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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要 目

• 每月见闻

• 征集新年《节日贺卡设计》的通知                                    

• 行政与管理：

 中文学校教材介绍系列  （一）                                     

           暨南《中文》教材                 教务

• 教学园：

 Long Term教学研讨会

       中低年级组教学交流汇总 

• 文化园地：

 国画班学生习作   

   指导老师： Sharon Wu 

 

10月6日：
校行政管理团队召开行政会议，会上校长王澍对本学
年开学之初的准备，分书， 第一天的注册等工作给予
肯定。 进一步强调了上课期间行政，老师， 以及学生
应该注意的事项；对今年秋季的生源变化做了分析和
讨论；对如何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做了安排。
副校长敖小平对会议做了记录和整理.

10月12日： 
校长汪澍以及6位教师代表艾克顿中文学校参加了牛

顿中文学校校庆《教育论坛》的活动。

10月20日: 
中文课后本学期Long 
Term教研组的老师参加教
学研讨会。

10月27日：
语言课后， 由教研主任于
晓研，姜海群主持的中低
年级组教学经验交流正在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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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新年《节日贺卡设计》的通知

自2016年中文学校决定在我们的学生中征集节日贺卡的设计以来，这项活动受到了
家长和学生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也因此成为了我们学校一年一度的项目继续下去。

今年《节日贺卡设计》的征集活动已经开始， 为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我们已
经通过老师们把通知告知到了各自班里的学生和家长。在此， 就参赛的规则细节再
强调一下： 

《节日贺卡设计》 设计要求： 
• 仅限于艾克顿中文学校2019-2020年注册的在校学生， 一人只交一份。
• 图案设计要简洁明了，内容积极健康，有中国文化特色。
• 稿件以电子版（拍摄或扫描设计稿）*.jpeg 的形式，
• 截止日期：2019年11月24日
• 发送地址： sj@acls-ma.org

学校收到稿件之后，将由学校管理人员无记名投票，从中选出一，二，三等奖， 所
有参加的学生都会获得鼓励奖。之外获得前三等奖的学生将会收到学校颁发的证书和
奖励如下：

一等奖一名： $20， 二等奖二名： $15， 三等奖三名： $10

参赛的作品将刊登在之后的校刊上。第一名的设计还将以中文学校的名义做成贺卡，
用于学校本年的礼仪和公关。

Holiday Card Design Competition (Ends on Nov. 24th): Please encourage our chil-
dren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mpetition, and submit the design to our school journal 
editor at sj@acls-ma.org by Nov.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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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学  校  教  材  介 绍   系  列（一）  

暨南《中文》教材

教  务

我们Acton中文学校从2003年创建伊始，就一直选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材编写组针对海外长大的
中国孩子集体编写的《中文》教科书，从2009年开始，我们还采用《马立平中文》教材作为另一
个学生学习中文的选择。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两个特色窗口，面对毕业班的AP中文课和
针对外国家庭的CSL即中文第二外语。

我们将分三期连载介绍我们中文学校各组教材的特色和特点，以及教材的内容结构，教学目的和
学生应该达到的中文水平。

这期我们首先介绍暨南《中文》教材的有关情况，让大家对这套教材有个大致的了解。

一，教材的特点：

暨南《中文》教材是延用至今最基础和最传统的海外中文教材，也是目前大部分海外中文学校都
正在采用的中文教科书。此套教材涵盖了从幼儿大班到九年级年龄段的孩子的学习内容。教材的
编写考虑和照顾到了学生们不同年龄特点——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运用能力等。

幼儿大班的教材主要锻炼孩子们一些听，说，读方面的认知和感知能力，简单的识字和对话。

一年级的教材开始加入汉语拼音的学习，课本的内容开始走向正规化。整个教材的编写覆盖面较
广。每册书包括四个单元，各个单元有不同的主题，每个单元由三篇文章组成。根据孩子的年
龄，内容由浅入深地让孩子们学习和掌握不同形式的课文。从通俗易懂的儿童故事，寓意深刻的
寓言故事，成语故事，琅琅上口的唐诗，世界著名人物介绍，风景名胜游记，日常生活中的衣食
住行，大事记等等，可谓内容形形色色，丰富多彩。

每篇课文后都附有一篇和课文遥相呼应的小短文或小故事，作为阅读和理解的加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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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业的特色：

