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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敬的希望泰城校区的同学们，家长们，老师们： 

 

2018-19的学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编辑都希望你们过了一个快乐

的学年！ 

 

在短短四年之内，希望泰城校区已成为了希望中文学校中最大的校区

之一。我们校区有大概 70多位了不起的老师和很多位学生志愿者，有 700

多位不同年龄的学生。最近，泰城校区新开设了一些课程比如计算机科学

和奥林匹克科学，这些课程已经在学生当中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泰城校区

真是一个充满学习机会的好地方！ 

 

这期的校园新闻重点介绍了我们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学生心目中的

“好老师” 陈燕华老师，一位温文尔雅、爱好中国历史的女性。另一位是

“临危授命”的田玲老师，她特别强调中文阅读和写作，认为这是最为关

键的交流工具。 

 

学生的艺术作品是这期希望校报的另一个亮点。一些作品展示了我们

中国春节的传统文化。学生在王志云老师的指导下创作了精致又美妙的剪

纸。此外，鲁桅老师和王建榕老师的学生还特别为大家带来了他们的绘画

作品。敬请大家欣赏！ 

 

别忘了翻阅我们这期《希望校报》的学生范文和教师体会哦！泰城校

区的学生又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奇妙的故事和个人经历！在我们的教师体会

部分，数学老师孟景华分享了她教两年级和三年级数学学生的体会。 

 

期望大家读了这期《希望校报》之后获得了一些乐趣和灵感。感谢大

家为希望泰城校区的支持，愿希望泰城校区的明天更加美好！ 

 

-- 《希望校报》编辑庞松涵，杨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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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

建校不到三年，但是知名度在

周边是非常高的。学校规模一

跃而为希望最大的校区之一，

而且体制完善、制度严谨、教

学效果非常显著。越来越多的

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学习中

文。泰城校区刚刚创立的时

候，特别需要一些学问扎实、

关注教育、认真负责的好老

师，陈燕华老师在泰城校区执

教近三年了，逐渐成为学生们

最喜欢的中文老师之一。陈老

师热爱教育，喜欢教孩子们中

文，也特别喜欢泰城学校的氛

围！ 

陈燕华老师是一位温文

尔雅、非常知性的女性。她在

上学时就很喜欢中国的文学作

品，尤其是历史名著。陈老师

对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情有独

钟，这一点在陈老师在教学过

程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她经常

会穿插很多历史小故事。她善

于慢慢培养孩子们学习中国历

史、中国文化的兴趣。陈老师

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

长期坚持，学好中文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聂颖童■ 指导教师 陆强 

校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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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了兴趣，就会有学习中文

的动力。 

班上的孩子对中文的掌

握程度是参差不齐的，陈老师

会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

抓住主线，因材施教，鼓励学

生自由发言，不懂就问，相互

交流。这些教学原则也很符合

陈老师心目中的“好老师”的

概念。在课堂上，她经常用风

趣幽默的故事吸引着这些在美

国长大的华裔孩子们学习中

文，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叙述深

刻难懂的生词。“我班上的学

生们基本都很勤奋刻苦，因为

他们已经八年级了，和年龄小

的小朋友们相比要成熟一

点，”陈老师说。”有一些孩

子们原来很抵触中文，但在学

习过程中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思

考并去理解中文，慢慢地他们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喜欢上了

中文和。现在，中文学校给孩

子们带来一个系统学习和练习

中文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大家

应该是很幸运的。”  

有家长想知道，陈老师

对于自己的孩子，是如何提高

他的学习兴趣的。陈老师提到

看着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学了中

文很快就忘记了，也有失望的

时候；但是更多的是惊喜。陈

老师在孩子书架上放了四大名

著。本来觉得孩子是不会看

的，结果有一次陈老师在看连

续剧《三国演义》，看到司马

懿和诸葛亮在上方谷交锋的时

候，孩子突然说司马懿一定会

从上方谷里出来的，因为下雨

了。陈老师非常惊讶，也很奇

怪，于是就问孩子是如何知道

的，孩子说因为《三国演义》

里就是这么写的！所以，陈老

师觉得如果孩子们对一件东西

感 兴趣，他会自觉去关心、

去学习。对于孩子学习中文的

兴趣，家长应该大力支持。 

 

