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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中文学校 PTA 于 4 月 26 日星期六组织了
2014 年春季野餐春游活动。 20 余位家长和同学
参加了聚餐，野餐，参观公园及树屋，团队越
野。  -------- 万应杰 稿 
 
 
 
 
 
******************************************
 
 
 
 
 
 
 

编辑语：长城中文学校幼儿班、学前班任课老师喻

丽雅于 3月份组织了活泼生动的主题演讲班会并向
《彩虹》校报提供了同学们的讲稿，富含教学心得的
“老师寄语”和家长感言。从小同学们一篇篇短小生
动的文章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同学们勤奋好学的劲头、
热爱家庭热爱学习的快乐心情。请欣赏。 

 
 
 

 

“我爱我的家”主题演讲班会 

-----------------------------      

                指导老师 喻丽雅  

 
尊敬的各位家长，您们好！ 
 

学前班和幼儿班“我爱我的家”主题
演讲班会圆满结束了！ 

 
首先我要对所有参加“我爱我的家”

主题演讲班会的孩子们，他们是：皮皮，陈
昕铃，张熙杰，曹时诚，毛汇鑫，爱维，哈
哈，张安娜，李友谅，许益晟，邓依礼，毛
俊源，鲁爱岩同学说声：“孩子们辛苦了！
你们是 棒的孩子！谢谢你们出色的演
讲！” 

      还要对所有的家长说声：“谢谢！感
谢你们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特别要感
谢以下几位家长：学前班的张熙杰妈妈和爸
爸在场分别负责给孩子们拍照和录像,尤其
是熙杰的爸爸在后期的编辑工作中花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幼儿班许益晟的爸爸和妈妈
负责录制《爱我的家》CD 伴奏带以及在场负

责给孩子们拍照。您们辛苦了！ 

按照我的教学计划，今春在学前班和
幼儿班举办一次“亲情主题班会活动”，学
生以“我爱我的家”为主题进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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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活动的目标是：（1）提高学生的汉
语表达能力，提供一个展示学生汉语水平的机
会，增加学生学汉语的自信。（2）在活动中感
受亲情，学会表达感恩之情。 
 

选择“我爱我的家”作为演讲主题，一
是该主题与教材内容密切相关，在幼儿班和学前
班的教材中都有以“我的家庭”为主题的内容，
演讲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延伸。二是日常生活中幼
儿感受到自己生活的家庭里充满了爱，并体验到
爱和被爱的快乐情感，易唤起他们内心对家人的
爱，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很重要。三是幼
儿的自尊心和表现欲极强，希望引起他人的关注
并得到鼓励；举办这次演讲活动，给幼儿创造了
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以此作为激发幼儿中文演
讲兴趣的突破口，易被孩子们接受和引发其兴趣
并积极投入到活动中去。 

 
3 月 16 日这天，伴着“我爱我的家”的

背景音乐，学前班和幼儿班的“我爱我的家”主
题演讲班会，在孩子们表演唱的《我爱我的家》
《亲亲我》《我的好妈妈》的歌声中开始了。孩
子们表演时认真的表情和充满深情的歌声，不仅
唱出了他们对爸爸妈妈及家人的爱，而且还感染
着在座的每位家长，博得了一阵阵的掌声。 

 
当我的“演讲现在开始”的话音还未落

下，孩子们就迫不急待地举起了手，争着第一个
上台演讲。（为了使演讲更生动，家长们帮孩子
准备了照片、图画等道具。）有的孩子拿着“全
家福”照片；有的孩子拿着自己画的“我的一家
人”的画；有的孩子拿着自己做的“family 
tree”的 手工，走上了讲台。他们一点儿也不
紧张，脸上充满了自信，一边用手指着照片（或
图画或手工）一边演讲。字字充满了真情，句句
表达了他们爱的心声。他们的言语听起来是那么
地质朴，但却充满了感激之情。大部分孩子演讲
时吐字清晰，发音准确，流利。尽管有的孩子个
别字发音不准，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演讲的欲望
和热情。孩子们脸上流露出的“我会说汉语！”
的自信，以及孩子们在演讲中的出色表现，说 

明了他们勇于并成功地接受了用中文演讲的
挑战！孩子们的演讲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家
长，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孩子们从掌声和鼓
励中所获得的成就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愉悦
的情感体验，不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
美好的记忆，还将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地学习
汉语。 

 
尊敬的各位家长：这次举办的“我爱

我的家”主题演讲班会活动，在你们的积极
参与和孩子们的努力下，形成了教师、家
长、学生之间的密切互动，我们之间也有了
更多的沟通、交流和理解，保证了教学计划
的顺利完成，达到了预期目标。 