对应教材的有两本练习册。分单数课（练习册A本）和双数课（练习册B本），两本练习册学生轮流
做，互不影响，用来学生复习和巩固学习过的内容。

从生字，拼音练习，组词造句，句型扩展，语序排列，阅读理解，分析判断包括如何运用，内容比较
全面，让学生在课后学习的同时加深理解和记忆。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可见复习
的重要性。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暨南教材的作业部分确实较强，特别是在加强记忆和动笔方面，对
学生帮助的功能显而易见。

三，品格的培养：

在暨南的中文教材中，凡是涉及到介绍人物的文章都含有一定的意义在中心主题里面。老师们在对学
生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在阅读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描述来理解文章的寓意。

例如培养孩子们的自强不息，持之以恒，互相帮助，关心和爱心，对社会的奉献，歌颂勤劳，善良的
美德等等，让孩子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也学到做人的道理。

四，教学的方法

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们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孩子们的喜好和兴趣，适当融会贯通地增加一些课外的
教学参考内容，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并巩固他们学过的知识。尤其到年级高了的时候，学生们
会得到写作方面的启发和培训。老师们会在学生们所学过简单的，最基本的中文知识的基础上，例如
词性，的，地，得的用法，简单的中文造句，字，词，句的扩展练习，一般的中文语序排列，数量词
的用法等以外，增加一些更进一步的中文知识，例如语法知识，写作知识，理解分析方法，中国文化
知识等等，使学生们在学习中文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长进，从而提高中文的口头表达能力和笔头
的表达能力，为以后继续学习中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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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的第一次Long Term教学研讨会

由教学研讨小组组长陈隽，付组长孙剑平，AP班主讲老师李日新，马立平毕业班主讲老师朱
蓓，暨南六年级主讲老师杨凌，马立平三年级主讲老师朱月吉和教务参加了我们第一次长期
专门针对中文教学的研讨。

 经过上次开学初我们和两位组长
的商讨，会上陈隽老师对以后长期
教学的目标和实施方法提出了大致
的设想。老师们针对马立平教材，
暨南教材内容的利弊分别进行了分
析，李日新老师作为多年AP课的教
师，对两套教材几年来的毕业生现
在的中文掌握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具

体情况，特别是从哪些方面进行加
强以及拓展中文知识的学习提出了
建设性的想法，其他老师对平日教
学中知识的侧重点，教材的特点和
教学方法等等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和观点。

    通过这次教学研讨会，今后我们长期的教学方向会从以下方面入手，拓宽学生们对我们
中国文化学习的知识面，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如何提高学生中文学习的趣味性，对学生们学
习的检测标准（用于指导教学），课外参考资源的统一共享，这些将是我们今后的教学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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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低年级中文教学交流

组长 邱水英

（雪雁）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是4-6
岁，对于小小孩，培养学习中文的兴趣是我们低
年级组老师的首要目标。同时，培养孩子们遵守
课堂纪律，养成一些好的上课习惯。让他们玩中
学，逐渐热爱学习中文。

通过长期的低年级教学实践，我们积累了以下可
操作的经验和心得与大家分享：  

（桂岚）1. 营造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课堂环境。 
2. 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3.利用肢体语言和
面目表情与学生沟通。4. 鼓励学生积极回答问
题。5. 如果学生分散注意力，点名到课堂前边做
游戏或回答问题.6.用日常用语教学，浅显易懂

（进梅）在中文教学中，我遵循我们低年级年龄
段孩子注意力，记忆和思维发展的特点为依据：
例如，低年级的孩子们常常容易被活动的，新颖
的和有趣的事物所吸引，他们的记忆是靠反复的
背诵来实现的，还有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以形象思
维为主要形式等等。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采
用了以下的方法：1， 利用游戏的形式，来调动
孩子们的学习的积极性。如：送信识字，对号入
座，接龙，找朋友等等融入到抽象的文字和拼音

符号中，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感受到乐趣，从而对
识字和学拼音就会兴趣盎然。2，直观教学为主要
形式它包括图片，电脑教学，和具体实物，来激
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帮助他们把抽象的符号具体
想象化，培养孩子们的学习能力。3，教学安排做
到动静交替，活动形式多样化，做到管而不死，
活而不乱，让孩子们在动手动脑的活动中，激发
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水英）低年级的孩子爱听故事。我们通常用讲
中文故事来作为奖励。既让孩子们提高了兴趣，
又丰富了中文知识，懂得了一些道理。低年级
的孩子爱表现。我们就给孩子们机会。Show & 
Tell，分发作业本，上来写字，擦白板等等工作
分配给孩子们，孩子们争先恐后抢着干。还有，
即使是低年级刚入学的孩子，我们也要承认孩子
之间的差异，做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虽说我
们组主讲老师都是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但是我们
的教案和教学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不同学
生，教学方法都不尽相同。根据学生的反馈，随
时做相应的调整，确保教学效果。PrK, K 以说为
主，认读一些词语，学习一些简单笔画。一年级
开始过渡到读写同步。每一课认识的生字，不仅
会读，也要会写，知道含义，还可以组词。我们
通过各种方法，尽量让每个孩子都能熟练掌握，
为今后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感受到学
习中文的乐趣，保持学习中文的动力。

