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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课堂和课外作业
七册一班&一册一班教师     庄逸红

	 为什么要使用谷歌课堂	(Google	Classroom)呢？因为我看到随着中文
学习年限的增长，学生的中文朗读基本功在逐渐的丧失，尤其是那些年龄
稍大的学生，中文学习已经7到8年了，他们基本上已经学成了中文哑巴，
连最起码的普通课文朗读都无法做到，更不要说用中文来表达沟通。即
使有的学生能断断续续地读上半段一段也是错误百出。如何解决这个问
题？用每周2小时的课堂时间去逐个纠正他们的发音，显然是不够的。
	 于是我发现了谷歌课堂作为谷歌平台推出的辅助教育的特殊功能，
它可以让我和学生之间快速无障碍分享各种文件，可以让我的声音及时
地送到他们的耳中，每次课后我会上传我的课文朗读，并且附上朗读的要
求和截止日期作为他们的朗读作业，学生们可以反复跟听我的音频模仿
着读，家长们告诉我说为了让自己的录音听上去完整流利一般学生都要
读上很多遍课文，最后他们通过谷歌教室上传他们的语音让我批改，值得
欣慰的是在不断的模仿中他们的语气和语调都渐渐接近我的要求。例如
课文《东郭先生和狼》，很多学生都读出了狼的装可怜、狡猾和耍无赖的不
同语气。
	 谷歌课堂主要适用于12岁以上的学生。如果学生太小必须在家长的
帮助下运用谷歌课堂，成功与否和家长的督促有关。对于教师而言谷歌课
堂不仅可以布置各种作业（朗读作业，深度阅读和写作作业）以及分享各
种视频音频文字材料，同时教师们还可以快速创建和整理作业等等。最重
要的是学生们也可以轻松主动与教师私下直接沟通，变被动学习为主动
出击。	

我的学生会喜欢上汉字吗？学前大班教师  马俊

	 2018年开始我在华夏博根教学前大班，我有一儿一女，跟很多妈妈一
样，我整天苦恼如何让孩子多说多学点中文。眼看着越来越多年轻的外国
人中文越说越好，我的心里在琢磨，为什么这些外国人会这么喜欢中文，
而我的小孩就不喜欢呢？身为妈妈，我为什么没能引导自己的孩子喜欢
上自己的文化呢？与其逼自己的孩子去中文学校学中文，不如先由自己
做起。两年半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来到华夏博根教中文。我给自己
定的教学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让小朋友们喜欢上中文。因为只有喜欢上一
样东西才能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学习语言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被动就不
可能持久。
	 当然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种种问题。比如：学生不愿写字；有的学生
完全听不懂失去了兴趣；玩游戏玩得有些小朋友哭了；最尴尬的是我自己
在白板前拼了命的边唱边跳的时候没学生跟着我一起唱和跳。对于在美
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中文也许是一个很陌生的语言，让他们学习中
文可能就像让他们学猫之语一样的困难。
	 我让孩子们先画再写，因为图案就是最初的文字，学生由此可以对
比图和字，帮助记忆。我慢慢的发现在课堂上不停地提问，不停地让学生
思考，能引发他们对新事物的兴趣。讲与课堂内容相应的故事、做简单的
游戏和手工也是课时里必须的环节。现在每学期开学的第一节课，第一
件事我会跟学生们说：“来！我们玩一个叫Copy	Cat	的游戏!	老师发什
么声音，你们就发什么声音。”	我能看到教室里一双双眼睛盯着我一动
不动。这个时候我唱：“喵喵喵、喵喵喵……”下面一片整齐的回声：“喵喵
喵、喵喵喵……”	我接着说：“大家仔细听，老师的声音要变了。”我接着
唱：“一二三、三二一……”小朋友们又整齐又大声的跟着我唱：“一二三、
三二一……”
	 我不知道我教的学生中有几个会喜欢上汉字？但是我自己在不知不
觉中已经迷失在寻找每个字的来源和故事里。为什么‘阳’字有个耳朵旁，
和耳朵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右’字有个口，‘左’字有个工？为什么‘零’
字这么难写，和其它数字长的不一样？为什么‘我’字没有人字旁，难道我
不是人吗？多么有趣的问题，我想带着我的学生一起探索这个汉字王国，
一起成长。

