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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中文学校从创始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我在剑桥教中文， 也有二十年

了。非常感谢中文学校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来到美国又干起了本行。二十年来，虽

然辛苦， 我却乐此不疲。因为， 我看到了收获。我看着孩子们在中文学校一天天的学习，

一天天的长大，看着孩子们从汉语拼音学起，如今交出了一份份中文 SAT或 AP的满分试

卷，看着孩子们参加了麻州，全美以及世界的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捷报频传。 二十年来，

我能为弘扬中华文化，能为孩子们的中文学习尽点责出点力，感到十分欣慰。今天， 在这

里，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对中文教学的一点体会。 

 

一， 规范教学，严格要求 

 

        教师育人的理念是：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没有严，就谈不上爱，因为爱，必须

严。课堂是孩子们学习中文的第一平台，课堂纪律将是搭建好这个平台的一块基石。 要想

在一周只有两个小时的有限时间里，发挥最大的学习效果，那么，严明的课堂纪律，良好的

学习习惯， 绝对是提高课堂学习效率的保证，也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

然，严明课堂纪律，不是让你成天板着脸，或是提高嗓门去训斥，而是要重视课堂内的常规

训练，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因此，孩子们一进课堂，我就严格进行常规教育，对他们提出

具体的要求，做到有的放矢。上课坐的姿势要端正，决不能东倒西歪；两脚一定要着地(否

则，孩子们的脚盘在椅子上的，翘起二郎腿的)；不能嚼口香糖，不能大声喧哗，发言要先

举手，无特殊情况不能随便上厕所；老师讲课时，一定要专心听讲，老师板书时，两眼要注

视黑板；读书时，两手要把书拿起来，眼睛要对书本；等等。习惯的养成，一定是有个过程

的。老师提出要求后，必须反复训练，切切实实地去实行，决不能说说而已。当孩子们的行

为出现反复时， 要有批评，更要有鼓励，我们的口号是“与昨天相比，我今天又进步了一

点点”。慢慢地，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形成了，插班的学生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进去。

由于严明了课堂纪律，规范了学生的课堂行为，孩子们在课堂上就能专心学习了，对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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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和提问开展积极的思考，主动去吸收知识，和老师有机地融为一体，极大地提高了学习

效率。 

 

        孩子们走进课堂，从刚入门学汉语拼音起，就要规范化，就要严要求，不能有丝毫的

马虎。教发声，学拼读，甚至每个拼音在四线三格上的位置，都不能错位。初学汉字，每个

字的一笔一画，都要规规矩矩，横得平，竖得直，撇有脚，捺有尖。每个字在田字格上的笔

顺，间架结构教师要一笔一画地亲自示范。孩子们在写字时，每一笔都要求规范化，如果学

生把雨字头写成独体字的雨(第二，三笔的笔画没有改变)，或是把竖弯钩写成竖弯，都要认

认真真地圈出来。这决不是“吹毛求疵”。 书写要规范，抄写的格式也要规范。小节前空

两格，标点符号占一格；诗歌小节与小节之间要空行。只要不符合要求的，就必须重写，这

是要下狠心的， 触到痛处，才能记得住，错一次，两次，就不会出现第三次了。就这样，

孩子们在 BPMFDE的拼读中，在一横一竖的笔画中，不知不觉地养成了认认真真的学习态

度，培养了严格细心的学习习惯。为今后的学习。打下结实的基础。 

 

        读书要规范。每课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朗读流利。要达到要求，必须与

文本多接触。刚训练朗读时，规定每课课文，最少读五遍，并要求写下每一次读书的时间，

请家长督促并签字。对学生的朗读，我每课必查，即使时间再紧，哪怕是读几句。也要“人

人过关”。及时纠正读音，及时纠正“破句”。渐渐地，你会发现，孩子们的发音准了，洋

腔北调的少了，孩子们也增添了自信心，慢慢地融入了课文，读得也有感情了。 

 

        每做一次练习，就反复训练他们养成先复习后作业的习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翻

开作业本，就必须把课文通读一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去做每一道

题，就能利用学会的已知，进行知识的迁移，达到巩固和拓展课本上的知识。 

 

        经过课堂教学，学生学得一定的知识，领悟到一些道理，并不等于孩子已经学会了。

要使教学中体现的规律性的东西变成学习者自己内心的东西，仍然有个艰苦的过程，就是自

己动手，动口，动脑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体现在反复的操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师

就是严厉的教练，让学生操练，操练，再操练。大量的习题，反复的训练，孩子们才能真正

地把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到手。 因此，我坚持给孩子们足够量的作业。除了书本上，练

