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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ぁ 大纽约分校

怎么做带香味的纸花

有趣的夏令营

中文 4 年级 师听雅 指导老师 魏萍

中文 7 年级 麻浩翔 指导老师 李志平

我们要准备两张咖啡过滤纸，一
把剪刀，一根绳子和一个订书机。我
们也要一些食物颜色，一杯水和一瓶
香水。
做带香味的纸花有九步：
第一步，把两张咖啡过滤纸放在
一起弄平整；
第二步，像折纸扇子一样把它们
折好；
第三步，把纸扇子对折，在中间
钉好；
第四步，在纸扇子中间捆上一根
绳子；
第五步，用剪刀把两头剪成花瓣
的圆圆的形状；
第六步，把折叠成两层的纸一层
一层分开，尽量向上翻；
第七步，拿一小杯水，然后滴两
滴你喜欢的颜色；
第八步，把
纸花的绳子放进
有带颜色水的杯
子里，等两三个
小时让纸花变
色；
第九步，现
在把纸花拿出来，
然后喷上你喜欢
的香水。
带香味的纸
花做完了！你想
把花送给谁呢？

在我七年级的那个夏天，我和
我的朋友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夏令营，
夏令营里有很多有趣的课。我报名
参加了射箭，3D 打印，编程，赛车
制作。
我早上第一节课是编程。在这
个课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手掌游戏
机。虽然整个制作过程很难，但老
师帮了我很多，教我怎么把各个零
件搭起来。最后，我成功完成了我
的手掌游戏机，我很骄傲。
我的第二节课是射箭，我的朋
友也是在这节课上。这课的老师很
不错，如果我在等别的孩子射箭的
时候，老师会带我玩别的游戏。我
有很多练习机会，在夏令营的最后
一天，我比刚开始的时候命中率高
了很多。
我的第三节课是 3D 打印。这个
课很酷！我打印了一个甜圈圈，一
个很小的锯子，还有一个哨子和其
它不同的东西。我都带回家给爸爸
妈妈看了。
最后的那门课是赛车制作课，
这个课也很酷。我把一辆小的模型
车拆开，把其中的一些部件升级。
弄好以后，我们拿着自己的车在赛
道上试驾。如果发现问题我们可以
回到教室修车。
这个夏令营真的非常有趣，我
特别喜欢！

哥拉帕戈斯旅游
中文 7 年级 杨丰源 指导老师 李志平

去哥拉帕戈斯群岛是最好玩的
旅行之一。
哥拉帕戈斯群岛有很多可以玩
的地方。
我们去的第一个好玩的地方就
是去看哥拉帕戈斯乌龟。哥拉帕戈
斯乌龟是世界上最大的乌龟。那一
天我们也去看了一个火山爆炸口，
火山爆炸口长宽各有一公里，有半
公里那么深。
第二天我们去了哥拉帕戈斯科
学博物馆和一个沙滩。晚上我们去
吃饭的时候，看见了一条 500 米长
的街，两边都是饭馆，路中间有一
张一张的桌子。我们在哥拉帕戈斯
的晚上基本上都是在那里吃的饭。
在那里我吃到了最好吃的海鲜。
第三天我们看了很多哥拉帕戈
斯动物，有哥拉帕戈斯火焰鸟、哥
拉帕戈斯乌龟和很多海鸟。我们在
回到船上的路上，看见了一群海狮。
这次旅行我终生难忘，我希望能
去更多好玩的地方旅行，特别是现
在。

