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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
 三年三班 沙麦天 指导老师 郑珺
	 我想要一小时吉他课。
我想要弟弟长大。弟弟长大了就不
会闹了。我就会跟他玩了。
	 我想要下雪。我想跟弟弟在雪
地里玩。
我想要弟弟跟我玩军棋。弟弟现在
还不会。
	 我想要夏天。到夏天了，就可以
在水里玩了。

我喜欢游泳
 四年二班 郭逸华 
指导老师 范志华

	 我踢过足球，打过篮球，游泳却
是我最喜欢旳运动。我四岁开始学
游泳，六岁时，去了YMCA游泳队，
然后七岁时，参加了X-Cel游泳队。
游泳有四种样式：自由泳、蛙泳、
蝶泳和仰泳。我游得最快的是自由
泳，最慢旳是仰泳。
	 游泳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和
小朋友一起玩，还可以把身体锻炼
得很结实。但是游泳也是一件辛苦
的事情。每周我要训练四次，只有到
了夏天我才能休息。有时，周末还要
去参加游泳比赛。但我一直坚持了
下来，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游泳。

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四年三班 王湘怡
指导老师 费利群

	 我的心怦怦怦的，	我在等辩论
比赛的成绩。我特别紧张，因为我不
知道我会不会进。等的时候想，我付
出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好希
望我能进啊！突然，门打开了。老师
出来，拿了一张纸	。她在纸上读名
字。最后，我听见我的名字了！
	 “哟！妈妈，我被选上了！”	我
高兴地叫。妈妈也很高兴。
	 我们回家的时候，我感觉一件
不小的事情过去了，可是一件更大
的事情又来了：我们要代表学校参
加总校的辩论比赛。
	 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得到。只有
付出，才有收获！

唐僧回家
 五年四班 胡云彦

指导老师 刘倩
	 唐僧师徒四人都到了西天，以
为没有妖怪了。可是，实际上还有一
个妖怪。
	 可能是最厉害的妖怪。他的名
字叫妖怪王。妖怪王有大黑爪子，大
红牙齿，像蛇的身体，还有两个有毒

的刀。他长得特别大。
	 很久以前，如来佛祖把妖怪王
抓住了，把他压在了地底下。可是，
妖怪王没有死。几千年过了，妖怪王
从地球里钻出来了，他现在特别恨
如来佛祖，他想把全世界毁灭。可
是，他是很久以前的妖怪所以只有
如来佛祖知道他是谁。别人不会认
识他。妖怪王只有一个缺点：只要人
害怕他，妖怪王就不会死；要是没人
害怕，那他就可能会死。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天空
中，要飞回长安。忽然，他们听见一
个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他们地下
的地裂开了，里面出来了一个巨大
的动物。唐僧说:	“悟空！这是什么
东西?”	悟空回答：“不知道！我从
来没有见过!”	原来这就是妖怪王。
悟空冲着妖怪王扑出。妖怪王拿起
一个有毒的刀，把金箍棒挡住了。可
是，悟空不害怕妖怪王。如来佛祖看
见悟空正在打妖怪王，就念了起咒
语，那个咒语让所有的人什么都不
害怕，所以妖怪王慢慢地变成一股
青烟，没有了。
	 最后，唐僧师徒都平安地回到
了长安。

