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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分校

华夏中文学校义工代表出席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2020春节招待会

游牧老师在线分享
《美国外语教学理论在中文课堂中的实际应用》

	 2020年1月16日晚，黄屏总领事和夫人张爱萍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举行2020年春节招待会，各界华侨华人代表650余人欢聚一堂，共庆佳
节。华夏中文学校22名义工代表出席了招待会。

	 2020年1月18日，新泽西的初晨，外面雪花飘飘，屋内暧意融融，此
时，华夏中文学校总校常务教学顾问游牧老师，正在通过中国华文教育
基金会“华文教师完美远程培训”全球直播平台，为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的华文教师讲授《美国外语教学理论在中文课堂中的实际应用》课程。
	 游牧老师讲述了自己十多年中文教学的体验和心得，并结合自己
在美国学校教授中文的实战案例，分析、对比、介绍了西方外语教学理
论在中文课堂中应用的成效。她介绍了语言教学的5C理论（交际、文
化、连贯、比较、社区），三种模式（理解、人际、表达），以及语言教学的反
向设计策略，并通过教学实例和课堂游戏设置，着重分析了如何将5C
理论以及反向设计策略运用到实际的教学设计中。
	 游老师的讲座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此次网络
在线课堂，有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近千人在线听课，一百多人参与互
动，有的在深夜，有的在凌晨，时空穿越，大家都守候在小小的屏幕前，
静心聆听着，表达着海外华文教育者们对华文教育的拳拳之心。

南部分校生机盎然充满活力
教学井然有序 活动丰富多彩 热心投入公益

	 华夏中文学校南部分校是一所充满活力健康发展的学校。2019-
2020开学以来学校在校委会、教学部、家长会、董事会的通力协作支持下
正常地运转着，南部幸运地拥有一支坚守负责的教师队伍，有热心支持
学校工作的家长们。在井井有序的教学活动展开的同时，学校积极参与
每一项总校和当地社区的系列活动。从开学之初的当地城市之日，华夏
运动会，到多元文化节都活跃着南部师生家长的身影，学校的暑假寒假，
众多的南部学生们热心投入暑期公益，	为乡村儿童开设夏令营，为支持
中国乡村小学的美学教育，参加爱飞翔	《我是乡村小画家》	全国小学生
绘画展以及在新泽西的联展。我们期待南部中文学校在2020年继续稳步
健康前行…….（廖山漫	高年级班老师）

如果我是一位家长
高年级班   陈倩雯

	 作为一个孩子，我觉得家长在
孩子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代替的位
置。他们既是孩子榜样，也是孩子的
朋友，	当然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是不
可估量的。我认为，家长正确的教育
方式对孩子有很大的帮助。我虽然
还是个孩子，但是我经常听到我的
妈妈和她的朋友聊天时谈到“教育
孩子”这个问题。大部分的对话都是
关于要怎样在孩子面前有威严，但
又能够和孩子无话不谈。简单点，就
是要不要当个“虎妈”。
	 虎妈，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位极
其严格的妈妈。她们会给自己的孩
子定几百条的“家规”。不但如此，她
们肯定还会逼着孩子做自己不喜欢
的事情。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上，我
觉得虎妈的教育方式非常的极端。
逼着孩子做不喜欢的事情，会让孩
子和妈妈之间的感情产生隔阂。可
以想象，如果我们每天一从学校放
学回到家里，就得面对更加繁重的
额外补习班和兴趣班，那我们还会
为放学回家高兴吗？我们不想回
家，就导致我们跟父母交流的机会
越来越少。久而久之，就跟父母产生
了嫌隙。如果父母跟孩子的唯一交
流都是关于学习的话，那孩子就会
觉得与父母没有话题可谈。而且会
觉得父母太严厉，而不敢与他们倾
诉。	自然，孩子就无法和父母无话不
谈。	总而言之我觉得，孩子需要发展
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他们才会与
众不同。父母需要鼓励自己的孩子
去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是单
方面的意愿推动他们去学习某些才
艺。
	 另一方面，把孩子管得太松也
不见得有益。孩子管得太松，会导
致孩子心性散漫，不知是非分明。
美国的家长，一部分因为两位家长
都忙于工作而无暇管教孩子，导致
一些孩子缺乏辨是非的能力，我就
有听到过类似的例子。我的学校邀
请了一个社区外展计划，惩教署（	
Community	outreach	program	of	 the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	
NJ	Project	Pride	）里的犯人给我们
讲述他们的故事，其中一位令我印
象深刻。这个犯人的父母在他小的
时候忙于工作，导致对他缺乏关心。
因为没人管教，导致他在外界受到
不良的影响。十四岁的他就开始吸
食毒品。最后，高中毕业之后因贩卖
毒品被捕。最令我震惊的是，那位犯
人跟我们讲到，他以为那是很正常
的。当然，大部分美国的家长都给孩
子们一定的自由，发挥想象，发展兴
趣。	
	 最后，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一
定会鼓励我的孩子自由的去发挥他
的想象力，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但
是，我要教育孩子去学会分辨什么
是对，什么是错。我不会逼我的孩子
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	