我怎么帮我家的草坪
中文 4 年级 张子清 指导老师 魏萍

我今天说一说我怎么帮我家的
草地。
第一，我家的草坪怎么了？
我家的草地黄了，有苔藓，也有
很多杂草。妈妈对我说：“可能是
土壤有问题。你可以帮我们测测土
么？”妈妈买了一个测土壤的工具，
所以我可以用它帮我测量。
第二，用工具
工具的盒子上有一个说明告诉
我怎么用。首先把金属棍子插在土
里，然后我用一个转钮调节湿度，亮
度或 PH。有一个屏幕说他的数量。
第三，做计划
我先画我家的草地图，把草地分
成六块。我在每块测完了以后，就写
下来。两天以后，我再测一次。
结果：我们的 PH 是 7 到 8。我
测完以后，上网查最好的 PH，我们
发现最好的 PH 是 6.5。我们的草地是
PH 太高。
我的妈妈爸爸去买药，然后我们
的草坪就会更漂亮了！
今年是华夏大纽约建校以来面临
特别困难的一年，在疫情下，学校教
学全面转到线上，对学校已有的成熟
教学方式和学生们习惯的教学方法是
非常大的冲击。在全网课时代，如何
提高教学质量，继续保持学生们学习
中文的兴趣，我校的老师和管理团队
一起努力，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个困难来源于保持学生的学习
兴趣。中文学习本来就比较困难，没
有面对面的交流，让学生远程保持注
意力，对孩子们和老师都有很大的压
力和挑战。学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
了多方位的努力。
首先，从中国宣布疫情爆发，封
城开始，华夏大纽约校委会就立刻行
动起来，着手准备可能会来临的网课
转型。从那时到 1 月底，所有行动都
在快速有序进行中。1 月底，家长们开
始对疫情传染感到担心的时候，我校
已经安排了两次教师网络教学培训，
并建立了完整的网络教学服务支持团

我的小发明：充电器架子
中文 4 年级 汤蕙语 指导老师 魏萍

我今天给你们看的小发明是怎
么做一个充电器架子。有了这个东西
给手机充电会很方便。这个东西可以
挂在一个电源插座上，然后你可以把
你的手机放上去，插进插座充电。这
样手机和手机线就不会很乱地放在
地上。
下面是怎么做充电器架子的步
骤。
第一步，我们需要：
●一块硬纸板
●一支铅笔和一支圆珠笔
●一把尖的刀
●一块橡皮
●一把尺
第二步，现在我们先用铅笔画
出来我们要的印子，把不要的印子用
橡 皮 擦 掉，
然后用圆珠
笔在铅笔印
子上描出清
楚的轮廓。
第 三
步， 最 后 我
们用刀把硬
纸板刻成画
出来的样子。
我们做
完 了！ 你 们
也可以选择
用油漆涂在
板上让它看
起来更好看。
谢谢大家！

我受伤了
中文 7 年级 傅健宸 指导老师 李志平

老师带着我跑在走廊上，我手里
握着纱布摁在额头上。血，汗水和泪
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老师不断地对我
说：“你感觉怎么样？我们快点儿。”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到了医院。老师
带着我进去，里面的人显然已经在等
我们了，见我们进来，就快速和老师
打了个招呼，叫我躺下来。慢慢地我
的眼睛闭上了。
事情过了好久，我还清晰地记得
当时发生的情况。那年暑假，我在中
国烟台姥姥家。姥姥把我送到一个暑
假学校，这样我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
起玩。在那里我很快找到了一个朋友，

●

他叫 Tony。因为他也是从美国回去
的，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有一天，
在午休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其他
小朋友在楼下玩拼图。我和 Tony 觉
得很无聊，就在屋子里找来找去。突
然看见教室的角落，有一个长长的盒
子，里面装了些长棍子。我和 Tony
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我抽出来一条
棍子，Tony 也拿出一根。我们就开
始练起剑来。我们打了不到三十秒，
Tony 后退到楼梯口，突然把棍子往
我身上一扔。我感到额头一疼，立马
捂住额头，一丝湿湿的东西从我的指
尖流下。我想着，是不是汗？为什么
有这么多？汗水滴到我的嘴唇上，我
舔了一下，像铁的味道。看了看手，
红了。Tony 先是吓得站在那里不动，
然后就跑去叫了老师。老师拿了一张
厚纸巾，按在我的头上，然后拉着我
的手跑起来。
现在我的额头上还有一个疤。这
件事以后，我和朋友闹着玩的时候就
特别小心！