 

 

 

 

 

 

 

由此，陈老师也想提醒

家长不要因为看到孩子一个学

期的成绩不好就很焦虑，因为

语言是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

千万不要因为一个阶段的效果

不好而放弃培养孩子学习中文

的兴趣。如果能让孩子了解和

掌握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将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所

以，家长们一定要和孩子们一

起，长期坚持！只有长期坚

持，孩子们才能学好中文，收

获更多！希望泰城校区还有很

多像陈老师这样的老师，从一

位热爱中华文化的家长华丽转

身成为受人尊敬的好老师。陈

老师的经历也特别体现了希望

中文学校家长拥有、义工运作

的办学宗旨。义工精神是希望

泰城校区自建校起能够得到快

速发展的原动力。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

（HopeChineseSchoolatTyson

sCorner，简称 HCS-TC)的地

址是：

7731LeesburgPike,FallsChur

ch,VA22043，每周日下午两点

到六点上课，报名可到

https://www.hopechinesesch

ool.org/hcstc泰城校区网页

注册报名。 

 

  

“现在，中文学校
给孩子们带来一个
系统学习和练习中
文的好机会…”   -陈燕华 
 八年纪中文

老师 
 

 



春节的时候，希望中文

学校泰城校区的老师和同学们

是一番喜气洋洋的景象。老师

们给学生们都发了小红包庆祝

春节，也传播弘扬了中国传统

文化。学前中文班的王志云老

师还带领着班上的小朋友们一

起做了一次趣味盎然的春节手

工活动。 

当我们走进

教室的时候，映入

眼帘的是忙碌的王

老师和她的学生们

正在准备 手工艺

品。孩子们手中拿

着 自 己 制 作 的

“福”字和“春”

字，也有的是拿着

红彤彤的灯笼。王

老师的桌上摆满了

各种颜色的手工艺

品，各个都十分精

巧，让人有些不敢

相信这些东西都出自一些只有

四到五岁的孩童之手。王老师

一直都在尝试用各种方法去让

孩子们接触和了解中国的传统

文化。这次活动的两个主题分

别是“你眼中的春天”和“中

国春节”，也就是制作自己的

“春”字、剪一个“福”字，

或者自己制作一个灯笼。“小

朋友们会用他们的蜡笔绘出属

于自己的春天，”王老师笑着

说，“我们老师呢就启发他们。

比如说，我会问他们喜欢什么

颜色，他们就能想象出一个独

一无二的春天出来。”王老师

由衷地希望这些生长在异国他

乡的孩子们能够了解中华文化，

喜欢自己这些传统的习俗。 

      当王老师问春天是什么

颜色的，孩子们充满了想象力：

有的认为春天是绿色的，也有

的认为春天是红色甚至是粉色、

橙色、黄色、紫色的。摆在桌

上的带着春天气息的手工品是

五颜六色的，着实是一番新奇

漂亮的景象！坐在教室后方的

家长们看着自己幼小的孩子踮

着脚尖观赏着一系列的手工艺

品，都笑得十分欣慰和开心。 

上交了作品之后，同学们井然

有序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手

上都拿着一张薄薄的纸，一字

一句跟着王老师念起了一首简

单易懂的中文儿歌。“每节课

我都会教他们一首儿歌，或者

教他们唱歌，”王老师在接受

采访时说道，“学前班的同学

都是第一次在中文

学校上课的孩子，

我希望他们能够不

排斥中文和中华传

统文化的学习，甚

至爱上中文、爱上

中华传统文化。” 

