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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映溪(Miranda Sun)：美国 CREATIVE KIDS 杂志的理事，应邀写过多次书评，曾在州里和全国或地区作

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MIRANDA 在 SKOKIE PUBLIC LIBRARY 当过志愿者，也为南非地区筹集图书，非常愿

意为希林芝北中文学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Miranda 目前是 NEW TRIER HIGH SCHOOL 的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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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要我学”到

“我要学” 

 

谭勍锦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近年来经济的飞速

发展，已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汉语作为中

国文化的象征，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

地位。作为中文老师的我能在希林和孩子

们一起学习，真可谓是辛苦着并快

乐着。 

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能坚持学习

中文是件极其不容易的事。不少孩

子因为种种原因，中途就放弃学习

了。我的这些能坚持到六年级的孩

子们是何等的了不起。他们个个都

是我的优等生。我常常在思考：如

何有效地激发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

趣，让他们在课堂上变“要我学”

为“我要学”。下面就浅谈一下我

在教学过程中的几点做法： 

一、创设情境，兴趣引路，使

孩子们乐学。 

兴趣是行动的内驱力，是最好

的老师。孩子即使有较强的学习能

力，如果对学习的内容不感兴趣，

其学习效果，仍然不高。所以我尝

试从激发孩子兴趣入手，创设说的

情境。 

从第一堂课给孩子们提学习要

求开始，我就布置给他们一项任

务。除了学习教材以外，每周还要

求阅读中文新闻，准备新闻稿，当

一回“小小新闻播音员”。开始

时，我能感受到孩子们的紧张和压

力。有时，新闻稿是父母为他们准

备的，他们自然说得结结巴巴的。

但我仍然鼓励他们把新闻播完，并

要求观众们能讲讲他们所听到的新

闻。这样一来，孩子们的口语表达

和听力都得到了训练。然后，我再

给他们提出改进方法，告诉他们播

音员应当具备的素质。站在“演播

室”里，对于平时思维活跃、比较

爱发言的学生，我及时指正他们在

演讲过程中的体态、发音、语调、

语速等方面的不足，进一步提高口

语训练的质量。对于中文基础相对

薄弱的孩子，我多半是放大优点，

缩小缺点。当然同伴们给予的掌声

也是最好的鼓励。如今，孩子们已

经从不敢说新闻到争着说新闻。有

时他们还会主动提出：“谭老师，

今天新闻还没播呢！” 

这样的训练不但能使学生口语

表达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增强学习

中文的兴趣，而且能够开阔视野，

有益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二、指导朗读，兴趣巩固，

使孩子们会学。 

朗读能发展学生的思维，激

发学生的情趣。学生朗读能力逐步

提高，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就会逐步

加深。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是在

老师指导下实现的，所以老师要重

视朗读技巧和方法的训练，重视朗

读习惯和兴趣的培养。 

马立平六年级教材的第一单

元中有些课文篇幅较长，对于孩子

们来说能自己读懂并不是那么容

易。于是，我采用分角色朗读的方

法进行教学。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学生扮演特

定角色决定了他们必须走进作品，

扮演作品中的人物，把握人物形

象，演绎作品。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我引导孩子们模仿，揣摩、品

味人物对话的言外之意，再结合自

己的理解进行分角色朗读，从而提

高他们自身语言能力和审美情趣。

但是由于文章篇幅长，教学时间有

限，孩子们常常会觉得读得不够尽

兴。 

三、化繁为简，兴趣提高，

使孩子们想学。 

无论是中文的语法知识还是

写作方法，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教

学中的难点。如何化繁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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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是我在教学之前考虑最多的。 

