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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贺岁 
小记者班金子萱    

 

奔腾的马年瞬间而过，我们迈进了喜气的羊年。在这里，希望中文学校北维校区校报的小记者和老师们向

所有家长和同学们拜年啦！祝大家羊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喜气洋洋！ 

二月十五号，在新年的最后一节课上，我们中文学校的老师给所有同学们发了红包，里面装着他们今年的

压岁钱。同学们在拿到红包的时候都非常高兴，迫不及待的把红包打开看。教中文三年二班的胡老师还在新年

前的最后一节课上穿上了大红色的中国传统服装，上了一节介绍春节的课。胡老师自

己用春节的常用语，习俗，和来历编了一个小故事和一套练习题，在课上和小朋友们

一起做。小朋友们的回家作业还包括了在下节课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新年过得如何。 

此外，我们学校拟定了青少年领导组织才能培养计划，目的是为了能够提高和培

养孩子们的责任感，领导能力，和一颗懂得回报社会的心。李卉校长多次强调说，我

们中文学校除了中文教学之外，还要有一个“领袖”意识和一个爱心，要培养学生们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培养他们的组织领导能力；要是他们有爱心，知道感恩，爱父母，

爱家庭，爱同学朋友，爱我们的社会。这也是我们中文学校对社会对家庭的贡献。 

我们在新年前组织了一场 Bake Sale，许多家长和学生都带来了自己做的蛋糕，饼干，还一些别的小点心来

卖。我们这次的 Bake Sale 一共卖了 200 多美元，全部都以希望中文学校的名义捐给爱心基金会，用来帮助那些

住在中国山区的贫困儿童。 

我们校报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也请同学们、老师们、义工们、家长们

多多支持我们的校报，为我们提供稿件，使我们的校报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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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李卉 
 

经过学校小记者班同学和老师认真准备，我们希望中文学校北维校区的校报终于问世了，学校有了自己的

宣传平台，可喜可贺。我们北维校区有近 20 年的历史了，在众多的华裔学生家长的支持下，学校越办越红火。

那么多的学生来这里学习中文和其他知识，增长了才干，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应该说，

学生们的家长不容易，但是同学们更是不容易，你们每个星期天放弃了其他的爱好或者娱乐休息的时间，来到

中文学校学习中华文化，多年如一日，你们都是十分优秀的学生。就

凭这一点，我们的老师就应当尽心尽力教好学。  

今年，我们还要在培养同学们融入美国社会方面多做一些事情，

不单是为读书而读书，还要培养同学们的组织领导能力，培养他们有

一颗公益心。这两年来，学校的学生义工队伍逐渐扩大，为学校和同

学们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学校和老师，以及同学们都很感谢他们。 

今年学校将邀请高科技人才，从多方面给学生们进行指导，锻炼他们的才干，为他们的成长搭建平台。学

校不单是培养学生们的领袖才能，还希望同学们扎实地学习好中文和其他课程，脚踏实地地为社区服务。 

多年来，我们北维校区就有一个由学生家长自愿组织的志愿者队伍，为有困难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志愿服务。

今年我们还要扩大这支队伍，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 

祝我们的校报越办越好，也请各位老师鼓励同学多多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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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文学校大家庭有所贡献 

-----访学校教务长顾东民 

小记者班金子萱 
      

二月十五号，在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们希望中文学校北维校区的教务长顾东民博士接受了校报的

一次专访。在本次采访开始之前，首先顾东民教务长祝希望中文学校全体老师，义工，和学生们新年快乐，身

体健康！同时寄语同学们在这新的一年好好学习，幸福成长。希望大家在中文学校的这个大家庭里能够有所贡

献，并有所收获，把这个社区办的越来越好。 

顾老师说，在北维校区注册的学生现有 863 名，加上成人班，学生总数超过了

1100 名。 是目前全美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校区之一。学校的课程编制非常完善，

