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马立
平中文》教学
序列中，五年
级是做为前四
年字词学习的
总结和后四年
汉语写作的起步而设计的。教材以改写版
的”西游记”故事为依托，课堂教学中以
部分课文精读、重点字词精讲的方法完成
词汇练习，作业中以回答问题、部分课文
泛读、线上词汇游戏、课文段落输入等方
法完成词汇和语句练习。整个学习过程中，
课内课外、线上线下配合，帮助学生熟悉
相关的汉语语音、语句，练习字词句的书
写和使用，为以后用汉语表达创造条件。
从近几年的教学效果来看，学生们都能如
期完成教学要求，到学年末能写出合乎汉
语语法的语句和段落，不少学生还可以用
汉语大段地讲述故事情节。 

在教学中，学生们感到最难的部分
是 --- 用自己的语句写出课文段落小结
（做为问答题的答案）。相比之下，他们
更愿意做课文阅读和口头回答问题。为了
让他们能够顺利完成这种“简写”式的练
习，让他们学过的字、词、句“活”起来，
我要求学生们做以下几件事：

1、先看课文视频和听课文音频：视

频和音频信息
的输入做为预
习课文的第一
步 ---“ 眼
耳练习”，可
以带给学生们

70% 以上的课文信息，这对他们之后阅读
文字和理解文字背后的文化、价值观等有
很大帮助。

2、上课时在课堂上读课文和讨论课
文。这样可以利用“同伴效应”使相关的
字词句第二次输入。

3、课后完成家庭作业时，提醒学生
先做网上练习（含语音、语句输入），后
做练习册作业（含写出课文段落小结）。
这次是第三次接触相关语句的语音。同学
们已经熟悉了这些句子，因此写下来就不
难了。如果家长能和孩子一起讨论，学生
们写出的语句就会更准确、更生动。

作为老师，我有机会把“先视听，
后读写”的方法与很多家长常用的“读（课
文），注（拼音），读（课文）”的方法
进行比较。结论是：无论是从学习效果的
持久，还是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先视听，
后读写”方法都好于“读、注、读”。所
以，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方法，尽管它的用
时比较多。

我是马立平一
年级三班的老师，
一年级是中文学习
非常关键的阶段，
也是打好基础的阶段。以下是我的分享：

一、在家里或者在学校，老师都会
叫学生的英文名字，所以刚开始上课，我
把中文名字都打印出来，正反面都有，每
次上课前会把中文名卡打乱顺序放在桌子
上，让学生们根据中文名字找座位，增强
他们的记忆。

二、因为一年级教材里有字卡，孩子
的年龄比较小，他们把字卡放在文具盒里，
书包里，经常找不到。我给他们准备了字
卡收纳袋，每个单元每一课都分出来，给
上课节省了不少时间，也养成了他们收纳
的好习惯。 

三、每周进行三次课文录音打卡，发

音不对的地方也会
录音给他们纠正。

四、除了马立
平自己的课件以外，

我会做和课文有关的 PPT，使上课更加丰
富和有趣。

五、快下课的时候，让学生提前收拾
书包。因为经常会有小朋友拿了其他同学
的作业和课本，为避免这样事情发生。收
拾书包的时候，给他们讲一个小故事，提
高他们学习中文的积极性。

六、贴画奖励。读课文，积极回
答问题，家庭作业只要有表现好的地
方，都会给他们贴画。（单元考试卷
给每个同学写评语，让家长知道孩子
的学习状况。）

以上就是我现在教学使用的一些方
法，还要向各位老师多借鉴、学习。

今年我任教的是
马立平七年级网课，网
课和实体课有很大的不
同，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是可以使用各种教学软件，缺点是无
法更好地掌控课堂。我做了以下几点来提
高课堂效率。

一、重视预习和朗读。马立平的课程
任务很重，想在两节课内高质量完成教学
任务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提前跟家长商
量好，让孩子们提前做好预习工作，同时
我会把课文的重点难点的阅读提纲发给学
生，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朗读。对于朗读有
困难的学生，作业要求可以放低改成多次
朗读，要求每天抽时间多读几遍。