暨南中年级中文教学交流

组长 孙玉梅
 

1．年龄 / 行为 的特点：
我们中年级组是由4个不同年龄段组成的。二年
级的孩子年龄较小是既属于依赖老师/家长同时又
在琢磨自己独立人格的敏感时期，在3-5年级的
时候基本型，就变成了大约十二三岁左右的pre 
teenage。行为上就从二年级的“无所畏惧”：喜
欢并积极回答问题，永远的十万个为什么，精力

教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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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的旺盛，时不时问一些和课堂无关的话题，
但是经过两年的过渡到了五年级就变成了“无所
谓”的状态。

2. 寓教于乐（耐心，不是忍
耐）
我每个新学年都会问：谁是自
愿来上中文课的，十之一二回
答因为喜欢或是想跟爷爷奶奶
聊天，剩下的十之八九说父母
要求来的希望我跟家长别让他
来上中文课。
其实在海外的学生学习中文不
同于国内。首先是教学时间问
题：我们的时间一周只有半
天，国内的学生是全天候的学
习，这样的客观条件给我们的
教学带来了难度。其次是语言环境的不同：在这
边他们所接触的人和事，所听到的话语和看到的
文字，均与汉语没有丝毫的联系，想让他们在这
样的语言环境下，要学好汉语是一件特别困难的
事。
 
低年级实际上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所以这时候
就需要老师们付出极大的耐心在设计教学内容和
形式上都力图更加充实和多样化，寓乐于教学
中，使所有学生得到锻炼的机会，引导孩子愿意
参与学习和练习活动，对上中文课产生浓厚的兴
趣。
因为有了耐心才有了：五年级的老师为了要提高
听说读写的能力，设计了不同的教学内容：听，
可以猜谜语；说，可以做对话练习，情景表演；
读，做分组练习对话；写，像平时的作文和日
记。
四年级的老师除了书本上的学习内容，也补充了
一些阅读材料，上课时尽量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让学生用中文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让他
们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
三年级A班教学：每堂课都有与课文内容有关的小
视频，对学生灵活掌握所学内容很有帮助并增加
他们对中文课的兴趣。
对于每篇课文的生字教学，通过深度讲解有代表
性的字，让学生理解掌握字的基本结构和造字规
律。这样对记忆更多生字有帮助。
三年级b班，注重基础概念，比如偏旁部首和字的
释义和组词造句，根据每节孩子的程度水平决定
讲课的深浅和拓展范围，在掌握所学知识点的同

时，保持中文的学习兴趣。
2年级主要是不停地重复那些要求学生掌握的生
字、词汇，甚至是句型通过不同游戏的形式（玩
摘苹果，找南瓜）更好地传递给了学生。还有通

过听力的练习可以让他们更好的掌握生字的发
音。
总而言之，我们所有的老师为了教好中文都付出
了极大的耐心。 谢谢！

马立平低年级组中文教学交流

组长  蒋 伶

低年级孩子年龄小、活泼好动、注意力难以长时
间集中、缺乏学习兴趣、不肯开口讲中文、没有
积极完成作业的习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老
师所要面对的公认难题。
对此，我们马立平低年级组的老师们在跟小朋友
们长期斗智斗耐心的过程中积攒了一些经验和心
得。其中既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教学方法，也
有一些比较小众的独门秘技。经过汇总后，在此
谨代表全组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学生在中文课上提不起兴趣怎么办？
张毅 ——课堂上，我们以讲故事为主，把所有
的课文，阅读大都以讲故事的形式展现。很多时
候，会加一些和课文有关的历史和时事的知识，
孩子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徐迎春 ——每节课的教学顺序和内容要经常调
整，不然即使再有意思的内容学生也会感到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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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君——教课过程中适当穿插小游戏，小比赛，调
剂课堂气氛，寓教于乐。再有让学生们做做小老
师，多多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参与教学和互动，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
朱月吉——跟孩子们来一个“安静”约定。如果在
学习时段能保持注意力集中，并跟上老师的教学节
奏，可以在中间休息时间奖励他们喜欢的小游戏或
者延长休息时间。