习本上的，坚持每周多给一篇课外阅读。平时，根据孩子们在学习中出现的薄弱环节， 针

对性地出一些基础知识训练题，及时补缺补差。这么一学期下来，学生在反复操练中，真正

学到了知识，学到了本领。 

 

        学习本身就是一件艰苦的事，轻轻松松是学不好中文的。所以，严格的考查，还是必

要的。该背的一定要背，只有背，才能有一定的积累。该默写的一定要默写，只有反复训

练，才能强化记忆。每课必考，每单元必查。考试题除了课本上的知识，还要有所延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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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尝试着跳起来去够一够。 严格的考查，对学生是一种自测，找到不足。对老师是一种

教学效果的检验，从中得到反馈，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节奏。严格的考查，是会给学生带来

一定的压力，但我觉得孩子们从小就应该有点承受能力，对学习就应该有责任心。其实，孩

子们的接受能力是很强的，能否开发他们的潜力，在于老师引导，在于老师要求。 

 

        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进行长期训练和培养。教师要持之以恒，严格训练，必有成

效。当孩子们能自己去读懂一篇文章，去领会，去感悟的时候；当他们的情感在被文本中美

好的事物唤起，而在追求它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教师的

成就感! 

 

        其实，对学生的“严”，说到底就是对老师自身的“严”。 要想给孩子半瓢水，自己

没有一桶水是不行的。所以教师必须潜下心，定下神，认认真真地钻研教材，把教学目标，

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做到一课一“得”，“得” “得”相连。每次备课，我必把字典

和词典放在桌上，遇到不是特别确定的字音，或是遇到词义的辨析，我必查字词典，自己得

弄个一清二楚。教了几十年的书，但每一次上课前，我必须重新备一次课。根据以往的经

验，哪些方面需要加强的，哪些地方容易出错的，做到心中有数 ，温故而知新。有了基于

自己思考后的心得体会，才能做到教学中融会贯通地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 

 

        教师要严于要求自己，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凡是有进修的机会，我都不

会错过。甚至回国探亲，我也不忘去学校听课，参加培训，扩大自己的视野，充实自己，更

好地服务于中文教学。 

 

二，传授方法，培养能力 

 

        我们知道，高明的渔夫，不仅授之以鱼，而且还能授之以渔。掌握一套有效的捕鱼方

法和技巧，当然比拿到再多也总是有限的鱼要好得多。中文教学也是如此。课堂上如果只是

教会学生写写生字，读读课文，照样子写几个句子，这只能是为教而教，孩子总要依附与

你，离开拐杖，自己就不能走路。所以，我注重在教知识的同时，教给他们一些规律性的东

西，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去学习，去体会，把知识转化成一种能力，那将会受

用一辈子。 

 

       比如，汉语拼音教学。初入学的儿童在识字前，先集中一段时间学习汉语拼音，让他们

初步掌握这个工具，对今后学习汉语，无疑是多了一位不开口的老师。因为汉语拼音毕竟是

字母教学，对一群活蹦乱跳的孩子来说，难免有枯燥单调之感。因此，在拼音教学中，我特

别注重学习的趣味性，根据小学生的心里特点，开展活泼多样的拼音游戏，寓教学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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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适时地，把一些规律性的知识教给他们。如:JQX与 U

相拼的规则(小 U小 U有礼貌，见了 JQX，脱帽行个礼)。引导学生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声母

JQX与以 AOE开头的韵母是不相拼的，I就像一座友谊的桥梁，使它们与其中一些韵母组

成了一个个完整的音节。学生在标声调的时候，容易乱扣帽子，那么，老师就要告诉他们标

声调的规律:调号要标在音节中发音最响，开口度最大的元音即韵腹上面，他们的顺序是

AOEIUU，标调方法可以用口诀来记忆:有 A先找 A，没 A找 OE，IU并列标在后。规律摸

清了，孩子们就再不会“张冠李戴”了。遇上上声字(第三声)连读时，就得教会学生变调的

规则:两个上声字连读时(闪闪，小马)，前一个上声字变得像阳平(第二声)。三个上声字连读

时(勇敢者，展览馆)，前两个变得像阳平。同时要告诉学生，这种变调只是说话或朗读时的

一种自然语音现象，书写时不需要改变调号。还有其他的，如“一。不”在和其他音节连读

时产生音变现象的规律，语气词“啊”的变调规律，形容词后缀重叠的变调规律(绿油油，

黄澄澄)，等等，这些拼音规则，都要清清楚楚地教给学生。 

 