二、设计提问分层，鼓励学生发言。
在老师发的阅读提纲中，我会挑选比较难
的问题问中文较好的学生，并且尽量把答
案简化，口语化，举一反三让学生充分理

解。比较容易的问题交
给中文比较弱的学生，
给他发言的自信，鼓励
和肯定学生的发言。同

时设计一些小游戏，让每位同学都能在课
堂上积极发言。

三、作文的培训在积累。老师不仅
要负责输入知识，还要让学生勇于用中
文输出。针对学生怕写作文，我在每节
课之前会安排两个学生演讲，主题不限，
必须用 PPT 要有文案，要求文案必须按
照作文要求写，演讲能声情并茂，表达
感情。学生们兴致很高，每次演讲都给
我很多惊喜，同时我也能从中更好地了
解学生，跟学生建立更好的关系。学生
跟老师的关系好了，学中文才能更有劲。

以上是我的教学心得分享，希望对其
他同仁有些许启发，也期待阅读到更多老
师的经验分享，谢谢！

教 学 心 得
胡爱春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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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的一封信
八年级 4 班 徐悦媛  指导老师 吴雯

假如还有三天光明
八年级 4 班 杨乐勤  指导老师 吴雯

我爱秋天
八年级 1 班 周子瑜  指导老师 王开春

阿拉斯加游记
七年级 6 班 王梓深  指导老师 胡爱春

我的秋季运动
六年级 1 班 江若雅  指导老师 舒方

游普林斯顿大学
五年级 1 班 申戴文  指导老师 范嫚婧

中秋节
四年级 1 班 董子恩  指导老师 刘杨

珍惜时间
七年级 1 班 胡馨玥  指导老师 徐秀云

独立日烟火盛宴
八年级 1 班 杨城恩  指导老师 王开春

ぁ 普兰斯堡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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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开 始 了！
2023“海投全球”华夏杯朗诵演讲比赛自疫情后正式回归线下实体比赛！

本次比赛分三区分别在李文斯顿分校、
普兰斯堡分校、纽约中心分校举行。请各
分校推荐一至三年级优秀学生积极参与此
次比赛。华夏所有分校即将分赴三个区参
加本次大赛。

三区比赛时间如下：
1.北区（博根、康州、长岛、哈德逊、

大纽约、纽约中心）：1月 29日（具体时
间由承办方纽约中心分校决定。）

分区负责人：何燕（电话：201-281-
8161，邮箱：shh100@hotmail.com）

2.中区（桥水、里海谷、李文斯顿、
奔腾、北部、史泰登岛、伯克利、密尔本）：
2月4日（具体时间由承办方李文斯顿分校
决定。）

分 区 负 责 人： 唐 晓 铨（ 电 话：
917-257-7353， 邮 箱：xiaoquan.tang@

livingstonhuaxia.org）
3.南区（爱迪生，樱桃山、东部、南部、

中部、普兰斯堡、大费城）：2月5日（具
体时间由承办方普兰斯堡分校定。）

分区负责人：杨剑虹（电话：732-
925-4734，邮箱：yjianhong@gmail.com）

参赛分校报名截止日期是2023年1月
15日，请仔细填写《报名表》并上报各分
区负责人，各参赛分校请务必仔细阅读《组
织规则》和《评分规则》，提前熟悉评分标准。

因疫情的特殊情况，比赛形式、地点
如需临时调整，大赛组委会将及时公布。
请各区参赛分校遵守承办分校的安全措施
规定和具体时间安排。如有疑问，请及时
在微信工作群中联系总校教学部。

谢谢大家！
华夏总校教学部

马立平一年级教学经验分享
畅龄老师

每日朗读打卡
的作业实施两年多
了，有30多位学生
参加。家长们的反
馈是：“孩子更喜欢中文了，期待五年级。”，
“孩子讲中文更自信了”，“一年时间里养
成了朗读的习惯，每天一到时间就开始”，“张
口就用了一个成语”……此外学生参加各种
中文活动的愿望和能力明显增强。这些都是
对老师丰厚的奖励，以下是大致介绍，仅供
参考。

理论依据：
1.语音是语言的第一属性，通过声音

学习语言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2. 口语是交流中最直接实用和有效

的方式。
操作方法（微信）：
1.建立班级家长群，每天在群里打卡，

一天一朵小红花，不读就没有。补交最多只
能补一朵小红花。

2.老师和每位家长单独加微信，孩子的
朗读用语音条发在私信里，这样老师可以连
续听孩子的朗读，也不会占用手机内存。

3.老师在私信里反馈孩子的朗读，重在
鼓励表扬。对于个别读错的字，老师用语音
条纠正一下。读音不准不用逐个纠正，天天
读慢慢就好了。

朗读内容：

1. 每 周 朗 读
作业布置 6 天的，
要求学生最少完成
4 天。每天时间不

超过 5 分钟。
2.每周朗读作业前3天读学过的课文，

后三天读下周的新课。老师通过听作业会发
现哪些词汇句式需要着重讲解。

3.单元考试周和放假周时，让学生朗读
课文之外的内容。比如“被”字句“把”字
句的转换；汉语拼音；百词冲关词语的造句；
单元考试里的连词成句……总之，紧扣教学
任务和薄弱环节。

