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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本期彩虹全版刊登的是中文学前班

小朋友的“主题演讲班会-故事会”活动报道。

孩子们中文的进步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

在中文方面的成长和每一寸的进步，都凝聚

了辛勤园丁的付出和每一位家长的支持和鼓

励。 

本期内容：专题报道稿件及学前班小朋友演

讲稿件由喻丽雅老师供稿。 

家长感言:由学前班小朋友的家长们供稿。 

*************************************** 

“主题演讲班会--故事会” 

活动专题报道 

 
--活动组织者及指导教师： 喻丽雅 

 

“主题演讲班会-故事会”活动，在

学前班家长和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下，于4月2

日圆满结束了！ 

学前班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这次主题

演讲班会活动，他们是：莫菲、唐子涵、吴

一佳、何珂欣、周特文、任耘、谢旭成、李

彩虹、刘淑菲、章优优、刘云菲、王恺琳、

姜亚诺、杜晨月、何明孝。 

在此，请让我对学生们精彩的演讲表

示衷心地祝贺！对所有家长的积极参与和大

力支持表示由衷地感谢！特别要感谢以下几

位家长：任耘的妈妈，唐子涵的妈妈，何珂

欣的妈妈及周特文的爸爸在场为孩子们拍照；

吴一佳的爸爸全程为孩子们摄像；周特文的

妈妈，李彩虹的妈妈，莫菲的妈妈在场组织

与协助；刘淑菲的妈妈及吴一佳的爸爸帮助

制作奖励证书；何珂欣的爸爸为方便大家分

享孩子们的照片和演讲录像建立 Google 

drive。 

 

（一） 演讲班会活动目标 

 

我所执教的学前班学生年龄为 5-6 岁，

正处在幼儿语言能力发展的敏感期和关键期，

因此发掘幼儿的语言潜力，特别是提高幼儿

的中文表达能力是我整体教学（识字阅读、

写字、语言表达）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学生

们经过一年的学习，在听、说、读、写方面

都有了很大进步。学生由刚入学时上课不敢

开口讲话，到今天课堂上争着抢着发言，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中文口语表达能力。同时这

个年龄段的幼儿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好胜心

以及表现欲。为了满足幼儿的这种内在需求，

在语言能力发展的关键期给予更多的刺激，

激发幼儿学习中文的兴趣；提高幼儿的口语

表达能力，培养幼儿学习中文的自信；给幼

儿提供一个展示和表现自己中文水平的机会，

我计划今春在学前班举办一次主题演讲班会

活动。 

（二）演讲班会主题与实施 



彩虹校刊                                                                                                   

第 274 期 2017 年 4 月 30 日 

 

2 
 

根据幼儿喜欢听故事的天性，我设计

了今年的班会演讲主题为“故事会”，以此

来诱发学生参与演讲的热情。 

确定了班会活动的目标与主题，如何

组织实施成了整个活动的关键。实施的过程

即：教师-家长-学生一起互动的过程，这三

个环节缺一不可。整个活动中家长所起的作

用至关重要，是身为教师的我所无法替代的；

同时演讲要求学生脱离讲稿，在大庭广众下

作为讲故事者，给老师及学生还有家长包括

自己的爸爸妈妈讲故事，这对生活在英语环

境中的学生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当我把举办“主题演讲班会--让孩子

们讲自己的故事或者讲自己喜欢的故事”的

通知一发出，家长们便带领孩子一起积极地

投入其中。首先家长要做的是和孩子一起准

备一个故事。有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写出了关

于孩子自己的故事，如：《我喜欢四季》、

《小熊贝贝》、《我和弟弟》、《我家的金

鱼》，故事中讲述了孩子自己喜欢的季节，

自己喜欢的亲人，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孩子

们发出的心声情真意切。有的家长和孩子一

起准备了平时孩子喜欢的、并且在日常生活

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成长的励志故事，

如：《愚公移山》、《孔融让梨》、《团

结》。有的家长和孩子一起用孩子的语言，

改编了孩子喜欢的童话故事，如：《狐狸分

饼》、《小兔、小猪和小熊》、《佩佩猪和

牙仙子》、《小熊请客》、《三只小熊》、

《青蛙搬家》、《乌鸦和狐狸》、《狼和小

羊》，这些故事充满了哲理和童趣。其次孩

子要在家长的帮助下，通过反复练习把故事

用中文讲出来。有的家长告诉我，他们每天

都会跟孩子一起练习，有时为了说好一个句

子，要反复练好多遍，直到满意为止。我深

知在帮助孩子准备的整个过程中，家长和孩

子们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演讲做

好了充分准备。正是因为有了家长的重视及

多方面的参与和孩子们的努力，才保证了我

们的故事会圆满成功！再次感谢家长和孩子

们！ 

 

