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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帆中文学校校刊创刊寄语 

扬帆远航  驶向彼岸 

校长 龚晓红 

   红帆中文学校创立于2015年，学校宗旨为教授汉语，弘扬文化；传播知识，开启心智；以学

为本，全面发展。几年来，老师、同学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使学校在语言教学和副科学习等方面取

得了可喜成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办学理念潜移默化地深入学生、老师和家长心里，使越

来越多的家长和老师为了追求共同理想来到红帆大家庭。     

    在华人社区传承推广中华文化是海外华人的义务，服务社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学校

学生不断增多的同时，我们的教师队伍也随之扩大。这是一支专业技能扎实、教学经验充足，多

年来坚守在海外华文教育第一线，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教师团队。 

    为了让更多家长及社区朋友了解红帆中文学校，由老师、家长倡议，学校决定创办校刊，作

为老师、同学和家长相互沟通的平台，同时也将是学校与社区相互交流的枢纽。 

    校刊设有几个专栏：“学生园地”主要是展示孩子们学习中文的进步与成果；在“教师论

坛”里，老师们将定期与家长分享大家关心的教学理念及相关信息；“信息交流平台”定期向家

长介绍学校教学计划和施行情况；“活动集锦”会预告学校将举行的活动并对这些活动进行跟踪

报道；同时还将设有“家长信箱”栏目，收集家长信息，分享孩子们学习心得等情况。 

    我们真诚地邀请家长们踊跃参与，为办好这份校刊提供更多的信息，增添绚丽色彩，同时为

红帆中文学校的健康发展添砖加瓦。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耕耘这一块语言文化教育园地，为可

爱的孩子们更好地学习中国文化作出贡献。 

    祝愿扬帆远航，满载理想，驶向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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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帆Cobb分校成功开办 

今年秋季红帆中文增开了Cobb分校。校区的中文课老师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富有

爱心，深受小朋友们喜欢。校务团队成员都来自于本地社区，他们积极了解家长

和孩子的需求，灵活办学，引进了一批丰富有趣的课程。Cobb分校就像一个大家

庭一样，积极推动着孩子们的学业进步和业余生活。本学期Cobb分校办学成绩斐

然：开设了暨南中文、马立平中文、轻松学汉语中文班级及各类副课。 

     这学期所开设的副课：少儿Python编程初级班及中级班，中文写作中级

班，少儿声乐班，西班牙语启蒙班，国际象棋初级班及中级班，围棋初级班等，

这些课程深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同时也丰富了学生们的课后生活。 

目前Cobb分校的校务们正在积极准备2021春季学期的招生。我们将坚持从社区需

求出发，遵循市场规律，把优秀的课程和师资带给孩子们。相信红帆Cobb的未来

会更好！ 

关于红帆中文学校Johns Creek和Cobb两个分校的详细介绍和招生信息，请关注

学校网站: 

        https://www.hongfanschool.org/home 

 

西班牙语启蒙班 

国际象棋兴趣班 

少儿Python编程班 

https://www.hongfanschool.or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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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华裔青少年齐聚华侨大学“中华才艺云体验课堂” 
作者：安萌萌      单位：华文教育处 发布时间：2020-07-14 

    “我最喜欢的课是简笔画，我喜欢画十二生肖中的龙。”“我最喜欢剪纸，我喜欢剪熊猫。”“我最喜欢

云旅游课，可以了解福建的地理文化、闽南文化等。” ……这些声音来自参加第二期华侨大学“中华才艺云体

验课堂”的华裔青少年。 

    自7月6日开始，每周一至周五，20余名华侨大学华文教育青年志愿者担任“中华才艺云体验课堂”授课教

师，一起承担不同年龄段华裔青少年的线上中华才艺教学任务。 

    本期“中华才艺云体验课堂”在第一期的基础上，结合海外华校的实际需求，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

武术、朗诵、合唱、云旅游等课程；国别进一步拓展，共有来自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法国巴黎精英中文学

校、澳大利亚北大中文学校、德国华德中文学校四所华校的300余名华裔青少年参加。 

    “感谢华侨大学在疫情期间海外华校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心念华校的各位师生，精心为孩子们准备了多门

课程，给了我们海外华校巨大的支持和鼓励。云课堂能够让孩子们在疫情中继续学习中华文化。”葡萄牙里斯

本中文学校校长陈晓红说。 

    法国巴黎精英中文学校校长宣琛说，华侨大学的青年志愿者放弃暑假时间、克服时差的不便，让远在万里

之外的华裔孩子们能够不忘中国的根。他对华侨大学在这个特殊时期，给学校带来线上中华才艺课程表示诚挚

感谢。 

    参加过第一期云体验课堂的德国华德中文学校的王娟娟老师得知暑假还要举办第二期，再次积极报名。她

说，第一期云体验课堂的教学效果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学生和家长们纷纷表示收获很大，最重要的是学生

学到了更多的中华文化知识，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澳大利亚家长代表康健表示，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云体验课堂给华裔孩子们提供了学习中国文化

的平台，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从“要我学”过渡到了“我要学”。 

    参加此次云体验课堂的葡萄牙学生高恒说，中华文化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继承发扬，我们海外华侨义不容