 
我深知作为家长的您，在整个活动中

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身为教师
的我所无法替代的。演讲要求学生脱离课
本，不看讲稿，这对生活在英语环境中的孩
子们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当我把关于召开
“主题班会”的通知一发出，你们便带领孩
子一起积极地投入其中。你们有目的的围绕
着“我爱我家” 的主题与孩子聊天，从引
导孩子去体会感受自己家庭里的爱，让孩子
进一步去思考：“爸爸妈妈是怎样爱我
的？” 并鼓励孩子把内心的这种情感，用
语言表达出来；到帮孩子记录、规范语言、 
整理写成讲稿；再到指导孩子反复练习（有
几位家长告诉我：演讲的前一周，他们每天
都会与孩子一起练习，直到孩子熟练）背诵
演讲……。在帮助孩子准备的每一个环节
中，你们不惜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为孩
子的演讲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既考验了你们
的耐心，也体现了你们的爱心，更表现出你
们对孩子学汉语的重视。也正是因为有了你
们多方面的参与、支持，才使得我们的主题
班会圆满成功！ 

 
    再次感谢你们！ 
             
        幼儿班、学前班任课教师：喻丽雅
                               04-2014   

 
------------------------------------------------------------------------------------------------------------------------------                     

本期编辑：张旻  摄影：张旻，许海东 植字：喻丽雅   主编：万应杰 



我爱我的家 

我是李友谅，今年 5 岁。 

我爱我的爸爸，爸爸经常带我们出去玩，看电影，滑雪，游泳。 

爸爸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给我买很多礼物。我不知道的问题，只要问爸爸， 

没有他不知道的。 

我爱我的妈妈，是因为我长得最像妈妈，她非常爱我，经常给我讲故事。 

我爱我的姐姐，姐姐喜欢亲我，每次亲得我都喘不过气来。 

我爱我的哥哥，哥哥经常跟我一起玩激光剑，棒球和各种玩具。 

我最爱听的故事是：蓝精灵，孙悟空，听了我会非常开心。 

 

 

我爱我的家 

大家好！我叫邓依礼，今年五岁。 

我爱我的爸爸，我爱我的妈妈， 

我爱我的姐姐。 

我喜欢他们带我去海滩玩。 

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家 

我叫许益晟，今年五岁。 

我爱我的爸爸，爸爸带我去海边玩，还带我去划船。 

我爱我的妈妈，妈妈经常给我讲故事，还在我的房间贴上会发光的星星。 

我爱我的哥哥，他会陪我一起玩。我爱他们，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家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鲁爱岩，今年五岁了。 

我家有爸爸妈妈，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抱我亲我。 

我爱我的哥哥和弟弟， 

他们跟我一起玩儿。我爱我的家。 

李友谅，五岁 

邓依礼，五岁 

鲁爱岩，五岁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我叫毛俊源，今年四岁。 

当我生病的时候，妈妈抱着我，陪着我。 

爸爸给我买 Lego，还带我去游乐园玩。 

我病好了，做了一张心形的卡片送给他们。 

我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爱我。 

 

 

 

 

 

我爱我的家 

我叫陈昕铃，今年六岁。我家有爸爸，妈妈，哥哥和我。 

我爱我家，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 

每天放学，妈妈接我回家，教我学习。哥哥常常陪我一起玩； 

爸爸妈妈都很爱我们，我也爱大家。我们在一起很開心，我愛的我家。 

 

我爱我的家 

大家好！我叫哈哈，今年五岁。我的家有爸爸和妈妈； 

还有两只小狗。爸爸和我打高尔夫球，妈妈带我上中文学校， 

我们一起学中文。 

我爱爸爸，我爱妈妈。我还爱我的小狗。 

 

 

 

 

 

 

 

 

我爱我的家 

大家好！我叫皮皮，今年六岁。我爱我的妹妹，虽然她很淘气， 

但是她很可爱。我爱我的爸爸，因为我每次做了好事， 

他会使劲儿表扬我。我爱我的妈妈，虽然她每天都很忙， 

许益晟，五岁 

毛俊源，四岁 

陈昕铃，六岁 

哈哈，五岁 



但是不会忘记陪我们玩儿。我爱我的家，因为我爱的人都住在这里。 

   我爱我的家 

我是张安娜，今年 6 岁。我有一个可爱的家。我的家有爸爸，妈妈，

姐姐和我。我很喜欢爸爸带 

我们坐大轮船去旅游； 

我爱听妈妈给我讲故事； 

我还喜欢姐姐带我一起玩游戏。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和姐姐， 

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家 

我叫曹时诚，今年六岁。我爱我的妈妈，妈妈帮我玩乐高。 

我爱我的爸爸，爸爸和我一起踢足球。 

我爱我的小弟弟，他的名字叫奥兰朵，他喜欢游泳。我爱我家的小狗，小狗总是喜欢吃我的臭袜子，真好笑！ 

 

 