（三）演讲班会-孩子们讲故事 

 

通常，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中，教师

和家长都是讲故事者，学生是听故事者。然

而，4月2日这天，则是角色互换-孩子们讲故

事。“故事会”在家长和学生们的期盼中开

始了。对当时的演讲场面我记忆犹新，“演

讲现在开始！”我的话音刚一落下，学生们

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一个个从座位上

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走上讲台，去争当那第

一个讲故事的人，对演讲充满了自信。值得

一提的是，那天班上有二位学生生病身体很

虚弱，本应在家休息，然而，他们为了不错

过一年一次的主题演讲班会活动，仍然带病

参加演讲。那过去的一幕幕让我深受感动。 

参加演讲的学生大部分吐字清晰，发

音准确，流利。尽管有个别的学生因怯场表

现拘谨，故事讲得不那么流利，但这并不影

响他们演讲的欲望和热情。学生们脸上流露

出的“我会说中文！我会讲故事！”的自信，

以及他们在演讲中的出色表现，说明了学生

们勇于并成功地接受了用中文演讲的挑战！

学生们的演讲赢得了在场的家长的热烈掌声。

学生们从掌声的鼓励中所获得的成就感，以

及由此带来的愉悦地情感体验，不但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美好的记忆，还将激励他

们更加努力地学习中文。 

 

（四）演讲班会总结 

 

这次我组织的“主题演讲班会-故事

会”活动，在家长的积极参与和学生们的努

力下,师生、家长之间有了更多的沟通和理解，

形成了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密切互动，

完成了计划。学生勇敢地接受了挑战，极大

地提高了其口语表达能力，增加了学生学习

中文的自信，达到了预期目标。每年此类活

动成功地举办都给了我很大鼓舞，同时为自

己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得到的回报感到欣

慰；从而激励我在中文教学领域做出更多的

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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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小熊 

大家好！ 

我叫唐子涵，今年五岁了。 

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熊爸爸、熊妈妈和熊

宝宝。有一天，熊妈妈煮了饭，他们觉得太

烫了，就出去散步了。 

森林里还住着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她发现

了三只小熊的房子。她走进房子，坐在大椅

子上觉得太硬了，她又坐在中椅子上觉得太

软了，她坐在小椅子上，刚刚好，但不小心

把椅子坐坏了。她饿了，她吃了大碗里的肉

说“太热了”。她又吃了中碗里的肉，说“太凉

了”。她又吃了小碗的肉，觉得刚刚好，而且

她把肉都吃光了。金发姑娘吃饱了，走到卧

室里，在熊宝宝的床上睡着了。 

 

 

           三只小熊回到了房子里，熊爸爸大喊：

“有人吃了我碗里的肉”。熊妈妈说：“有人吃

我碗里的肉”。熊宝宝使劲喊：“有人吃我碗

里的肉，而且还吃光了”。爸爸熊又说“有人

坐了我的椅子”。妈妈熊喊起来：“有人坐了

在我的椅子”。熊宝宝哭着说：“有人坐了我

的椅子，还坐坏了”。 

他们走到了卧室，熊宝宝看到他的床说：“有

人睡在了我的床上，你们快来看呀！”金发姑

娘赶快起来逃走了。 

谢谢大家！ 

*************************************** 

 

                         狐狸分饼 

大家好！ 

我叫任耘，今年 6 岁。 

我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分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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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小熊去旅行，拿了一块饼。路上

饿了，哥哥想吃饼，弟弟也想吃饼。两个互

不相让，打了起来。这时走过来一只狐狸，

说：“别打了，我来帮你分，一人一半，不多

不少最公平。”“好吧！” 

狐狸拿起饼，一掰，一半大一半小，

就在大的上咬了一口，说：“这样才公平。”

一看，小的变大了，又咬了小的一口，说：

“这样才公平。”就这样，左一口右一口，全

进了狐狸的肚子。这是，小熊哥俩才知道上

当了。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 

*************************************** 

 

                          狼和小羊 

大家好！ 

我叫何明孝，今年五岁了。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狼和小羊》的

故事。 

一天，有一只小山羊到河边去喝水。 

狼看见了，说：“你喝我的水，我今天要把你

吃掉。” 

小山羊说：“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怎

么是你的?” 