有机无害口罩清新剂
中文 4 年级 陈嘉宜 指导老师 魏萍

为什么需要口罩清新剂？在新冠
病毒大流行中，我们出门都需要戴口
罩。但是新口罩都有一股工厂的化学
气味，很不好闻。我发明的口罩清新
剂是百分之百有机的，不会伤害到你
的身体，可以在任何口罩上使用。我
的口罩清新剂会吸收口罩上的异味，
使您的口罩闻起来清新而干净。
我用的原料是大家在超市里很容
易找到的：一个柠檬，一小块肉桂，
几滴香草精，一汤匙小苏打，和两杯
水。
有机无害口罩清新剂制作方法很
简单。首先，将柠檬切成片。然后，
把柠檬片和小苏打放入锅中。再加入
香草精和肉桂。最后，倒进两杯水。
小火煮两小时，每一小时加一点水。
两 小 时 后，
关火，晾凉，
过 滤 后， 装
到一个小喷
桶里。
现 在，
用自制的清
新剂在您的
口罩上喷一
喷， 是 不 是
很好闻啊？

六年级上学第一天
中文 7 年级 王英涵  指导老师：李志平

九月十四号是我六年级的第一
天，我上中学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需要在
七点四十五到八点起床，因为学校
八点四十开始。我和我弟弟走五分
钟就到学校了。但是中学呢，八点
就开始。而且中学离我家挺远的，
需要爸爸妈妈开车送我或者坐校车。
所以我就七点起床，吃了饭，装了
书包，爸爸开车送我到学校。
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站在门外，
欢迎所有学生。她说会有老师站在
路边，帮我们找到我们的教室。我
们分成四个分区：库珀，喷泉，坡盘，
和卜辽。我去了我所在地，老师帮
我找到了教室。
我的老师是特尼老师，他说他
教我们科学。我记得校长说过每个
小时会换教室，每个老师教我们不
同的东西。一个小时以后，特尼老
师走出了教室，坎博老师进了教室。
坎博老师教我们英文，比特老师会
教我们社会科学，尼斯塔老师教我
们数学，凯博特老师教我们电脑，
柔莫老师教我们体育，合里也老师
教我们音乐。
放学了，我坐校车回家。以前，
校车里会有很多人，但是因为今天
只有一半的六年级到学校上课，所
以校车里只有
六个人。
总 之， 我
觉得去学校比
留在家里更好
玩。 我 喜 欢 上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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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听 多思 多做
——华夏中文学校教师培训会有感
李文斯顿分校 程悦老师
参加今年的华夏中文学校的教师
培训会，很开心！作为刚刚入职一年
的新教师，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
会上，很多优秀、经验丰富的老师们
无私地将多年的教学经验与大家分享，
尤其是就今年网络教学的新情况、新
要求下，如何在技术上、教学上以及
与学生交流上顶住压力等问题，给大
家答疑解惑。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技巧
和经验。下面，结合自己的教学情况
和会议心得，简单地谈谈体会。
一、正视特殊教学环境，抓住网
络课件特色
第一堂课我听了杜静老师关于针
对网络教学，修改教学方案的讲座，
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内容。因为网络
教学和现场教学区别很大，去年的教
学设计有很多都不适用，例如课堂互
动在网络上很有局限性，它无法同时
让两位以上同学参与。而单纯由老师
讲述又无法激发同学们的兴趣。面对
难题，我们要做好以下三点：
1. 重视教学设计
网络课堂虽然无法和现场教学相
比，但是优势也很明显。我分析了上
一年度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发现以
游戏为载体的教学和作业更能引起学
生的兴趣，游戏形式的作业完成度和
正确率要高于简答题、口语题和作文
写作。