万圣节
中文四册班 阎鑫泽

指导老师 孙长慧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万圣节。
每年的10月31日都是万圣节，这一
天小朋友最高兴，因为这一天我可
以穿上自己最喜欢的皮卡丘衣服，
妹妹可以穿上她最喜欢的爱莎公主
的裙子。我们和好朋友一起到邻居
家去要糖果，还会说：“不给糖果就
捣乱！”邻居们会给我们很多的糖。
每年万圣节这一天我们要糖果都会
要到晚上天黑。走在路上，看着好多
人家都在自己的房子前面和大门上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搞怪的装饰品和
南瓜灯，有的是吓人的动物、有的是
可怕的怪物，有时候怪物们很逼真，
吓得我们尖叫。回到家后，我和我的
好朋友一起分享糖果。
	 在万圣节，爸爸妈妈还会带着
我和妹妹去摘南瓜，回家后我和妹
妹给南瓜贴上大大的笑脸，把南瓜
放在门外。然后，没几天小松鼠们会
把南瓜子吃得很干净。
	 万圣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那
一天真是最开心的一天！也是我们
糖果吃得最多的一天。期待着新一
年的万圣节快快到来！

自我介绍
中文八册班 杜宇峰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的中文名字叫杜宇峰，英文
名字叫Calvin	Du。我今年十一岁了，
在英文学校读六年级，中文学校读
第八册。我家有妈妈、爸爸、弟弟和
我。我弟弟的名字叫杜宇飞。我很爱
我的家。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最
喜欢吃的食物是香草冰淇淋，最喜
欢玩的东西是电子产品。我喜欢玩，
我不喜欢做作业和打篮球等活动。
我最喜欢的英文学科是科学课和体
育课。我的爱好有象棋、乒乓球和画
画。我的特点是：聪明但是力量小，
也很懒。我现在在学三种语言：西班
牙语、英语和中文。我不知道我长大
后会做什么，但是我想有一个好工
作。

我叫王洁儿
中文八册班 王洁儿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有三个名字：王洁儿，Tina，还
有妞妞。
	 我的中文名字是王洁儿。有

“洁”在我的名字里，是因为妈妈希
望我是一个爱干净，纯洁的好孩子。
	 我的英文名字是“Tina”。妈妈很
喜欢名字有“na”在后面。爸爸英文也
不太好，所以他们就起一个好听好
说又好写的名字。
	 我的小名是妞妞，因为爸爸妈
妈觉得我很可爱，就给我一个很可
爱的名字。
	 我有很多爱好。我喜欢看书、画
画儿和做运动。

我是陈贝西
中文八册班 陈贝西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叫陈贝西，耳东陈，宝贝的
贝，西方的西。我来自中国福建省福
州市，我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我
的妈妈非常喜欢一部德国的电影，
主人公的名字叫茜茜公主，端庄大
方，善良勇敢。爸爸妈妈希望我像茜
茜公主一样被人宠着爱着，被宝贝
着，所以叫我陈贝西。
	 我是在二ＯＯ五年九月六日的
中午十一点整出生的，为了这个所
谓的好时辰，可没让我的妈妈少受
罪呢！我今年十四岁了。我的兴趣
爱好广泛，有画画、滑雪、音乐，当
然，还有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帮助
别人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快乐和多看
看这个世界的机会。通过这些活动
我亲眼目睹过人间疾苦也感受过来
自陌生人的温暖，让我看到了这个
世界不一样的一面。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梦想
是陪我睡觉的东西，没有它我会失
眠。”对于我来说，梦想很重要。我的
梦想是成为一个能帮助到别人的
人，尽我所能地去帮助所有我能帮
助的人。所以我要好好努力，这样就
可以有时间和金钱去帮助那些需要
我们帮助的人。或许我一个小小的
举动，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但却可
能让那些没感受到太多温暖的人感
受到来自这个世界的善意与温暖。
	 我很喜欢下雨天，因为雨的声
音很神奇。开心时的雨声就像是音
乐一样，是来自大自然的交响乐；
而难过时听雨，就像天空在默默地
聆听着你，用雨声轻轻地拍打在你
的心弦，仿佛它在以它独特的方式
来安慰你一般。我最幸福的时候是
在下雨天听着音乐画着画，手里捧
着暖暖的奶茶，仿佛一切都静止
了……

	 快乐其实很简单，放松心态，让
一切顺其自然，不要着急，因为有些
事情着急反而越办越乱。生活是这
样，学习亦是相同。

我叫李金玥
中文八册班 李金玥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金玥。“金”
表示像金子一样宝贵，“玥”是一种
神珠，也是一种珍贵的宝石。外公给
我取名“金玥”代表我的到来是上天
给我们大家庭很珍贵的礼物。
	 我的英文名字Angela，Angela这
个名字来源于希腊，表示天使的意
思，代表我妈妈希望我长大后像天
使一样好心，给世界带来美好。
	 平时我妈妈叫我小名“安宝
宝”。小时候我妈妈希望我多学习一
点中文，也多了解一点中国的习俗。
所以在我两岁时送我回中国上了两
年幼儿园。当时大家用中文发音来
叫我的英文名字。Angela用中文说是
安吉娜，所以用第一个字安，然后加
上宝宝，因为我是她的宝贝。
	 我喜欢的乐器是长笛和钢琴。
我平时最喜欢阅读，和画画。我每周
都会从图书馆借很多书回家。做完
作业以后，我喜欢读书、画画、打排
球等等。