狼说：“你还敢和我顶嘴，我现在就把

你吃掉。”说着，扑过去，把小山羊吃了。 

谢谢大家！ 

*************************************** 

 

              小兔、小猪和小熊 

大家好！ 

我叫何可欣，今年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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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大家讲《小兔、小猪和小熊》的故事。 

一天，小熊把小兔子推进了泥坑，却

硬说是小兔子自己掉进去的。到了晚上，小

兔子越想越生气，怎么也睡不着。突然，他

想到自己前天骂了小猪，说小猪是全森林里

最笨的人。“哎！被别人欺负真不好受呀！”

小兔子心里这样想：“我应该去向小猪道歉!”。 

第二天，小兔子去小猪家，对小猪说：

“小猪，对不起，那天我不该骂你，我向你道

歉!““谢谢你的道歉!”小猪开心地说，“现在，

我一点儿都不生气啦!” 

小兔子走了，小猪的脸红起来了。原

来他上个月偷摘了小熊的草莓，小熊问是不

是他摘的，他不但不承认，还骂小熊是个小

气鬼。想到这里，小猪立即去了小熊家，对

小熊说：“小熊，对不起，那天是我偷摘了你

的草莓；我不该骂你，我向你道歉!”“谢谢你

的道歉!”小熊开心地说：“现在，我一点儿也

不生气啦!” 

小猪走了，小熊忽然脸红了起来。他

急忙地赶到小兔子家。对小兔子说：“小兔子，

对不起，昨天我不该把你推进泥坑。我向你

道歉!” 小兔子心里的气立刻没了。“谢谢你的

道歉!” 

从那以后，小熊，小兔子和小猪又快

乐地在一起玩耍了！ 

*************************************** 

 

 

 

 

 

 

 

 

                        我和弟弟 

大家好！ 

我叫刘云菲，今年五岁。 

今天讲一个《我和弟弟》的故事。 

我有一个弟弟，他今年一岁。 

弟弟长得胖胖的，刚学会走路，他喜

欢爬楼梯。他每天都很开心。 

我喜欢陪弟弟玩。我们一起荡秋千，

玩我的白色轿车，玩小皮球，有时我们还会

在帐篷里玩。 

弟弟会自己喝奶。爸爸妈妈和爷爷忙

的时候，我会喂弟弟吃饭。我还会帮弟弟穿

衣服和鞋子。 

如果弟弟哭了，我就和他玩“拔萝卜”。

每次我一唱《拔萝卜》的歌，弟弟就不哭了，

还特别开心。 

我喜欢我的弟弟，弟弟也喜欢我。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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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宝贝 

大家好！ 

我叫刘淑菲，五岁半了。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熊贝贝》的故事。 

我有一只可爱的绒毛玩具小熊，它叫

宝贝。它有一身棕色的，软软的毛；有圆圆

的脸，胖胖的身体。 

每天上学放学，我都带着它。我写作

业时，它跟我说：“你写得很好”。到了晚上，

她又对我说：“该睡觉啦”。我就和她一起睡

觉。我不高兴时，她说：“要开心哦！”我就

开心起来了。我抱着它的时候，她还会用鼻

子在我脸上蹭痒痒，弄得我哈哈大笑。 

我爱我的小熊贝贝！ 

谢谢大家！ 

 

 

                        孔融让梨 

大家好！ 

我叫吴一佳，今年 5 岁了。 

古时候，有个小男孩叫孔融。孔融有

五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一天， 爸爸的朋友带了一盘梨子，给孔融兄

弟们吃。大哥说：“孔融，你是弟弟，你先

挑。”孔融挑了一个最小的梨子。 

爸爸就问：“孔融你为什么挑了一个最小的？”

孔融说：“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梨，大的应

该给哥哥们吃。” 

爸爸又问：“那弟弟也比你小啊，弟弟应该拿

最小的呀！”孔融说：“因为弟弟比我小，我

应该让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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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听了哈哈大笑，说：“孔融，你真是个好

孩子！” 

谢谢大家！ 

*************************************** 

 

                    我喜欢四季 

大家好！ 

我是周特文，今年 6 岁了。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我喜欢四季》。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都非常喜欢！ 

春天，爸爸妈妈会带上我和弟弟一起去动物

园和水族馆；有时我们还会一起去放风筝。 

夏天，我们全家人一起回北京看姥姥

姥爷，去常熟看爷爷奶奶。我们家还会去海

滩玩。 

 