我爱我的家 

我叫张熙杰，我今年四岁了。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婆婆和我。 

我的爷爷和奶奶在宁波。我爱我的爸爸，他经常带我出去玩。 

我爱我的妈妈，她天天给我洗澡。我爱我的婆婆， 

她经常带我去火车站玩。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我叫毛汇鑫，今年七岁。我的爸爸妈妈，经常给我买玩具， 

还带我去旅游。总是教我做一个好孩子。当我生病的时候， 

他们总是细心地照顾我。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我有一个可爱的家 

我是爱维，今年 6 岁。我的家有爸爸， 

妈妈，妹妹和我。我的爸爸喜欢喝咖啡； 

我的妈妈喜欢喝茶；我的妹妹喜欢喝牛奶， 

吃香蕉；我喜欢吃西瓜；我们喜欢去公园玩。 

皮皮，六岁 

张安娜，六岁 

曹时诚，六岁

张熙杰，四岁

毛汇鑫，七岁 艾维，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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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感言  

  喻老师最宝贵的是她十几年来所积累
的幼儿汉语教学方面的经验。我非常感谢喻老师
愿意与我们家长分享这些经验， 并且经常鼓励
我们要抓住孩子六岁之前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段， 
对此我深有体会。  

我的女儿和大儿子分别是在六岁和八岁
才开始上中文学校， 在此之前我们没有特别注
意孩子的中文表达能力。 所以自从他们上中文
学校之后， 尽管也认识了并且能写很多汉字
了， 但是中文表达一直磕磕绊绊， 要在我们家
长的反复纠正下才能完成一段对话， 而且也带
有标准的“ABC”口音。  

非常幸运我的小儿子友谅四岁就来到喻
老师的班上。 喻老师除了用游戏， 儿歌的方式
丰富了课堂教学， 鼓励了孩子们学习汉语的积
极性， 她格外重视培养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
力， 譬如让孩子们讲一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我爱我的家主题班会等等。 在家里， 我们在喻
老师的指导下， 启发孩子畅所欲言， 信马由缰
地讲出自己想说的话， 然后作为家长再围绕着
主题给予孩子适当的指点和修正； 在班上， 喻
老师要求每个孩子都有机会站在台上， 面对听
众， 大声地讲话， 讲自己的家， 自己的爸爸
妈妈。  

友谅自从上了喻老师的班级后， 口齿变
得清晰了， 讲话声音大了， 而且非常愿意与我
们用中文交流， 甚至“辩论”了。 他总是缠着
我们讲中文故事， 并且用中文提问。 我们也在
喻老师的指导下， 给孩子补充适合这个年龄的
中文读物， 制作中文词卡， 以配合中文学习。 

我们觉得非常幸运， 孩子这么小就开始
聆听喻老师的教诲。我们作为家长也受益匪浅。 

 
               幼儿班—李友谅的家长

  
              ***** 
 
 

这个“我爱我的家”主题班会开的很成
功，是个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的好办法。每个孩
子都很主动积极的参与，认真的准备，大方的演
讲。让我对这群孩子刮目相看。 
 

 拿皮皮而言，每周带他上喻老师的
中文受益匪浅。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皮皮已
经认识近两百个词，会写几十个字。这些都
是他对演讲比赛不仅不怯场反而很兴奋参与
的宝贵基础。每次开始新课前喻老师的
“circle time—玩字卡”的复习也很重
要。我觉得那十分钟对孩子们是个特别有效
的加强记忆的好机会，这种方式也给了他们
很大的鼓励，也增加了孩子们学中文的兴
趣；看得出孩子们每次被喻老师“考过”后
都信心倍增。 

总之，做为每次必旁听的妈妈之
一，我很喜欢喻老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很
适合皮皮这个年龄组的孩子，并为孩子打下
了良好的中文基础。不仅只教他们认字写
字，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对学习中文的兴趣
和增强他们对自己学中文的能力和信心。这
次的演讲班会就是个很好的鉴证。 
很感谢您—喻老师引导孩子们！ 
             
                    学前班—皮皮的妈妈
 
 
 

   * * * * * 
 
 

Our son was very shy before in the 
Chinese class. He didn’t talk much at all during 
the class. This was a great exercise. Ever since 
Mrs. Yu gave us this assignment, our son has 
worked very hard at home on it.  

He was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topic. 
We worked almost every day. He told me what 
he wanted to say about his family; how he 
feels about his mom, dad and brothers; and 
why he loves his parents and his brothers so 
much. I helped him write the ideas on paper, 
then he practiced his speech with me every 
day. At the first, he had to refer to the paper. 
Once he practiced so many times, he had 
memorized it. On the speech day at school, he 
was a little bit nervous, but he was so brave 
that he was not shy anymore. He did a great 
job for his speech. We are very proud of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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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he really likes his Chinese class. A big 
thank to Mrs. Yu. 