从学前班一直到12年级，同时还设置了双语班。 并专门为孩子准备了 Fairfax County 

Public School 外语考试的准备班，AP 中文课， 和 SAT 中文考试准备班，以循序渐

进的方式提高孩子的中文水平，培养孩子对中文的学习兴趣。学校还开设了从幼儿

园到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课，外加初中数学，和初中数学快进班，今年还为高中生们

加入了 Algebra I, Geometry, Algebra II，SAT math 和 SAT math II 等课程。并专门为参

加竞赛的孩子开设了 Mathcounts 和 Mathcounts advance 课程，希望他们能在考试

上取得好成绩，在竞赛上取得好名次。 

顾老师还强调说，新学期里校方不仅决定加入各种高中数学课，还决定加入高中科学课，为这些高年级的

孩子们在学习上提供了许多帮助。在以学习中文为主的前提下，学校为了开拓孩子们的兴趣开设了公共演讲班 ，

童声歌唱班，声乐班，儿童绘画课，国画素描课。同时还有一系列的舞蹈班，学校的妈妈舞蹈团在大华府地区

也是赫赫有名。在体育方面还有国际象棋班，网球班，和儿童击剑班，为孩子们提供了许多选择和开拓了他们

的兴趣爱好。中文学校也请到了最好的老师们来教导学生，击剑课的梁军老师曾两次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奥运

会，声乐课的张丽慧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声乐系，她还是我们大华府地区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和黄河合

唱团的总指挥。 

顾老师认为，学校的宗旨是提倡对学生的鼓励和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增进华人社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努力为各种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和珍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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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无限的 
——任丽丽老师的培训课令人深思 

                              小记者班老师 袁俊杰 

 

在新学期开学的前一天（1 月 10 日），希望中文学校北维校区在东明 城

酒楼举行开学教师培训，邀请了孔子学院的任丽丽老师前来为学校老师培 训。

任老师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教师，曾多次参加海外中文教师的培训，传授 海

外教师汉语教学法。现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负责教授 梅

森大学中文专业学分课。 

任老师授课的题目是“激发学习汉语的兴趣，让汉语课变得更有趣、更有效”她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

的语言之一，很多学生望而生畏甚至半途而废，那么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如何让汉语变得易学？她主要

讲了三个方面： 

一是利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教师教给学生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但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却

是无限的，特别是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热情，让他们爱上汉语，迷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个作用将是

无法限量的。教师给学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一种影响力。 

我们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呢？任老师说，一是好玩，二是有用。 

“好玩”就是要在玩中学，study with fun。这也是美国提倡的有趣的学习。教师要善于花心思，想办法开

展丰富多样的课堂活动，调动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增加汉语学习的趣味性。比如通过唱歌学习拼音；通过画画

学习汉字，因为汉字的独体字中有很多都是象形字，既识记了汉字，又了解了汉字的起源与演变；通过游戏重

复和强化所学内容；通过竞赛形式激发学习热情；通过制作板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同时也训练了学生综合运用

汉语的能力。 

“有用”就是要在用中学，有用才会让学生有积极性，有动力，有成就感。教师教学汉语一定要教学生活

生生的语言，有用的语言，特别是要教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含义。比如中国人不常说“NO”，但如果说不，

一种情况就是在很亲密的人之间，还有一种就是客气，不是真的“NO”。比如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当面打开礼物；

中国人吃饭时为什么会争着着付钱等等。这些知识书本上是没有的而同学们又特别感兴趣，又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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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就好像是海外学生了解中国的一扇窗，他们会从这扇窗来看中国。教师又好像是一本中文书，学生会从教

师身上阅读中国。因此教师教学生要语言联系实际，贴近生活，教生活中的语言。比如，让学生学会自我介绍，

学会打电话，给家长写留言条，写春联，在报纸上找到学过的汉字，让学生用中文做演讲等等。当学生能够使

用所学语言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成就感，就会激发学习热情。 

二是循序渐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学习语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汉语，所以教师的功夫就在平时。