郭晓——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作为对课文内容的延
伸增补，穿插猜谜，游戏，比赛等等，不拘风格形
式，以趣味性为主，意在鼓励小朋友们多说，多
读，多听，让时间过得更短暂些。
 
徐迎春——上课时多启发学生思考，多提问让学生
回答。这样一来孩子们一直精力比较集中，因为他
们的思绪都在跟着老师走。
 
蒋伶——一年级的小朋友不需要高高在上、仪态端
庄的老师。适当夸张的表情、语音语调以及肢体语
言，往往都能拉回孩子的注意力并保持一段时间，
因为他在期待下一个惊喜。
 
学生缺乏信心不愿讲中文怎么办？
徐迎春——经常表扬孩子，对上周作业和录音表现
好的同学提出表扬；对积极回答问题的同学提出表
扬；对讲故事的同学提出表扬……总之能表扬就表
扬，给他们自信，让他们愿意说中文。
 
陆君——在课上开展分享环节，给孩子们更多机会
去交流他们的生活点滴或精彩亮点。这样既锻炼了
他们的中文口头表达能力，同时又为他们搭建了一
个同学间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举两得。
 
 学生学习态度不积极课后不努力怎么办？
朱月吉——尽量让班里的小朋友都积极主动起来，
可以让学习好的带动其他小朋友，在学生之间形成
你追我赶，效果比老师在后面直接推会更好。
 
郭晓——建立“马立平商店”形式的表扬机制，激
发孩子的学习热情，让他们努力赚取“马立平货
币”以便到商店里换取奖品。
 
张毅——要多和家长沟通，希望孩子们能有家长的
配合认真做作业，在家坚持说中文。如果没有家长

持之以恒的努力，孩子们学习中文一定是一句空
话。
 
蒋伶——对于这个年龄的小朋友，耐心鼓励、表扬
奖励、比赛激励，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利用微信
群加强与家长的交流，让他们能更多地担负起辅助
孩子学习中文的重任。比如在微信群里交流课堂状
况，孩子们的作业完成情况等，对家长也起到了一
个督促和推动作用。
 
作为助教老师，如何做好辅助教学工作？
白娓丽——我在助教管理上的特色类似于育儿风
格。我的处理方法通常是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因人
而异。比如对害羞的孩子轻松鼓励多互动；对捣蛋
的孩子严格盯紧不放松；对理解中文有困难的孩子
用英语个别解释，引导他参与课堂活动。

刘菁——要经常与主讲老师多交流，了解她们的需
要，并在批改作业练习时把学生的常见问题及时反
馈给主讲老师。课前及课后迎送低龄小朋友时，如
果时间允许，要尽量与家长有所交流，帮老师传达
信息，提醒家长们注意事项，鼓励有进步、表现好
的孩子，同时也要提醒家长们应对孩子的有些问题
引起注意。在课上，除了要提醒不专心听讲的孩子
并处理各种突发情况外，还要帮老师带动课堂气
氛。
 
王雨虹——孩子们还是处在比较幼稚、纯真的年龄
段，这需要我们用真心去关爱他们，用心胸去原谅
他们的错误，用细心去发现他们的需求，协助主讲
老师做好教学工作。

路露——协助主讲老师抓好课堂秩序是重中之重。
有些小朋友在家里做作业，但是却把中文学校里一
个半小时的黄金学习时间浪费很多，非常可惜。助
教与高中义工们需要更好地密切观察课堂，给注意
力涣散的小朋友及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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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CLLSS    教教学学交交流流  

  
低年级双语组 编辑汇总：张星 

（在此致谢黄秀江老师和李英珠老师提供教学体验文稿） 

  10/27/2019 
双双语语组组教教学学特特点点和和挑挑战战  
 语言背景，学习动机，中文难度 
 低年级特点：零基础开始学中文(从笔画，拼音开始)，专注能

力，理解能力 
 教学目标：建立语言基础，培养对中文的兴趣，传播中国文化，

教书育人。 
 教学分两部分：掌握的部分，了解部分 

  

今今天天的的交交流流内内容容：：  
 教学内容  
  教材为基础 
  重点介绍中国文化 
  呈现美国文化(中/英文) 
 教学方法  
  以学生为中心，以词汇为核心 
  纠正发音，培养听说能力 
  注重词汇量，加强互动，因材施教 
 讲解方式： 
  中文和英文，常用课堂用语尽量以中文为主，重复三遍（听不

