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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学校参加了由AB社区组织的年度
社区资源展示会。向社区居民全面并细致的
介绍了学校的教学目标及课程开设情况。 

3月26日课后，中文课低年级组的老师们进行
了教师培训，主讲老师有方 晶（原CSL ），
姜海群（MLP2A)，高 萍(原G3), 以及周晓东
（原G4 & G6）等。老师们积极参与交流、分
享经验。

4月2日， 学校组织了2017春季教师茶话
会，为老师们准备了点心和水果。在中
文课后老师们相聚在一起聊教学话家
常，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4月23日，我校组织参加了YCT/HSK考试。 
这是我校第四年参加此次考试。 本场考试共
有 31人报名参加。

我校马立平七年级学生殷慧文同学被选为《
侨报》2017年暑期访华采访团小记者，全国
只有20名同学入选。期待她今年能有更多的
报道发表，谢谢辛苦教导的园丁们！

我校今年的The End Performance （毕业典
礼将于5月21日举行。

每月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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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日寻芳波士顿，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经过了一
个漫长的冬天，波士顿的春天终于如约而至，大家纷纷郊游踏青。小改几字，这首
几百年前朱熹的《春日》可谓是恰到好处的描写了春天的胜景。 历经千百年的诗句
到今天仍然栩栩如生，我想这就是中文的魅力之一吧。也是大家坚持周日的中文学
校的动力所在。

中文学校的行政处是服务学校和社区的日常组织，在这个团队里既有十几年的老同
志，也有刚上岗的新同学，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面向我们的老师同学们服
务，希望大家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学校中文，体会其中的乐趣。也把我们的这个社
区办的红红火火，推广中华文化。

这其中一块是总务工作主要由我来负责。总务主要是后勤保障，这一块覆盖的范围
比较广，事无巨细，都需要安排理顺，也需要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学校的行政团
队小而精，各个成员都是多面手，多亏了大家的同心协力，各方需求都得到了较好
的满足。教材是一块，开学之前的教材采购，需要教务的学生名单，开学伊始的教
材分发和调配，也需要教务的紧密配合。在学期中，老师们的教具，办公用品，
打印机的维护，同学们的复印纸，手破了用的创可贴，lost&found，也是总务的一
部分。下课了老师们的交流讲座需要一些糕点和水，以及逢年过节的一些特殊的礼
物，比如即将到来的母亲节的玫瑰花，春节的红包，万圣节的糖果，等等，都是需
要大家协调一致，才能无缝运转。

每年五月份的毕业季也是我们忙碌的时候，需要给每位毕业生准备毕业礼服和礼
物，志愿者们也辛苦了，学校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表达感谢，汇报演出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帮忙。看着台上小朋友们和老师们精彩的表演，这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
大的肯定和支持。

正如春秋时期管仲之言：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
人。希望我们的中文学校越办越好，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发扬中
华文化，为”树人”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务主任：汪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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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第一次校内作文评比
文/于晓研

  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第一次校内作文比赛经过宣传准备，邀请评委，搜集整
理，组织评审，结果汇总，准备奖品，颁奖近5个月的时间，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
顺利，圆满的结束了!

 一直觉得关于这次校内作文评比应该说点儿什么，写点儿什么，留下点儿什
么，断断续续，思前想后，把很多一块块儿的思路像拼图一样拼起来，居然才发现
有那么多要说的话，从头到尾，像回放的影片，又一幕幕呈现眼前。

 我们的作文评比活动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老师，学生和家长们的大力支持，要感
谢的人太多，衷心的谢谢每一位参与者!

 这次作文比赛源于去年年底参与<< 侨报>>作文比赛的时间有限, 很多学生的作
文已经在写作中, 但投稿已经来不及。为了鼓励孩子们的写作热情, 我们决定让学生
们继续完成已经开始和即将完成的文章, 搞一次我们学校自己的作文比赛。

 自己做教师多年，由此想到了作为老师辛苦付出的不易和可贵。

  每篇孩子所写的作文都要帮助他们修改, 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在这个过程中, 
让学生们学会如何用学习积累的知识和技巧写出自己的作品。修改的过程主要是教
给孩子如何用词准确, 语句的通顺, 自然段落的逻辑性, 如何突出重点等等, 一天晚上
最多改上两三篇, 所有评语都要写在学生作文的草稿上, 有时甚至白天也要捉摸, 晚上
再批改, 有些来来去去学生要改上三四遍,每次作文脱稿, 孩子们就会在写作上有不少
收获, 同时也会多一份信心。