 

  幼儿班—鲁爱岩的爸爸(Gregory Lubiniecki)
 
 
                   ***** 
 

我女儿上中文学校之前是不会说普通话
的，现在中文水平已提高很多；还喜欢读课文给
我们听，还认识学过的那些简单的字。特别是她
的这次演讲，普通话发音清晰，声音也很大，真
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感谢喻老师的教导。 
              
               幼儿班--邓依礼妈妈(练远芬）
 
 
               +++++ 
 
 
      许益晟是今年初才来中文学校幼儿班上课
的。他的进步让我们很高兴。特别是这次演讲，
他在家里每天都要练习。我们看到在演讲的当
天，他竟然可以不快不慢，非常清晰地说下来。
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因为他平时比较内向。
通过这样的锻炼机会使他有如此的进步，这要非
常感谢喻老师为孩子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幼儿班--益晟的妈妈
 
 
 
              ***** 
 

我的两个儿子毛俊源和毛汇鑫，分别在
喻老师的幼儿班和学前班上课。很感谢喻老师给
孩子们提供的这次演讲机会。在这个“我爱我的
家”主题班会上，孩子们都很积极的参加这次演
讲，每个孩子都演讲的很认真、很出色。这不仅
段炼了孩子们的胆量，还提高了他们的中文水
平。 
        汇鑫自从上了喻老师的课，他对学习中文
非常地感兴趣，现在他已经可以认识差不多 200
个汉字，而且还写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喻老师
对每一个小孩子都很细心的教导。她上课还利用

做各种游戏来增加小孩子对学习中文的兴
趣；以“仙女散花”的游戏形式让小孩子来
玩字卡，这让小孩子更容易认读和记忆更多
的字。现在汇鑫在班上，对老师所提的问
题，他都非常积极的发言，每次老师提出认
字卡或阅读课文，他总是提前举手，大胆上
台读课文。 
         总之，非常感谢喻老师细心的引导
孩子们！ 

     
          ------- 毛俊源和毛汇鑫的妈妈
 
 
 
                      ****** 
 
 

我是陈昕铃的妈妈，首先非常感谢
喻老师对昕铃的细心教导。昕铃在長城中文
学校仅短短七八个月时间，虽然一个星期才
上不到两个小时的课，但她的中文却有了很
大的进步。 

她现在已认识 200 多个汉字了，在
课堂上还能流利地阅读老师编写的课文。喻
老师的教学方法让小孩更容易接受，她更像
是小孩子的好朋友。喻老师上课时以各种形
式的游戏为手段，引发孩子对学习中文的浓
厚兴趣。有时候老师用角色扮演法，让小孩
以口头扮演或动物扮演等形式，让小孩感受
到学习的乐趣。还有就是以认字卡方法，让
小孩认读记忆更多的字。现在昕铃在班上特
别自信，每当老师提问题，她都积极发言，
每次轮到她读字卡或阅读课文时都特别开
心。昕铃的进步全是靠喻老师一点一滴认真
且细心的教导。 

 

                
                  学前班--陈昕铃的妈妈
 
 
 
 
 
 
 
 



彩虹校刊	
 

  
 

  

              张熙杰在长城中文学校只有二个月的时
间，但是在这段时期里，他对学习汉语的兴趣不
仅增强了，而且他从一开始的怯场、陌生，到现
在每个星期天都很高兴地来喻老师的班上上课，
与同学们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我们家人觉得这都是得益于喻老师生
动、活泼、亲切的教学方法。尤其是各种寓教于
乐的游戏活动，让我们的孩子不感到学习的枯
燥，在游戏中把当日要学习的句型和儿歌学会
了。比如，在学习“你怎么了？”“我...
疼？”句型时，喻老师让每个同学都戴上动物头
饰，选一个小朋友扮演兽医，一个个地询问其他
小朋友“你怎么了？”。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学
会了句型。   同时为了减少张熙杰的怯场，
喻老师还常常亲切地将他抱到腿上鼓励他大声地
读字卡或朗读课文。逐渐地我家孩子增强了学习
汉语的兴趣，现在每次也会踊跃地上台朗读。 
 

学前班—张熙杰的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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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my son’s second year with Ms. 
Yu at the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We are 
so glad we chose Ms. Yu’s preschool and 
Kindergarten classes.  Ms. Yu has a great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ldren learn and 
tailors her teaching style to her students’ age.  
Her use of flash cards and other exercises 
reinforce the children’s vocabulary.  Our son 
particularly enjoys the circle time and role 
playing, which help him emphasize his lessons.  
We enjoyed hearing him discuss his family in 
front of the class, which showed us how much 
he has learned.  

 
 学前班--艾维的妈妈（Jennifer Seaman）
 
 
 
 
 
 

 
 
 
------ 
 
 
 
 
 
     附件 *：长城中文学校赞助商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