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开学
时，家长们也
许都要打听教
中文的老师怎
么样，我的孩
子会不会喜欢在这样的老师班上学中
文？我听到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孩
子上了中文课，会不会保持学中文的
兴趣，会不会对中文作业有抵触情绪
等等。说实话，大部分孩子都不是很
喜欢学中文。因为中文难记忆，需要
花时间才能达到一定的听说读写水平。
如果没有很强的学习动机，孩子是不
会花时间去完成课外作业。没有量的
积累，就很难坚持到高年级。如果课
堂只为了保证学习乐趣而不给孩子课
外作业的话，或者怕挫伤积极性，降
低要求，一年下来又觉得中文水平还
在原地踏步。家长们培养孩子上各种
课外班：钢琴、体育、文艺等，就是
想让他们的长处得到发展。而中文却
是很多孩子的短板，如果我们作为中
文教师，让本来就是短板的中文变得
更加无趣，是不是适得其反呢？经过
几年教学实践，我总结了几点经验，
既可以保持孩子学中文的兴趣又能达
到比较理想的教学目标，我把这个叫
做扬长顾短。

教中文最难的一点就是要让学生
不讨厌上你的中文课。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让学生不讨厌老师。从第一节
课起，就得了解学生喜欢什么，上课
时尽量投其所好，用兴趣来主导上课
的形式。记得有次上《光阴一去不复
返》，课文里计算 1 分钟有 60 秒。我
就利用学生喜欢数学的兴趣，考他们：
如果每周上两小时中文课，一学期 40
周，一共有多少秒？这下孩子来劲儿
了，他们赶忙拿笔认真地算了起来。
我还邀请他们上黑板来演算。大家可
积极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最后，
我还不忘教他们用中文念出那个数字。
这样大家对时间有了个量的概念，而
且是自己算出来的，很有劲。如果班
里孩子喜欢画画，就多给些画画的机
会。《让我们荡起双桨》这课，上了
半节课后，我就让孩子画公园，上颜
色，然后给图配上文字，让他们讲画
的公园。喜欢画画的孩子高兴得不得
了，认真画画后，也会认真地写上一
些文字来表达画的是什么。上《称象》
这课时，我在课堂快结束时提了个问
题：如果你生活在曹冲那个年代，有
人送你一头鲸鱼，你会怎么称鲸鱼的
重量呢？我让他们回家思考，画个图
并用中文表达出来。谁知孩子很认真
地完成了这项作业，交上来的作品充
满了想象力。我让孩子们上讲台来讲，
他们兴致勃勃，有时想不出合适的中
文词汇，我会请台下的观众帮他解释。
这样一来，本来一个复杂的方法，讲
得也津津有味。

如 果 只 注
重快乐教育，
不注重教学质
量和结果，到
学期结束学生

还是不认识几个字，这也没有达到家
长们期望的目标。我这里说的扬长顾
短就是指既要保持学中文的兴趣，又
要顾及到短板，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
有人制定目标往往按自己的方式从开
始到最后，罗列方案。 而我却推荐反
向操作，从目标终点反推始点来制定
计划。首先看一下班里孩子的水平和
他们期望达到的目标，然后根据这个
目标来制定计划。我会给个问卷调查
表，了解学生的水平和父母对孩子学
中文的期望值。例如，班级多数学生
听说能力很好，写的能力有待提高。
我会根据这种情况制定一个目标。例
如学期结束认字量达到 800 字左右，
分到每周需要教会和巩固多少字词量，
课堂里写字，造句子。每周花 10 分钟
听写上周所学的生字词。学期中间分
三个单元，考核也围绕这个目标，制
订考卷考核学生有没有达到阶段性的
小目标。然后根据班级水平调整下个
单元的目标。例如，第一单元我发现
学生对拼音还没有掌握好，第二单元
我会在学生字的时候多练习写拼音。

教学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但重
要的一点是采用螺旋进步式的结构方
式，每一周是个轮回有重复方式，如
每周作业类型和要求都是一样的，朗
读课文、写生字、造句子、听写等。
这样重复性的巩固方式让学生和家长
容易执行，时间久了就形成了固定的
习惯。日积月累自然就会进步。