  孩子们的作文搜集上来以后, 为了下面评审工作的公平性和方便性, 海群花了大
量的时间, 分门别类, 隐去学生姓名, 班级和指导老师, 根据年级,把每篇文章编辑成代
码, 这样每位评审老师在评审结束后, 根据代码给出评语和成绩, 最后我们再还原成最
初学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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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第一次校内作文评比
文/于晓研

      
（接上一页）

 评审之前,海群主笔制定了具体的评分标准, 细致到错一个字要扣多少分儿, 这
样评审老师们在评判的过程中有据可依, 顺利圆满地完成了36篇的作文评审。

 在这次的评审过程中, 有感于评审老师们的敬业和那份奉献精神。为了绝对的
公平性, 我们特意邀请了我们的老教务主任刘鸣老师, 我校的老教师, 董事会教师代表
吴利宁老师, 一直热心中文学校工作的前董事唐燕华老师作为三个评审小组的组长, 
三位老师在百忙中爽快地承担了这份重任, 后又增由嵇蓉老师为AB组组长。评审老师
们采取交叉的方式进行评审, 即避免老师评判自己学生的文章。各组的评审成员是经
过自己报名，我们从老师们当中选出来的, 大家都顺利愉快并称职地加入到我们的评
审工作中，出色的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根据我们在老师中的调查结果, 老师们普遍认为按学生现在所在年级来分组评
审更合理一些, 由此我们把学生分成了四组, 后又根据人数合并成三组。由海群把学
生们的文章事先分门别类整理好后分发给组长们, 组长再派发给本组的评审老师, 每
一位评审老师大概评判2--3篇作文。

  老师们在评审的过程中, 字斟句酌, 逐句逐段, 细致入微的进行点评, 每篇文章都
认真仔细地写满了妙笔生花的评语和赞美的词句, 那种专业, 敬业的教师素养令人钦
佩和肃然起敬, 不是感动一词可以描绘的。组长们的总结更是锦上添花,一目了然, 当
我们拿到各组组长超前完成, 一丝不苟的本组的评审结果时, 仿佛是在欣赏着又一篇
精美的文章, 赏心悦目, 排列有序，专业正规，让人爱不释手。

  经过我们从老师们评审后的汇总,  从36篇学生送交的作文中, 总计评审出一等
奖5人, 二等奖6人, 三等奖8人, 鼓励奖17人。当孩子们拿到自己的奖品和奖金及获奖
证书时, 那份欢呼雀跃, 那份欣喜, 一定包含了很多很多, 我想, 对于我们老师来说最慰
寂的应该是孩子们得到了学习中文的鼓励和乐趣吧！

  评审结束后, 我们的老教务主任刘鸣老师还特意花时间针对我们第一次作文评
审及今后的评审工作提出了很多中肯,宝贵的可行性建议, 供给我们参考。我们会在今
后的工作中逐步采用。从中我们感觉到有很多像我们老教务主任一样的老师们对中
文学校的深厚感情，他们一直都在深深的关心着我们中文学校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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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第一次校内作文评比
文/于晓研

      
（接上一页）
 
 这次作文评审工作, 共有16位老师参与, 刘鸣, 吴利宁, 唐燕华, 嵇蓉, 朱蓓, 蒋伶, 
王玲, 黄绣江, 卢进梅, 张毅,段洁茸, 李蕾, 马燕, 孙颖, 张星, 周文歆, 。

 学生们作文指导老师8位: 孙颖G7  屠宁君G8  李冬菲G9 李蕾G6  张凤兰mlp7  
马睿mlp3A  武婷婷G5  蒋伶mlp1A。

 还有孩子们家长的督促和支持: 孟巍巍, 刘菁......

文章结束语, 引用上次评审结束后给老师们的话:
 
 在这里特别感谢:
 
所有参赛学生的热情参与!

所有指导老师们的辛苦付出, 赞, 我们辛勤的园丁们!

所有参与评审的评委们热情和无私的奉献!
 
刘鸣, 吴利宁, 唐燕华三位老师在百忙中对我们中文学校一直以来的默默支持和奉献!

学校领导对我们至始至终的全力支持!

所有对我们中文学校尽心尽力的老师并家长!

相信，我们的中文学校会越来越好!