辞。他对华侨大学提供的学习机会以及有趣的云体验课程表示感谢。 

学生体验书法课  

学生展示十二生肖简笔画作品  学生展示剪纸作品  

   冬令营预告 

今年暑假学生在网上学习不亦乐乎，现在我们将世界各地的暑期网上课堂在这里展示，为的是让家长进一步了

解“ ”，也为即将到来的，在北美开设免费的“冬令中华才艺云体验课堂”做一个宣传，

有兴趣的学生和家长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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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华文教育青年志愿者开启“中华才艺云体验课堂” 
作者：安萌萌      单位：华文教育处 发布时间：2020-05-22 

    

 

 “老师，我画的悟空好看吗？”“老师，你猜猜我画的是什么？”“老师，我今天学会了剪 ‘囍’字！”

“老师，我握笔的姿势对吗？”……稚嫩的笑脸、清脆的声音，这些是来自受疫情影响被隔离在家的德国华裔

小学生。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国家开始停课、停学，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汉语学习

也受到了冲击。为了帮助华裔青少年继续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华侨大学华文教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借助网络平

台，于5月18日开启了“中华才艺云体验课堂”，定点为德国柏林华德中文学校提供中华才艺线上教学，教学

对象主要为5至12岁的华裔小学生。 

    “中华才艺云体验课堂”开设了趣味汉语、中华简笔画、剪纸、书法等四门课程，为柏林华德中文学校的

百余名学生进行为期四周的线上中华才艺教学。为保证线上教学质量，每天课后大家都召开视频会议，交流授

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方法，尽最大努力优化教学内容。 

    剪纸课金子茜老师说，“线上教学是目前现状下的一个新尝试，让我们的教学方式可以更多样，时间地点

都不再是限制，疫情没有阻止知识的传播，反而让中华文化走得更快、更远。我们相信，在这次成功的尝试以

后，线上教学会成为一种常态化教学手段。” 

    柏林华德中文学校活动负责人王娟娟老师表示，受疫情影响，海外华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次线上中华

才艺体验活动非常有意义，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柏林华德中文学校一学生家长评价道，“趣味汉语课的内容非常精彩、非常棒！我家小朋友非常喜欢，每

天都在期待着上课。” 

    据了解，接下来，华文教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将把中华才艺的线上教学课程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华校，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 

 

 

 

 

 

 

 

 

       

学生展示剪纸、简笔画作品                              学生体验书法课  

 

 

 

 

 

 

 

 

“中华才艺云体验课堂”直播授课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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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夏天                                                                                                                         

                     李想  

                （双语七年级）   

我这个暑假没干很多。我第一二个星期做了 SAT 

练 习。我 后 来 教 两 个 中 国 小 朋 友 教 英 文。我 

还 看 了 一 本 书 叫 Refugee。我 觉 得 这 本 书 很 

好也很有意思。因为Corona病毒我没有去 France, 

Germany，和 UK。希望明年有机会去那里旅行。我

大部分的时间跟我朋友网上用手机上聊天。 

 

              这个难忘的夏天 

       Lauren 

这个夏天没有意思。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般去加拿大

和美国的东北部。但是这个夏天因为有大流行病我

们哪里也没有去。 

我的爸生病了，所以我们戴口罩并且常常洗手。为

了避免生病，我大部分时间在家看书，看电视，和

睡觉。我还努力学做面包，我非常喜欢做蛋糕，饼

干，和 小松糕。因为妈妈很累，我和我的妹妹有时

候还帮助妈妈做晚饭。 

因为我参加了学校的乐队，所有我每天在家拉两个

小时的小提琴。为了保持康健， 我们全家每天晚上

散步。每个星期， 我还有一节小提琴课和一节弹钢

琴课。两节课都在Zoom。我不喜欢 Zoom 因为录像

的质量不好。 

我还去网店买了很多新学期要用的学习文具比如档

案夹和练习本。我还买了一个很贵的计算器因为开

学以后我会用到它。 

这个夏天因为大流行病改变了我的生活，但是我很

高兴可以和家人共度很多快乐的时光。 

 

 

 

 

 

 

                     

 

                  About Summer 

                                Clara Murray 

                 （双语七年级） 

因为今年有病毒，所以二零二零年的暑假非常奇

怪。 

夏天我一般每天跟我朋友玩，但是今年我不能。我

只有看到三个朋友。我和家人也没去旅行。因为我

们差不多每天在家，所以我常常跟我妹妹做东西。 

我们喜欢看电影和看书。我也经常早上和我爸爸到

外面走路和聊天。 

我夏天有一点儿暑假作业。我每天做一点点数学，

西班牙语，地理，和中文作业。 

妈妈五月开始让我跟她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我们去

商店的时候总是戴口罩。 

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今年暑假，但是它是一个很特

别的经验。 

 

 

 

程凌云老师的话： 

二零二零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世界性的大流感与我们们不期而至，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轨迹，当然也

包括这些懵懂的少年少女们。她们用稚嫩的手笔记录下这个安静的夏天，虽然不如以往的丰富多彩，但也是

她们的人生宝贵经历，一定会珍藏在她们记忆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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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这是就读我校马立平四年

级的学生，许行健写的暑假生活。 

    因为疫情，本该可以去中国大陆

旅游的孩子，只能遨游在网上的中

国。但也是一种体验，为将来实地旅

游打了“前站”。 

 

西安大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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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的事 