另外，中文教学也离不开家长的
支持和配合。一般来说，家长和老师
配合得越好，孩子学得也好。配合的
方式是多提供机会表扬孩子。哪个孩
子不希望老师和爸爸妈妈对自己多表
扬呢？作业做了要表扬。课文朗读了
发在微信班级群里，老师点赞，家长
表扬。我有时会布置看图写简单句子
这样的作业，图文并茂，我会送给校
刊杂志让发表。孩子看到自己的文字
发表了非常自豪，下次再写这样的作
业他们会更加认真完成。另外，学校
组织的比赛，不要以拿奖为目标来动
员学生参加。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勇”
字当先，“勇者胜”。谁敢拿出勇气
来参加舞台演讲，就战胜了自己，了
不起，值得表扬！这样一来，平时胆
儿小的孩子也会报名参加。当然家长
也不可以以拿奖为目标，要降低目标，
鼓励自己的孩子重在参与。多参加几
次，他耳濡目染，也会提高自己的水平。

总之，教中文是件不容易的事，
学中文就更难了。我们如果能把一件
难的事变成一件或几件快乐的事，而
且能看到自己进步，谁会不愿意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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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们各个“身怀绝技”十八般才艺轮番上阵
2021 华夏纽约中心学校演讲比赛

在大家翘首以盼下，华夏中文学
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演讲比赛。经历
了去年特殊的视频比拼，今年我们回
归了现场对决。

66 位小选手分置两个会场，进行
了紧张激烈的角逐。主题内容有基于
课文的讲述，也有源自生活的灵感。
演讲风格各异，有的单刀直入短小精
干，有的层次分明细节丰富，还有的
节奏感强烈幽默温暖。选手们各个身

怀绝技，十八般“才艺”轮番上阵：
贯口、绕口令、时尚热词、诗歌赏析、
手绘图片。最难能可贵的，要数低年
级同学展示的大将风范与高年级同学
表述的观察与思考。

台上满满的自信，离不开同学们
的努力准备、家长们的悉心培育以及
志愿者的贡献。恭喜获奖同学！也恭
喜所有的参赛选手，期待明年再次感
受你们带来的惊喜！

扬长顾短的教学方法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三年级教师 姚绍宁

这一天，我回来了
引 言

纽约中心分校 九年级马立平 指导老师 周悦涵

当人们艰难地走出新冠病毒流行
所造成的疫情疯狂肆虐的阴影之后，
我们的学校在关闭了线下校园长达一
年之久后，又重新开放了。在过去的
一年里，人们为了应对疫情付出了惨
痛的代价，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之抗
争。新冠病毒疫情所导致的灾难性后
果，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
生存空间，以及人类赖以生产和生活
的环境，都造成了难以修复的创伤。
无论是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还是学
习方式的变化，对人们的心理和（或
者是）生理上的巨大的伤痛，都是史
无前例的。

纽约中心分校马立平九年级的同
学们，以他们的视角，独特的笔触，
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经历的这一历史特
殊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他
们的期待和渴望——重返校园。

纽约中心分校 九年级 马立平 李傲宇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程度，
使得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即使是周
日的中文学校，也改上网课。我和我
的同学们都得花三个小时盯着电脑屏
幕。再加之英文学校每天六七小时的
网课，使我的房间弥漫着沉闷的气氛。
而且屋里也有非常多令人分心的东西，
让我不能全神贯注如地像在教室里上
课一样。有时候，因为有网络问题，
还会耽误课程时间。我已经上了一年
多的网课，非常想念以前去学校上课
的那个时候。后来，疫情趋于缓解，
学校部分开放，因为我要参加州立考
试，就重回学校上课了。那时候，我
就觉得很快就能回到中文学校上课了。
我还真说对了。