我的妈妈
高年级班  王妮达

	 天下母亲千千万，唯有母爱都
一样，不过中国父母和美国父母还
是有所不同。
	 中国父母给人的印象刻板严
格，与子女的关系不那么紧密。美国
父母相对来说比较宽容，与子女保
持比较亲密关系。尽管我的母亲是
中国人，但她不太符合刻板印象。我
和妈妈非常亲密，我知道我可以依
靠她。虽然她给我不少的压力，但妈
妈不会强加给我无法承受的压力。
在周末，妈妈让我玩得开心，并带我
去参加社交活动。我们俩都很珍惜
家人，经常一起去商场。我自己觉得
虎妈妈有两面性。虎妈妈的严格教
育可以帮助孩子们珍惜辛勤的工
作，最终他们会变得非常有成就。宽
大的母亲的教导可以帮助他们的孩
子重视独立性和亲密关系。
	 我喜欢宽容的妈妈策略，因为
我相信妈妈在培养我这方面一直做
得很好。即使我的妈妈不是典型的
老虎妈妈，她也帮助我成为了一个
充满爱心，勤奋和有爱心的人。

我和我的弟弟
高年级班   何桐羽

	 很多人有兄弟姐妹，他们可以
一起玩儿和互相帮助。不过，他们也
会互相吵架，打扰，捣乱等。一般来
说，年龄比较接近的兄弟姐妹他们
的关系会更好，因为他们有更多的
机会一起玩儿。年龄差别比较大的
就没有这么近，因为大的哥哥姐姐
会有很多功课，他们太忙了。小的妹
妹或弟弟就没有人陪他们玩。哥哥

姐姐上大学了就会更没有什么联系
了。
	 我和弟弟的岁数差距不是很
大。我们俩相隔六年，我们两个的关
系挺好的。我的功课很忙，但是我还
是会抽出点时间跟他玩。我的弟弟
很调皮，经常打扰我。他很吵。虽然
我比他大，可是经常是他欺负我。他
喜欢抢我的东西和趴在我身上。但
是，有时候他很可爱。他给我带来了
很多笑容，也让我的生活没有那么
孤独。没有他，我就没有伙伴跟我开
玩笑。他让我的生活更有趣。我们俩
都会留好吃的给对方吃。常常分享
生活中和学校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会吵架，但是我们还是
会和好的。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会
去帮他；我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也会
来帮我。我们两个是一对姐弟。不管
怎么样，我们会互相爱护。我觉得这
是兄弟姐妹最重要的方面：不管吵
架，欺负，或别的问题，如果大家都
互相原谅，帮助，和爱护，那关系就
不会太差。