懂，再用英文解释） 

 
教教材材系系列列：：中中文文渗渗透透式式教教程程  

教教材材  --  内内容容螺螺旋旋式式上上升升  
 

 

  

教教学学方方法法  
 以学生为中心，以词汇为核心 

 拼音和声调是基础，反复训练以形成正确的发音习惯； 
 词汇 - 句型 - 课文三部曲； 
 掰开来，简化句型； 
 反复练习，巩固知识要点； 

 围绕教学内容  
 设计丰富活动，提高学生兴趣；  
 动静结合，抓住学生注意力；  
 亲密互动，吸引学生爱上中文； 

教教学学方方法法  
 课后巩固  

 练习册作业，跟着DVD 影视盘练习听读； 
 翰林中文，字卡，按笔画顺序写字，按拼音还原句子 
 Quizlet  

  

课课堂堂和和作作业业管管理理  
用检查表来纪录，用小贴纸的数量来体现课堂参与和完成作业的情

况，每个月底会以此来奖励和鼓励学生，学生们的课堂参与度很高。  

教教学学及及互互动动方方法法（（花花絮絮））  
 儿歌/童谣(棕色的熊,虎鹿狗兔鼠) 
 绕口令(吃葡萄，三月三，四和十) 
 中国歌（新年歌，恭喜歌，找朋友，我的朋友在哪里？春天在

哪里？头肩膀膝盖和脚趾） 
 朗读练习：轻重交替朗读，循环比赛朗读 
 演讲比赛：学校比赛，校际比赛，参与者有鼓励奖 

 
教教学学及及互互动动方方法法  
 游戏：Bingo, 蛇和滑楼梯, 拍字, Kahoo 
 击鼓传花，传球答题, 悄悄话, 猜谜语 
 角色扮演：老狼老狼几点啦？我要开店(水果店，食品店，文具

店) 
 小手工: 折纸剪纸，十二生肖/时钟/月历轮盘  
 中国文化介绍：中秋节，端午节，中国新年，元宵节，万里长

城，少数民族介绍 
 教学影视资料: 跟Ben一起学中文, 成长汉语，文教片TEDEd 

 
教教学学方方法法  --  图图文文结结合合  
 家庭树(家谱) 

 
  

教教学学方方法法  ––  朗朗读读童童谣谣  
 朗读背诵 
 加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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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学学内内容容  --  中中西西节节日日及及相相关关文文化化  
 中秋节 
 中国新年 
 万圣节 
 感恩节 
 圣诞节 
 复活节 
 母亲节 
 父亲节 
    影视资料，图片  

    相应词汇，祝福语  

    传统活动  

    节日儿童歌曲  

    中国传统新年表演  

  

教教案案举举例例  --  介介绍绍中中国国节节日日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词汇：中秋节，月饼，月亮，赏月，团圆，好吃，漂亮 
 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词汇：端午节，粽子，龙舟，比赛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 
  词汇: 吃元宵，汤圆，赏花灯，猜灯谜，舞龙舞狮 

    

教教学学方方法法  --  图图文文结结合合  

 

 

教教案案举举例例  --  介介绍绍中中国国节节日日  
中国新年：春节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也叫农历新年 

关键字: 大扫除，窗花，春联，年画，灯笼，年货，年糕，除夕，
饺子，年夜饭，守岁，鞭炮，庙会，拜年，压岁钱， 

新年祝福：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教教学学方方法法  --  图图文文结结合合  

 

  

展展板板介介绍绍中中国国文文化化  

 

  

教教案案举举例例  --  介介绍绍蒙蒙古古族族  
每个学生负责展示两三个蒙古族特征词汇，学生们表现出了极大的

参与热情,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展板，为此还准备了相关的道具，自豪

地讲解自己亲手做出的展板。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以词汇为核心，

学习主题的教学目标。  

赛赛马马((HHoorrssee  RRaaccee)),,  马马术术((HHoorrsseemmaannsshhiipp))  
蒙蒙古古包包((YYuurrttss)),,  牛牛车车((OOxxccaarrtt)),,    骆骆驼驼((CCaammeell））  
射射箭箭((AArrcchheerryy)),,  摔摔跤跤((WWrreessttlliinngg))  
长长袍袍((CCaaffttaann)),,  帽帽子子((HHaatt)),,  腰腰带带((SSaasshh)),,  靴靴子子((BBoooottss))  
奶奶茶茶((MMiillkk  TTeeaa)),,  马马奶奶酒酒((KKuummiis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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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班学生习作

指导老师 Sharon W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