教师可以通过降低难度，让学生产生兴趣，增加成就感，继而就是要循序渐进，通过不同形式的重复达到螺旋

式上升。比如以“我”为中心，学习自我介绍，然后介绍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的学校，我的同学，我的老

师，我的社区，我的国家，中美国家比较等等。通过每周一字（通过了解汉字的起源识记汉字），每周一歌（通

过学唱中国歌学习汉语），每周一句（通过学习俗语、熟语、歇后语、成语、常用语学习汉语），每周一题（通

过谈论同学们关心的话题学习汉语）等积少成多，日积月累完成学习汉语的过程。 

培养自学能力也是学习汉语的关键，比如教好学生拼音、汉字笔画和结构、朗读技巧等学习汉语的方法都是在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我们提倡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所以教会学生学习汉语的方法，正是我们教师的所要做

的。 

三是发挥学生优势，开发多种方法促进汉语教学。任老师分析说，在中文学校有很多学生是华裔，他们在

家里和父母说中文，或者是听中文，所以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华裔学生听说领先的优势，因势利导，提高学生的

汉语水平。比如，让学生演讲以后用 ipad 把语音转换成文字，通过认读自己的演讲稿来学习汉字；通过计算机

输入代替手写，降低书写难度，增加成就感，树立自信心；通过多媒体软件和课件，开发多种感官学习汉语，

增加重复度，达到强化汉语的目的。 

最后，任老师认为，海外教师克服了教学资源缺乏、师资力量薄弱等诸多困难，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希

望教师们能够 teach and enjoy，在教学中和学生们享受教学的乐趣。 

任老师的课有针对性，深入浅出，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博得在场老师们的齐声赞同，他们说，海外中

文教学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很重要，任老师说到了点子上，对我们教学很有帮助。教学相长，尤其是她说

的“教师教给学生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但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却是无限的”这句话发人深省，使老师们感到，

不断提高自己从事中文教学水平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传授中华文化任重道远。他们希望今后能够多接受到这

样既有水平又接地气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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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清华附中老师们参观北维校区 

小记者班金子萱、陈泽宇 

  

二月八日，周日的下午三点半左右，希望中文学校迎来了四位来自中国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师们。希望

中文学校的李卉校长代表校方表示热烈的欢迎。 

    来自清华附中的周老师和其他三位教师这次来我们希望中文学校北维校区的目的是为了能更了解美国的教

学方式和文化。这四位教师在中文学校逗留的期间，李校长亲自带着他们在我们的教室和走廊里参观，通过李

校长和四位来自清大附中的教师的交谈之间，不难听出他们对中文学校的规模和对中文学校师资力量之强感到

惊奇。 

 清华附中高中英文老师——周喆老师说，我们来到中文学校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温馨。因为中文学校能在同

一时间让那么多中国人聚到一起学习，就像一个华人的大家庭，团结有爱，充满了中国的文化气息。周老师还

说中文学校比他原先想的好得多，有高年级，有低年级，还有不同国家的人，甚至老人都有，为传播中国文化

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 

    在座谈中，四位教师对我们中文学校由周玉妍老

师负责的 TA group 非常感兴趣，义工们都是十二岁以

上的同学，跟小同学们也很有感情。有时他们离开了，

总会有一帮小同学追着他们，不想让他们走。而且这

些义工同学每个星期都会来帮忙，还帮老师改作业，

优势还会为老师代课，十分负责。 

    这四位老师在听完周老师的介绍以后，对这个能

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领导才能以及独立能力，还能够

免费帮助学生完成功课的义工团体感到很惊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他们对我们中文学校各个方面的

综合素质评价非常高，也祝愿希望中文学校在未来能够承载起更多在美华人的希望。 

    据了解，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位于北京市的重点之重点的高中之一，在建校的 100 多年以来获得过德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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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北京市校园环境示范校，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等各种奖项，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高中之一。学校在

办学的 100 多年里出过许多知名校友，比如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陈鲁豫女士，考普斯“总统奖”获得者、哈佛大学