        比如识字教学。识字是阅读写作的基础，是阅读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教会学生识字

方法，培养识字能力，使他们掌握汉字的音形义，为发展读写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要记住

每个汉字的字形，不下工夫是很难掌握的。因此，在学生刚接触汉字的时候，注重扎扎扎实

实打基础，把识字工具交给学生，培养他们独立识字能力，尤其重要。汉字的“笔画，笔

顺，偏旁部首，字形结构”就是识字的工具。必须交到孩子们的手上。在学生开始学习比较

简单的独体字时，要一笔一笔地分析，教学生数笔画，同时把笔画名称，写法和笔顺规则教

给学生。如教“石”时，就要让学生知道:这个字有五笔，由横，撇，竖，横折，横组成，

笔顺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老师范写时，要说明笔画的长短，轻重和间架结构的安排，容

易写错的笔画，可用红笔标出，引起学生注意。然后让学生边书空边唱读笔画，调动学生各

个感觉器官，以强化字形的记忆，学会用笔画分析的方法来识记汉字。学习合体字时，要注

重把“ 偏旁部首，字形结构”这一识字工具交给学生，记住偏旁部首的名称。了解了合体

字的结构形式，使学生学会用结构分析法来识记汉字，如“满意”的“满”，学生容易写成

“住”，“满”是左右结构的字，就不会把“满”写成上下结构的。 

 

       在识记汉字的过程中，让学生了解一些汉字造字规律。很有必要。比如，认识几种构字

的形式。如: 由两个独体字组成的合体字(王-见-现)，给独体字加偏旁(老-姥)，给合体字去偏

旁(放-方)，调换偏旁(完-玩)。比如，掌握形声字“形旁表义，声旁表音”的规律。在教学

时，把音形义结合起来去理解生字，加强记忆。如“清情睛”一组为例，我们这样分析:三

个字的右边都是青，韵母 ING是后鼻音。清是清水的清，所以是三点水旁；情是事情的

情，重要的事情要记在心上，所以是竖心旁；睛是眼睛的睛， 眼睛也叫目， 所以是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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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依此类推，让学生自己根据形声字的特点，说一说“晴天”的“晴”为什么是日字旁，

“蜻蜓”的“ 蜻” 为什么是虫字旁。这样，学生就不会把这些形近字混淆了。 

 

        教学中，帮助学生归纳一些构字规律，如“月”旁的字大多与肉体有关，所以有关人

体部分的字大多是“月”旁；与语言有关的，大多是言字旁，等等。有些会意字，让学生根

据两个独体字，展开想象，从而记住字形。如:闯，马进了门；歪，不正即歪；移，禾苗多

了就要移；呆，口如木。帮助学生寻找多种记忆生字的方法，强化汉字的识记。 

 

        比如句子教学。知道什么是完整的句子，是句子教学最基本的任务。首先要让学生明

确句子概念:一个完整的句子，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表示“谁”或“什么”，叫主

语部分。表示“做什么” “怎么样”或“是什么”，叫谓语部分。完整句子的明显标志是

句末使用句号，问号，感叹号。知道什么是完整的句子后，就要随时随地训练学生说完整

句，无论是口头回答问题或是书写造句。同时还要训练他们学会判断完整句。我曾经在黑板

上写下这样一句：站在金色的沙滩上，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放声歌唱。不少孩子被优美的

词语迷惑了，判断是完整句。这时，我就引导他们用句子的概念去判断，一下子就“真相大

白”了。少了“谁”-主语部分，不是完整句。在“把句子写完整”这个基础上，逐步引导

学生给句子的主干添枝加叶，懂得把句子写具体，写生动:引导学生认识各种类型的关联复

句，掌握相关的关联词语；引导学生理清句子之间的内在联系，懂得句子与句子之间要通

顺，连贯，等等。 

 

       当学生在遣词造句出现病句时，如成分残缺，搭配不当，词序颠倒，意思重复等等。把

修改病句的四步曲教给他们: 

（一），看(默读原句) 

（二），找(找准病因) 

（三），改(对症下药) 

（四），查(查句子是否正确，查句子是否保持原意)。  

总之，要让学生从具体的语言材料中循序渐进地去领会规律，学习方法。 

 

       比如小节。如果想要读懂文章的意思，读出自己的感受，那么，首先得读懂小节。孩子

们接触课文，从自然小节开始，因此，我们要把阅读的一般过程和方法教给学生。 

 

       了解自然段的一般步骤是这样的： 

（一），正确流利地读全段； 

（二），数一数全段有几句话； 

（三），一句一句地读，想一想每句话的意思； 

（四），把句子连起来，想一想这个自然段说的是什么内容(学会挑最重要的词句表  达)； 



《剑桥园地》剑桥中文学校成立 20周年纪念专刊                                           

2011年 10月 

（五），再读全段，读出语气。 

 