            董苏鑫 

    今天是我盼望已久的溜冰比赛的日子！我们很早

就起了床，妈妈帮我化妆

和穿上比赛裙子，外公给

我们做早饭。比赛的裙子

是丝绒的，而且上面还有

许多假的宝石，晶莹剔透

的白色宝石亮晶晶的，就

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

的，漂亮极了。我们吃完

外公做的早饭，就开车去

比赛了。  

    我们到了比赛场地，

已经有很多家长和同学们

都到了，大厅很拥挤，人声嘈杂，有卖玩具的，有扎

头发的，有的在注册，还有很多工作人员。看着忙碌

的人群，我更加紧张了。我挑的音乐曲目是欢乐

颂， 当音乐响起时，我突然想去厕所了，手心出了

很多汗，这时候我的溜冰老师让我上冰场，并安慰我

别害怕。  

    站在在安静的冰场上，我心都快跳出来啦! 音乐

一响，我就开始表演了。评委们的眼睛紧紧盯着

我， 看我哪里好或是哪里不好。我已经快跳完的时

候，扑通！我转圈的时候，没转好，就摔倒在冰上

了。我一摔倒了就立马知道我一定不会赢了，我忍住

眼泪站起来继续跳，完成了表演。 表演结束以后，

大家都给我鼓掌。可是我却没听到。我一下冰场就被

老师抱起来，我忍不住了，就开始哭。老师一直在对

我说没事没事，不怪你，你跳得很好！  

到了宣布奖牌的时候，爸爸妈妈对我说，说：“走

吧！估计不会得奖！”可是我想等到最后，不相信没

有我的奖牌。 这时听到评委的声音：“好了，第四

名的是姓黄的女生，第三是姓董的女生.......” 当

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激动的跳起来。接下来评委

说什么我都没有听到，

妈妈和爸爸也都很高

兴。 

我喜欢滑冰， 我花了

很多时间练习滑冰，克

服了许多困难，我真的

得了奖牌！ 这是我最

难忘的一天。  

             

          难忘的一天 

             吴炫熹 

    我们今天要去河边游泳，准备好所有东西后我们

高兴得出发了！ 

     到了河边停车场以后，我换了衣服，把漂流毯

子充上气，扛着毯子就往河边跑，我把毯子扔到水

里，迫不及待地跳到漂流毯上，坐在上面，在美丽的

河水上漂着。太阳晒在绿绿的河面上，闪闪发光，就

像我在很多绿宝石上面浮着。我的头顶上面是蓝蓝的

天空，天空里面有许多白白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我

躺在漂流毯上看着天上的白云不停的变换着，一会儿

像一只恐龙，一会儿像一只白天鹅，一会儿又都散开

了像一朵朵的棉花。晒了一会儿，天气越来越热了，

我跳进河水里，水真凉快，我觉得好舒服呀！我在水

里，围着漂流毯游来游去，附近有一艘游艇从前面开

过来，激起一阵阵浪花，我看到浪花了，马上跳到毯

子上，毯子随着波浪晃来晃去，就像坐在摇篮里一

样，我开心的大笑起来。 

      突然，天空中的白云快速的移动着，棉花糖一

样的白云开始变成了灰色，很快变成了乌云，豆大的

雨点掉了下来，雨越下越大，我们赶紧把漂流的毯子

带上岸，跑到车里面躲雨。雨很快就停了，被雨水洗

刷过的天空清新无比，云像少女的纱裙一样漂浮在湛

蓝的天空，太阳露出了灿烂的笑脸，天边还出现了一

道彩虹，雨后的湖边真是太美了！我们呼吸着雨后清

新的空气，欣赏着靓丽的天空，享受着休闲的下午时

光，今天真是难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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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迷藏 

                王佳惠 

    我的妹妹快四岁了,她的眼睛圆溜溜的,亮晶晶

的像宝石一样，白里透红圆嘟嘟的脸蛋像一个好吃

的苹果,妹妹很爱笑，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当她笑

的时候她的圆眼睛就像一个弯弯的月牙。我妹妹很

乖也很听我的话，我和妹妹经常一起玩儿, 她喜欢

玩儿扮演公主的游戏，但是我们最喜欢玩儿的是捉

迷藏。  

    今天我跟妹妹玩儿捉迷藏,轮到妹妹要藏了，我

用手捂着眼睛慢慢大声地数到十,然后开始找她 ，

我东找找西找找,在沙发后没找到,在桌子底下没找

到,在床下还是没找到。因为她每次都在 这些地方

藏,所以我皱起了眉头很吃惊她不在。我正在想这个

小精灵会藏在哪儿里呢？突然听到了一个 “ 嘻

嘻”的声音。我顺着声音走去,声音是从床头柜里发

出来的。我试着要把床头柜门打开,但柜门被关得紧

紧的, 好像是床头柜不想要让我看到里面的东西!我

趴在地上从床头柜门缝里往里看，看到两个圆圆的

黑宝石在柜子里一闪一闪的，哈哈！我知道那是妹

妹的眼睛，我用力打开柜门，看到妹妹盘着腿,瞪着

大眼睛,抿着嘴，像一块石头一样一动不 动,害怕被

我找到。我一打开门,她终于忍不住,扑到我的身上

开始哈哈大笑起来，宝石一样的大眼睛眯成了一条

缝，圆圆的脸蛋像一个熟透的红苹果。今天我和妹

妹玩儿得真开心!房子里充满了我们欢乐的笑声，我

们在一起快乐的长大。  

 

 

 

 

 

 

 

 

 

