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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起点大年龄跨度
同班的儿童中文启蒙教学

作者 ICCCI 中文学校老师 Ally Zhang

（接五月五日第二版）

（二）元认知技能（Metacognitive skills）的灵活运用。

首先，邀请学生参与对整个教学与学习目标的把握。在开
学第一堂课与学生一起展望学习的目标；在期中或者学期的
关键点回归这些目标；在期末Project 制作尾声之时和最后一
堂课上，回顾目标完成情况。这些看起来很深奥的东西，都
可以“翻译”成小孩子能懂的话、图片、和例子，让他们看
到、听到、甚至触摸到。这和每个教学活动设计得活泼有趣
一样，会带给孩子很大的兴趣与动力。

其次，语言文字理性思维的建立。大多数学龄前儿童对于
字、词、句、段落、和文章是没有概念的。他们往往把一个
词写的分家了，或者把一句话写得满篇纸乱飞，需要高智商
的读者去自己组成句子。这是一个自然而正常的发展阶段。
而在语言课程中根据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和语言文字科学，循
序渐进，可以加速儿童建立语言理性思维。我们除了使用传
统的田字格之外，还使用post-it贴词贴句、在横线上写句子、
和在横格纸上写成段的文字。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单字非
常重要，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单字书写上。孩子对语言建立
了什么样的概念，就愿意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去达成这个概念
驱动下的潜在自我学习目标。当孩子认为学中文的最终目的
是交流、是能够用写作来表达自己，他们才会为之去努力。

（三）遵循学龄前儿童身体发展规律。

学龄前儿童的精细动作还没有达到大孩子的水平，书上和
网站上直接打印的田字格太小，会打击幼儿的学习积极性与
自信心，有些孩子会因为根本写不了那么小而放弃写字。我
把网站上的田字格截图并放大了很多再印发给学生，横线格
也是我自己制作的，行间距很大，可以写很大的字。这样，
孩子们就不再发怵，而乐意提笔了。

（四）运用多种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激发并保持
学习兴趣，眼耳口手脑一起动，五感六触都能帮助学生学习
中文。课本和网站上有很多互动性的游戏，在这里面，我进
行了深思熟虑的取舍，有的放矢设计教学活动。所有的游

戏和活动，都必须深度为教学目标服务，训练语言技能。除
此以外，每堂课基本上都有一两个我自己设计的动手动嘴游
戏：字之舞（大小多少高矮长短等边跳边唱），给机器人填
写身体部位，老狼现在几点，帮警察形容走失的小朋友，看
手偶读字词组句子，填写地图找对地方，单字找朋友成词组
（学生需要站起来去真的找朋友），等等，都是学生喜欢的
课堂活动。在活动中，他们在多种信息的激发下不仅仅建立
了认知，更把认知与动作记忆相联系，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
（一个星期一次课）记得更加清晰牢固，同时口语也得到了
锻炼。

（五）恰到好处的“脚手架”（scaffolding）。

首先，巧用双语教学，逐渐增加“可理解输入”（com-
prehensible input）。中文学校每周只在周日下午上一次课两小
时，在学生年龄不同起点也不同的情况下，不可能像浸入式
学校（immersion school）那样完全用中文教学。所以，我采
取了逐渐增加中文可理解输入的教学方法。渐进式地把学生
平时经常听到的教学指令从英文变成中文，而在新指令或指
令复杂的情况下先说一遍中文，再说一遍英文。同时自己演
示、通过图片给出例子、之后再请学生或家长与我一起演示
一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第二学期，学生就越来越能接受
比较多的中文指令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听力和理解能
力也得到了锻炼。

