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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利分校

	 中文需要掌握2500-3000个高频字，才能比较顺畅地阅读。而学习英
语只需一两年时间便可运用自然拼读规则读出大部分单词，进入自主阅
读阶段。这样一来，我们的学生很快就会陷入“英文在读《哈利波特》，中
文还在学习《狼来了》”的窘境，不利于孩子们保持学习中文的兴趣。儿童
四五岁时具体形象思维能力逐步成熟，能以类似于读取图画的形式整体
记忆汉字字形。这时开始常用字的认读（只认不写），再配以合适的分级
教材，帮助孩子们尽早自主阅读，可以为日后的中文学习打下深远的基
础。
	 我四年前开始在伯克利华夏中文学校教学前大班，几年来我试用了
几种教材、读物进行识字教学。回顾这些尝试，以慢兔出版的《识字歌谣》
为基础的集中识字效果较好。这是一套零基础识字书，每单元通过一首
歌谣引入10-12个新字，一学年30周可以学习约300个字。歌谣朗朗上口，
适合低龄儿童诵读，中文口语水平有限的学生学起来也没有很大障碍。
课堂教学以歌谣->字->词->歌谣的顺序展开，符合字不离词、词不离
句的宗旨，涵盖音形意三方面。有了这300个字的基础，孩子们可以阅读
一些简单的图画书和分级读物，给后续的随文识字打下初步基础。
	 在课堂上把识字内容讲解得生动有趣，全程抓住幼儿的注意力是教
学关键。孩子们需要通过反复诵读才能记住歌谣内容，达到第一层目标。
每次诵读时可以做些小小的改变来增加趣味性，譬如大小声音读、快慢
语速读、开火车接力读、正反顺序读、跳字读等等。每个生字的讲解也可
采取实物演示、动作表现、字源字形、识字动画、谜语等各种合适目标字
的方法，帮助孩子们加强对字形的记忆，实现识字的第二层目标。最近我
发现，四五岁的孩子对写字很有热情，于是笔画少结构简单的字，我还会
让他们写一写来增添成就感。
	 每周只有周末两堂课是很大的挑战。怎样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课堂
内达到100%识字率？如何调动学生和家长的积极性，引导课余时间的自
主复习？这些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践和探讨，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学前识字课堂
 伯克利分校中文老师 毛广如

暑假在中国
九年级 计远帆    指导老师 邵天毅
	 去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还有