我的爷爷 

崔宝宝 

   2020年，新冠病毒悄然而来，病毒迅速的传播

着，为了我们的健康，学校不得不关闭了，我们在家

上网课，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七月二十号早晨五点多，我被一阵阵哭泣声吵

醒。我从楼上跑到楼下妈妈爸爸的房间，看到爸爸坐

在地毯上，手里握着手机，满脸的泪水，呜呜呜的哭

着。我赶紧问妈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妈妈哭

着说：“你的爷爷走了。”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所措

的我，走到爸爸的身边，也开始哭了起来。 

    当我出生十个月大的时候，我就见到了我的爷

爷。每年他都会来我们家住上半年。爷爷不高也不

矮，微微胖的身材，宽厚的肩膀，直直的腰板，还挺

着一个将军肚。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常常微笑着，和蔼又可亲。他的鼻子很高，头发虽然

不是很多，但是每天都梳的很整齐。他常常穿着西装

裤和皮鞋，干净又利落。他每天早早的起床，吃了早

饭，就跟着爸爸去上班。爷爷很喜欢抱我，他的胡子

总是扎我的脸。他很喜欢汽车，从年轻时，他就做汽

车的生意。他常常买玩具汽车给我。爷爷很喜欢说笑

话，总是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两个星期前，我的爷爷在伊朗得了新冠肺炎，住

进了医院，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很想念我的爷爷，我会在梦中见到我的爷爷，

在梦里我紧紧的抱着爷爷，不愿意放手。 

    希望这个病毒早些远离我们，我们的生活可以恢

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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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李老师： 

 您好！ 

 今年夏天我想去上海过暑假，但是因为有新冠

疫情，我不得不呆在家里。 

 我在家参加了网上甘肃和北京的夏令营。我在

夏令营里听中文故事，像《三字经》、《西游

记》、和安全小知识，并做了文字和视频作业。在

夏令营里我们了解了中国的美食、汉字的变化、传

统服饰、现代中国的扫码支付、快递和高铁。我学

了包粽子、做拉

面、唱中文歌，

还学了剪纸。我

学这些东西时，

就觉得我好像身

在中国。 

 我们买了游

泳池放在后院，

这样我就可以在

家游泳。暑假里

我还把七本《哈

利波特》都读完

了。 

 虽然今年的

暑假我过得很愉快，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像往年一样

能回中国过暑假。  

李老师，您的暑假过得怎么样？ 

     您的学生   丁诚美 

     二0二0年八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李老师：  

你还好吗？ 

 这个夏天很无聊。我多数时间待在家里，有时

候会去公园。

我还看了很多

电影，但都是

在家里看的，

这是因为新冠

肺炎的流行。

我们出去要戴

口罩，人和人

要保持距离。

今年开学我们

不得不在家里

上课。就写到

这里吧，我要

去 上 中 文 课

了。 

 祝你身体好！ 

         姚若萱 

                     2020年8月30日 

         

 

 

 

 

 

 

 

 

李重老师的点评： 

暨南四年级 中文信 

上完四年级第一课‘给爷爷的信’，学生们学到了写中文信的格式，也学到了与写英文信

格式的相同与不同地方。 作文作业‘给老师的信’证实了学生有话要说，有感受要表达，有能

力用中文表达。 

丁诚美在信里对网课内容介绍得很详细，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就觉得我好像身在中

国”一句道出自己的感受也一下勾起读者对上网课的兴趣。 

姚若萱信中最后一句“就写到这里吧，我要去上中文课了”是那么亲切，一下子拉近了与

读者的距离。 

朱欣悦信中的一句“今年夏天我待在家里，哪儿都没去”是孩子多么风趣的评论。 

高欣悦写的“我希望新冠病毒快快消失”说出了孩子们直率的盼望。 

陈凯涵在信中第一句 “因为新冠病毒今年的暑假与往年很不一样”里就直白地讲述自己对

事情的判断。 

 孩子写得好，写得真切，写出了自己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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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李老师： 

 您好！ 

 今 年 放 暑

假，我们原打算

去北京看望姥姥

和姥爷。可是因

为 COVID-19 我 们

没有回北京。我

希望明年我们全

家能回北京过暑

假。 

 今年夏天我

待在家里，哪儿

都没去。我和弟

弟每天做作业，

看电视，玩儿游

戏。有时候，我还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在网上玩。我们玩

儿得很高兴。 

 祝您身体好！ 

       学生 朱欣悦 

     二0二0年八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李老师： 

 您好！ 

 今年暑假过得很

慢，因为新冠病毒，

我们不能出去旅行。 

 我们现在都要戴

口罩，人与人之间要

保持六英尺的距离。

我们还不得不在家里

上网课。 

 我希望新冠病毒

快快消失，我可以去学校上课，还可以见到老师和

同学。 

 祝李老师身体好！ 

      学生 高欣悦 

     二0二0年八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李老师： 

 您好！ 

    因为新冠病毒今年的暑假与往年很不一样。我

不能去朋友家里玩，

但我们去了很多公园

走小路。暑假里我有

很多时间，我还学会

了魔方。 

 祝老师身体好！ 

              

学生 陈凯涵 

二0二0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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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月秋老师的话：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讲究烹饪，南北菜肴的风味早

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表现出了差异。由于气候、地理、

历史、物产及饮食风俗的不同，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而

形成的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和风味，并被全国

各地所承认的地方菜肴，我们称之为菜系。随着时代

的演变，形成今天最有影响的四大菜系，八大菜系、

十大菜系等等。  

马立平中文六年级教材第一单元的一篇课文是介绍中

国菜系，学生们从中学到了中国四大菜系的特点和部

分名菜的烹饪方法，并根据课文学到的知识加上生活

体验写了一篇短文“我喜欢的菜系“。学生们的每一

篇文章不仅语言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实际，读来令人

倍感亲切；而且文章充满了激情，字里行间流露着对

中国饮食文化的喜爱之情。 

 

