去中文学校她也要去了。
她说她家两个小孩就是这样，在中
文学校有朋友了，去中文学校变成
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女儿也是
因为喜欢中文学校的瑜伽课，觉得
中文学校好玩。
	 女儿在中文学校已经读了一
年了，成效不算很好，学过的一些
字都没有认出来。我自己其实也
要检讨，没有做到天天陪她和督促
她做中文作业。但女儿确实也显
出了一些进步：因为写生字多了，
认识了笔画笔顺，给她一个生字，
她基本知道正确的写字笔顺；学了
拼音，给她一本带拼音的中文书，
除了个别字，她基本能按拼音读出
来。我觉得只要能读拼音，读多
了，就会认得更多的字；知道了拼
音，就可以查字典，可以自学；知道
了拼音，就可以打字。女儿有时拿
我的手机打拼音，在我的帮助下能

“写”出她想写的句子。我觉得这
是好的开始，只要坚持，女儿在学
习中文方面会进步越来越大的。
	 我觉得让女儿学中文是正确
的选择，送女儿去华夏中文学校更
是正确的选择。

本期编辑：叶翠（史泰登）/
刘宏杰（李文斯顿）

浅谈如何培养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
   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   张杏榆老师

史泰登分校教学及文体活动一组

“寻根之旅”预热进行中  总校外联中心众义工戮力服务社区

女儿学中文   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  李喜丽

华夏教坛

家长交流

华夏喜获纽约总领事馆颁发的
“社区服务贡献奖”

	 " 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 "
是中国侨联举办的华文教育品牌
活动，在海外的各种夏令营中备受
欢迎。2018 年夏天的华夏寻根营
完美收宫，家长和学生们都受益非
常。
	 华夏总校外联中心主任王虹
从去年就开始和有关部门积极联
系，随时和团队沟通，做到万无一
失。不负坚守，侨联关于夏令营的
活动终于落实了，我们华夏总校外
联中心披上战袍马上投入了报名
工作，周三 5 月 1 日在华夏公众号

上发布了夏令营即将报名的通知。
	 华夏各分校的校长们以及许
许多多的义工和家长一起大力宣
传，及时将通知传达到各个分校和
社区。
	 制作报名表的工作十分繁琐，
需要收集几十条信息，刘伟红和黄
志一点灯熬蜡工作到凌晨，连续奋
战了三个夜晚，和李丽并肩合作，
保证了周五 5 月 3 日晚 7 点准时
在华夏公众号发布“四川营”报名
链接。
	 外联中心团队整个报名期间

及时处理技术问题，解答家长问
题，杜红梅实时检收付款信息。截
止当天晚上 11 点半，全部名额就
已经爆满，并且有十几位学生在候
补表上。
	 马不停蹄，黄志一和杜红梅紧
接着核对报名及付款名单，在周日
5 月 5 号下午正式发出了“四川营”
录取通知书。
	 接下来的各个寻根营报名将
陆续在华夏公众号或者菜单上发
布，请广大华夏家长和社区朋友们
继续留意和支持！													
																													（供稿 / 黄志一）

我喜欢中文学校
史泰登分校  伍升平（Stella Eng） 
	 我叫伍升平，我今年六岁。我
每个星期六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因
为我想去中国，在中国我要看中文
和讲普通话。中文学校有瑜伽课。
我喜欢瑜伽课，瑜伽课很好玩，我很
开心！我喜欢中文学校！

我爱我的家
史泰登分校 李文倩 (Betty Li)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家里有
我、爸爸、妈妈、阿姨和外婆。你们
想要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吗？那么
请听我说。
	 首先，我先介绍我自己。我叫
李文倩，我今年十三岁，在布鲁克林
出生长大。2017 年，我和我的家人
搬到了史泰登岛生活。我在很小的
时候就学中文，一直没有停过。我
喜欢唱歌和跳舞，也很喜欢做不同
的运动。在小学时，我曾经喜欢排
球，也喜欢和朋友一起玩足球和篮
球。在朋友和家人的眼中，我有时
候是一个女孩子，有时候是个假小
子。
	 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很喜欢他。他很疼爱我，每天晚
上睡觉时他总是来看我有没有盖好
被子。他很想教我中文，但是他需
要工作，所以没有时间教我。每次
我想要他帮我做事，他都一定会做。
每天下班后他都很关心我，我哭时，
我的爸爸会感到沮丧，他会安慰我。
	 我的妈妈对我也是很好的。她
不仅每天都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给
我吃，而且还教我怎么打扫房间，从
那以后我就喜欢整理我的房间。我
的妈妈也很关心和爱我，每天放学
回家后，我都会打个电话给我的父
母报平安。
	 除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还有一
个姐姐。她今年二十二岁。她今年
五月大学毕业，她的愿望是做一名
老师。我的姐姐对我非常好，她教
会我很多东西。
	 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姨妈，她很
爱我，关心我。每天都要给我打三
次电话。她现在搬去拉斯維加斯，
我很伤心，因为我很想念她。
	 我还有一个爱我的外婆，因为
我是我的外婆带大的。我在心中暗
暗发誓，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孝顺她。
	 我很幸福！我的家人关心我，
我非常爱我的家人。