秋天，我们一家人在河边搭帐篷和划

船。特别是今年秋天我就六岁了，我要开始

上一年级了！ 

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喜欢和小朋友

一起玩雪堆雪人。 

我喜欢四季，因为四季是不同的，我

们可以做各种有趣的事情。 

谢谢大家！ 

*************************************** 

 

                    佩佩猪和牙仙子 

大家好！ 

我叫姜亚诺，今年六岁。 

有一天，佩佩猪和猪妈妈猪爸爸在一

起吃饭的时候，一颗牙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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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这是什么？”佩佩猪问。“哦，这是你

的乳牙掉了。”猪妈妈说。“乳牙是什么？我

需要去医院让牙医帮我安上吗？”佩佩又猪问。

猪妈妈笑着摇了摇头说：“不用，乳牙是小孩

子的牙齿，乳牙掉了说明你长大了，要换新

牙了！”佩佩猪接着又问 :“那我的乳牙怎么

办？”猪妈妈说:“晚上你把掉下来的乳牙放在

枕头下面，牙仙子会来收走的，她还会留下

钱给你呢。”佩佩猪高兴地说：“真的吗？太

好啦！” 

吃完晚饭，猪爸爸看见佩佩猪在刷那颗掉下

来的乳牙，便问：“佩佩猪，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刷牙呢，我要把这颗掉下来的乳牙刷得

干干净净的，亮亮的。”佩佩猪说。到了晚上，

佩佩猪把那颗乳牙小心地放在枕头下面。她

想等牙仙子来了以后再睡觉，可是等着等着

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佩佩猪醒了，她一摸枕头下面的

乳牙没有了，但是有一块钱和牙仙子写的一

封信。信上说：“谢谢佩佩猪把乳牙刷得那么

干净！”“妈妈，妈妈，牙仙子来过啦，她给

了我一块钱，还夸我呢！”佩佩猪高兴地告诉

猪妈妈。 

谢谢大家！ 

*************************************** 

 

                        乌鸦和狐狸 

大家好！ 

我叫张优优，今年六岁。 

今天我讲《乌鸦和狐狸》的故事。 

有一只乌鸦，偷到了一块肉，叼在嘴

里，站在树上。 

一只狐狸肚子饿了，正在找东西吃。

突然，它看到了树上的乌鸦。 

狐狸来到树下，对乌鸦说：“啊，你的

羽毛真美丽！你的歌声真好听！”乌鸦听了很

高兴，张开嘴巴唱歌。“哇……”乌鸦一开口，

肉掉就到了地上。 

狐狸叼起肉就跑了。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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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请客 

大家好! 

我叫李彩虹, 今年六岁。 

今天我给大家讲《小熊请客》的故事。 

森林里住着一只又懒又喜欢偷东西的

狐狸。 

有一天，狐狸在路上遇见了小公鸡。

就问：“小公鸡你去哪里呀？”小公鸡说：“小

熊家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请我去作客呢。”狐

狸又问小公鸡：“你能带我一起去吗？”小公

鸡说：“你那么懒又喜欢偷东西，我才不带你

去呢。” 

狐狸心里想：你不带我去，我自己去

小熊家。 

“咣,咣,咣”，狐狸使劲儿地敲着门说：

“小熊，快开门！”小熊和小公鸡非常地惊讶：

狐狸怎么不请自己来了！它们俩每人拿起了 

 

一块大石头，小熊喊：“一二三，门打

开。”狐狸看见小熊和小公鸡手中的大石头，

吓得赶紧跑到森林去了。 

小熊家的宴会开始了。 

谢谢大家！ 

*************************************** 

 

                       我家的金鱼 

大家好！ 

我叫杜晨月，今年 5 岁。我讲的故事是《我

家的金鱼》。 

我家的鱼缸里养了两条红色的金鱼。 

大一点的那条是我喜欢的，我给它起

了一个名字“游游”；因为它喜欢在水里不停

的游来游去。“游游”一听到动静就会在鱼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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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欢快的游来游去，边游边吧唧嘴巴和摇尾

巴，非常可爱。 

小一点的那条是姐姐喜欢的，姐姐叫

她“睡睡”；因为它总是安静的待在水里，好

像一直在睡觉。 

我非常喜欢我的金鱼“游游”。 

谢谢大家！ 

*************************************** 

 