 

学生：曹克诚 

当一个地方的菜有了和别的地区不一样的特色的时

候，这就变成了一个菜系。出生在美国的我吃过各种

各样的菜，比如日本菜，印度菜，泰国菜，意大利

菜，法国菜，墨西哥菜，当然还

有我最喜欢的中国菜。 

由于我的爸爸妈妈出生在上海，

我从小就是吃上海菜长大的。在

中国菜里我也是最喜欢上海菜。

上海菜最有名的要数红烧肉和炒

鳝丝了。上海菜大多都是红烧

的，都会用到老抽和糖，所以菜很入味，咸中带甜，

很适合于和米饭一起吃。我最喜欢的上海菜是糖醋排

骨，酸酸甜甜非常好吃！ 

 

  学生：姜芃 

中国有四大菜系，它们是川

菜，粤菜，京菜和扬菜。川

菜是四川菜，粤菜是广东

菜，京菜是北京菜，扬菜是

扬州菜。  

我最喜欢吃川菜，川菜来自中国四川，四川在中国的

西部。川菜的口味重，常用辣椒和花椒。花椒很香，

放了花椒的菜，吃起来舌头上有一点点麻。川菜又麻

又辣，吃起来很香。川菜里的家常菜有麻辣豆腐，宫

保鸡丁，鱼香肉丝和回锅肉。 

我最喜欢吃麻婆豆腐，我的爸爸妈妈做的麻婆豆腐很

好吃，我的姐姐，弟弟和我都很爱吃。 

 

学生：崔宝宝 

我很喜欢吃中国菜，每年夏天我

们回到中国，从南方到北方，我

吃遍了很多不同的菜系。由于中

国地理位置不同，气候不同，形

成了不同的饮食菜系。我们在中

文课上学习了中国的四大菜系：

川菜，粤菜，京菜和扬菜。 

我最喜欢吃京菜，京菜是以北方菜为基础的，比如炸

酱面，四喜丸子，涮羊肉等等。我最喜欢吃的是北京

烤鸭，它色香味俱全，特别是它的颜色好看，当端到

桌子上，看到它深金黄色的外衣，闻到淡淡的肉香

味，用薄饼把鸭肉，葱，甜面酱卷起来放入口中时，

会让我情不自禁地美滋滋地吃起来。北京全聚德烤鸭

在世上享有盛名，也最好吃。我太爱吃中国菜了！ 

 

学生：崔贝贝 

今年我学到了中国的四大菜

系：川菜，粤菜，京菜和扬

菜。中国菜系是由于中国地域

不同，菜的做法不同，口味不

同形成了不同的菜系。 

在中国这么多的菜系里，我最喜欢吃的是粤菜。粤菜

是广东菜，以海鲜为主，吃起来很清淡。粤菜里有白

灼虾，清蒸鲈鱼，滑蛋虾仁；还有广东点心和粥。我

之所以喜欢吃粤菜，是因为广东菜清淡，点心很美

味。中国菜太好吃了！ 

 

学生：吴炫熹 

菜系是根据各地饮食风味差异对中

国菜进行区分的体系，中国的四大

菜系是川菜，粤菜，扬菜和京菜。

我喜欢吃川菜，它来源于中国四

川，比如：回锅肉，麻辣土豆，水

煮鱼和肥肠粉，这些菜都是川菜。川菜的特点是口味

重，并带有麻辣味。 

我最喜欢川菜是因为川菜味道丰富，又香又好吃。我

吃过的川菜数不胜数，比如火锅，串串香，钵钵鸡，

烧烤等等。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麻辣土豆，因为这道

菜的味道最好吃，又不贵，有机会你一定要尝一尝，

虽然这道菜的主要食材是土豆，但是加上配料辣椒

粉，花椒粉，孜然粉和一点

点醋后让土豆的味道变得更

有滋有味，特别好吃！ 

我喜欢的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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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 

                                            Johns Creek 校区 七年级 刘安柏 

    我有一个九岁的弟弟。大家都说他长得好看，很像我，只是他是左撇子。他的头发很硬，是往上翘的。 

    他很爱睡觉，也很喜欢运动。他最大的特点是有耐心。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一件他想做的事情

很长时间，比如读书，拼乐高。 

    他小时候幼儿园拼乐高就可以拼一个多小时，老师都忘记他在教室了。从去年开始，他就拼了一个非常

大的乐高摆在我们家餐桌上，占了整个桌子。他每天有时间就去更新，不断加大。现在这个乐高已经成为一

个乐高乐园，里面有很多娱乐场所，会议场所，动物园，等等。 

    我希望他以后学习也可以这么有耐心，他一定会学的很好的。 

 

Johns Creek   校区 

七年级 

蒋佳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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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中文《古代科学技术》 

学生习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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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佐藤禎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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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e 

Sophia 

Sophia 

Johns Creek 画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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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Creek   校区 

七年级期中考试试卷 

刘安柏 

本期学生园地（作业展）展示的是 Johns Creek 校区学生的平时作业及本次期中考试的部分

年级的试卷。 

从这些作业展中，我们可以了解《双双中文》的教学结构及所学习到的中文知识点。从第六册

开始，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如：成语故事、古代科技、文学诗歌赏析、古代哲学、历

史等。 

愿我们的学生遨游在汉语浩瀚的海洋中，寻找学习中文的乐趣，同时汲取更多的知识来丰满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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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Creek   校区 