4.对于能力强的孩子鼓励多读，往前走。
比如读课后阅读材料，练习册上的小短文，
甚至孩子自己喜欢的文字。

鼓励孩子的格言：
1.“拳不离口，曲不离手”，每天进步

一点点，一年呢？（1.01）^365=37.8
2.“错误是我的好朋友，发现它，改正它，

我又进步啦!” 
3.“和昨天的自己比，不用和别人比。”
告诉家长的话：
1.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正音非常有帮助。
2.耐心，耐心，和耐心，请不要大吼大

叫，不要呵斥要呵护。保持孩子学习中文的
兴趣最重要，静心陪伴，早晚会开花结果。

祝各位老师冬安！

每日朗读打卡介绍
刘杨老师

《西游记》：先眼耳，后纸笔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教学经验分享

夏方老师

教学工作分享
范志华老师

我是马立平教材四年级的老师。我
会为我们每个同学做好他们的姓名卡片。
上课前他们来取走自己的姓名卡，放在
自己的桌上。我们教材的课程安排是同
学们在三年级开始学汉语拼音，四年级
开始学习繁体字。我们的姓名卡一面有
简化汉字，一面有繁体字和汉语拼音，
每次上课他们都会复习自己姓名的汉语
拼音，简化汉字和繁体字。

因为有姓名卡老师可以准确无误的
点名便于课堂互动。如果有同学没有紧
跟课堂的教学，有姓名卡便于善意的提
醒。如果课堂纪律出现问题也利于控制。

课 堂 上
没有被同学
拿走的卡片
就是缺席的
同 学， 省 去
了点名的时
间。

普兰斯堡分校专刊 图文组稿：吴雯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我想对您说，“谢谢你，你是世界上

最好的妈妈！”
从我刚出生起，就一直给你添麻烦。

在我十一岁以前，我每星期至少哭一到两
次，会不停地撒娇。小的时候，如果你不
给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会哭，会叫，会闹，
甚至说我有多恨你，其实在心里，我明白
那不是真话，因为我无论何时都是爱你的。
小时候的我不懂事，也不能体谅你每天有
多么辛苦。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你身兼数职，常常工作到凌晨，然而，每
天你又在早上6点准时起床为我们准备早
餐，送我们去学校。

我小时候不善于和别人交流，当你要
我跟路人或者跟你朋友的孩子聊天时，我
会粗暴地说“我不要！”或说“NO！我不想！
你为什么要我去说话！”。我想对您说声
抱歉，也谢谢您至始至终地鼓励我教导我，
让我渐渐地不再害怕和别人交流，有了很
多好朋友。

我知道有时候我很讨厌。我听到米米
大哭的时候说我很烦人，很缺德。我的朋
友也说过我很烦人。你骂我的时候说我很
烦人，不会收拾房间，也不会做作业。所
以我这两年我试着变得更好。我可以几个
星期不哭，我好好地练琴，每天会第一个
起床和收拾床。我对我的朋友和同学们很
友好，虽然我们有时会争吵，但是十分钟
之后我们就互相原谅了。

妈妈，我想再说一遍我有多爱你。我
还有很多东西要感谢你。我会继续听话和
努力地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敬祝
女儿：豆豆

2022年11 月

朋友，你是否读过女作家海伦凯勒的
《假如我有三天光明》，你是否想过如果
你还有三天的光明，又会想做些什么呢？

假如，我还有三天的光明，我会走遍
天下的每一个角落，寻找最美的风景。

第一站我希望去到冰岛，看一看北极
光，五彩斑斓的，挂在天上像无数盏水晶灯，
一串一串的彩色珠子从顶端坠下来，波光
粼粼地在天上游动着。

我想去看一看秋天的落叶，体验秋高
气爽的感觉，在悬崖边眺望着一片一片红
黄色的树林，蓝蓝的天上面挂着一朵一朵
的白云。

我想去看一看马尔代夫的海滩，一个
人静静地走在大海边，望着远处乘风破狼
的小船，感受微微的凉风从我脸旁吹过，
倾听海浪翻滚的声音。

我想去看一看大片花田的样子，一朵
一朵色彩鲜艳的花儿，好像太阳冲我微笑。

我想去看一看冬天的冰天雪地，每一
片从天上降落的雪花，都是一簇小小的火
苗，带给我的温暖和勇气！ 

我想去看一看我家人，让他们的模样
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这样我永远也不会
忘记。