写于2017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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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走进童话世界》 
  —— ACTON中文学校语言表演艺术班

文：王晓梅

  这学期ACTON 中文学校语言表演艺术班，在执行导演晓梅老师以及助手Nancy
老师、刘菁老师的带领下，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着儿童话剧《秦伯伯的玫瑰》。继话
剧《海外剩女》轰动海内外话剧舞台之际，旅美女作家张西又推出这部原创儿童剧。
她以“寓教于乐，寓乐于教”的心态，打造出了一个鲜活的人类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
丽童话。

 一天早晨，生活在美国山村的孩子们发现，秦伯伯园子里的蓝玫瑰花儿不见
了，到底是谁吃了蓝玫瑰？于是凯莉和帅帅穿针引线展开调查，小松鼠、小鸟、小蜜
蜂、火鸡还是鹿呢？太空姐姐和天使的到来让整部话剧更具神秘色彩。

 从第一次晓梅老师给学生们通读剧本，到分配角色、围读剧本，到现在的走台
位、排练动作，每一次课孩子们都兴致高昂、热情参与。让老师们感动的是，家长们
不遗余力地为孩子们购买服装、制作道具，督促孩子背台词。现在由孩子们共同设计
制作的舞台道具、制景，都已大功告成。孩子们在读剧本的过程中快速大量识字，中
文口语在快乐中不断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该儿童剧的音乐部分主创团队阵容强大。作曲Ethan；演唱Ethan、冯丽
丽；作词刘兵。刘兵创作的《传奇》歌词，经由王菲演唱，在中国家喻户晓。

目前，这个班正在准备5/21中文学校期末汇演的浓缩版演出和6/4 的全版话剧演
出，让我们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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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课低年级组教师培训
        
3月26日，学校 在405教室举办了一次低年级组教师培训。教务主任于晓研，石红月
和姜海群老师精心筹划准备了这次培训活动。被邀参与培训教师的主讲老师有方 晶（
原CSL ），姜海群（MLP2A)，高 萍(原G3), 以及周晓东（原G4 & G6）等老师。这次
活动包括了马立平低年级组，暨南高低级组，CSL-B-1，CSL-B-2，CSL-B-3的老师。 老
师们积极参与交流、分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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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课教师教学经验介绍
   
高萍老师

我的培训内容一个核心——动机
组织一节课的关键是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组织。

如果为了学习句型，那么教学方法和教学用具就会以如何了解，明白，掌握和运
用句型来准备。

然后，根据学生年龄，个性等具体实际的特点安排教学内容的时间长短进行交
替，以便孩子们可以有很好的注意力和热情。

动机，就是教学目的，明确教学目的后，所有的课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都以
教学目的为中心展开。

方晶老师——营造正面积极的课堂气氛

 正面积极的课堂气氛是指老师用赞扬，鼓励等积极正面的方式引导学生 ，
学生在提问或回答问题时不会被嘲笑， 学生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关心和帮助 ，
并有勇气不断探索和迎接挑战。 

         一个学生如果经常被批评或指责，他就会怨恨老师，不喜欢上这门课 ， 而
且他也会对自己失望， 从而放弃努力。而老师的赞扬和鼓励能让学生更明白老师
希望他达到的目标或努力的方向， 老师称赞学生哪个方面，他就会更加向那个方
向努力， 并且学生的自信心会不断增强， 学生会更喜欢老师，更喜欢上这个老
师的课 。

         要真正做到多赞扬鼓励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大多数老师都是在
中国长大的，当我们十道题做对了九道时，我们的老师和家长是表扬我们做对了
九道题，还是责备我们为什么那一道题没做对？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影响，在我
们做老师和家长时就会不自觉地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对孩子
要多赞扬鼓励，少批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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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课教师教学经验介绍
   
方晶老师——营造正面积极的课堂气氛（接上一页）

 那么我们如何营造正面积极的课堂气氛呢？我归纳了以下几点：

1. 告诉学生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不该做什么 

2. 把学生往积极的方向引导 

3. 从好的方面去猜想 

4. 称赞努力程度，不要称赞天赋或能力 

5. 称赞过程， 而不是结果 

6. 要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 鼓励学生创造个人最佳记录 

7. 称赞要具体 

8. 当学生仅仅达到要求时用认可，当学生表现出色时用称赞

 其中第四点特别值得注意，经常称赞学生的天赋，如“你真聪明！”会导
致学生害怕失败，不敢去做有挑战性的工作。

 老师们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你上起课来一定会更加轻松，你的学生也会
更加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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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换班和不换班的实践
文： 胡  平

在一般学校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中文学校也不例外。我有两方面的实践，都
常态化地，积极有为地与家长、学生沟通，使得整个班级和学生的学习效率都良
性循环，以致于教学逐年深入提高。分享如下：