      不止是春节，

每当一个传统中国

节日来临的时候，

王志云老师都会告

诉同学们这些节日

的习俗，并且和他

们一起做一些和这

个节日风俗有关的

活动。“端午节会让他们吃粽

子，八月十五的时候会告诉他

们关于月亮的传说，也告诉他

们要吃月饼啦，还有元宵节的

月饼......”王老师滔滔不绝

地向我们描述了学前班丰富的

活动。 

做剪纸是王老师自己的

兴趣爱好之一。因为四、五岁

的小孩子已经学会了用剪刀，

所以她就想到了在学期班做剪

盎然新春五彩迎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胡嘉佳■ 指导老师 陆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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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和手工艺品的活动。在教授

孩子的过程中，不仅让他们产

生了兴趣，老师自己本人也学

到了不少东西。 

学前班在希望泰城校区

刚建校时就开班了。王志云老

师以前也没有教过学前年龄的

孩子们，开始教学时还有些压

力。有些孩子刚进班时出现了

哭闹的情况，所以王老师还要

花很多时间来维持纪律。但是

随着教学经验增多，王老师教

学前班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课堂的纪律越来越好。同学们

对中文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

兴趣越来越浓厚。 

参访结束时，我们与学

前班的 

 

 

 

 

 

 

 

 

 

 

 

 

 

 

 

 

 

同学、王老师还有部分家长合

了影。孩子们高举着自己的剪

纸，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笑容。

突然一首儿歌飘到我的耳边：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 

看见红的花呀 

看见绿的草 

红的是花，绿的是草，小朋友

眼中的春天则更是五彩斑斓的。

中华传统文化的春天不是已经

到来了吗！每一位同学的心里

面此时一定是春意盎然的，他 

 

 

 

 

 

 

 

 

 

 

 

 

 

 

 

 

 

 

 

们的笑脸还有美丽的工艺品都

向我们展示着五彩春天到来！ 

 

希 望 中 文 学 校 泰 城 校 

区（Hope Chinese School at 

Tysons Corner，简称 HCS- 

TC)的地址是：7731 Leesburg 

Pike,， Falls Church, VA 

22043，每周日下午两点到六

点 上 课 ， 报 名 可 到

https://www.hopechinesesch

ool.org/hcstc 泰城校区网页

注册报名。 

 

 

 

 

 

  

 

 
孩子们和自己的剪纸合
影。 



 

 
 

 

 

汉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发明之一。从象形文字甲骨

文，到如今的白话，汉字见证

了，也象征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和历程。而从小培养孩子学习

中文，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

还是孩子们在以后的生活中的

一个加分项。 

      希望泰城校区中文双语

班的田玲老师认为，在以英语

为主的国家，中文就是华裔特

有的优势。田老师不仅中文基

础扎实，又有之前在美国公司

工作的经验，不仅能教授学生

们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就是

实用性的中文。她认为，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学生们想

学，家长们根本不用担心和逼

着学习。为了帮助孩子们培养

学习中文的兴趣，田老师使用

多媒体教学，播放视频等动画

教学来帮助孩子。在教学过程

中，她会根据孩子们的反应和

家长的反馈来适当修改教案,

在达到教学目的的同时，让孩

子时刻保持新鲜感。现在有很

多在国外出生的华裔孩子已经

不会说中文，更别说写了。当

时田老师同意接下两个双语

班，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

去学习、传承和发扬中国文

化。在中文学校开学前，之前

一直教双语班的老师由于工作

原因突然离开了希望泰城校

区，无法继续教课了。面临着

双语班无法开班的情况下,

传承希望精神的领路人 

 ——记希望泰城校区双语班的田玲老师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聂颖彤■指导教师 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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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老师来到了希望泰城校区，