妹妹一起回中国看望爷爷奶奶。爷

爷奶奶住在广州，广州是中国南方

的一座大城市，这里非常热，太阳很

猛，闷得不得了。我们乘坐的中国南

方航空公司服务非常好，飞机上很

舒服，但是一出机场就感受到了广

州的骄阳似火。

	 由于水土不服，一住下来我就

生病了，几乎每次来广州都会这样。

爷爷奶奶知道我们怕热，家里一直

开着空调。但只要一出门，我全身的

汗就出个不停。可是只要住上几天，

我就开始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广

州既古老又现代，老城区生活气息

浓厚，我每天最喜欢的是陪着爷爷

奶奶一起买菜，喝早茶。广州的地铁

很新也很干净，比纽约的设施先进

多了，我拿着手机就可以坐地铁玩

遍整个城市。

	 这次我们还去了珠海和澳门，

珠海是个花园式的海滨城市，有点

像美国的圣地亚哥，非常宜居。与它

隔海相邻的澳门像拉斯维加斯，拥

挤喧哗，有很多商店和赌场。珠港澳

大桥贯通不久，这是世界上最长的

跨海大桥。我们的车开了差不多一

个小时才走完，觉得这么浩大的工

程真是一个奇迹！

	 上海是我们这次中国行的最后

一站，这是我爷爷奶奶的老家，所以

尽管是第一次来，我一下子就觉得

很亲切。上海城市很大很时尚，市中

心人潮涌动。我们去参观了科技馆

和东方明珠，晚上沿着南京路欣赏

上海的夜景，一点也不比曼哈顿的

逊色。上海的美食也很多，可惜我们

逗留的时间太短。最好玩的是，有天

早上我和爸爸看到一家店叫“耳光

馄饨”，我们没敢进去吃早餐，怕“吃

耳光”。

	 今年暑假我还想回中国，去更

多的地方，更多地了解爸爸妈妈的

记忆。

西安之行
九年级 周柯睿   指导老师 邵天毅
	 去年暑假我跟家人一起回中国

探亲，游玩了很多地方。其中西安之

行最令我难忘！

	 西安古代又称长安，居中国古

都之首，以名胜古迹众多而闻名遐

迩。尤其是秦始皇兵马俑，号称世界

第八大奇迹。我们一到西安就迫不

及待地赶了过去。一踏入展览厅，第

一眼似乎走进了传说中的沙场。一

排排真人大小的兵马俑就耸立在面

前，我被他们的气势震惊了，他们个

个手持兵器，身披铠甲，神态各异，

造型栩栩如生。接着我们来到了二

号坑，它由四个方阵组成，跪式和立

式的兵马俑个个手持弩弓，目不转

睛地注视前方，张弓待发。最后是三

号坑，它更像是主基地，有驷马战车

一辆，除了兵车俑外，其余卫士手持

皇陵仪仗，一个个威严无比！

	 我觉得，那么久以前就能做出

这么惟妙惟肖的兵马俑，真是太神

奇了。虽然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我依

然记得看到兵马俑时的那份震撼。

先人的智慧和才干让我对中国历史

文化赞叹不已，也是我更加努力地

学习中文的源源动力。

充实的中国之行
九年级 许凯登   指导老师 邵天毅
	 去年暑假，我很开心，因为我回

到了爸爸妈妈的故乡，还再一次参

加了寻根夏令营。

	 我的外公外婆住在上海。他们

为我准备了很多正宗的上海特色食

品：小笼包和生煎馒头，还有豆浆和

油条，都是我的最爱。一边倒时差，

一边吃到了日思夜想的美国没有的

大闸蟹、茭白和醉虾，真幸福！

	 休息了几天后，爸爸妈妈带我

去了苏州和湖南玩。苏州的菜有点

甜，湖南的菜很辣，我居然都很喜

欢。最让我难忘的是张家界，真不愧

是“放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天

气非常热，游客很多，大家却都很有

次序。天门山玻璃栈桥在刺眼的烈

日下显得更加惊险，我们小心翼翼

地走过去，出了一身汗。此外，我们

还参观了苏州博物馆和湖南岳麓书

院，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

	 最兴奋的还是和朋友一起参

加了侨办举办的南充夏令营。在南

充，我参观了当地的农村和当地人

的家。和当地小朋友举行了联欢。看

了变脸节目，学习了剪纸，书法和中

国山水画。觉得这个假期温馨又充

实！

我为什么要学中文
八年级 姚博骅   指导老师 侯爱婷
	 说实话，小时候我并不喜欢学

中文。那时都是爸爸妈妈要求我每

个星期去上中文学校，还要做中文

作业，似乎占用了不少时间却用处

不大。我逐渐有了抵触情绪。然而这

些想法在我随家人搬到香港生活两

年后有了巨大的转变！

	 首先，作为一个家族里第一代

的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我

的亲戚朋友几乎都是讲中文，如果

不会中文的话，和自己最亲爱的家

人都无法顺畅地交流，会失去很多

家庭乐趣；另外回中国的时候也不

能和别人交流，不能了解中国文化，

难以融入，会很遗憾的。

	 其次，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中

文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语言。世

界上有快十五亿的人会说中文，比

会说英文的都多。中国也是世界上

GDP第二的国家，也很快就会超越

美国。以后大家都想和中国做生意，

会中文的话以后找工作也更容易。

相反，如果放弃了学习中文，就等于

放弃了一门我本来有潜力有优势的

语言。

	 所以，尽管学中文的过程任重

道远，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我为什么学中文
八年级 邱孟嘉   指导老师 侯爱婷
	 经常有人问我：中文这么难学，