记得教学第一单元小相声的时候，我将关联词学

习巧妙地结合在教学中，并没有特别地提出这是学习

语法知识。从第二堂课的关联词练习反馈中看，孩子

们基本都能掌握。用兴趣激起孩子学习的热情，学完

相声后，我让孩子们两人一组来表演相声。让孩子走

出座位进行学习，把静态的课堂空间变为动态的教

学。这样从生理上减缓了孩子的疲劳反应，增强了孩

子学习的乐趣，变单调呆板的学习为丰富多彩、趣味

盎然的体验，孩子体验到学习的乐趣。直到现在，还

有学生会在课间表演相声，准备上“春晚”（希林的

新年活动）呢！ 

在教学“的、地、得”的时候，我归纳总结出一

种很容易区分的方法给学生。从反馈练习来看，学生

的掌握情况非常好。看着他们学习时专注的神情，我

也为他们感到骄傲！然而一提起作文，学生们就会觉

得无从着手。六年级教材的第二单元已开始第一篇作

文的教学。在学习例文之后，我让孩子们把自己确定

要写的小物品带到学校，分步骤地进行指导。孩子们

手捧着心爱的宝贝，通过仔细地观察，认真地学习，

字里行间里流露出他们对学习中文的热情。 

由此看来，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愿望的前提，它

是推动孩子学习的一种最实际的内部动力，通过以上

方法激发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孩子能发挥出自己的

潜能，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在课堂上形成孩子之间

的讨论、师生之间互相交流的局面。孩子在听取不同

意见时可进行比较，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共同提

高，使中文学习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进

而有效提高了孩子们的中文水平。 

 

 

编者按：谭老师这篇文章说得太好

了，然而下个学期谭老师将不再任

教我们中文学校，这对我们中文学

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谭老师

曾指导的学生作文在多次侨报比赛

和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海外征文

中获奖。 

 

 

Spring 2014 Important Dates 

01/05 Spring Semester Starts 

02/02 SCHOOL celebrates Chines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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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彦辰 

班级： MLP2 

老师：叶敏 

 

班级： MLP 1 

老师：汤伟丽 

 

学习的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新工具》 

*知识是一种快乐，而好奇则是知识的萌芽。——培根 

*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这两件东西是结合为一体的；工作的失败都起于对因果关系的无知。——培根 

*无知是智慧的黑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黑夜。——西塞罗 

*愚昧将使你达不到任何成果，并在失望和忧郁之中自暴自弃。——达·芬奇 

*对一件东西的爱好是由知识产生，知识愈准确，爱好也就愈强烈。要达到这准确，就须对所应爱好 

的事物全体所由组成的每一个总分都有透彻准确的知识。——达·芬奇 

*掌握无论哪一种知识对智力都是有用的。它会把无用有东西抛开而把好的东西保留住。——

《达·芬奇的笔记》 

*愚昧从来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左拉 

*只有知识——-才能构成巨大的财富的源泉， 

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知识会使精神和物质的硗薄的原野变成肥沃的土地，每 

年它的产品将以十倍的增长率，给我们带来财富。——左拉：《真理》《左拉作品选》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高尔基论儿童文学》 

 

MLP 一年级全体师生 

放假了，但是别忘了学中文啊!!!!!! 请看汤老师

的学习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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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妈妈学做寿司 

 

     一天，我正在玩，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大声地喊：“安安快来，我

们一起做寿司！”我蹦蹦跳跳地进了厨房。只见桌上放着黑皮瓜、米

饭、肉松、蛋皮和黄瓜。我着急地问：“妈妈，寿司怎么做？”妈妈

亲切地说：“别着急，先看我做一盘，然后你学着做一盘，怎么

样？”我高兴地回答：“好！” 

 

妈妈一边做一边给我讲解，不一会儿就做好一盘寿司了。啊！好漂亮的

寿司！我知道了做寿司的每一步，我学着妈

妈的样子做。 

首先，把一张正方形的紫菜平放在竹帘上，接着用

干净的湿手轻轻抓起一把糯米饭往紫菜上均匀地铺

开，然后用双手用力地压几下。其次，在糯米饭上

面盖一层蛋皮，在靠自己胸前的一边排放肉松、黑

皮瓜条和黄瓜条，然后把它卷起来，卷成了圆柱体。最后，我请妈妈用小刀

帮我把卷好的圆柱体切成了小段。我赶紧尝了一段寿司，味道好极了！于是

我把寿司装进盘里，端上餐桌。我得意地说：“请大家尝一尝我做的寿

司！” 

 

爷爷奶奶吃着我做的寿司，都夸我：“安安，真棒!”