	 青春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
个时期，也是最关键最危险的一个
时期。有人说：“青春期是花团锦簇
的沼泽地。”在这一时期，生理上心
理上会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是一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依
赖走向独立，从家庭走向社会并逐
步适应社会的重要阶段。在华夏普
兰斯堡中文学校任教以来，有幸一
直担任九年级毕业班的老师，学生
们大都在十四五岁左右，正值青春
期。谈到青春期，大家自然会想到
叛逆这个词，通俗地说就是你让他
干啥他偏不干啥，可是如果你是他
的朋友，他自然不会对你叛逆。作
为青春期孩子的中文老师，首先考
虑的就是与学生交朋友，激发青春
期学生学中文的兴趣。经过这么多
年的教学体验，我认为一个中文教
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
	 一、将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引入
教学中。我非常重视每学年开学的
第一课，第一印象的好坏，关系到
以后教学的顺利与否，所以每次第
一节课，我都会问学生们：“你们为
什么来学中文？”大多数同学回答
得很坦诚：家长逼着来的，如果不
来，就会受到家长一系列的惩罚措
施。听了之后，我们都笑了，我坦言
之，我就是这样逼我的孩子来上中
文学校的。检讨自己的同时，也借
机和他们交流我为什么逼着孩子
学中文，一是让他们明白家长的良

苦用心，二是让他们明白学好中文
的重要性，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取得
他们的理解。我对他们郑重承诺：
我们班的宣言就是快快乐乐学中
文。同学们听到这个宣言马上兴致
高昂，我鼓励他们用中文介绍自
己，并讲一些暑假趣闻，课堂气氛
立即热烈欢快起来。借此，我对他
们有了初步的了解，了解了他们感
兴趣的话题。所以，在教学中，我们
要积极寻找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
并融入教学中，以提高学生学中文
的兴趣。比如，有时我们会就高中
阶段男生邀请女生参加正式舞会
为话题，他们非常感兴趣。大家一
起交流男生邀请女生的方法，女生
们也会透露出她们喜欢的礼物。我
也会和他们分享我的青春经历，这
些非常美好的话题，既拉近了我与
他们的距离，也使中文教学变得丰
富有趣。
	 二、鼓励式教育。要相信孩子
们的能力，重视和尊重孩子们，决
不能伤害学生的自尊，毁灭学生的
自信。我们华裔后代都非常聪明，
如果中文学得不够好，做为老师，
不能够说他就是班里成绩最差，如
何如何不行，而是要用鼓励的语
气先肯定他优秀的方面，先建立他
们学习中文的信心，再中肯地指出
他们的不足，鼓励他们只要努力，
这些不足很快就能弥补的。去年有
一个学生，学校摸底考试他没有过
关，我们的教务长叶老师帮着一起

鼓励他，我还特别给他补课，最后
汉语水平考试他取得了平均八十
分的好成绩，远远高于预期，家长
学生老师皆大欢喜。
	 三、尊重孩子们，把他们当朋
友。过于严厉的训斥是对待青春
期学生的大忌，尤其不适用于华
裔学生们，老师不能太过严肃太过
严厉,否则学生会产生抵触情绪，
随之厌倦中文。我一直都用微笑挂
在脸上来要求自己，在短短的一两
次课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每次见
面，哪怕是在走廊、停车场，我都喊
着学生的名字跟他们打招呼。这些
点滴都会让学生们感受到我对他
们的尊重，渐渐地，他们对我越来
越信任，很多学生会和我讲他们的
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宠物，有的还会
跟我讲他们的苦恼和隐私。尊重他
们，把他们当朋友，他们也会把老
师当朋友，当他们喜欢这个老师
时，肯定就会更喜欢中文。
	 总之，我们要肯定学生们一点
一滴的进步，对学生们充满信心，
帮助学生们健康成长。青春期的健
全发展，对人的一生都将起到重大
作用，甚至会决定今后发展的轨
迹，所以教青春期学生真是责任重
大，当然也其乐无穷，最终结果是
双赢！因为我教他们中文，他们令
我拾回青春！我不仅仅是他们的
中文老师，更是他们的知心朋友！
幸福就是这样简单！足矣！

	 我的朋友小提琴教师祝老师
曾经给他的琴童家长发过一个家
长须知：“教师，学生和家长三方，
是在教和学的运作过程中相辅相
成的必然组合……想要真正学好
乐器演奏，需要三方共同的默契合
作与持之以恒的努力……”这里，
我把他的意思延展开，表达同样的
教学理念：要想真正学好中文，或
者任何一门科目，都需要家长，学
生，教师三方团结协作共同努力。