第二，把复杂的字先分解再整合。朗朗是以交流为上的教
程。而这里面的难度就是：中文不是拼音文字，在英语里面
像鼻子这样的词很简单，但中文却很难写。如果不是从“一
二三”开始，而是“这是眼睛”，文字书写教学和学习的难
度都无形中增大了很多倍。在教学中遇到复杂的字，我先把
它们拆成偏旁部首或者有意义的最小单位，使用各种图片和
动作等孩子可以理解的直观的方法，帮助他们先会写并记住
这些小单位，然后再把这些小元件与学生一起整合成要学的
字。而这只是为了方便孩子记忆，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词源学
的研究结果。比如：“爱”字，我先教“爪”字（在古代意
思为“手”），然后用图片表示张开双臂拥抱的“秃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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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CI中文学校急招
11年级中文老师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中文学校 (ICCCI 

Chinese School ) 创建于1995年，目前已发
展为印州最大的华人中文学校。拥有近三百
名注册学生 (含兴趣班) 。 中文教学从学前
班到11年级，同时开有中文SAT和AP课程， 
另外，学校还设有十多个兴趣班和课外辅导
班，内容有书法，武术，民族舞，芭蕾舞，
美术班，数学，国际象棋，乐器班，电脑编
程等，以充分满足孩子们全面发展的需要。

诚聘11年级的中文老师，申请条件如
下：

1、有志于投身中文教学工作的有志之
士，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2、普通话标准，熟悉中国历史文化；
3、师范类大学中文专业、有AP 或者

SAT教学经验、有在中文学校高年级教学经
验者优先。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中文学校有春季和秋
季两个学期，学校位于Carmel High School 
(520 East Main Street, Carmel, IN 46032)，上
课时间是周日下午1点至3点。

有兴趣的朋友请发简历至iccci@yahoo.
com，请在邮件标题上注明“教师应聘”。

ICCCI 中文学校2017年
秋季学期开学通知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中文学校 (ICCCI 
Chinese School ) 创建于1995年，目前已发
展为印州最大的华人中文学校。拥有近三百
名注册学生 (含兴趣班) 。 中文教学从学前
班到11年级，同时开有中文SAT和AP课程， 
另外，学校还设有十多个兴趣班和课外辅导
班，内容有书法，武术，民族舞，芭蕾舞，
美术班，数学，国际象棋，乐器班，电脑编
程等，以充分满足孩子们全面发展的需要。

学校在中文教学的成就得到了印州地区
的高度赞扬。 从2016年起，我校荣幸地获得
了礼来基金会的支持，设立了优秀学生奖学
金，用来鼓励曾在我校学习中文，并致力于
追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习的优秀应
届高中毕业生。

我校秋季课程即将于2017年8月20日（
周日）开始，各位家长可以在8月20日和8月
27日来我校为您的孩子报名（下午1点到5点
之间）；各位家长也可以网上直接注册，请
访问：http://www.indy-chinese.com/ ，点
击“ICCCI中文学校2017-1018学年开始注
册 ”。我校位于Carmel High School (520 East 
Main Street, Carmel, IN 46032)。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iccci@yahoo.
com. 谢谢！

2017年ICCCI中文学校年终野餐会圆满举行

每年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中文学校放暑假之
前，都要举办一次野餐会，以便让学生、老师和家长们欢
聚一堂，总结过去一年，展望未来的一年。今年也不例
外。2017年的年终野餐会于5月14日在Noblesville的James A. 
Dillon公园隆重举行。

前一星期，印城地区还有霜冻。5月14日这一天，却是
阳光明媚，蓝天白云，气温剧升。一大早，义工们把一条
巨龙矗立在公园的门口，远远地就让人感受到了华夏文化的
氛围。11点刚过，学生、老师和家长们就陆陆续续来到了公
园，公园顿时热闹起来。只见成年人聊天交流，小孩子欢呼
雀跃，大孩子眼盯手机，整个公园成了欢乐的海洋。

在公园亭子的周围，中文学校课后班的老师们展示了他
们得意弟子的作品。钱少敏老师的国画书法班、王云富老师
的画画班、张旭老师的卡通画班、张艳老师的手工艺术班和
王海珊老师的Java语言班，都有学生的作品展出。