姓名：刘彦辰 

班级： MLP2 

老师：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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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他来帮忙。 

他来帮我的忙。 

他匆匆地来帮我的忙。 

他匆匆地开着汽车来帮我的忙。 

他接到我的电话后，匆匆地来帮我的忙。 

他接到我的电话后，匆匆地来帮我的忙。我好感谢他啊！ 

 

跟着 

小兔子跟着我。 

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跟着我。 

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跟着我到公园里玩 

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跟着我到野外的公园里玩。 

夏天来了，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跟着我到野外的公园里玩。 

夏天来了，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跟着我到野外的公园里玩。我们玩得很开心。 

 

看见 

我看见一只鸟。 

我看见一只鸟在天空中飞。 

我看见一只大鸟在蓝蓝的天空中飞。 

我一抬头，就看见一只大鸟在蓝蓝的天空中飞翔。 

 

姓名：刘彦辰 

班级： MLP2 

老师：叶敏 

 

词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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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暑假，妈妈给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夏令营活动。我

高兴极了，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和好朋友们一起玩了。

可是在夏 令营里的

第 4 天， 我就碰到了一件倒霉事。 

    那天下 午，老师带我们来到操场玩。我第一个冲到单杠旁

边，想试 着“飞”上单杠。我双手用力一撑，嗬，我做到了! 哎

呀，不 好，手上有汗，“叭！”，我从单杠上跌了下来。老

师连忙跑 过来，问我：“波波，有没有受伤？”我转动了一下

头，好像 没事，然后想伸手去拍拍身上的土。咦？我的胳膊不

能动了。 好疼啊，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老师赶紧扶我到办公室

里，把冰 敷在我的胳膊上。爸爸妈妈很快得到老师的通知，来

到学校接 我去医院。 

    到了急 诊室，医生给我的胳膊拍了片子，告诉我们：“胳膊

断了，需 要做手术才能接上，而且要打石膏固定 4-6 个星期。”

“什么是 手术？会不会很疼？”我抢在妈妈前面问道。“就是

把断的骨头接好，用钉子固定住，等几个星期骨头长好了，再把钉子取出来。我们会让你在手术时睡上

一觉，你不会感到痛的。”医生轻轻地回答我。我放心了一点。 

    从跌倒开始，我就一直忍着没哭，大家都说我很勇敢，其实我也是很怕痛的。真倒霉，暑假才开始，

我还有好多我想做的事情要做呢。第一，妈妈已经订了两个星期后去纽约的飞机票和宾馆，我想去参观

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第二，小提琴老师组织了暑期演出，我也很想参加；第三，夏令营有很多活动

去很远、很好玩的地方，我也很想去------ “所有的这些我还能不能去呢？”我心里想。“别想那么

多，先做了手术再说，都会好的。”妈妈说，她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似的。 

    看到这里，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接下来的结果吧？让我告诉你吧，我的手术很成功。4 个星期后我的胳

膊就长好了，医生说我可以做除了单杠以外的任何事情。我和好朋友们一起不仅参加了夏令营的很多活

动，还参加了小提琴老师组织的大多数活动。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我不仅去了纽约度假，还得到了一

个巨大的奖励   妈妈买了“American Girl” 送给我，奖励我受伤以后表现得很勇敢和冷静。这可是我做

梦都想要的礼物啊！另外，我觉得最酷的一件事是每次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因为我的胳膊里有钉子，

我都要被安排特别检查。你说这件倒霉事是坏事还是好事呢？ 

姓名：范凌波 

班级： MLP2 

老师：叶敏 

 

姓名：范凌波 

班级： MLP2 

老师：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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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夏岩 

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

Evenston 医院出生。那一天是 2006

年 2 月 7 号早上 7：00。一岁多一

点的时候，我开始知道怎么说话

了。两岁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好几

个朋友。不过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任

何三岁以前的事情了。三岁半的时

候，我跟着爸爸妈妈搬到中国，住

在北京。我们住在一幢九层高的楼

房的第六层。我去了一个新学校，

叫启明幼儿园。在北京，我去过很

多地方，比如长城、故宫、颐和

园，等等。 

在我四岁半的时候，我们从中国回

到美国。五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很

多很多事情了，我的脑袋已经很清

楚地知道了这个世界。这一年我觉

得特别特别长，因为我知道了很多

东西，比如说，地球是圆的，月亮

的光是从哪里来的，蒸汽火车时怎

样工作的，等等。 

从中国回到美国后，我就一直在

Romona 学校上学。六岁的时候，

我比自己五岁的时候更懂事了。但

是我现在已经对五岁时候感兴趣的

东西不感兴趣了，我更喜欢数学和

各种各样的运动，比如游泳、足球

和滑雪。这就是我——夏岩！ 

 