家长
	 家长是这三方面里促成教学
内容得以实施的关键一环。那么怎
么才能让家长们心甘情愿和我们
中文教师配合，在课后按照我们的
理念进行课后作业辅导和语言练
习？我认为和家长的交流很重要。
利用学校分配的两次家长会，把学
校的教学格局和个人教学计划传
达给各位家长；通过每周教学活动
和每周家长书，建立家长教师交流
平台。家长在清楚的了解课堂教学
内容和教师的教学要求基础上，和

我们教师配合起来就会积极多了。
为了让家长了解教学要求，	要写
好教案。家长清楚了教学目的和内
容，自然而然愿意配合。其次，上好
课。每次上完课，孩子们带着装满
中文的小脑袋回家，和家长们聊聊
中文课堂学到的内容。当听到孩子
们谈论中文课的话题，当看到孩子
从不爱学到兴趣十足的变化，家长
们会越来越支持我们的工作，愿意
协助我们做后盾。

学生
	 学生是我们教学的主体。如何
做到快乐教学并有收获呢？我们
首先看看驯马步骤。
	 1）	安排训练计划
	 2）	配备好设备
	 3）	热身
	 4）	慢走
	 5）	慢跑至小跑
	 6）	小跑至慢跑至慢走
	 7）	身体冷却--延长慢走
	 8）	奖励
	 我认为训练孩子们的中文语
言学习好比驯马。那么我的教学安

排也是和驯马计划一样。首先在开
学前做好全学年的教学计划，按时
把教科书和练习册，课后作业本，
课堂练习本给孩子们准备好；利用
学拼音的前四节课，给孩子们做好
学习马力平三年级相对二年级更
大词汇量及阅读量的热身准备；然
后我们开始学习课文，把汉字知识
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传输给孩子
们；在确认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被激
发以后，把写作和阅读技巧教给孩
子们，让他们开始小跑（开始学习
第二部分的时候是我们的小跑阶
段）；跑了一段时间后，该是给孩子
们喘口气的时候，刚好我们课文里
有一篇音乐文章《	让我们荡起双
桨》，利用这节课给孩子放松一下，
享受学习中文的乐趣；等到最后一
课，就是我们给孩子发奖的时候。
由于孩子的个性迥异，我们挖掘其
不同并以此为基点让它成为闪光。
期末的奖状，就是给这个闪光点而
发。这一张文字肯定，将激励他们
在下个阶段继续努力，并期望由此
而可能激发出他们终身奋斗的激
情。

	 桃花绽放，青柳飞扬。四月九日下午，明媚的春天里，“2016华夏之
星”在华夏中部分校闪耀登场，来自华夏系统十来所分校的小演员纷纷
展示才艺。
	 晚会由江凌昕、孙廷放、陈欣悦、蔡朗悦、卢澄玥等五位同学主持。总
校长张长春致开幕词，文艺部长叶森和文艺副部长马咏邀请各分校领队
上台讲话并预祝演出成功。在优美的乐曲中，博根的舞蹈《雨滴滴，水妹
妹》拉开了帷幕。相继登场的有中部的《走进大草原》、大费城的《神笔马
良》、樱桃山的《小看戏》、爱迪生的《蒙古筷子舞》、李文斯顿的《Happy》、
北部的《好运来》、南部的《水边姑娘》、普兰斯堡的《民乐合奏》、东部的

《O,	Holy	Night》和中部的《中文大拜年》等20个节目。
	 绚烂多彩的舞蹈，身姿曼妙的球操，悠扬的民乐合奏和精心排演的
曲艺小品，都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最后，小演员们上台领取了演出纪念
奖章。一片欢声笑语中，“2016华夏之星”圆满落下了帷幕。
	 这场演出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组织和策划。在各分校的配合下，华夏
组委会及承办学校中部分校承担了大量工作，保证了演出的顺利进行。
再次感谢中部分校校委会及以下组委会成员：马咏、林胜天、谷灵、秦颖、
卫东、阎明、李晓京、叶森、王宏、张长春。	（摄影：郝若飞）