 

 

通过反复训练，孩子们掌握了学习小节的方法，渐渐地，学习从自然段到意义段到整个篇

章，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了。 

 

       比如背诵。背诵是提高语文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它能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丰富学生的

语言，锻炼学生的记忆力，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有的学生在背诵时，读一句背一句，结

果往往是前读后忘。有的将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一遍，却还是朦朦胧胧，背不出来。要

让学生背得快，记得牢，就必须让他们掌握一些背诵的方法： 

（一），理解内容，熟读课文。熟读是背诵的基础。理解了才不会去死记硬背，理解的内容

才容易记住。要学会背诵，必须要在“理解”和“多读”上花功夫，做到由“熟读”而后

“成诵”。 

（二），理清线索，加强记忆。背诵全篇课文，一般要从文章的脉络着手，理清了全文的脉

络，明确各部分的内容，然后在这基础上先分小节背诵，再连起来背诵全文，就比较容易背

出来。 

（三），抓住一些关键词语和重点词语，帮助记忆。 

 

       学习能力的形成，良好习惯的养成，是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培养的，只要持之以恒，就会

有成效。 

 

三，大量阅读，开阔视野 

 

       通过严格要求，孩子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传授方法，让孩子们的自学能力得

到了提高。教师就要不失时机地把孩子们引进中文阅读天地，激发他们学中文的热情和兴

趣。 

 

       课堂之外有万水千山，课本之外有万紫千红。当孩子们能够自己去读懂一篇文章，能够

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感受，写出一段在我们看来还很幼稚的话时，他们却感受到了一种“成就

感”，这种“成就感”虽不像能弹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那么引人注目，却是悄然的，不知不

觉中激发出对中文的一种兴趣。然而这种可能他们自己还没觉察到的“兴趣”，让他们对中

文有了一种亲近感，他们会觉得，中文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下点工夫是可以学好的。(请参

考<牵着孩子们的手，走进阅读天地>) 

 

四，展示成果，激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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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是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动力。我觉得，孩子们的兴趣，首先来自于老师的感染力老师

要热爱这个职业，热爱这个和孩子们共同学习的课堂。每想到今天我走进课堂，又要教给孩 

 

子们学些新知识了于是乎，自己也跟着兴奋起来，那么，你就会精神饱满地走进课堂，就会

把课堂教学安排得紧凑，尽量用你的热情，用你的较生动的语言，去吸引孩子，去感染孩

子，让他们跟着你一起投入到教学中去，至少不会让他上课打磕睡。 

 

       要培养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我们是不是要尝试着把学生放到课堂的主体位置上来，

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课堂的主人。经常，我们在课堂上会这样问孩子：这句话什么意思，谁能

来回答老师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改一种提法：你用什么好方法记住这个字? 读了这句话，

你明白了什么? 看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谁还有不同意见? --- 粗看上去没什么太大的差 

别，细细想来却不难发现，它体现了教师根本不同的思想观念。前者把老师放在了主体地

位，学生是被动地随着老师的指挥棒去单纯地思考其中某个问题，去寻找答案；后者把学生

放在主体的位置上，让他们自己去读，去思，去做，去自我发现。这时的答案是创造性思维

的结果，调动了他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因此，一堂课，既与文本接触，也是与学生对话，

交流。 

 

       把孩子们的学习成果及时地展示出来，这是保持孩子们学中文热情的一种有效办法。每

年暑假，我都会让孩子们写几篇作文。到开学的时候，我会把他们的习作汇集在一起，办一

个 <多彩的暑期生活> 专栏。当看到图文并茂的专栏里有自己的文章和像片的时侯，当看到

家长们围着专栏津津乐道的时候，孩子们的心里总是乐滋滋的。过母亲节，让孩子们给妈妈

画张卡片，用中文写上几句悄悄话，当妈妈激动得拥抱他们的时候，孩子们会感到特别的温

暖。感恩接，圣诞节，让孩子们用中文写一段话给父母亲，给朋友，给老师，或全班交流，

或贴在教室的墙上，一种成就感会在孩子们的心中荡漾。孩子们写的一篇篇习作，如<给亲

人的信>，<名字的故事>，<假如>等等，编辑成一台学校春晚的节目，让每一个孩子走上舞

台，朗读自己的作品，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对孩子学中文是一种多大的鼓舞。用课堂上