六年级 刘维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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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Creek 

校区  

六
年
级  

嘉
芸  

 

 
 

 刘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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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 刘维嘉 

Johns Creek   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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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 William 

Johns Creek   校区 



创刊号                                              学生园地（Johns Creek 校区 作业展） 

Ruby Bridge                                                                                         22                                                                                     2020年10月 

四年级 陆晗婷 

 



创刊号                                              学生园地（Johns Creek 校区 作业展） 

Ruby Bridge                                                                                         23                                                                                     2020年10月 

四年级 周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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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Creek   校区 

三年级 姚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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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Creek   校区 

一年级期中考试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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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Creek   校区 

一年级期中考试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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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Creek   校区 

一年级期中考试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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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Creek校区这学期开设两门 数学 课程：1）小学生3-5年级学生采用趣味数学

教材Beast Academy ；2）初中6-8年级学生采用数学经典教程Art of Problem 

Solving ，指导MathCounts和 AMC8竞赛。最近有几名中学生已经报名参加AMC8竞

赛，正在积极准备。 

 

数学课使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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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作文教学点滴 

李重 

通过多年的低年级任课经验我体会到老师可以帮助学生从学习中文起就把自己“要（会）说的话”写出来，写好

些，写通顺些，为学生们日后持续学习中文打好基础。 

低年级学生的词汇量不大，可以引导他们用简单的口语词，标点符号来表达不同层次的感情。例如我让学生大声

念出 “好了。”和 “好了啦！”来体会不同的感受。 学生很快在之后的练习中就使用它们来表达不同的意思

了。学生同时在不知不觉中理解了写作文如同说话，要让听（读）的人听（读）得明白，听（读）出不同意思。 

低年级学生对自己和同学的作文反馈，讲解有兴趣。但从学生的习作中找到通篇都写得很好的“范文”不容易，

那就从中找到“范词”，“范句”，“范标点”来示范，学生不但满意自己写得不错，还快速地把别人写得好的

“拿来就用”。 

我在教低年级学生写作文前一般不给范文，只是让学生按照作文标题说说自己的经历。第一次练习后我发现学生

把要说的话都写出来了，但少了条理与层次。怎么让学生理解“条理与层次”呢？我会用“披萨”与“馅儿饼”

的不同与相同来描述文章写作应该要有重点和“好味道”。学生们从这样的讲解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的第二

次练习也都会有一些提高。 

找到适合低年级学生特点的方式方法是可以帮助海外学中文的低年级学生提高“作文”水平的。 

 董徐睿 

第一次练习： 

我今年参加网上夏令营， 学了三字经，西游记和科学

小知识。我每天做一个小视屏，听故事，上网课。我

在网上认识了很多小朋友，他们会很多东西。我喜欢

这个夏令营。我今年要上三个夏令营，这就是网上夏

令营的好处！ 

第二次练习： 

因为今年有新冠病毒，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家上网课， 

今天又要上网课，我让妈妈来帮忙在平板电脑上联好

网络。 今天的网课学中文故事，它们是西游记，三字

经，和三国演义。我不但学了中文，还学了很多好玩

的东西。 

我喜欢上网课。 

 

 

刘昕航 

第一次练习： 

我在网上能上中文课。 

我需要用ZOOM上网课。 上网需要用一台大的电，还需

要有网络，没有网络就连不上网上教室了。我有一个

APP能教我笔顺，它可以帮我练习写字。 

我喜欢在网上上课。 

 第二次练习： 

今年因为有病毒，不能在学校上课。 但是，我们能在

家里上网课。 

 我用ZOOM那个软件上网课； 我还用一台电脑和一

个iPAD上课。 

 我上了很多网课，比如画画课。 我特别喜欢画画

儿， 我最喜欢的是画风景。 我还上钢琴课，我可喜

欢了。最后，我还上了中文课：MLP3 和写作。我还要

做网上的中文作业。 

我喜欢上网课！ 

 

 

洪婉灵 

第一次练习： 

我正在上跳舞的网课。我也上画画和中文的网

课。 我喜欢上网课，因为安静，而且很方便。我

最喜欢画画网课。 

第二次练习： 

    今年有新冠病毒，所以不能上学，只能上网

课。  

我在上跳舞网课，还上画画和中文网课。 

有一天我在上跳舞网课前，忘记了給电脑充

电。上着上着电脑就没有电了，所以老师看不见我

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每一次都课前充好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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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文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孩子口头表达和笔头

表达能力的强弱都与作文的学习和训练有着直接关

系，对于出生生活在美国的孩子们，很多学生的日

常表达中存在一些语病，孩子们一旦习惯了说病

句，是很难纠正的，如果不能正确的表达，即便认

识很多汉字可以阅读一些短文，也不能完全理解。

因此，学习作文是提高孩子口头交流和文字表达能

力的需要，正确的中文表达是学习中文的重点。 

    小学阶段认真学习作文，可以提高学生的观察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自主思考能力以及总结能

力。 

1. 锻炼观察能力： 

    认知源于实践，作文源于生活。不知道如何下

笔的时候，怎么办？放下笔，走出去，去外面看

看，去感知一下这个世界。观察人物、观察事物、

观察景物……世间万物都是自己的写作素材呀。写

作素材有了，那又该如何让自己的文章脱颖而出

呢？再观察呀，这一回我们来仔细观察，注意所观

察对象的细节，然后用恰当的字词短句把你所看到

的细节写在纸上，变成自己独有的东西，“人无我

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创”。 

2. 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会说即会写。在孩子学写作文初期，先让他们

学会看图说话和复述故事。看到图片或阅读一篇文

章，用自己的话进行概括。复述故事时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复述之前先理清思路，并将故事中的时