	 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为丰富教师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学校凝聚

力，董事会校委会决定举办2016教师迎春联欢会。校务长曾洪挂帅任筹

备总指挥，充分发挥了曾洪组织筹划大型活动的能力，各项安排详细周

到。教务长叶风苹老师亲自动员点将，让老师们热情高涨。卫亚利刘于

钢老师负责装饰布置会场，收集了历届校长董事长贺词的制作精美的

幻灯片，红色桌布，蜡烛，插花处处展现了两位老师的精心设计和艺术

修养，刘于钢老师借来的大红灯笼赋予了联欢会浓郁的中国传统节日

气息，而谢勤老师提出了老师走红毯环节，又让联欢会与国际时尚巧妙

接轨，不得不让人为普兰斯堡教师的才气折服。

	 各位董事展现了在掌控学校大政方针之外的令人惊叹的动手能

力。陆凯董事迅速娴熟地吹起了百余只气球，	Billy	董事亲手设计搭建了

一个七彩气球拱门，潘仁南董事长亲自动手，让大红灯笼高高挂，董事

们魔术般的让会场马上充满了节日气氛。刚刚加入董事会的邹宇跑前

跑后，四处采购救急。

	 2016年3月19日下午两点，教师联欢会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备，在

校委会诙谐幽默的三句半表演中拉开帷幕，中文老师，文体课老师，学

校董事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大家献上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纷呈的节

目。有人放声高歌，有人翩翩起舞，有人深情朗诵，有人鹦鹉学舌，处处

表现出普兰斯堡中文学校教职员工的多才多艺，睿智幽默。山东快书，

方言朗诵，地方戏曲让我们见识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乡音乡情，既让人

亲切，也让人捧腹。旗袍走秀让女老师们一展亮丽风采。董事会校委会

成员身兼数职，既表演节目，又兼职服务生，充分体现了服务学校服务

老师的宗旨。

	 我们奉献，因为我们要让中国文化在下一代身上生根发芽。我们联

欢，因为我们不忘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一定

会在奉献中发展，在团结中壮大。

教师
	 邹韬奋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一
个人在学校里表面上的成绩，以及
较高的名次，都是靠不住的，唯一的
要点是你对于你所学的是否心里真
正觉得很喜欢，是否真有浓厚的兴
趣”。如何激发这些生在美国小ABC
学习中文的热情，让他们真正喜欢
上学习中文，培养兴趣，是我们的教
学前提。作为教师，教学手段之一是
准备有趣生动的课堂教学内容。在
充分准备的课堂里授课，孩子们学
得开心，教师教得愉快。控制教学时
间也是非常关键。教学材料准备不
充分，45 分钟用不完——课堂出现
空挡，给孩子们淘气制造可乘之机；
准备过多，	45分钟不够用——课堂
内容要么压缩，要么删减。课堂上临
时删减，往往会措手不及，把原本计

划要讲到的内容落下。课堂时间被
教学活动塞满，尽量不给孩子们留
空隙。和学生直接明确教学目标是
其三。我告诉我的学生们，中文可以
是和父母说悄悄话的特殊工具，也
可以是在同学面前炫技的秘密武
器，还可以是和长辈沟通的文化桥
梁。灵活推销这些道理，将之潜移默
化的在中文教学中渗透，培养孩子
的中文学习兴趣。
我有一个学生从不爱学中文，到这
样造句：“中文虽然很难，但是我一
定要好好学习。”看到他写的文字，
我的感动油然而生。	
	 韩愈的《师说》里讲，	“	古之学
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
也。”	和其他老师一样，我享受教书，
享受传道授业解惑带来的成就感，
享受三位一体成员的快乐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