你的父母怎么表达对孩子的爱？
--访谈录

高年级班   奚明月
问 : 你和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关系
呢？
同学T:我和我的父母关系很好。我
们互相都觉得对方是好人。
同学A:我和我的父母关系挺好的。
我最信的人是我的父母。
同学D:我很喜欢我的父母。我觉得
我们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
问:你觉得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同学T: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他们
很热心，总是很高兴帮助别人。
同学A:我的父母人很好。他们总是
会帮需要帮助的人，但他们不会给
你答案。像我做作业的时候，他们会
帮我找到答案，但不会直接告诉我
是什么。
同学D:我的父母很聪明。我的父亲
在一个计算机公司工作，我的母亲
是一个工程师。
问:你觉得你父母可以做得更好吗？
同学T:我不觉得我的父母可以做得
更好。他们都已经花很多的时间给
我和我的兄弟了。
同学A:我的父母两个都很忙，所以
不能总是陪我。我有时候希望他们
能花更多的时间陪我，但我知道他
们都已经尽力了。
同学D:	我觉得我的父母都已经做的
很好了。
问:你的兄弟姐妹和你的父母的关系
怎么样？
同学T:我没有兄弟姐妹。
同学A:我的兄弟两个和我的父母的
关系都很好。
同学D:	我有一个姐姐。她现在上大
学，但她还是跟我的父母每天都联
系。
问:你们的父母怎么样表示他们的爱
呢？
同学T:	我的父母表示爱的方法就是
陪我。
同学A:他们帮我做作业，关心我的
学习。我觉得这是他们表示他们的
爱的方法。
同学D:我知道我的父母爱我，因为
他们关心我的健康和我姐姐的健
康。
	 从这些问题和同学们给出的回
答，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周围的同
学们和父母的关系都很不错。每个
人的父母职业虽然都不同，但他们
关心爱护孩子的方式是有很多共同
的。我们很幸运有关心爱护我们的
父母，陪伴着我们的成长。

我的爱好
五年级   陈若玫

	 我喜欢踢足球。它是我最喜欢
的运动之一。我的足球队是一个很
好的足球队。在队里，我们队员都是
好朋友。
	 我们每周训练三次。我们练习
快速带球，抢球，和射门。在训练结
束以前，我们常常分成两组比赛，非
常有趣。周末，我们和其他队伍比
赛。有时参加锦标赛，一个周末两天
要踢四场比赛，赢了能得到一个大
奖杯。我喜欢足球是因为和朋友们
一起玩得很开心。更主要的是，踢足
球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在一次比赛
中，我的一个队友射门，球从另一个
人的头上反弹进门！真的很好玩！
	 我参加足球运动也取得了一些
进步和成绩。例如，我开始进球得分
了。我还赢得了一次MVP（本场最佳
球员）。
	 足球让我学到通过努力才能提

高自己，也学到了和队友一起配合
才能胜利。足球真的是一项很好的
运动，也因此成为我的一个最大的
爱好！

我的爱好
五年级   杜立昂

	 我的爱好是用乐高Mindstorms
和VEX机器人中的材料进行创造性
的设计工作。乐高Mindstorms和VEX
机器人	有模块化的设计和材料单
元——既可以按照现有的设计方案
和图纸来组装，也可以按照自己的
想法去设计和建造机器人、车辆和
其他的机械装置。我可以选择自己
喜欢的颜色、形状和结构，而且风格
上也可以与众不同。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制作
了一辆电子遥控的四轮驱动车，它
可以根据遥控器向前进或者向后
退。我注意到，如果想让这辆车向左
或是向右转，就必须要转个很大的
弯，这往往受到空间的限制，躲避路
上的障碍物也非常困难。我就想如
果加上一个与车身垂直的轮子会不
会可以帮助它向侧面移动呢？于是
我在车子正中间加了一只轮子和相
应的遥控模块。果然，车子收到遥控
指令，是可以在向前或者向后行驶
的过程中，同时向左侧或右侧做平
行移动。但是车子在侧移的时候还
不是很稳定，而且有时候会打滑，于
是我又给它加了第六只轮子并调整
了第五只轮子的位置使它们俩对
称。这个创新设计非常成功！现在
车子可以在遥控的指令下去完成普
通四轮驱动车所不能完成的很多高
难度动作，诸如在前进和后退的时
候同时向侧面快速移动来躲避路上
的障碍物。虽然这种设计在我们日
常生活中的车辆上是看不到的，但
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和用途需要时
就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创造性的
解决方案，譬如说，开拓未知环境的
探险车，甚至是在月球或者火星上
进行科学探索的车辆。
	 我的这个爱好不仅非常有趣，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技
能以及怎样和别人合作。更重要的
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不断尝试更
新的设计，检验更多的想法，不断努
力比大家做得更好，不断地超越自
己。