先说不换班，我曾经过接手八个孩子，他们基本上是英文/中文背景参半的家庭，
但是中文环境极少。第一周进学校他们在中文背景家庭的一年班上课，非常shock
几乎听不懂。学校决定把他们分出来教学。老师学生家长都努力互动，我们的进
度就根据80-90%的人效率程度而定。我与家长和学生交流，大家努力不但为自己
也为大家，因为要保持这个班不难以为继，就需要每位学生在班上都能学得有效
率。学生的程度不是绝对的，有的学生朗读好，写字好，排字好，听写好，说话
表达好，等等。各有所长的学生受到不同地挑战和激励并做小leader帮带全班，各
有短处的学生也在一个班的环境中受其他同学的影响进步上来。

只有八个人，起步人数不多，我采取中间经常小循环----即退后几课去复习，对学
得好的让他们学习掌握更好，对学得有点紧的就有调整消化吸收掌握好的作用。
尽管这样，有一次一位妈妈很难为情地说，女儿觉得有点勉为其难，下学期不想
来了，虽然很留恋这个班，也知道如果这个班人太少开不下去其他同学很难找到
合适的班去插班。我与多位家长商量我们再来一次大循环，把这位同学留下。就
这样大家一起学，有新的家长带孩子慕名而来，班的人数增加到了11人。有两位
越南人的孩子，学着学着也有显得消化吸收掌握较慢的情况，有几次我抓大家要
努力，有中国血统的越南人妈妈还觉得我们嫌她们孩子拖累整个班呢。其实很少
有家长想到自家孩子学习效率对班的影响会反作用给自己的！

我是以此与家长互动的，每位家长都想自己的孩子学得成功。关键是让家长和学
生用好的学习方法使学习有趣有效率。大家练习了老师可以与学生互动学更多。
要保持这个独特的班，不能因为人数少下去或者学习程度和效率相差太多使教学
无法维持下去。一旦散伙，孩子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班去插班读，家长们对此忧心
如焚。对学得带劲的孩子来说也知道这一点。这些学生中有被父母试过几个学校
都不肯继续去的，在我们班他认可而且学得聪明。这样桀骜不驯的学生他才不理
一周做四次功课呢！但是他理解课文和各方面表现都中上。我也OK但还是引导他
要多练！这样学了四年半，学到了马丽平三年级学完。有学生去学数学班等有冲
突了，毕竟还是没有更多的插班生，留下来的学生学马丽平第四年级对他们不合
适，因为当时采用马利平教材只是为了有一个正规系统。我就对家长说，学生们
在各班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现在应该去找合适的班上了，我们的班只能恋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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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收官。
再说换班，我与学校和上一年级的老师互动，在暑假前加强宣传/要求每个学生做
暑假作业，并仍然像平时一星期做四次，细水长流学而时习之的方法完成。秋季开
学前就通知在册学生把暑假作业带来，开学就收。对于没有做的和大部分没有做
的，我一边要求补做一边了解情况。同时对年龄偏小的学生也了解情况。也就是从
一开始就与家长和学生沟通，对于以前疏忽的要重视并补上，不然很快就会越学越
没有效率以至于疲于奔命，总有一天学生自己，家庭内部很烦恼。

普遍的沟通是为一个班顺利教学打基础。对个别学生，了解到有的是自学了一年
级，家长认为没有问题直接正式上二年级；还有年龄很小就开始学了，到了上一年
级已经有现象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有困难了，等等。我就劝他们一年级是有丰富内容
学的，一定不要疏忽。与其早期进入学习效率不高到严重挣扎最后放弃不如家长重
视，积极关心孩子，培养孩子良好学习习惯，打好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吃透消化
学习内容，练习好学好达到良性循环，越学越有味道，兴趣增加，对加深的内容和
加大的篇幅不觉得难了。

总之知道不合适了，早点换班！主动换班！只要疏导好，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这种
沟通在学期中，两个学期之间，和学年结束前都是有的。目的（1）本来就要与家
长沟通的（2）使家长和学生警钟长鸣（3）对个别确有情况的学生让家长早与孩
子互动共同做决定把换班正面处理了。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减少了额外的消耗，
使教学更顺畅。对各项基本都好的学生，我会告诉家长：保持学习方法。对学习效
率不高以致于结果落后很多的学生，我告诉家长情况，不建议升级（不写可以升
级）。总有这样的情况的，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早发现早明确早处理对各方面都
有好处。 