间，地点，主要人物与事件要点记在心里；尽量控

制自己不要说出一些口头禅（然后……然后……等

这样的话），再在后期不断训练与学习的过程中，

逐渐养成思路敏捷的说话习惯。 

    当孩子能够绘声绘色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时，

这个故事便成为孩子脑海中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

随时都在准备为孩子打开下一篇作文的大门。。 

 

3. 锻炼自主思考能力：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而不

思考，则会感到迷茫，无所适从；只思考而不学

习，则会变得精神疲惫。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应

当将读书和思考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互为动

力。 

学习作文的途径与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素材积累

（好词好句好段落）、读书笔记、读后感、阅读理

解习题、知识储备与运用、课内外经典名著阅读

等。在此类学习中，学生会逐步掌握如何正确修辞

和表情达意，从而达到提升写作水平的目的。 

4. 锻炼总结能力： 

    阅读理解是学生提升习作水平的重要途径之

一，通过不断解读分析例文内容，总结出中心思

想，再将短文中的中心思想应用在自己的文章中。 

    学习写作能够促进技能的提升，技能的提升又

能够促进作文水平的提高，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动

力。 

 

 

 

 

 

 

 

论学习作文的重要性 

高 静 

（马立平五年级、中级作文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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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中文学到快

毕业了，怎样评估自

己目前的中文水平，

并且让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对将来走向社会、走向职

场有所帮助呢？参加HSK考级考试可以算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下面我分三方面来简单介绍一下有关HSK考

试大家可能关心的话题。 

1. 什么是HSK考试 

    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是为测试母语非汉

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华裔和中国少数民族考

生）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

考试。 既然是国际标准化考试，也就是说全世界各

个国家都会承认你所拥有的HSK考试执照所对应的

汉语水平。 

    HSK考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事业

单位国家汉办设计研制的，由简至难一共6个级别。

根据汉办的规定这六个等级的要求分别是：   

    通过HSK（一级）的考生可以理解并使用一些

非常简单的汉语词语和句子，满足具体的交际需

求，具备进一步学习汉语的能力。   

    通过HSK（二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就熟悉的

日常话题进行简单而直接的交流，达到初级汉语优

等水平。   

    通过HSK（三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完成生

活、学习、工作等方面的基本交流，在中国旅游

时，可应对遇到的大部分交流需要。   

    通过HSK（四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就较广泛

领域的话题进行谈论，比较流利地与汉语为母语者

进行交流。   

    通过HSK（五级）的考生可以阅读汉语报刊杂

志，欣赏汉语影视节目，用汉语进行较为完整的演

讲。   

    通过HSK（六级）的考生可以轻松地听、读汉

语信息，也可以用汉语流利地说或写来表达自己的

见解。 

    HSK每年定期在中国国内和海外举办，凡考试

成绩达到规定标准者，可获得相应等级的《汉语水 

平证书》。具体的考试时间、地点、报名方式、以

及更多信息可以到http://cnhsk.org/ 上查询。 

 

 

 

 

 

 

 

2. 为什么要考HSK 

      报考HSK分级考试可以： 

    a.自我检测一下当前的中文水平，对照考级说

明，对目前个人使用中文的应对能力做到心中有

数。 

    b. 需要短时间内加强汉语水平的同学可以考虑

报考HSK，给自己一点压力和动力，利用备考的大

量习题来促进提高。 

 c. HSK执照是申请中国高等院校学习或报考

研究生所要求的实际汉语水平的证明。 目前申请中

国工科院校至少需要HSK4执照，并于一年之后达到

HSK5水平。文理科院校甚至需要HSK6执照才能申

请。对于这一点，不同学校的要求可能不尽相同，

需要仔细阅读学校面对海外学生的招生要求来决

定。但至少HSK4的执照是必须有的。另外，申请中

国大学的HSK执照有效期为两年。 

     d. HSK执照是聘用机构录用汉语人员时评价

其汉语水平的依据。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国家找工作

时，拥有HSK4以上的执照对于申请需要懂汉语的职

位绝对是加分。另外，申请工作用的HSK执照目前

没有听说有过期一说。但不建议相隔时间太久。 

3. 如何准备HSK考试 

      备考HSK考试大致分三种情况： 

        a. 家庭提供过硬的中文学习环境，家庭成员全

天候中文交流。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听和说一般没

有问题。但仍需加强读和写的技巧，并巩固词汇

量。很多时候学生会说某个词，但拿到眼前却不认

识。 

        b. 自己在课外搜集复习资料，自推式练习。这

种情况需要学生有强大的自觉性，并对中文有强烈

兴趣，愿意自我提高。还要注意练习得法，能找出

自己的弱点，会总结经验，有的放矢地练习。 

    c. 报名参加HSK考试强化班。这是一种应试式

的学习方式，目标明确，就是要通过考级。通常老

师会提供很多复习资料，通过查看学生完成情况来

发现需要加强的地方，总结经验，强化练习，并不

要越级报名。就是说如果学生目前水平是HSK3，那

关于HSK考试 

夏新萌 

（暨南中文高年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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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报考HSK4就好，不要一下跳到HSK5去，没有一定