临危受命，成为了中文双语班

的老师。当初接手双语班 的

时候，学生都是 5-11岁不等

的年龄，对于 中文也有一些

基础。在满足有着中文基础 

同学的同时，对于一些新来的

零基础的学 生，田老师在做

课件（上课用的多媒体软件） 

的时候不仅会考虑到一些简单

有趣的课题， 还会适当加入

一些有难度的课外内容。为 

了培养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田老师除了利用多媒体教学

外，还结合中国传统节日，定

期给学生介绍中国节日文化和

食品。 

田玲老师认为，没有学

不会的学生，只有教不会的老

师。她相信每一位学生都能学

会，并且学好中文，知识时间

快慢的问题。田老师说，“我

很感谢希望泰城校区能够提供

给我这个平台，让我能够发光

发热。希望以后中文学校也能

越办越好，将中文学校发扬光

大！”希望泰城校区

（HopeChineseSchoolatTyson

sCorner，简称 HCSTC)的地址

是：

7731LeesburgPike,FallsChur

ch,VA22043，每周日下午两点

到六点上课，注册网址

https://www.hopechinesesch

ool.org/hcstc。 

  

“我很感谢希望泰城校区能 够
提供给我这个平台，让我能够
发光发热。” 

     -田玲 

中英双语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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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是在秋天金色叶子

起落的时候来的，他紫色的马

像船一样穿过干燥的荒地，我

们每年都眼巴巴的期待着他，

像鱼儿渴望水一样。 

我叫小于，今年刚十三

岁。我的家在牛家村，这儿的

人都很穷，房子是用泥巴和杂

草盖的。每一年，叶子刚开始

落的时候，商人就会骑着他的

马来牛家村。他带着好多奇形

怪状的包裹，里面装着神奇的

东西。他在森林的边缘搭起一

个闪闪发光的金色帐篷，在帐

篷外面钉着一个大牌子，上面

的字都很模糊了。这个帐篷的

外面看

 

 

 

 

 

 

 

 

起来很有趣，里面的东西更是

稀奇。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商

店，这个商人卖的东西可以满

足你所有的愿望：无论你的愿

望是多么微不足道------比如

让你花园里的花长得更好；或

者它是多么难以实现------像

变成百万富翁。他的宝贝的价

钱也很奇怪，他总是会要很奇

怪的东西作为回报，像一双鞋

或者一个南瓜籽儿。如果你要

买那些最贵重的宝贝，你得给

他你特别珍爱的东西，我听说

偶尔，商人还会要别人的孩

子。 

那一天，太阳还没升起

来的时候，我妹妹早早就叫醒

了我她兴奋地告诉我：“哥

哥！哥哥！快起来！那个商人

来了！”我立刻就坐起来了。

“商人来了？快，走！”无需

多说，我们要赶紧去见他。 

我们到了商人的帐篷的

时候，前面已经排了长长的

队。我和妹妹兴奋地跑进去。

我们很惊讶，帐篷里面比外面

看起来大好几倍。吊着五颜六

色的灯笼。 

 

 

 

 

 

 

 

在古老的木桌子上，摆着漂亮

又奇怪的东西------一双蓝色

的丝绒手套，一本用狼皮包着

的书，一个镶满珠宝的枕头。

妹妹立刻松了我的手，往里面

跑。“小冬瓜！”我东倒西歪

的跟着她跑。我跑到帐篷最中

间，看见了桌子上面的一支毛

笔。笔杆上面刻着银色的字，

笔尖是彩色的。商人走过来对

我说：“孩子，你看这支毛

笔。它会帮你成为一个成绩优

异的学生。”帮我变成好学

生？这太好了。我看着商人的

眼睛，意外的发现他的眼睛像

星星一样亮。他看着我的时

候，让我想起爷爷看着他的孙

子的样子。我问他:“那我要

给你什么呀？”“如果你想要

这根笔，要用一整只羊身上的

毛来换。”一只羊身上的毛？

我的妈妈昨天刚把我们的羊身

上的毛剃光了，已经卖给了李

奶奶！“不可以要什么别的

吗？”商人摇了摇头。“对不

起，孩子。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可以看看有什么别的你想要

的东西吗？” 