自我介绍
中文八册班 张思翌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 姓 张 ，名 思 翌 ，英 文 名 叫
Alice。张是张开的张，思是思考的
思，翌是翌日的翌。我父母希望我能
多思考明天所以给我取名为思翌。
我还有个小名叫柚柚，是柚子的柚。
我的爸爸妈妈在吃柚子的时候，想
起要给我取个小名为柚柚。我的英
文名Alice，就是指善良。我妈妈希望
我能有颗善良的心。她也觉得Alice
这个名字很好听，而且没有很多人
叫这个名字。我很喜欢我自己的名
字。我的爱好包括打篮球、弹钢琴、
玩魔方等等。

我叫钟玉婷
中文八册班 钟玉婷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的中文名字叫钟玉婷。钟是
闹钟的钟，玉是玉石的玉，婷是女字
旁加亭子的亭。我的父母希望我长
大以后亭亭玉立，所以给我取名叫
玉婷。我的爸爸姓钟，所以我也姓
钟。我是跟着我爸爸的姓氏。我的英
文名字叫Serena。Serena的含义有很
多种。其中就包括有宁静，沉静，或
淡定的性格。我的爸爸妈妈之所以
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也希望
我长大以后可以淡定地解决任何问
题。我的英文名字的姓氏跟中文的
一样。我的兴趣爱好有画画和吹笛
子。我平常喜欢画国画和水彩。

武夷山夏令营
中文七册一班 江露曦  

指导老师 庄逸红
	 我喜欢旅游，和家人去过很多
地方，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纽约
州、宾州、加拿大多伦多、百慕大三
角洲等等，当然还有我最喜欢的地
方---中国。在中国我也去过很多
地方，香港、浙江普陀山等等，但是
令我印象最深刻和最难忘的是福建
武夷山。
	 在二Ｏ一九年的夏天，我参加
了华夏中文学校举办的寻根夏令
营---福建武夷山营。首先一部分
营员和我们一起到机场从美国搭乘
飞机到中国福建和其他营员会合。
然后我们到达酒店，安顿好行李,然
后休息，为第二天的行程做准备。
	 第二天，妈妈、姐姐、我和另外
十九个营员一起去参观武夷山美丽
的风景。所有的营员都是第一次来
到武夷山。大家都很兴奋，很积极。
我们登上天游峰、水帘洞、一线天，
大家都欣赏了武夷山迷人的山水。
我们还看到了玉女峰，历史悠久的
三棵大红袍茶树。美丽的景色让我
不舍得回家。
	 在这十天活动里，我认识了很
多朋友。我们在一起吵闹，一起玩
耍，一起跳舞，共同合作！在结营时
我们还一起唱了《福建如你》！同时
我还学到很多知识。我学到毛笔字、
象棋、茶艺、HSK 中文考试、朱熹文
化，学习舞狮，还有欣赏了很精彩的

《印象大红袍》。最让我感到骄傲的
是，我代表所有营员用中文在台上
激情演讲，“我为我的祖籍国感到骄
傲与自豪，我爱中国!”
	 大家都要回家时，我很伤心，因
为我不想离开武夷山，离开我的朋
友。这次夏令营给我留下了美好的
回忆！我多么希望我能再次体会这
样美好的时光。

唐人街
中文七册一班 杨静莹  

指导老师 庄逸红
	 纽约是一个很热闹的城市，尤
其是唐人街。唐人街的装饰很有特
色，有很多活动，而且有很多著名的
餐馆。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里。
过年时，唐人街是一个非常喜庆的
地方，这里到处都装饰有“福”字，还
有传统的舞狮游行，唐人街的新年
将许多家庭聚集在一起。人人都穿
着新买的红色衣服来象征运气。我
们挂上红色标牌吓跑一个叫“年”的
怪物，因为根据中国的传说，年害怕
红色、巨大的声音和火光。这就是为
什么每年过年时，我们穿红色衣服，
挂灯笼和放鞭炮的原因。
	 每年，为了庆祝新年，我们吃各
种不同的东西，例如年糕、饺子、海
鲜等等。在纽约，每逢新年，大多数
商店都会出售这些食物来庆祝新年
的到来。
	 您可能会问，平时的唐人街是
什么样的？我的答案是，唐人街一
年四季都很热闹，不同的季节会有
不同的装饰品，街道上总是到处都
是华人，你会听见马路上的吵闹，聊
天的声音，有时在新年的时候还会
听到鼓手男孩在大声打鼓。
	 总之，唐人街是一个很好的旅
游胜地，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出唐人
街的美丽。您必须自己亲自去看看
才能真正知道它到底多好。下次您
去纽约时，请一定要去唐人街逛一
逛，欣赏它的美景。