的语言基础是盖不出空中阁楼的。 

    林林总总说了许多，其实最重要的是，学语言是

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达到目的。

学生一定要有学习热情，对中文感兴趣并想学好，才

能在学习过程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家长们可以想

办法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孩子对汉语及中华文化的兴

趣，一定有所助益。 

    另外，普通HSK考级考试没有口语，但另设有口

语初、中、高级考试，分别对应HSK1、2级，3、4

级，和5、6级水平。学生可以选择考与不考，可以肯

定的是，有口语执照绝对是锦上添花，这对于长于海

外的学生也是最大的难点。 

    篇幅有限，这次就讲这么多。感兴趣或有疑问的

家长，欢迎咨询红帆中文学校。谢谢大家！ 

网课今昔 

林凤琪  

            （马立平三年级教师） 

医学界一个新发现，给整个世界带来种种新常态。

网课也不例外，为什么这么说呢？先看一看我的见

闻。 

多年以前，我就上过网课，那时的网课，都是由录

播课程、定时网上助教答疑时间加上同学们群讨论

组成的。时间自由，靠的是学生们的自发努力和互

相帮助。 

后来，为了满足兴趣和需要， 又在网上看视频自学

自娱。一般来说，视频的内容、质量都是选择的关

键。清楚讲解知识点、亮丽清晰流畅的画面、悦耳

的配音配乐是基本，有趣的表达，精致的剪辑更是

锦上添花。说实在，不仅是一般学术，就连天文地

理、琴棋书画、中外历史、生活百科，现今社会， 

只要你有心，有网络有设备（当然还要有时间），

要成为百晓通并不是“不可

能的任务” （Mission Im-

possible）。 

到了2020年三月份小学全面

停课，实行“网上学习”。

“网课”又有了新的诠释。

我家小学生的“网上学习”

是由任务列表，连接工作

纸、视频、网页，加上和老

师一个星期两次，每次大概

半个小时的“视频对话”组

成。学区开宗明义说“只有

复习，没有新知识点”。小孩在家憋久了，见到老

师同学们兴奋莫名，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视频

对话”最后都变成“网聊”。老师嘛，对着郁闷已

久的学生，都尽量让大家畅所欲言，计划好的复习

都只好放一边。家长们对这“网上学习”的评价主

要是 “给小孩有点事做”，学习成效倒不敢有太大

期望，尤其当家长要费劲的跟进分布在各个平台的

作业和密码。 

另外就是课外班也骤然变成网课了。由于有固定教

程，课外班都尽量维持常态教课，内容材料没有多

大变化，只是从教室面授变成网上教室，定时定候

实时网上互动。这也是跟早年网课的最大分别。撇

开一开始不同视讯通讯平台试验的晕乎史不说，学

生跟老师的上课态度跟以前就很不一样，学生们天

天都可以是“睡衣日”(pajamas day)。其实低年级

的小朋友间中在学校都可以有特别的穿着，“睡衣

日”就是其中之一，但都是偶一为之。课外班一般

都没有这些玩意。没有赶校车的压力，又不能到处

玩，穿什么上网课好像变得不太重要了。另外，总

会有人时不时要求吃喝拉撒，好像一下子全回到三

五岁。 

老师嘛，原来的教材都不一定适合网上授课用，只

好加班加点改教材，好不容易备好教材， 上课时可

以分享屏幕，结果看得到屏幕又看不到学生，平常

简单的举手回答问题一下子变得不简单， 恨不得同

时有几个大屏幕可以一眼观七。别以为不分享屏幕

就可以好好的跟学生交流，时不时有不同的“访

客”误入、黑屏（一般用家切换别的程式镜头就会

关闭， 变成黑屏）、聊天室刷屏、七嘴八舌加上背

景音效，以致各种即时技术支援要求，对老师们来

说都是 “新挑战，新常态”。另外，由于网课“拉

近”了大家的距离，大家都能“高清”看老师，有

关心老师的同学老问老师的

近况，担心出什么状况云

云，搞得老师们每次上课前

都得更精心打扮，亚历山大

哦！ 

家长呢？有说家长是这个

“新常态”的受益人，因为

平常上课老师说了什么，学

生学了什么对部分家长来说

可能是个迷，但网课一开，

上课发生什么事，都逃不过

这些家长的眼睛；也有人说

家长是这个“新常态”的受害者，什么技术支援、

功课辅导都得搭上，看了课堂的，明白怎样上课好

跟怎样上课不好，又得去恶补对自己、对学生、对

老师的期望值差异，一下子，好像多了几份兼职，

忙个不停。从不同的角度看，各种新常态总能给大

家不同的认知，不同的埤益。要是困惑了， 不妨换

个角度，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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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非常高兴，在

我们红帆学校校刊编辑创刊号

时，收到了丁诚美同学的投

稿。 

编者看后感叹万分，在这新冠

疫情横行、一些户外活动受

阻，看似百般无聊的日子里，

我们的孩子却能用文字、照

片、绘画记录下丰富多彩的暑

假生活。我们透过这些照片、

绘画、文字，清晰地看到丁诚

美同学在这个暑假中所收获的

果实。 

欢迎我们的学生、家长踊跃投

稿，把孩子成长的点滴在这里

展现，留下美好的瞬间，留下

学习中文的脚印，当我们再回

首的时候，这些孩子已扬帆远

航。 

  上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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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故事，完成作业 

学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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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视 

频 

学写中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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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设计 — 中国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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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安全知识 

学习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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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做 拉 面 

包
粽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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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道具 

十二生肖（篆体） 

拍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