中午时分，大家津津有味地品尝了丰盛的“百家饭”
。之后，中文学校校长李仁华和卿科云向获得2017年度
Lilly STEM奖学金的应届高中生颁发了奖金。今年一共有
9位高中生获奖。一等奖获得者是Larry Chen， Henry Su

和Jenny Zhao， 二等奖获得者是Yilong 
Dong，Angela Sun和Michelle Zhu，三
等奖获得者是Stella Mo, Evelyn Shi和Sara 
Yin。

今年早些时候，ICCCI举办了少
儿和成人棋类大赛。在奖学金颁奖之
后，ICCCI理事长李林和活动部长莫才
清给棋类比赛的获奖者颁发了奖牌。今
年中国象棋比赛的前三名分别是Wei-
min Li，Hua Zhou和Jitong Wang。围
棋少儿组比赛的前五名分别是Stephanie 
Tan，James Zhang，Charles Ding，Sang 
Rossow和Desiree Xu。围棋比赛的前三
名分别是Yu Hu，Yongming Zhuang和
Tao Xu。国际象棋比赛的前五名分别是
Bright Zhang，Edward Chen，Annabell 
Radefield，Alex Zhao和Michael Pu。

ICCCI及其中文学校的所有活动都
离不开广大义工的大力支持和竭诚付
出。ICCCI理事长李林和中文学校校长

李仁华给三位作出杰出贡献的义工（Peter Jiang，Paul Jiang和
吴敏）颁发了奖匾，以资鼓励。

曾庆强理事在过去的20年中，为ICCCI的发展和壮大花
费了大量心血。在曾庆强理事的任期届满之际，理事长李
林代表社区向曾庆强理事表示衷心的感谢。在雷鸣般的掌声
中，曾庆强理事从李林理事长手中接过了纪念奖匾，并表示
将继续尽力为社区服务。

在野餐会结束之前，校长李仁华，现任理事长李林和侯
任理事长莫才清做了简要发言，并祝ICCCI大家庭的所有成
员度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暑假。

（供稿：ICCCI理事会  摄影 林超华）

，然后复习他们已经学过的“友”字，再连在一起：“伸手
去拥抱朋友”就是“爱”。很多复杂的字通过这样的教学，
就能够较好地掌握了。

第三，从儿童读写的特点出发，渗透学习技巧。幼儿掌
握的词汇量少，所以他们的阅读和写作也有不同的形式。前
面提到的“看手偶读字词组句子”就是一个很好的阅读写作
练习，读的字词是新学的，手偶的字词是已经掌握的，组了
句子写下来就练习了句子的书写。我们还经常运用的还有“
给出词库写小文”。比如“我和我的家”就是我们把整个学
期的词汇和句型总结在一个篇子上面，复习以后在课堂和家
里完成的小作文。在这两个练习里面，都渗透了复习和总结
字词句的技巧。在第二学期后半段，学生的词汇量已经达到
一定水平，我就把所有已会的字词都写在卡片上，请学生识
读，然后请他们打开书，直接阅读未看过的新课文，划出
不认识的字。之后，请他们看课文动画视频，找到不认识的
字怎么读，然后大家读课文。这里面除了听说读都练习了以
外，也渗透了重要的预习与学习新内容的方法，为今后的继
续学习做了铺垫。

（六）学习效果评估与奖励

在不断地实践中我发现，学龄前儿童因为年龄和认知水
平关系，不是很适合发卷考试。于是我改革了我班的评估方
式，采取多个小课业项目综合评估的方法。每一个小项目都
涉及到听说读写和交流能力，但是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而评
分不是像做选择题那样的非对即错，而是有一个分项评估表
（rubric），达到了就盖个戳（平时写字也是写好了盖戳），
这样小朋友既直观又压力小。每节课每个正式评估都有小奖
品。每个同学都因此感到受到鼓励和拥有动力。评估不仅仅
是考察学习是否达标，而同时也成为了奖励和继续学习的动
力。

如此，每一次课，每一学期，每一年，我也很期待和学生
们一起共同快乐探索中文的美妙。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