我想去画室里画一幅画，记录我看见
的风景，用颜料混出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
颜色。 

我想找一找镜子，看到我自己的样子。
然后我想去看一看夏威夷的日出，感

受黑夜里阳光到来的幸福……

每年7月 4日的美国
独立日我们全家都会去露
营。今年也不例外，我们
全家和另外三家朋友一起
去了缅因州的Acadia 国家
公园。经过九个小时的车
程，下午四点钟我们终于
到了营地。在我们登记进营地的时候，管
理人员告诉我们今晚在Bar Harbor 有烟火
看。我听了之后非常兴奋，因为这并不在
我们的计划之中，是一个意外惊喜。

吃完晚饭我们高高兴兴地乘坐营地提
供的汽车来到了放烟火的地方。晚上九点，
听到”轰“的一声，我抬头看，五颜六色
的花朵天空放飞，很快这一朵朵美丽的花
朵又消失在夜空中。紧接着，又一串串的
彩色的火花在哔哔啪啦的声音中不断上升

上升，太好看了！我们大家不由自主地拍
手叫好。烟火在夜空中绽放各色各样颜色，
并伴随着很多不同形状，有的像红红的玫
瑰花，有的像金黄发亮的钻石，还有的像
流星雨，美丽得让我眼花缭乱激动不已！
烟火一直放了四十五分钟。这是我看过的
最长最壮观最难忘的烟火盛宴。

在一年四个季节的春夏秋冬里，我最
喜欢秋天了。

秋天是五彩缤纷灿烂辉煌的季节！绿
色的叶子慢慢地变黄了，变红了，变棕色
了。黄色的叶子象一片片小小的金片，红
色的叶子红得如火，而棕色，也让人浮想
联翩。加上绿色，这些叶子交错在一起挂
在高高的树上，带着人们进入了秋天的五
颜六色美丽境界。再过一段时间，叶子们
都会慢慢的从树上飘下来，落在地上。一
阵风吹来，树叶随风起舞，远远望去，就
像彩色的小蝴蝶在草丛中翩翩起舞，真是
令人赏心悦目。

秋天也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它不
像夏天那么炎热，也没有冬天那么寒冷。
秋天的风一阵阵吹过来，令人舒适迷恋。
人们在这样的天气，出去徒步、赏秋，收
获的不只是秋天美丽的风景，还有心情的
愉悦和舒畅。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里的果实
熟了，黄的红的青的，果实累累地挂满枝
头飘香四溢，我们可以去果园，去农场，
去摘苹果和桃，一
起分享秋日丰收的
喜悦。

在美丽的秋景
里，我们永远收获
辉煌。我爱秋天！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阿拉斯加旅游。
去阿拉斯加只能坐飞机。当飞机飞到加拿
大育空地区和阿拉斯加的边界时，我往窗
外看去，发现下边是连绵不绝的雪山和冰
川。一座座雪山看起来好像白白的大蛋糕！
而一道道冰川好像黑色的公路。下了飞机，
扑面而来的是凉爽的空气，完全感觉不到7
月的酷暑。坐出租车去旅馆的路上，两边
都是松树。这时已是晚上11点，可太阳还
挂在天上。让我真正认识到我离北极圈很
近了。

第二天，我们先在 Anchorage 市中心
逛了逛，因为天气晴朗，在海边我们很幸
运看到了北美最高峰Denali。午饭时，我
们尝试阿拉斯加特有的驯鹿热狗。虽然有
点辣，我还是觉得它很美味。午饭后，我
们乘坐免费班车去动物园玩儿。进了动物
园，碰巧正是熊的午餐时间。两个管理员
在准备食物，她们在卷心菜上放了一些花
生酱，然后使劲儿扔进了熊园。有趣的是，
卷心菜落地时竟然炸了，好像炸弹一样。
一颗颗卷心菜被扔到了不同的地方，而熊
就忙着到处找他的美味午餐。离开了动物
园，我们乘车去看本地人钓三文鱼。那是
市中心的一条河，钓鱼的人有的穿着连体
橡胶裤站在水里钓，有的则站在岸边钓。
当我们走过河上的一座桥时，发现桥上有
一张桌子。原来是供钓鱼的人收拾三文鱼
用的。钓鱼的人会把不要的内脏和鱼头扔
回河里，让海鸥吃掉。