你为什么一直坚持下来了呢？

从很小开始，妈妈就非常重视我和

哥哥的中文。她和爸爸坚持在家跟

我们只说中文，让我们意识到：即使

我们生长在美国，都不能放弃中文，

否则就失去了了解自己种族文化的

机会。每次回中国探亲，妈妈都把我

扔进小孩堆里，这样我不得不用中

文跟小朋友们交流。

	 其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会

中文，就好像开启了另一个世界：原

来有这么多有趣的中文书、电影电

视和音乐。比如很喜欢最近看的电

影——《哪吒》。学中文还可以用抖

音！因为Tik	Tok不如抖音好。	Tik	

Tok看不了Bart	Baker——一个美国

人唱中国的国歌。

	 学习中文还激发了我练习武术

的热情，让我的身体更加矫健灵活。

熟练的中文也让我站在华人社区迎

春晚会的舞台上可以自信地主持节

目！

游中国
七年级 张清蕊  指导老师 孟欣

	 我跟爸爸妈妈曾去过许多地方

旅行，唯有中国，即使已经去了很多

次了，我仍然觉得流连忘返。

	 我去过长城，那儿很美丽，很壮

观。有飞虫、蝴蝶和各种各样我没看

见过的小动物。我很喜欢在那儿走

和爬，看青山苍茫。我还去过故宫，

里面有很多古老的宫殿和花园。

	 妈妈还带我去了“上有天堂，下

有苏杭”的杭州和苏州。杭州的西湖

和飞来峰，山上有很多佛像，有大

的、小的，可能有几百座，这是我最

喜欢去的地方。苏州的园林象拙政

园、留园我也很喜欢，那儿有假山，

也有很多漂亮的金鱼在水里游。

	 我在中国尝遍美食。每次到北

京，爷爷和奶奶都会带我去吃烤鸭。

面饼卷着刚出炉热气腾腾的烤鸭和

大葱味道好极了！中国还有很多美

国吃不到的蔬菜。

	 我很不喜欢坐飞机，可是一想

到去中国，就不那么在意要坐那么

长时间的飞机了。

游黄石公园
七年级 张润峰    指导老师 孟欣

	 去年夏天，我们一家去了著名

的黄石公园游玩。作为美国最大的

地质公园之一，它的地貌丰富和壮

美超出了我的想象。

	 黄石公园最激动人心的景象是

黄石大峡谷，它是奔流不息的黄石

河冲击而成的杰作。河水不分昼夜

地冲刷，使两边的岩壁呈现出黄、

橙、棕、褐的温暖颜色，将公园里的

瀑布衬托得格外壮观美丽。生活在

这里的印第安人把这些岩石称为

“黄石”，这就是“黄石公园”名字的

由来。

	 公园独特的地貌让这里成为众

多野生动物的天堂，一大早推开小

木屋的门，就看到一群鹿在悠闲地

吃草，对于我的惊奇和靠近，它们浑

然不觉。

	 我们还专门坐车去了一个叫

Hayden	valley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动

物在交配季节都会去这里。这次看

到了跟我们的车一样高大的野牛！

看见它们一起打架，我们在车里好

紧张，生怕它们要是不高兴了，会推

翻我们的车！

	 还有，黄石公园的喷泉五光十

色。最有名的是Old	Faithful，每隔一

个小时左右就会喷发一次，它喷发

前会冒出一些白烟，然后慢慢地开

始喷发，水柱越喷越高，十分壮观。

	 黄石，我会再来。

过节趣事
五年级 俞心安  指导老师 朱旭燕
	 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白色的感