不换班和换班都是根据情况为有效率地教学

一般情况家长学生都是在选班换班的。“留级”的概念应该淡化。中文学校只是一
门中文课不是普通学校各门课都不行才“留级”。中文班就说最合适的班。学校有
规整的作用，只要沟通到学生，家长都明白必要性就不存在伤及自尊心，担心学生
下一年不来了。学校和各年级老师须明确不是不可换班，而是怎么换好班。打消顾
虑，及时沟通，家长就会在目标的引导下，与孩子沟通使之顺利换班，一个家庭重
整旗鼓，调整学习方法达到效率。

我认为学习效率在50%以下的班或者人都不符合教学应有之义的。采取的行动是从
一刚开始教就有这概念，并有上述努力。说怕把学生吓走，我有一个例子：马丽平
是多认少写，以舍弃一点得到四年认1200个字。作业本上要抄写了的字每周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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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但是每周学的生字和词汇有十几二十个。对于每周听写，有家长来找我说听
写只能从写过的8中来，不然不合理。上一年老师也是这样的！我劝通家长，一年
级二年级什么口字旁日字旁都学好了，唱歌的唱没有抄写过不可以听写？因为前面
没有做好我允许一个过程，告诉孩子们目标，并在一个阶段听写时公开提示，让他
们学着写出来，有些已经能听写出的学生说不公平，我说你好我知道有奖，也让别
人跟上学得更好。最后大家听写都习惯了，全部没问题。这样为孩子后续班级打好
基础了。

我教双语班=CSL，和中文背景家庭的班。我觉得中文背景家庭的孩子反而熟视无
睹，没有双语班的孩子能更加按老师的要求做。老师要有共同的认知和体会：一周
做四次意思是至少做四次，分开来做，不要一做了之，丢置脑后，or 周六lastmin-
ute。这是成功的关键，

我从暨南大学教材作业本就有分五天做的安排，但当时没有体会，到马丽平看上去
每天功课更少但是设定了包括checklist的形式。我把它发展了从只要求打勾到写日
期。美国提倡诚实，做多少写多少日期，因为打勾可以含混。有学生写一样的日
期，就可以与他沟通那样起不到效果。有孩子上两天课后班，家长要求课后班老师
负责监督做完功课那就变成两天了，我也让老师家长们了解细水长流的意义和功
效。不上课后班的日子也要练，也count，可填日期。并鼓励所有的小朋友做五分
钟十分钟也算，都算，实际引导学生去碰/练习中文。一旦去碰玩一玩随课文的CD
多媒体，一个段落大概也就15-30分钟过去了。

我在CSL-4 到 CSL-6（double）连续四年坚持用的效果良好。从小一点养成习惯，
学生们都尝到并体会了甜头。对老师来说一目了然，有了帮助功课的基础。在这
种基础上，就是最好的同学在第一年CSL-6（用的是Vol-4）也没有全部做完作业
要求。这就有了我们没教室不开CSL-7，而有了7个读过一次CSL-6的人留下与六个
第一次读CSL-6的人在同一个课堂上课，但要求不同。读第二次的人把功课都完成
了，还会打字改写课文成为自己的文章登在校刊上。而且她们继续上了听说班。换
班不应该迁就，畏难，不要用留级的概念，也许文化不一样不是那么想。而且有时
换班不在期末，好像大事情，也是可行的。其实事实上我们 CLS的班换名称有一部
分原因就是整合班级。积极思考，怎么做好，应该是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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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T/HSK考试简讯

今年春季，我校组织的YCT和HSK考试于4月23日在中文学校和中文课同步进行。 这
是我校第四年参加此次考试。 本场考试共有 31人报名参加， 安排了五处考试地点。
预祝我们的孩子们再次取得良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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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春季教师茶话会

 4月2日下午，4月2日， 学校组织了2017春季教师茶话会，为老师们
准备了点心和水果。在中文课后老师们相聚在一起聊教学话家常，共同度过
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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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资源展示会

 3月22日晚上，为了宣传我们中文学校，学校参加了由AB社区组织的
AB annual community resources fair。由校董事会主席刘相海，校长徐向
东，副校长满霞带队的宣传团队，加上教务于晓研、姜海群，以及CSL的三
位热心老师张星、黄绣江、汤晶晶等几位老师在现场向社区居民全面并细致
的介绍了学校的教学目标及课程开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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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画课作品集
老师：Sharo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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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平摄影作品
波士顿的春天 - 十里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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