顽强的小鱼
中文七册一班 何思翰 

指导老师 庄逸红
	 这是发生在我家的一个真实的
故事。
	 一个星期天，上完中文学校之
后，妈妈带我去Petco买两条小金鱼。
妈妈问我：“你要买多大的鱼呢？”
我仔细地看着美丽的鱼在鱼缸里自
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开心地对妈妈
说，“我要一条金色的和一条金色带
黑边的鱼。”我们买完之后立刻回家
把鱼儿们放进了漂亮的五光十色的
大鱼缸里。鱼儿开心地在新家里畅
游。两条鱼开心地在过滤器喷水的
地方迎着水跳来跳去，我给它们喂
了一些鱼食，鱼儿争先恐后地抢食
物，不一会，食物就被它们吃得干干
净净。过了一会儿，我和妈妈出去买
家庭用品。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家。我
迫不及待地去看鱼，突然发现少了
一条鱼，我睁大眼睛到处寻找它。我
问自己，“小金鱼在哪里？”我没看
到鱼的碎片，可是我还是找不到金
鱼在哪里。我问妈妈：“妈妈，你知
道小金鱼去哪儿了呢？“妈妈回答
道:“我哪里会知道？我们刚刚回到
家。”“那这条鱼去哪儿了？”我自言
自语。我们还问了我的姐姐和爸爸。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一直持续
了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过去了，水变得可脏
了。就在爸爸换水的时候。奇迹出现
了。爸爸叫了起来：“快看快看！我
找到了这条失踪的鱼！”我急匆匆
地跑过去看，“它在哪里呢？”爸爸
说:“你猜一猜。”原来鱼就躲在狭小
的过滤器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如此小的地方它怎么吃到食物和游
来游去呢？不管怎么样，我高兴极
了，这条小鱼还活着！我感叹生命
的奇迹，它真是一条顽强的小鱼。我
也告诉自己，不管在什么困难的情
况下，都不要放弃生活。相信总有光
明出现的时候。

冬至
中文二册班 张紫媛  

指导老师 陶丹
	 今天是2019年12月22日。妈妈
说，今天是冬至。冬至是一个中国的
节气。在中国的北方，人们吃饺子来
庆祝这个日子。
	 我们包了白菜肉和虾的饺子。
妈妈把它们做成了白菜的样子。白
菜 饺 子 真
好吃。
	 我 喜
欢冬至。你
呢？

春天
中文二册班 张紫媛  

指导老师 陶丹
	 春天来了！小鸟在唱歌。小草

绿了。白云
在蓝蓝的天
空中飘着。
我 喜 欢 春
天。你喜欢
春天吗？

 2020年华夏毕业考试HSK 4级和5级
将分三区在3月14日-3月15日进行

2020年教学管理会议
将于3月21日下午在中部分校如期举行

实景课堂 《魅力城市—北京》

	 2020年华夏毕业考试HSK	4级和5级将分三区在3/14-3/15进行。目
前总校报名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今年有16家分校共280位学生参加总校
三区统考，其中230位考四级，50位考五级。长岛、奔腾和大费城分校自主
考试。感谢各分校及三区HSK负责义工为报名工作所做出的辛勤劳动。

	 2020年教学管理会议将于3/21/2020周六下午在中部分校如期举行。
会议分学校介绍、高低年级两套并行教材课堂听课、《美洲华语》教材介
绍交流几大部分。总校教学部诚邀各分校校长、董事长、教务长和教务管
理人拨冗参加。感谢中部分校校长王缨和教务长卫东老师率团队组织协
调！

	 2019年12月22日我们华夏博根中文学校中文四册班的学生们参加了
与国内连线直播的实景课堂课《魅力城市—北京》，课程真实多样。
	 课堂上外景老师带着我们领略了北京的千年绝技打铁花、近距离观
看了2008全球夏季奥运会承办各项比赛的鸟巢和水立方，经典绝伦的建
筑，更是“品尝”了正宗京味的炸酱面和驴打滚，由于时空的距离，孩子们
只能看不能吃，最后手工设计环节，内景老师特意为我们的孩子们想到
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带着孩子做贺卡。这要非常感谢家长和孩子们的鼎
力支持，让孩子们体验了一次实景课堂课，丰富了中文教学课堂活动，实
现了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课后孩子的作业是画一幅实景课堂里最喜欢的一个画面,然后写一
写为什么喜欢?	孩子们的作业完成得非常棒，把课堂上所看到的所学到
的充分地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孩子们把自己的想象和绘画才艺运用到
中文课堂上，实景课堂的直播形式让学生们耳目一新，丰富了课堂的教
学手段和方法。		 （文/博根分校教务长 孙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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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教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