我的爱好
五年级   李牧遥

	 我非常喜欢跳舞。
	 我爱跳舞的第一个原因是，它
让我感到自由和快乐，并且使我忘
记琐事，因为我需要专注于舞蹈动
作。我跳舞有时会感觉像只小鹿，轻
盈而从不疲倦。有时像天鹅，平稳优
雅，动作连贯。有时甚至像老虎，强
壮快捷。
	 我喜欢跳舞的第二个原因是，
是在舞台上表演。它让我高兴又兴
奋。我喜欢这种关注和掌声，喜欢演
出成功以后的成就感。
								我爱跳舞的第三个原因是光滑
凉爽的把杆。它给我支撑和平衡，让
我稳健地做舞蹈中的每一个基本动
作。
	 我喜欢跳舞的第四个原因是我
很灵活。我能做笔直的劈叉和扳腿。
	 我喜欢跳舞的第五个原因是道
具。扇子、手绢、或者其他任何道具
都使我感到高兴，让舞蹈更加有趣。
	 我爱跳舞的第六个原因是音
乐。当我们伸展和跳跃时，音乐和我
们一起在空中飞舞，时起时落。
	 我喜欢跳舞的第七个原因是化
妆。我喜欢在镜子里欣赏自己化妆
成的角色。化妆也很有趣，它使舞蹈
角色更加生动。
	 关于舞蹈，我喜欢的第八个原
因是服装。它们都很漂亮，而且舒
适、合身。
	 舞蹈还包括许多汗水，疲倦的
身体，和疼痛的双脚。但为了成为一
个更好的舞者，这是我愿意付出的
代价。

暑假趣事
七年级   黄智珑

	 今年夏天跟往年不一样，我没
有回中国看亲戚，而是留在美国参
加了一些夏令营，有皮划艇、编程
等。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我在皮划
艇夏令营的经历。
					 	 	 	皮划艇夏令营一共五天。第一
天，我们先学了划船的基本要领，然
后到水库划船。第一天没有觉得那
么好玩，可是第二天就好多了。第二
天一大早我们坐车去了另外一个水
库，这个水库比我们第一天去的大
多了，水也很清澈。我们用绳子把所
有的船连在一起，变成了一条大筏，

然后大家一起划这个大筏。这样划
了一会儿，大家都累了，也划够了，
我们就回到营地休息，我们当天不
用回家，会在营地里露营两天，第四
天才回家。第三天早晨，太阳升起，
把全世界都照亮了，我们坐车回到
了第一天去的水库，学怎么用站立
式桨板和帆船。我觉得帆船更好玩，
因为有风的时候，船会走得很快！
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去了海
边玩皮划艇。从岸边往大海划很刺
激，因为需要穿过海浪，才能到大海
平静的地方。从大海划向岸的时候
海浪推着船，让我走得很快，感觉真
爽。
	 虽然今年夏天没有去中国，在
美国的夏令营也很好玩。但是明年
我还是想回中国看望家人，还有舅
舅的狗——小熊！

巴中夏令营
高年级班    李曼笛

	 去年暑假，我参加了华夏中文
学校的巴中寻根夏令营。我和弟弟
提前飞到成都，住在姑姑的家里。三
天后，奶奶爷爷带我和弟弟一起来
到夏令营报到，和另外几百名美国

华裔孩子和老师开始了十天的夏令
营。我们开车前往巴中，住在巴中中
学的宿舍里。我们在那里和巴中的
同学交上了朋友，一起学习中国文
化，比如汉字、国画、陶艺、书法、剪
纸、武术和编织等。
	 除了在学校里学习，我们还参
观了许多有名的地方。大家去了成
都大熊猫基地、恩阳古镇、	诺水河、
晏阳初博物馆和化湖水利景区。我
们还爬了山，欣赏了美丽的自然风
光。其中有一天，我们看了川剧变
脸、皮影戏等特色节目，戏院给我们
喝了很香的茶。还有一天，我们去了
水上公园和玻璃桥。我的弟弟怕高，
但是他还是勇敢地走了过去。我一
点儿也不怕，跟我的朋友照了很多
照片。
	 在这十天里，我交了很多新朋
友，中国和美国的都有，现在还跟他
们保持着联系。我非常感谢中文学
校和老师们带我们回中国。我学到
了很多东西，玩得很开心，也看到了
很多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风景。明年
我还想参加中文学校组织的助教夏
令营。

華夏園地(簡體) EDUCATION

南部分校支持中国乡村小学美
学教育，参加爱飞翔-彩虹桥画展 南部分校参加多元文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