学到的本领，或是从课外阅读渠道里得到的知识，或是针对学习中有困惑，有难度的薄弱环

节，有意识地编排成一个小表演， 让他们反复操练，搬上学校春晚的舞台，这实在是一个

提高学生学中文兴趣的一种好方法。 

 

     下面，举几个例子： 

 

1，《个字先生》 

       给词语填合适量词，对孩子来说有一定难度中文的量词不像英语那么简单，不同的对象

要用不同的量词我们的孩子常犯的错误是，想不出就“个” 来凑针对这种现象，我编排了



《剑桥园地》剑桥中文学校成立 20周年纪念专刊                                           

2011年 10月 

《个子先生》孩子们通过反复排练：一面面红旗，一辆辆汽车，一束束鲜花…… 至今我还

能记得他们在台上热情洋溢的，诗一般的语言：一本本书，汲取着中华文化的精华；一堂堂 

 

 

课，品味着语言文字的精彩；一首首诗，抒发我们对真善美的渴望；一支支歌，唱出我们对

祖国，对亲人的热爱------ 那位个子先生（主角）下了台，跟我说：老师，我再也不会当

“个子先生”了 

 

2， 《词语竞争上岗》 

       汉语学习中，近义词的辨析是个难点因为它们都有相似之处，却也有细微差别如果用的

不恰当，就会影响表达效果于是，我编写了《词语竞争上岗》这个节目，讲的是一家专门制

造句子的公司，接到一个业务，要用一句话来表现师生之间的关系：老师（）学生，学生 

（ ）老师于是，“爱慕”“爱护”“爱惜”“爱戴”前来应聘，竞争上岗弄明白每个词语

真正含义后，“爱护”“爱戴”光荣上岗生动活泼的演出带给孩子们的启示是：积累并理 

解更多的词语，才能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更清楚 

 

3，《妙用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同语言文字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但孩子们却意识不到于是，我找了“穷秀才

到朋友家做客”这样一个题材：主人嫌他穷，不想留他，但又不好意思直说，恰好这时下起

雨来，主人便在纸上写了一句话，‘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想赶穷秀才走而穷秀才拿

起笔来，给这句话加了标点：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主人拿来一看，只好把穷朋友

留下就这样，通过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让孩子懂得了标点符号的重要性，不能忽视标点符

号。 

 

4，《漫游成语王国》 

       我曾经给学生做了大量有关成语的练习成语内涵丰富，表现力强，恰当运用成语，可以

使语言增添色彩，从中也能了解祖国灿烂的文化。我们学习了“含有动物名称”的成语，带

“手”字的成语，按数字排列说成语，用成语来回答“最”的问题，用古诗诗句的每个字组

成语，还学习了三，五，六，七，八字的成语同时，还学习了妙趣横生而为大家喜闻乐见的 

歇后语 于是我编排了《成语抢答赛》，《漫游成语王国》《歇后语与成语》等节目，孩子

们通过有关成语的一系列演出，体会到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不下点功夫是学不到的通过

系列表演，孩子们竟戏称自己都快成成语“专家”了 

 

5，《生活在同一蓝天下》 

       为了加强孩子们的环保意识，我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学生上网收集各种野生动物，并请

他们用中文介绍野生动物的名字，出生地，生活习惯及现存状态从收集的资料中，孩子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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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自然生态被破坏，地球母亲被摧残，许多野生动物已面临濒危的境地保护地球 - 我们自

己的家园，已是刻不容缓了孩子们很想为保护野生动物做点什么。于是，在学校办了《生活

在同一蓝天下》的专栏，并把专栏搬上了舞台，满怀激情地向每个人呼吁：行动起来，保护

我们人类共同的朋友，让我们和野生动物和睦相处，生活在同一蓝天下。 

 

       每次，每次，孩子们的演出都得到了阵阵掌声在这阵阵掌声中，喜悦洋溢在每个孩子的

脸上；在阵阵掌声中，一种自豪感正在孩子们的心中潜滋暗长这种自豪感，是从孩子内心自

然流露出来的，这种体验，只有把学到的知识真正从内心去领会，才能感受到的这才是一种

真正被激发出来的兴趣，这种兴趣会驱使他们愿意再一次投入到学习中文中去，愿意和中文

交朋友，这是一种多么可喜的良性循环！ 

 

结束语，我想用我和女儿的一段对话 

 

       那天，女儿笑着问我：“妈，你知道我的同学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最大的心愿是，他的孩子可以跟你学中文！” 

     “真的？他不是还没结婚吗？” 

    “所以”，女儿煞有介事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老妈，你任重而道远啊” 

      是的！不仅是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任重道远，让我们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