我和商人的故事 

希望泰城校区马立平 7 年级小小说,  

唐青杨, 和 刘欣雅■指导老师 刘行 

 

 

 

 

 

 

 

 

学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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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失望地低下

了头。“我没有别的想要的东

西。”我找到妹妹，拉着她的

手往出口走。走到外面的时

候，我回头又看了一眼：毛笔

还在那儿坐着，像国王的王冠

一样闪亮。在那一刻，我决

定：不管怎样，我要拿到那支

笔。 

夜晚来了，月亮照着我

们睡觉的村庄，只有我还醒

着。我往窗外看去，商人的帐

篷又黑又安静。我悄悄地爬下

草床，像老鼠一样无声地打开

家门，跑到帐篷前，借着月

光，看到周围没有人，就溜进

了商人的帐篷。 

帐篷里面很黑，空气闻

起来像蜡烛。我的眼睛慢慢的

适应了黑暗的环境。里面没有

人。我很快就找到白天看到的

那支毛笔，我向它走去，突然

间想起来商人的眼睛，它们多

么善良，多么温和，我真的应

该这样做么？可是我很想要这

支笔。不知道为什么，这支笔

就像在对我叫：拿我吧，快来

拿我吧！我慢慢地向它伸出发

抖的手。 

突然，一片红色的光包

围着我，我站在一片绿草中，

向左右看了看，好像这里只有

我。我试着想走，可是发现我

的身体动不了。这时，我看到

有一个人向我慢慢走过来，越

来越近。我大吃一惊，原来是

今天早上的那个商人！他静静

地看着我，他的眼睛像月亮一

样，又让我想起一个爷爷看着

他最爱的孙子的模样。 

我看着他的眼睛，想起了妹妹

灿烂的笑容，妈妈爱护的眼

神，还有爸爸信任的目光。 

我感到很羞愧，我的家

人，如果知道我要偷这支毛

笔，会对我多么失望！这只毛

笔虽然现在吸引我，但我知道

偷毛笔的内疚会跟着我一生。 

突然间，周围一片明

亮，晃花了我的眼睛，当我能

再次看到东西时，我发现我又

回到商人的帐篷了。我看了那

只毛笔最后一眼，然后离开了

帐篷。月亮还在黑色的夜空

中，她皎洁的月光倾洒下来。 

我回到家里，爬上草

床，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选

择，于是安然地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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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小的时候上了希望中文学校，我主要学了马立

平中文，可是有时候上两三个其它课，比如说上数学，写

作和击剑。我在中文课的时候，有时候会调皮一两次，象

有一次我们班在学“地震仪”这一课，我开玩笑的说地震

仪越敏感越会谎报军情，因为它探测到别的国家的地震的

时候，中国没有发生地震。那时候，我不是一位好学生。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在希望中文学校学中文,可我开

始学五年级中文后，我的妈妈把我转到小班去了。直到有

一天，我发现了小记者班，我很感兴趣，于是又回到希望

中文学校。我先开始上小记者课的时候，我的第一篇文章

很短，可我越写越长。过几个月，我的文章到了六七个段

落。现在呢，我的文章还不错呢。我要感谢中文学校让我

有很好的经历，让我更加喜欢中文，也交到了好朋友和爱

中文的好同学。 

 

 

  

我和希望中文学校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班■赵序元 

 

 

  

 

 

 

 

 

学习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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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文学校也有两年

多了，真正开始和希望中文学

校深交，是在七年级的时候成

为了助教。所谓助教，就是帮

助老师管理和教学，分担压

力，也是给学生们一个机会去

体验当老师的感受。刚成为一

名助教的时候，我心想着这些

作业这么简单，肯定很快就能

批完。当批到第十份的时候，

我开始明白老师们的辛苦了。

作业虽然简单，但这么多份作

业，一份一份批下来，老师们

的精力就会被消耗殆尽。批作

业批到最后并不是难度问题，

而是认真程度和能量储备了。 

 

 

 

 

 

 