以后的几天我们去了美国最大的国家
公园Denali。之后，我们又乘坐邮轮一路
向南直到温哥华。旅途中，我们游览了冰
川湾国家公园。那里的海面上漂浮着许许
多多的冰山和浮冰，而岸边则是巨大的冰
川。我们很幸运地看到了冰川破裂入海的
景象，还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

结束了阿拉斯加的旅途，我们游览了
西雅图，参观了太空针。太空针是西雅图
最高的建筑，在顶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最有趣的是，太
空针的顶楼一直
在转！

我们这次暑
假的阿拉斯加及
西海岸之旅真是
收获满满。

人们常说：“时间一去不复返。”这
可以告诉我们，时间是不可以浪费的，因
为浪费的时间永远都拿不回来。你花的钱

是可以挣回来的，可是时间一过，就再
也不回来了。很多人直到失去了时间以
后，才明白它有多重要。我们不知道明天，
或者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要
珍惜我们手上已有的时间，做一个富有
成效的人。

我们可以怎么用时间呢？不管是大人
还是小孩，都应该好好学习。有更多的知
识，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你小
时候就好好利用时间，长大了以后你就可
以享受生活了（但是你还是要工作）。娱
乐也是对一个人的精神健康很重要的。在
娱乐的过程中，你可以增长知识，扩大眼界。

总之，时间是不可以浪费的。我们要
珍惜时间，做一个努力的人，做一个富有
成效的人，要准时做事情。有一句谚语说，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Marching Band——行进乐队，是一种
结合行军方阵和乐队演奏的户外活动，这
也是我在美国学校参加的课外活动。

虽然这是秋季运动，但是我们从夏天
就开始训练了。我们通常在八月开始训练。
今年是从八月八号到八月十九号，每天早
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在行进乐队营地训练。

今年是我第一年参加，我们这个行进
乐队有86个人，分别演奏长笛、小号等乐
器和仪仗队。我是吹长笛的。我学了4年
的长笛，平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练习，现
在可以跟许多演奏不同乐器的同学们一起
演奏，所以我特别有干劲！

八月的天气很热，太阳也很烈。我们
在炎热的大太阳下一边学习演奏新的音乐
曲目，一边学习走出整齐的队伍排列。对
于我这个新手来讲，很有意思也有点难。
不过训练结束时，我们每个人都很有成就
感。虽然今年表演的曲子特别难。不过我
觉得我们的表现特别酷。

到了九月开学之后，我们的训练改为
每星期两次：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三，下午
六点到晚上九点。我要从我的初中到高中
操场去练习。每当我们高中有足球比赛时，
我们都在中场休息时提供免费的表演。就
像中国古代打仗时，用战鼓来给士兵鼓劲，
我们行进乐队的表演让全场的气氛热烈起
来。观众很开心很兴奋。

除了在比赛中给运动员和观众们鼓劲
加油，我们行进乐队每个星期六会参加各
种比赛。有比赛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很早
到高中报到。然后乘坐校车去各个学校参
加比赛。通常很晚才回来。上次很特别，
那一天我们有两个比赛。我们早上九点出
发，到了晚上十一点才回来。

行进乐队训练很辛苦，演出和比赛都
花很多时间，不过我很喜欢。因为喜欢，
所以愿意付出，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心
之所向，素履以往”。

这天天气真好，
蓝天上飘着一丝丝的白
云。我们一家人去普林
斯顿大学游玩。

走进校园就可以
看到很多古色古香的

欧洲式建筑，在绿树和鲜花的围绕中显得
端庄典雅。妈妈告诉我们这些建筑大概有
二百多年的历史了，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
坦就曾工作在这里。散步在这美丽又静幽
的校园，我们都感到了一种特别的乐趣。

我和姐姐最喜欢坐在建筑前面的大狮
子上玩耍，在树丛和建筑间捉迷藏、追逐，
尽情享受这美好的风景和时光。

普林斯顿大学太美了，我真的好喜欢。
我希望长大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生活在
这个美丽的校园里。

中秋节晚上，在我们家的院子里，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在一
起吃东西。小鸡在地上吃芝麻。小狗在院
子里跑来跑去。

桌子上有月饼、橙子和热茶。爷爷给
奶奶一块月饼，姐姐也给我一块月饼。爸
爸在微笑地看着妈妈
喝茶。

天上有大大的月
亮和闪闪的星星，一
家人开心地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