图 1：学生每周作业按类型分完成率

上图表明，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
兴趣爱好等因素设计教学方案，能大
幅度提高课堂的参与度和互动率，进
一步提升学生对中文学习的兴趣。
通过老师分享，也学习了多样化
的教案设计方法，例如学期初始，为
了尽快熟悉每一位学生和了解他们的
中文水平，可以使用“轮盘游戏”抽
签决定如何介绍自己。教学生字时，
我起初使用生字卡。但在网络教学中
就可以采用新方式帮学生加深印象，
例如给出铅笔、橡皮、转笔刀等几个
关联词汇，让学生推理出新词汇“文
具”。由此种方式巩固生字，可以加
深印象并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和词汇量。
2. 掌握学生心理
学习中文对于非母语环境下成长
的孩子来说有很大的困难。虽然在家
里可以跟父母听说交流，但是阅读和
写作还是不易攻克的难关。在教学上
要由简入难，不能拔苗助长。每天进
步一点点，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成绩，
才能激发兴趣和自信心。例如在教授
课程尤其是生字词时，适当地以中英
文结合的方式讲解，可以让他们更快
速和直观地捕捉词汇的含义，尤其教
学内容包含古诗和古文的情况下，中
英对照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和读懂。在
课堂上我也会中英文对照教学，在和
学生互动方面，我会根据学生的进度
不同，有意点名基础弱一点的同学回
答问题，将他们主动拉进学习和讨论
的氛围中来，这样更有助于他们提升
成绩。
3. 强化家校沟通
加强和学生家长的联系，在网络
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除了课下督促
作业，家长们还要担负起监督收发作
业和监督考试的任务。以开学以来收
发作业情况为例，非常积极重视学生
学习中文的家长，其孩
子作业提交很及时并且完成得很
好；沟通过数次也不积极督促孩子的
家长，学生提交作业率很低，课堂参
与率也不高。因此，除了每周写家长
信布置作业，我还会与有问题的孩子
家长进一步沟通。只有首先让家长和
老师之间达成共识，才能帮助孩子学
好中文。

大纽约分校在疫情下的教学探索
队，只用了一个星期多的时间。从那
时开始，就立刻全面转为网课教学，
并且为所有老师配置了 Zoom 专业账号。
学校的技术团队和老师紧密配合，从
第一次网课开始，就提供全程实时技
术支持，使我校的网络教学没有任何
一节课受到技术问题的影响。家长们
上远程课的各类问题，都有我校服务
热线现场回答。每个周日，团队连续
不间断的技术支持，保证了教学质量，
获得家长的一致好评。
在网络时代，我们并没有因为不
能够现场教学，而放弃学校的其他活
动。有些集体大型活动，比如春节联
欢会等，只能遗憾取消。但是毕业典礼，
是学生们结业的重要时刻，虽然不能
见面，但毕业班老师和校领导对毕业
典礼充分重视，精心准备特别的云毕

业典礼。
首先，请每位毕业生，写一段话，
回顾几年来在中文学校的学习，配上
自己的生活照。我们的毕业班老师们
对每个孩子，都写了个人寄语，并且
把学习中的小故事、小插曲放进每段
学生的介绍中，严肃庄重的毕业典礼，
同时又充满了温情回忆。老师们把学
生的心里话和照片编辑起来，配上老
师们自己的照片视频，一个充满欢乐
与感恩的毕业典礼，让学生们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次，为了让学生们在暑期依然
能够坚持中文学习，保持中文学习的
氛围，校委会在学年结束后，没有放松，
马不停蹄准备暑期夏令营课，提出夏
令营课做到“精心准备，课程充实，
兴趣广泛”。我们的夏令营不仅仅是

文化兴趣班，而是安排了全方位的中
文课，让孩子们扎扎实实地在暑假里，
把中文学习更进一步。我们暑期课中
文课程，从学前班到 9 年级，一个年
级不落下。同时，我们的文化课也同
步展开，安排了和中文课同样丰富的
文化课程。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
挑战，老师们重新安排，准备了新教
学内容，保证孩子们在暑期三个月的
夏令营课程不重复，有新意。暑期课
过程中，我们收到非常多家长的反馈，
对学校的暑期课质量和管理，给与好
评，感谢学校为家长、同学们提供高
质量的课程。
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多体验中华文
化，和国内增强互动，我校与国内“寻
根夏令营”合作，搭起中国 - 美国暑
期活动交流的桥梁。今年虽然困难重