后来，我就慢慢的找到诀窍

了，比如说批作业的时候找一

个一般都会全对的学生的作

业，认真批改，然后用那个做

范本一个一个对照，这样的话

既能节省时间，也能提高批改

正确率。除了批作业以外，助

教还需要在老师讲课的时候管

理课堂纪律，抽查背诵等各种

各样的工作。不过，相较于老

师来说不需要备课的助教还是

轻松了许多。 

除了平时的学习生活，

中文学校还有很多意义非凡的

活动，就像每年年末都会有的

文艺汇演。主持人们在舞台上

自信的笑容，表演者们的热 

 

 

 

 

 

情演绎，都为晚会的圆满成功

付出了努力。而我有幸参演了

2017年的秋季汇演和 2018年

的辞旧迎新晚会的小品，演员

们之间配合默契，表演唯妙唯

俏，剧本风趣幽默，惹得台下

的观众哈哈大笑。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生动的表演，如同狐

假虎威之类的话剧表演，健美

舞班带来的优美舞蹈等，都为

晚会增添了几分色彩。 

中文学校不仅让我体验

到了多样的生活，还教会了我

如何更好的提高自己。希望以

后中文学校也能取得更好的成

绩，帮助更多人了解和掌握中

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

长。 

  

我在希望做助教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班■聂颖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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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多爱好，比如折

纸，看电视和画画，但是我最大

的爱好是读书。我自从三岁就开

始看书，到今天还喜欢看书。我

在桌子上，在厕所里，在床上，

不同的地方看书。我吃喝和呼吸

都充满了看书。 

我喜欢看书，因为我觉

得看书很让我轻松。我很喜欢在

厕所里，因为没有很多事情做，

所以我就看书。看书也帮助我了

解许多知识。我很喜欢看各种各

类的书，因为书本在不断地给我

新的知识。 

我七岁以后很喜欢晚上

睡觉前看书。每天晚上，我拿一

个电筒去上床。我等爸爸妈妈离

开我的房间，然后拿出一本书，

躲在我的被子下面用手电筒看

书。我做了很多次这样的事情，

直到哥哥说这样做对我的健康不

好，我才不太情愿地停止。 

看书是世界上最好的爱

好，因为看书不但可以让你轻

松，也可以教你很多知识。无论

是在哪个时间，哪个地方，你都

可以看书。你试试看，是不是你

也会喜欢看书呢？ 

 

 

 

 

 

 

 

 

 
 

 

 

 

 

 

 

 

 

 

 

我最喜欢我的小提琴。

它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我的

秘密它都知道。小提琴的身子

是深红木色。形状长而圆，每

边都有两条优雅的曲线。小提

琴上有一个木头做的小桥，这

个桥特别重要，是把琴上的弦

架起来用的。 

 

 

 

每天，我从学校回来，我的小

提琴总是耐心的在家里等着

我。放学后，我把当天的事都

拉给它听。当我拉小提琴的时

候，我可以把所有的心情都放

在我的演奏中。在学校里，我

是管弦乐队的一员，当我和管

弦乐队合作的时候，我可以 

 

 

 

听到不同的旋律和次谐波，就

像我的小提琴正在和它的朋友

们谈话。 

我经常喜欢用小提琴自

由演奏，并且用不同的曲调来

表达我自己的感情。我的小提

琴带给我很多的快乐，并且我

爱小提琴的感觉。小提琴是我

最喜欢的朋友。 

 

 

书籍与我 
希望泰城校区中文学分考班■练颖山■指导老师 王珊 

 

 

  

 

 

 

 

 

我的小提琴 

希望泰城校区马立平六年级■高晶晶■指导老师 王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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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元旦，这已经是我