中文学校通知如期开放了，我高兴
极了。今年九月我就要回到教室学习，
终于可以回到我熟悉的学校上学了。

这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我换好
了衣服，带上了我的手机和笔袋，然
后上车，准备好了上两小时的中文课。
已经一年多没去学校，来到学校后，
没有发现什么变化，感觉还是那么熟
悉。下车之后，我跟家长告别，然后，
背着一个书包走上一个大坡路。走到
大坡顶感到我的双腿发麻。进了 AAB
楼之后，我找到楼梯，爬到了五楼。
背着一个书包跑上五楼也是够累的，
我感到我的两条腿发酸，有点气喘。
我对五楼非常不熟悉，但是看教室号，
很快就找到了 512 教室。见到我的
中文老师，跟老师打了个招呼，走进
教室坐下。没等多长时间，我的同学
们就来了，大都是以前我认识的小朋
友。因为有一年没见面，我发现他们
长高了。

坐在教室上中文课，让我又找回
那熟悉的感觉。下了课之后，我的心
情很好，走出教室，因为我终于上了
一天“正常”的中文课。

纽约中心分校 九年级 马立平 陈文馨

在度过漫长的因新冠病毒疫情的
学校关闭隔离的一年以后，我重回学
校上课。这一天，让我心情感觉很差
的是，我和我周围的人，面对着学校，
无论如何都感到迷茫。每个人都长大
了一岁，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这让我
很难与人联系。

像往常一样，新学年我有了新老
师，但每一天都与我以前经历完全不
同。学校里到处飘散着消毒和清洁产
品的气味，而且我所有的朋友都离我
几英尺远。戴着口罩，只有两只眼睛
露在外面，不知何故，那是一种比隔
离更孤独的感觉。

经过整整一年的隔离仅部分恢复
“正常”状态之后，我已经忘记了学
校停课前的上学日是什么样子了。回
想起没有接种疫苗回到学校时，真的
感到很可怕。但到了夏天，大多数人
都打了疫苗。我记得当时的想法是，
我的年龄让我很幸运地属于可以接种
疫苗的年龄组。

整个 2020-2021 学年感觉就像一
场噩梦，但今年好多了。许多事情正
在慢慢地恢复正常——最好的感觉之
一，就是曾经记得我们过去每天做的
事情，但在隔离过程中被遗忘了，例
如在课堂上有一定的例行公事。我很
高兴回到熟悉的走廊，有更多的课程，
不再局限于 Zoom。重返校园感觉最棒
的部分是意识到过去的日常生活是多
么舒适，并学会在事情发生变化之前
珍惜你所拥有的。

纽约中心分校 九年级 马立平 李婷婷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学校
关闭了，以往熟悉的课堂上课的形式
改为网课，以至于我几乎大半年没有
跟我的一些朋友说过话。

当学校重新开门的时候，疫情还
没有结束，还是很危险的，所以学校
把我们七年级分成两组，每天轮流去
学校。我们每一个同学最多只能一礼
拜去三次。

当我第一天回到学校时，我已经
习惯了戴口罩和上网课。我想的最多

的是，上学的时候见不到一半我的朋
友。我站在一个高坡下面等着校车时，
心里想着那些我没有联系上的朋友。

上了校车，我的目光掠过每一个
人，我在寻找常在校车上和我聊天的
朋友。这一天，她没在校车上。我想
如果她在另外的组，那我也许会在网
课上看见她。如果她有不同的老师，
那我可能在九月之内不会看见她。我
忽然后悔没有留下她的手机号码。疫
情把我的朋友圈缩了很小。我们的学
校有了好多新规矩。我到学校的时候，
看见在人行道上画了很多蓝隔离圈，
长得像蓝睡莲。每个圈相隔六尺。我
和我的同学们好奇地看着，每一个圈
子上站着一个戴口罩的人。

我们不能用储物柜了，一整天都
要背着书包。幸亏我们没有那么多书。
课桌之间的间隔也是六尺。还要每分
钟戴着口罩，当我们吃午饭时，我们
才能脱下口罩。然而，老师不允许我
们边吃饭边跟朋友们说话。我们吃完
饭再戴上口罩才能说话。

老师需要同时教在家和在教室的
同学。为了教网上学生，老师不仅要
在课堂上课，还要把功课都放到网上，
每位老师都改变了他们的教学风格。
我不时地提醒自己，这一年的学习过
程会不同于以往，我会尽我全力去学
习和记住老师讲的内容。