 

 

 

 

暑假去花盆岛 

黄佳琪 Jade Huang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加拿

大游玩。在那里，我们去了多伦多

大学、尼加拉瓜大瀑布和花盆岛。

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花盆岛。 

花盆岛是 Lake Huron 中间的

一个小岛。人们需要坐船才能到岛

上去。因为这个岛上有两个巨大的

石头，像两个大花盆，所以这个岛

叫做花盆岛。花盆岛的湖边有很多

石头，石头又大又平。我喜欢蹲在

湖边的石头上泼水玩耍。这里的湖

水好清呀！站在巨石上向远望去，

我看见了蓝蓝的海水，一眼望不到

边。那天水面上还出现了美丽的彩

虹！心里好激动啊！我忍不住叫

道：“爸爸妈妈，你们快看哪，那

里有彩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

正的彩虹！以前都是在书本画册里

看到的。除了石滩，我还喜欢在岛

上的小路上散步。我和爸爸妈妈沿

着小路一直走到了一座灯塔前。岛

上有好多好多的树，我觉得这里的

空气都是甜的！ 

花盆岛虽然不大，可是她太

让我留恋了。我希望有机会再去一

次。 

 
秋天 

林明薇 

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我很喜欢

坐在外面看彩色的树叶。秋天的时

候，我家还会吃很多美味的水果和

佳肴，我最爱吃的是苹果派。秋天

有很多好玩的假日。万圣节和感恩

节是两个秋天的假日。今年的万圣

节我和妹妹去了朋友家。万圣节的

时候，人人都会装扮起来，到外面

去讨糖。那天，我们讨到了很多

糖。 

秋天有这么多好吃和好玩的，所以

我最爱秋天了。 

 
 

 

 

 

 

 

班级： MLP3 

老师：李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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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车轮上的中国 

王伊达 

       今年暑假，我和全家人一起回了中国。

我先去江苏常州看了爷爷奶奶，然后去武汉看外

公和外婆，最后去北京看长城和故宫。我觉得中

国和美国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国家。 

        一个例子就是高速列车。美国没有高速

列车，中国的高速列车比我坐过的美国火车快多

了。 从北京回常州只要四个小时，真是太快

了。中国的高速列车头是尖尖的，这种流线型的

设计可以帮助它更快地行驶。而且中国的火车站

和美国的比起来要大得多，也干净和漂亮得多。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棒的国家，它非常

现代。到处都是高高的建筑物，到处都可以看到

公园和绿地。爸爸说，很多老房子被拆掉了，

很多公园是新修的，中国的发展太快了，连他也

不认识现在的路了。 

 

     我觉得这次中国之行特别有趣，而且很 难

忘。我见到了很久没见到的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还去了很多有趣的地方。其中，我最喜欢的

是长城和常州的恐龙园。长城真是一个伟大的工

程，而恐龙园是一个很现代的主题公园，和美国

的迪斯尼很像 。 

 

     回到美国以后，我感觉很不一样。中国人

很多，而且夏天很热。美国呢，没有那么多人，

而且我所在的芝加哥比中国凉快得多。在中国可

以看到很多美国的东西，比如麦当劳，而一些中

国有的东西，美国却没有。尤其是各种各样美味

的中国菜，很多我在美国都从来没有见过。中国

的甜点也非常好吃。我的弟弟，Jonathan，在美

国的时候从来不吃蛋糕，在中国的时候却吃了好

多好多。 

     中国，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好玩，现代，

而且很酷的国家。爸爸妈妈说，我们虽然出生在

美国，是美国人，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因为我

们的根在中国，我们的亲人也都在中国，我们要

好好学习中文，因为中国发展很快，对这个世界

来说也越来越重要。我盼望能早日再次回到中

国。 

 

 

 

 

 

 

班级： MLP4 

老师：陈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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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MLP5 

老师：郭晴慧 

我的表哥 

陈成功 

 