在美国待的第二个了。去年懵

懵懂懂的，心里也没什么太大

的感触，今年倒是认真地想了

半晌，这里的元旦和国内到底

本质上有什么不同。或许是长

了一岁给头脑带来了一定的成

熟度，但现在想的问题是越发

层出不穷了。 

还没放假便急吼吼地请

了假直接乘飞机去了西雅图，

跟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打了个

照面，顺便在咖啡香气里漫步

了许多天，终于想起来自己的

家在哪儿了。回来时圣诞已经

过了，没能及时感受到 2018

的弗吉尼亚圣诞节，但并不是

基督教徒的我，心里其实暗暗

想着没过圣诞节也不是什么太

大的问题。 

说来有些怪，一年那么

多日子，我竟然找不到一个我

最喜欢的节日。元旦还算是我

“最喜欢”的节日，单纯那种

跨年感能给我的内心带来一种

莫名的喜悦感。手机截屏截了

好几年的 00：00，每次翻相

册都 

 

 

不舍得删掉，那些截屏给我带

来一种怀旧感和骄傲感交织的

感觉。今年在美国，和我们时

差 13个小时的华夏土地上的

人民们看我们在朋友圈疯了似

地发“新年快乐！”，迷茫不

已。 

元旦在中国绝对是没有

春节重要的，相信在中国呆过

的也都深有感触。每次和别人

说“新年快乐！”时，对方多

半会幽幽看自己一眼，慢慢

道：“要过春节才能算。”实

在是扫兴。在美国却不同了，

过新年就这一天，金发碧眼的

他们哪懂什么春节，要跟他们

解释的话还估计会问你一句

“每年春节是几月几号啊？”

这下解释起来就头痛了。朋友

圈和 Instagram我都有用，可

以说是和两帮人跨了两次年。

方式差不多，都是发一条“新

年快乐”，或是“00：00”的

截屏，有心的可能会盘点旧年

的小确幸。现实中也差不多。

纽约时代广场有倒数，那上海

外滩也有啊。但有意思的是，

美 

 

 

 

国，或是说，弗吉尼亚，这里

的烟花和炮仗倒是不多见的。

元旦那日我特意熬到了十二点

等别人家门口传来的“噼里啪

啦”声，结果硬是连个踩气球

声都没听到。或许是为了空气

质量，但总感觉，没有这些刺

激耳膜的声音，元旦真的是少

了点什么。 

现在再和别人聊天时，

总有一种 2018根本就没过的

感觉。19年？奇数年不管怎

样对我来说听起来就是有种怪

异感。时间不会蒙蔽我们的眼

睛，2019来的很慢，很安

静，已经快一周过去了可我还

是有种 18年的错觉。无论如

何，愿各位都元旦快乐，愿

2019年待我们好。 

   

祝愿各位元旦快乐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班■胡嘉佳■指导教师 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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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文学校从事教学

工作已经 11年了，目前是希

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二年级和

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我的教学

理念是：小学数学教学的目的

在于开发学生智力，锻炼和培

养学生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打好数学基础。通过这

些年的教学，我逐渐积累了一

定的教学经验，这里和大家一

起分享： 

首先我认为小学生学好

数学的关键是兴趣加基础。只

有孩子有了对数学的兴趣，我

们才能进一步对他们加以引

导，打好基础，这就需要老师

在教学过 

 

程中不断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

的兴趣，结合实际，积极引

导，做到循序渐进。 

怎样做才能激发学生对

数学学习的兴趣呢？多年的经

验我总结出学生上课不认真听

讲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学生，而

在于老师。大多数的孩子都是

非常要强上进的，有时候学生

听不懂老师讲的，就会开始在

课堂上讲话开小差，逐渐失去

学习兴趣并出现抵触情绪。所

以要调动学生的兴趣，就要求

老师上课不仅讲话的声音要洪

亮，语气抑扬顿挫，还要用孩

子能够理解和感兴趣语言和实

例，让孩子有感性认识。比

如，当我介绍圆的半径概念的 

 