终身教授刘军先生等等。清大附中在国际的平台上异常活跃，与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各个国家

有着一些紧密的互动以及互访。 

 

 

 

同学多多课程更多 

------北维校区召开新学期家长会 

小记者班金子萱 

  

(本报讯)二月八号，我们希望中文学校北维校区开始了新的一学期，与以

往一样，李校长召开了一次家长会，为所有家长做了一个报告，有关于希望

中文学校北维校区的新学期计划和期望。 

在这次的家长会中，李校长对中文学校新学期的各个课程和学生人数做了一个总结。比起上个学期，我们

学校多了一些课程，高中的数学和科学教材，还多出了一些 AP 课程。更有 100 多名新学生加入了我们的大家

庭。 

李校长还在家长会上透露了一个消息，来自中国的老师们，今年会来到我们中文学校与孩子们互动，教授

学生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这消息可以说值得家长和学生们期待。有兴趣的家长可以在下一期的校报上阅读相

关内容。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0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4767/63354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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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维校区期末联欢会非常精彩 
小记者班陈泽宇 

     

时间过得非常快，一年又过去了。很快又要圣诞节了，希望中文学校北维校区在 12 月 14 日举办了期末联

欢会。 

    第一个节目是快板，题目是：“希望就是我的家”，由一群小孩来唱，十分有趣，又带着强烈的节奏感，我

爱老师就像老鼠爱大米这一段特别搞笑，大多数观众爆笑，他们还面不改色。 

    妈妈舞蹈班的年轻妈妈们表演了舞蹈“小苹果”《小苹果》短短时间风头盖过当年《江南 style》和《最炫

民族风》，老师说，一般舞曲都是四三拍的，相对复杂，但《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等“神曲”都是四四拍或

者四二拍，“咚咚咚咚”的节奏感更强，特别容易带动情绪。这些妈妈在郑小琴老师的指导下，刻苦排练，很快

就走上舞台，给人的感觉特别欢快。 

 

芭蕾舞的表演也很不错，音乐是 Fly to your heart。别小看一年级的女生们，她们可厉害了！芭蕾舞跳的一

点都不差，十分整齐。尤其是最后的时候，两个女生把脚高高翘起，是一百八十度！我一点都没夸张，那腿翘

得笔直，观众们一片喝彩。 

    接下来是一年级学生们的大合唱。当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唱歌的时候，一个带着圣诞帽的调皮鬼大概是因为

想跟别人玩，东转转，西转转，根本没在唱歌。可有一次当他转到后边去的时候，那圣诞帽掉了，惹得观众大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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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琴班的学生小的只有 5 岁，大的有 12 岁，他们在孙相艺老师的带领下，阵容整齐地上场，立马获得

了掌声。他们演奏的是“赛马”。使人想起了碧蓝的天空之下内蒙古翠绿草原，年轻的小伙子骑着骏马，迎着微

风，潇洒向前。他们的演奏那么有力，有欢快奔腾的场景，又有抒情般地歌唱景象，节奏感很强，观众们也跟

着兴奋起来，演奏结束后，很多人都跑到后台连声称好。 

    二年级的学生们唱的是春天在哪里。他们欢快天真的歌声在这滴水成冰的冬天唤出了生机勃勃的春天，纯

洁的声音唤起了花朵。他们随着音乐轻轻摇摆，就像春风中摇摆的嫩草，暗示着他们快快长大，才能抵得过夏

天的炎热。 

    独唱“龙的传人”特别棒，由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唱。他的声音宽宏嘹亮，十分专业，有时高，有时低，

小小年纪唱得那么棒，观众们拼命的给他鼓掌。他就是我们学校声乐班张丽慧老师的得意弟子，张丽慧老师是

大华府地区有名的歌唱家，她的学生们多次在比赛中获奖，声乐班学生还集体演唱了“哆来咪”，也获得了全场

的喝彩。 

希望中文学校的演出非常精彩，之后还有抽奖活动呢，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参加，场面十分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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