一次难忘的活动	

史泰登分校 赵笑野 (Sean Zhao)			
	 每个人都有难忘的活动，我也
不例外。要是你问我最难忘的活动
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我星期三的学
校活动。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三。	
那天，我早早地到达了学校，和同学
们一起坐上了一个大巴，好不容易
坐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这个旅游
景点。
	 我跟我的同学们先去了一个景
点。那个景点像一个牧场，在一座
山的附近，那里的楼是用木头做的。
在这个旅游景点里，我们自由地玩
了很多东西，比如打篮球，骑马和爬
山。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骑马。记
得我骑的马是棕色的，让我一眼就
爱上了它。爬上马的一瞬间，我站
得很高，看到了许多远处的美景。
当我骑上马，在草地上驰骋，在森林
里奔跑，不禁心中感叹：骑马真好
玩！除了骑马之外，我们还蹦了床
和爬了山，我们看到了许多美丽的
风景。
	 爬完山，我回到我的房间，收拾
我的衣服，跟我的朋友一起坐了两
个小时的车回家。回到家后，我的
心久久不能平复，这真是一次让人
难忘的活动啊！

梦里世界
史泰登分校 王妤婕 (Janel Wang)
	 我一直觉得人在做梦的时候是
在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一个未知
的理想世界。在梦里可以是一个新
的开始，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战
斗、没有歧视，只有互敬互爱的和谐
世界 , 也许在我们的梦里我们都能
活得更快乐 !
	 但梦终会有醒的时候 ,	所以我
们应该好好地珍惜现在的生活状
态，因为我们身边有爱我们的人，有
我们追求的梦想。如果我们都积极
快乐地面对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	真
实的世界也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小松鼠
李文斯顿分校 标准中文四年级 

 康凯琳     指导老师：武国珍
	 小松鼠是我最喜欢的动物。它
们很可爱。小松鼠通常是棕色的。
还有一条大尾巴。我喜欢看小松鼠
爬树。它们爬得很快。它们爬树很
快是因为它们是爬树高手，我喜欢
追它们。不过，他们跑得太快了我
追不上。它们喜欢吃坚果。一到秋
天我家的院子里有很多坚果，所以
它们来到我们家的后院吃坚果。冬
天的时候，松鼠们保存它们秋天找
到的坚果。冬天的时候我就看不见
松鼠了。
	 总之，小松鼠是我最喜欢的动
物。

可爱的小狗
李文斯顿分校 标准中文四年级 

赵家毅    指导老师：武国珍 	
	 我最喜欢我家的小狗。它的名
字叫小小，它很可爱，我看见它就想
抱抱它。它最爱跑步，跑得很快像
闪电一样。它是黑色的，长的也很
壮。它在家里活蹦乱跳的。它眼睛
是蓝色的。它也总是想要我抱着它，
它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我很爱它，
它给我它的爱，它就像是我的家人。
我很喜欢它，我老是希望它在我旁
边。你会喜欢它吗？我很喜欢。它
也很听话。我叫它坐它就会坐下，
它还会跳圈呢。它很聪明，也很乖
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小
狗。

海 豚
李文斯顿分校   标准中文四年级 

梁思羽      指导老师：武国珍		
	 我看过海豚。世界各地的水族
馆都有海豚，我觉得这是因为世界
各地的人们都喜欢海豚吧。海豚很
聪明，它们会表演很多很有趣的节
目。我喜欢看海豚钻圈，它们看起
来非常优雅。
	 全球暖化使很多世界各地的动
物都绝种了。因为人类，很多稀有
的海豚品种也已经灭绝了。很多喜
爱海豚的人都不知道他们丢弃的垃
圾可能会有一天汇进大海里，并进
入海洋动物的肚子里。
	 我希望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学
会妥善处理他们丢掉的垃圾，保护
我们的大自然。这样更多的人就可
以看见海豚了。

我最喜欢的动物
李文斯顿分校 标准中文四年级 

郑雨君  指导老师：武国珍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猫。	
	 猫有大大的眼睛，和长长的尾
巴。猫有各种颜色。它也有很多漂
亮的毛。毛有长的，也有短的。猫
会跟你玩。它也跳得很高。最后它
还会抓老鼠。小猫也很可爱，它们
能陪伴你给你带来快乐。
	 我最喜欢小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