时候，我不是直接告诉学生什

么是半径，而是讲个故事：一

群小朋友在操场上玩游戏，游

戏规则需要在地上画个大圆。

大家没有画圆的工具，手里只

有一条跳绳，问他们怎么做才

能画一个“最圆的圆”。 

一般情况下孩子通过开

动脑筋或小小的提示，学生们

都能想出这个办法：两个孩子

一人拿绳子一端，一个站中间

原地转圈，另一个孩子牵紧绳

子绕着走一圈，走过的路线就

是”最圆的圆“。通过这个故

事，孩子们不但了解了圆，也

明白了半径，圆心，直径，半

径与直径的关系以及圆的周

长。孩子们学起来非常感兴

趣。 

保持良好的课堂纪律是

教好课的基本保证。在班上，

我对学生有三个要求：1）课

前做好准备(包括按时到教

室，打印学习材料，准备好铅

笔橡皮，用完洗手间等)。2）

课上认真听讲，开动脑筋，积

极回答问 

教师体会 
小学生学好数学的关键是兴趣加基础 

希望泰城校区二年级和三年级数学班■孟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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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3）课后完成作业，严格

要求解题步骤。第一和第三要

家长配合，督促，养成良好习

惯。 

在教学过程中，我会根

据学生掌握教材的程度，适当

安排加减教学内容，做到因材

施教。安排适当的作业练习，

上课提问，在作业和课堂提问

中发现学生易犯的错误，在纠

正错误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

正确的思维方式。 

我对我的助教也有很高

的要求。我的助教不仅仅是帮

助我批改作业，我会要求他们

把批改过的作业分析总结，看

是否有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

有，我会在课堂上留出 5-10

分钟给助教，让他们站到讲台

上亲自讲解。此外，管理和记

录“学生簿”也是我的助教的

另一个责任，每年新的学期开

始，我会要求助教制作一个

“学生簿”，整个学期，助教 

 

 

 

 

 

 

 

 

 

 

 

 

 

负责登记班上每一位学生的出

勤情况，完成作业情况及期中

期末考试成绩。通过“学生

簿”，我可以看到班上学生的

具体情况，如发现问题，及时

和学生家长联系沟通。做过我

助教的学生们在学期结束，都

认为在我班上得到了锻炼，收

获很多。 

 

 

 

 

 

 

 

 

 

 

 

 

 

 

在教学计划方面，作为

希望泰城校区建校时的第一批

老师，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我

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带领数

学组的其他老师们整理和制定

出了一整套适合本校各年级学

生的数学教学计划，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年级与年级之间的衔

接和各年级掌控难易程度的问

题，同时也使泰城校区的数学

教学更趋于稳定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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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绘画作品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品都是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美术班的学生们自己的

创作。学生们利用黑色，棕色或灰色纸张的本色， 用彩色铅笔描绘出各种

不同的形象并表现出与白色纸完全不同的效果。同学们不拘一格，画出任

何自己喜欢的东西，既有西方绘画的技巧，又有东方艺术的神韵。 

指导老师： 鲁桅，王建榕 

从左到右： 

Cynthia Wu 15y   标题：马卡隆 

Delphia Huang 11y  标题：川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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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从左到右：  

Sophia Huang 11y 标题：仙女与萤火虫 

Daniel Wu 11y 标题：水獭的假期 

 

第二排，从左到右： 

Ruby Chen 13y 标题：星空下 

Saron Yao, 11y 标题：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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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列，从上倒下： 

藿青青 5y  儿童油画棒画 

郭谦宇 9y  儿童水墨画 

Rose Chen 13 y 标题：薯条与

长颈鹿 

 

第二列： 

洪闽仪 Tina 12y 彩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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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校报》是由希望中文学校的小记者们于 2015年创办的报纸，报纸的宗

旨是报道希望中文学校的学习、生活及相关活动，探讨中文教学的方法，发

表学生习作等。欢迎希望中文学校的学生、教职员工、家长们踊跃投稿！ 

编辑部成员：庞松涵，杨豆豆，陈泽宇，王杰升 

指导老师:陆强 

联系方式:qianglu9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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