我的表哥 Brendan是

我最好的朋友，他比我大一

岁，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

弟。每到周末，我和我的表

兄弟都会去我爷爷和奶奶家

玩和过夜，我们一起看电

影，玩游戏，和玩乐高，非

常高兴。 

 

 我和表哥有很多相同

的兴趣，我们都喜欢玩电子

游戏，看书和游泳，我们有

说不完的话题，常常一说就

说到天亮。爷爷常说，表哥

和我俩少了一个，另一个就

像没气的球。 

 

 我每天都盼望着周末

的到来。 

 

我眼里的中国 

陈耀宇（Richard Y. Chen） 

在我眼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

国家。她有上下五千年的光辉

历史。她有伟大的人民。我眼

里的中国 是个有创造能力的国

家。她最早发明了指南针，造

纸术，炸药，和印刷术。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我

眼里的中国是一个有高生产力

的国家。中国制造的产品到处

可见。 在美国大多数的东西都

是中国制造的。我眼里的中国

是个富有的国家。她有广大的

土地。丰富的资源。我眼里的

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她有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我

眼里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

家。她有坦克，大炮，炸弹，

火箭， 和勇敢的军队。我眼里

的中国是一个飞快发展的国

家。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我眼

里的中国是一个体育强国。她

在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她赢

了 51 块金牌。在我眼里的中国

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国家。她养

育了我的父母才有了今天的

我。这就是我眼里的中国。 

 

亲爱的郭老师 :  

 您 好 !  日 子 过

的很快 ,在这短短

的 时 间 我 已 经 学

到 怎 样 做 一 个 好

学 生 .  您 让 我 懂

得学习的重要 ,学

习的好处 ,与学习

的 可 贵 。 您 用 关

心 和 信 心 去 对 待

我们每一个学生 ,

让 我 在 班 上 能 够

动脑去思考 ,努力

习 .  

敬礼 ,  

张紫芃  

您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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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MLP6 

老师：谭勍锦 

我的迷你熊猫 

吕美轩      

去年暑假，我的朋友送

给我一只迷你玻璃熊猫。这

是他的家人去台湾的时候特

地给我买的礼物。熊猫是中

国的国宝，是我最喜欢的动

物之一。 

我给迷你熊猫起名叫

“Marble”，因为它是玻璃

做的。Marble 比我的拇指大

了一点。它的耳朵是黑白相

间的。Marble 还有一个小小

的黑色的鼻子。它的身体是

椭圆形的。Marble 的尾巴又

白又大，比它的眼睛和耳朵

还大，看起来特别可爱！它

每天都静静地坐在我的书桌

上，不吵也不闹。当我做作

业遇到难题时，它总是鼓励

我：“不要着急，你一定能

完成。” 

我很喜欢熊猫。我有二

十多件和熊猫有关的东西，

熊猫毛绒玩具，熊猫橡皮

搽，熊猫铅笔……，但

Marble 是我最喜欢的，它给

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我的“小毛驴” 

庞秋秋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

小孩时，妈妈送给我一只毛绒玩具“小毛

驴”。当时我对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

情，但是后来“小毛驴”渐渐地成为了我

的好朋友。    

        小毛驴的身体是天蓝色的，肚子是白

色的。它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能看到人

类看不见的细节。它的脑袋上竖着两只又

软又小的耳朵，那笑眯眯的嘴巴能说出多

少温馨的话呀。小毛驴还有着短短的胳膊

和粗粗的腿，真可爱。 

        你知道吗？我家的小毛驴还真勇敢。

几年前，它的小腿骨折了。妈妈就当了回

医生把小毛驴的腿缝好了。做手术时，小

毛驴不哭也不叫，还是笑眯眯的，好像在

说，“太好了！谢谢你！”小毛驴的勇气

让我深深敬佩。小毛驴还陪我去旅行呢！

我带着它坐过飞机，乘过游轮，去了许多

地方。后来我家的小狗，小猫和其它毛绒

动物都有意见了，说我偏心。现在我只好

轮流带它们出去了。 

        我那可爱，勇敢的小毛驴给我带来许

多快乐。它不仅仅是一个毛绒玩具，在我

眼中它是我永远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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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禾洋 Marissa Sun 

 

 

 

 

 

班级：Drawing 

老师：许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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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数学 

老师：康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