二、认识多样网络学习平台 掌握
灵活教学方式
第二节课我听了廖山漫老师关于
网络平台评估的讲座。她主要从技术
上介绍了几个网络常用教学平台的
使 用 方 法， 例 如 Google Classroom、
Nearpod、Google Form、Google Slides
等 平 台 的 特 色 和 应 用。 由 于 时 间 限
制， 她 主 要 讲 解 了 Nearpod 的 应 用。
Nearpod 在 教 案 设 计 上 有 非 常 丰 富 的
选择和样板，例如可以选择设计游戏
进入课程，或者插入 3D 实景图片介绍
实物，又或者以提问和答题比赛的方
式 开 展 教 学， 非 常 生 动 有 趣。Google
Form 则更多地应用于设计考试试卷和
平时批改作业，非常方便迅捷。
虽然线上教学平台多种多样，但
是都利用了轻松愉快的方式寓教于乐。
我们应该开阔眼界，接收多样化的教
学模式，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这样，
教学效果才能事半功倍。

图 2：廖山漫老师教学示范

三、精准把握学生兴趣 提高阅读
写作能力
根据自己所教授马立平七年级的
教材特点，第三节我选择了张晓静老
师的阅读和作文教学讲座。她分别从
阅读和写作两部分内容分享了自己的
教学经验。
1. 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是提高中文学习水平最
便捷的途径。每次教授新课前，我都
会要求学生预习阅读，带着感想和问
题开始课堂学习。最好是可以提出几
个困惑和疑问，带着这些问题有重点
地听讲。同时，课后更要阅读课文，
这样才能温故而知新，巩固生词、提
高对一些写作手法的认识。例如，可
以通过阅读不断加深对生词印象，学
会用生字词造句。又或者在阅读时划
出自己喜欢的写作手法，例如对比、
拟人、排比等，并尽可能地应用于下
一次的作文。
2. 作文创作
写作是高年级中文的重要内容。马
立平中文七年级的重点是叙事和写人。
在讲解作文时，通常要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要求学生明确自己要写什么，
也就是确定中心思想。有了中心思想，
文章就有了灵魂，就像房屋有了地基，
接下来就可以添砖加瓦了；其次，作
文的第一段要开门见山地写出时间、
地点、人物等重要信息。不要求多，
表达清楚即可；第三，作文的中间部
分要详细描写过程，详略得当。能突
出主题的内容详细写，无关的内容不
要写，不要喧宾夺主。其要善于应用
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等来表达主
题，不要过于平铺直叙，真情实感即
可；第四，作文的结尾要呼应第一段，
点明主题，简单明了，拔高中心思想，
体现文章想要表达的意义和道理。
根据学生习作分析，大部分同学
能做到结构清晰，分清开头、中间和
结尾，但是经常在过程描述中分不清
主次详略，无关内容描写过多，无法
直观地突出文章主题。而结尾部分不
能直接点题，结束得很草率。这表明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作文大纲的写作练
习。
听了一天的会议，我感受到华夏
中文学校的教师培训课程对于半路出
家的新入职老师来说真的非常有意义。
很高兴能在华夏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
里学习成长。我只是选择了最感兴趣
的三个讲座浅谈几点感想，远远不能
概括会议的全部。感谢所有老师们无
私地分享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我也
看到了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下一步希
望通过实践不断积累，提高教学水平，
保持初心，教书育人，坚持多听、多思、
多做，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华
文化传播者。
重，但国内的合作方非常努力地为“寻
根夏令营”提供了很多的新形式。 国
内的大学生助教，教孩子使用微信，
用微信小程序，让孩子们参与互动，
提交各式类型的小作业、小创作，绘画、
朗诵、故事、视频、图片，五花八门。
孩子们对这种新的形式非常地开心，
甚至在夏令营结束之后还念念不忘，
问学校能不能继续开展类似活动。
通过以上这些行动，学校极大的
凝聚了中文学习的动力。这是我们在
疫情困难下，为同学们中文教育，做
出的一些尝试和努力。希望我们的这
些努力，能够为孩子们的中文学习带
来多一点点益处，让他们在这个困难
时刻，不会因为无法到校，而损失学
习中文的机会。我们充分利用新的技
术和条件，挖掘更多有趣，有效的新
方法。我们和兄弟分校一齐努力，把
中文教育做好，做强！
          ( 大纽约分校校委会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