网课 Zoom 给了我另一个很有趣的
角度去看他们的生活。我看到，有的
同学在屋里上课，有的在屋外面上。
网课让我觉得我就在这些同学的身边，
看他们在家吃糖或者抱着宠物。我最
喜欢看到一个同学坐在屋里上课，他
的墙上挂着一只黄色小鸭子的图像。
有一次，一个学生去欧洲某一个海滩
玩。每天，老师吩咐那位学生把电脑
镜头朝着大海。我们每一个人，不管
在家还是在学校上课，都嫉妒的望着
那闪闪发光的波浪。

我们的作业全部在电脑上。在学
校里，我们在电脑上读文章、做作业
和考试。我开始用更多时间去设置我
的电脑。疫情前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
同学们会把他们的电脑背景调得很漂
亮。现在，我也学会改变我的电脑背景。

网课使得我们某些作业更有趣，
但是如果我可以在上网课或在学校上
课其中选一个，我还会选择没有网课。
疫情肯定影响了我的学习。上网课的
时候，我的确感到挺孤单的。疫情造
成了我们的社会好多变化，也改变了
我的日常生活。

纽约中心分校 九年级 马立平 聂子琪

时间过得真快，很难想象由新冠
病毒导致的疫情已经过去两年了。我
回顾过去，这两年 , 就好像是做了一
场梦。

那年新冠病毒蔓延到了美国，其
强烈的传染性导致的疫情，以及可怕
的高死亡率，使得学校、电影院、商
店等公共场所都关门了。一些学习和
工作都不得不居家完成。每天进进出
出，都要戴口罩，人们都要保持 6 英
尺的社交距离。但是人们没有放弃希
望，科学家和医生们一直努力工作，
他们成功地发明了能抵御新冠病毒的
疫苗。当然，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疫苗
注射。虽然有些人反对这个疫苗，觉
得不安全。可是接种了疫苗，我们离
正常的生活又近了一步。

这一天，我回来了，我们回到了
学校。

那是让我觉得很陌生的一天。开
学的这一天，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
新学校。因为疫情的发展，我们在家
里上了一年多的网课，从没有进过学
校，加上学区重新划分，我被转至到
一个不同的新学校上学。所以许多同
学我都不认识。我感觉我与外界隔绝
了很久很久。我看到其他同学在这学
校已经上了很多年的课，他们认识这
里的老师，也有老朋友，这就更让我
感觉自己很孤独。后来，直到我发现
这个新学校有一个我原来学校的好朋
友，她和我一样，也是同一个学区划
分过来的，虽然我们的班级不同，我
们也没有一起上课，我才感到我又回
到疫情前而不太难过了。

过了一个暑假后一切慢慢的回到
正常了。我们虽然还需要戴口罩和保
持社交距离，可是我们也能见到和结
识许多新老朋友了，我们一步一步地
回到正常的生活了。虽然经过很长一
段时间的隔离，让我第一次上学有点
害怕和紧张，加上搬家到纽约后见不
了原来的老朋友也让我有些点伤感和
孤独，而且在新学校的环境和家庭作
业的压力下，也很辛苦，但我还是要
继续努力向前走。

纽约中心分校 九年级 马立平 禹岚蓝

这一天，新学期开始了。学生们
都叽叽喳喳的，站在学校的台阶上跟朋
友聊天。啊！有些朋友一年都没见过面
了！我有些紧张，同学们会不会嘲笑我
的衣服？人们会不会看不上我？

回想起每年开学时，同学们都很
开心地互相见面。但这一年，我们笑
容被一面布遮住了。这是个特殊的学
期。大家都必须保持六英尺远的社交

距离，所以有些时候，学生们都好像
在自己的透明盒子里。

铃铛响了起来——开学啦！从六
年级到八年级的孩子们都慌慌张张地
冲向校门，谁也不想第一天就迟到了。
今年，我进了七年级，可是感觉六年
级还没上完。去年，每天都在家里，
谁都没见到。我今年有机会认识新朋
友。一年没见到同学们了，大家都变
了好多！