恩节。

	 感恩节前一天我们开车去了

Vermont的Okemo	Resort。我们租的

房子就在雪场边上，第二天一早就

可以直接出门滑雪了。天冷极了！

不过缆车特别舒服，椅子上有罩子，

座位还可以加热，坐着都不冷，我们

可以一路观赏周围的雪景，很快到

达山顶！

	 山上有绿道、蓝道，还有黑道。

我们选择从蓝道开始热身，后来逐

渐上了黑道和橘色道。橘色道有好

多小山丘和铁杆，有些人喜欢在上

面做各种花样滑，非常刺激。有一次

我也不小心跳到空中，吓了我一跳，

当然还有点小小的得意。

	 黑道上面结了很多冰，给保持

平衡增加了难度，但我们还是顺利

地滑下去了。感觉很好玩，觉得自己

好厉害！现在你们知道我的感恩节

为什么是白色的了吧？

	 晚上我们没有吃火鸡，但是在

冰雪包围中和家人一起暖暖地吃起

了火锅，感恩我们的假日！

 

伯克利分校积极应对疫情
取消春节联欢  试行网课  为武汉加油
	 取消春节联欢：原定于1月26日的鼠年社区大联欢是由华夏伯克利
分校联合Berkeley	Heights,	New	Providence等社区举办。圣诞节一过，
筹备工作进入到最后关键阶段，组委会各小组分工合作，十几个微信群
小组里热闹紧张又忙碌。1月18日，舞台导演顾敏还带领节目组和冒雪
前来的家长、孩子进行了彩排。大量热心志愿者为了这次春节联欢付出
了宝贵的个人时间、精力，精彩的节目和游戏全部准备完毕，丰厚的奖
品也已到位，春节联欢万事俱备。然而随后疫情的紧张态势，春节组委
会经过认真慎重考虑，想了若干应对方案，最终还是不得以决定取消春
节游园会。
	 因为学生、家长和社区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永远是我们最优先的考
虑！
	 试行网课：是否正常上课？学校对家长们进行了网络教学的问卷
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借鉴兄弟分校的经验，我们决定2月1号和8号停
止到校上课两次，中文课从学前小班到九年级和AP等全部转为网上远
程教学，文化课、中英文阅读写作班、SAT班、3D打印等也采用了Zoom
教学，其他文化课由各任课老师通过微信群或者mailing	List布置了作
业，在家考试或者课程设计。
	 学校初次尝试远程教学，老师们收到通知，马上学习，调试软件，指
导家长，并根据网络教学的特点修改教案......在学校的组织下，老师们
努力，家长们配合，我们的第一次网络教学取得成功！非常时期，此应
急之举尽大可能地减小了对同学们学习进度的影响，同时老师们也获
得了远程教学的实战技能，以后大雪停课学校也有了备用方案。
	 为武汉加油：“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伯克利分校积
极响应总校号召参与捐助活动，面对疫情，两岸华人定会同舟共济，我
们坚信：“应是水中月，波定还自圆”，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文/吴晗)

华夏教坛

感恩节趣事
五年级 施千言  指导老师 朱旭燕	

	 十一月最后一个周四是我最喜
欢的节日之一的感恩节。
	 在这之前，我在学校里就学了
好多关于感恩节的传统，所以提前
几天我就提醒妈妈，我们需要准备
南瓜派和烤火鸡。妈妈说家里人太
少，火鸡太大了，要不我们改烤鸭
吧。
	 感恩节一大早我就兴奋得睡不
着了，起床后，画了各种描绘庆祝节
日的情形，还有一个吃烤鸭的路线
图！我把它们都贴在了墙上。天黑

的时候，我们一家围坐在香气四溢
的餐桌旁,边吃烤鸭边讲故事。
	 第二天下了今年的第一场大
雪。妈妈搬出了圣诞树，我按照自己
的想法独立装饰它，觉得心满意足。
	 雪越下越大，越积越高,于是我
赶紧穿上外套，跑到院子里堆雪人。
哥哥很懒，他宁愿躺在沙发上舒舒
服服地看小说，也不愿意跟我一起
堆雪人。妈妈拿着相机忙着拍雪景，
也没空理我。我蹲在雪地中央，专心
致志地搭起雪人，不知不觉时间过
得飞快。等到妈妈喊我回家吃饭，我
才抬起头来，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
我身上，看着可爱的雪人，我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