我勇敢地走进学校，因为已经没
有什么更可怕的了。

秋天来了 短文一组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郑明恕 
指导老师 江利萍

秋天来了！天气转冷了，但还不
是太冷。我们换上长裤长袖，食物也
开始热着吃了。秋天来了，满地都是
落叶，大家可以在树叶里玩。我不想
缩在家，有谁不愿意出去玩呢？

秋天快乐！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朱林风 
指导老师 江利萍

秋天来了，叶子黄了，
咦，我看见了一只火鸡！
虽然秋天带来了冷天气，
但是秋天秋天我爱你，
因为你太美丽！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郭熠辰 
指导老师 江利萍

秋天来了，树上的叶子有的变红了，
有的变黄了，很漂亮！

秋天来了，天气变冷了，妈妈和爸
爸穿上了长袖衣服。我也穿上了长裤。

秋天来了，白天越来越短了，黑夜
越来越长了。

每天早上，妈妈叫我起床的时候，
天还是黑的呢。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王可儿 
指导老师 江利萍

秋天来了，叶子黄了，大雁飞到南
方，动物们收集过冬的食物。

天气冷了，天黑得早了，大家开始
穿更厚的衣服。

秋天来了，万圣节来了，我们穿上
服装，到别人的家里要糖。

感恩节来了，大家吃火鸡和土豆泥。
秋天来了，我哥哥的生日到了，我

们吃蛋糕，唱生日歌。
我们还要玩蹦床！
秋天来了，学校菜园里的菜丰收了。
我们帮食堂里的阿姨做丰收菜汤，

自己做的汤真好喝！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因为秋天

里有这么多的好玩的事情！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王安瑞 
指导老师 江利萍

人们常说，一叶而知秋。九月底
十月初，绿叶开始变色了。天气越来
越冷，越来越多的叶子变成黄色、红
色、棕色，也有一些开始往下掉。

哥伦布日结束后，我们会迎来万
圣节。商店里开始卖各种形状的南瓜，
公园里已经有小朋友穿上了万圣节装
扮。我们家今年也买了一个很大的万
圣节装置——小黄人充气布景。我打
算放一大桶糖果在小黄人面前，这样，
来要糖的人就可以自己取走糖。想到
这里，我就已经等不及过万圣节了。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杨宜轩 
指导老师 江利萍

秋天来了，外面的树叶有的变红
了，有的变黄了，整个山变成很多颜
色，天气也变凉了。

秋天有小孩子们最喜欢的节日万
圣节，万圣节的时侯我们出去讨糖果，
我的生日也在秋天，生日的时侯会收
到礼物，我很开心。秋天不像夏天那
么炎热，也不像冬天那么寒冷。所以
我喜欢秋天！每年秋天大雁会飞回到
南方，因为它们怕冷，不在北方过冬。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我们会到农场采
摘苹果，很好玩！我喜欢秋天！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刘丹丹 
指导老师 江利萍

秋天来了，叶子红了。鸟儿飞了，
树叶落了。小朋友在外头跳跳跳，我
在家里看看看。我怕冷，以前喜欢冷，
现在不喜欢冷，现在就不那么喜欢秋
天了。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刘瀚文 
指导老师 江利萍

秋天来了，我最喜欢看树叶变成
红色、橙色和黄色等温暖的颜色。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们收获水
果、蔬菜和庄稼。

今年秋天，我和家人朋友一起去
农场摘苹果。我最喜欢“富士”和“黄
金至尊”，它们非常好吃，我怎么也
吃不够！我和小朋友们还在果园的玉
米地迷宫和谷仓那儿尽情地奔跑游
戏。中午我们一边听着乐队的伴奏，
一边品尝着果园现做的甜甜圈和烧
烤。我们在果园感受着丰收的喜悦，
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朱翊涛 
指导老师 江利萍

秋天来了，叶子变黄了，或变红了。
天气也变冷了。
收获的季节开始了！
你要穿上厚衣服，准备好了！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叶沁妤 
指导老师 江利萍

秋天来了，叶子变黄了
天气变冷了，学校开学了
可惜我不可以在户外游泳了
但是万圣节快到了，我们可以讨

糖果！

纽约中心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陈浩天 
指导老师 江利萍

秋天树叶开始往下掉，各种颜色的
落叶堆在青草上非常美丽。白天也变短
了，学校也开学了。秋天有很多节日，

我因此喜欢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我们去摘苹果了，摘了好多！我们也买
了果园现酿的苹果汁，很好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