                         青蛙搬家 

大家好！ 

我叫王恺琳，今年五岁。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青蛙搬家》的故事。 

一只青蛙和两只大雁住在池塘边，他

们一起游泳，非常快活。 

很久没有下雨了，池塘水都干了，大

雁没法继续生活，准备搬家。青蛙想和大雁

一起走。大雁说：“你没有翅膀，怎么和我们

一起飞呢？”青蛙想出一个好办法。他用嘴巴

咬住一根棍子，两只大雁衔住棍子两端，飞

了起来。他们飞呀飞，飞过一个村庄。人们

抬头看见，大声说：“快看，大雁真聪明。”

青蛙很不高兴，心想，这是我想出来的办法，

但是因为他嘴衔着棍子，所以没敢出声。他

们飞呀飞，又飞过一个村庄。人们又看见说：

“快看，大雁真聪明。”青蛙再也忍不住了，

大声说：“这个办法是我想出来的。”结果他

一张嘴，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应该太看重一

些虚荣的东西。 

*************************************** 

 

                               团结 

我的名字叫莫非，今年 6 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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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故事名字叫《团结》。 

从前，有个羊爸爸，它有 5 个羊儿子。

这 5 个儿子每天都在家里吵架。 

有一天，它们吵得很凶，羊爸爸很生

气。它想了一个办法教育一下它的儿子们。

它捡了 5 根树枝，绑在一起，让它的 5 个儿

子们去掰断。儿子们一个一个都使尽了力气，

可没有一个能掰断这 5 根绑在一起的树枝。

然后，羊爸爸把 5 根树枝分开，给 5 个儿子

每人一根。这下每个羊儿子都很容易地掰断

了手中的树枝。于是，羊爸爸就对羊儿子们

说：“如果你们总是吵架，分开；有一天大灰

狼来了，就会很容易地把你们一个一个的抓

住。如果你们能像这 5 根树枝一样紧紧地团

结在一起，那么你们就会变得很强大，大灰

狼来了也不怕。” 

羊儿子们听了爸爸的话都很惭愧，它

们再也不吵架了。 

谢谢大家！ 

*************************************** 

 

         

                   愚公移山 

大家好! 

我叫谢旭成, 今年六岁。 

我今天给大家讲《愚公移山》的故事。 

从前啊，有一个老爷爷叫愚公，他的

家门前有两座非常高的大山。每次出门都要

绕着山走上好长时间，太不方便了。 

愚公老爷爷想：“干脆，我把山挪开

吧！”他说干就干，带领全家人一起挖土，抬

石头，下决心要搬走这两座大山。 

有个邻居看见了，就问愚公：“你都这

么大岁数了，能搬走大山吗？”愚公说：“我

要是不在了，还有我的儿子，儿子又生孙子，

孙子又生儿子，我们一辈一辈地可以一直挖

这两座山，总有一天会搬走的！” 

天上的神仙被愚公的这种坚持感动了，

背走了门前的这两座山。就这样愚公家门口

再也没有大山了，出门也不用绕路了。 

谢谢大家! 

*************************************** 

家长感言 1: 周特文妈妈  

何其有幸，我们的孩子周特文以及和

她一起的其他小朋友们在长城中文学校能够

拥有喻丽雅喻老师这样一位热爱中文教学，

热爱孩子们的中文启蒙老师。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作为 K 班的老师

助理，亲身参与到喻丽雅喻老师的趣味教育

法中，深深体会到了喻老师独特教育方法的

魔力。”趣味教学法”凝聚了喻老师的心血，

它不但科学合理地运用多种方式提高孩子们

的中文水平，而且针对 K 班启蒙的特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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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打消了孩子们心中的担忧，激发了他们对

学习中文的兴趣。 

首先，喻老师的趣味教学法全面地提

高了孩子们的中文水平。在她的课堂上，孩

子们听儿歌，唱儿歌，跟着老师做动作。文

字、声音和意义就这样在快乐的游戏中有机

地结合在了一起，可谓是事半而功倍。针对

孩子所处的语言环境，喻老师为了避免拼音

和英语之间的混淆，并未照搬国内的教学方

法，而是以认字为主，淡化拼音，尤其重视

在口语上的突破。课堂上，穿插了表演，演

讲，对话，角色扮演，当小老师等等生动的

环节。作业上也是循序渐进，从认识字卡到

看图说话，再到自编自演小故事，在不过多

增加孩子和家长压力的同时，有效地增加了

孩子们的词汇量。 

其次，趣味教学法成功地打消了孩子

们的担心。让我特别敬佩的是，喻老师能了

解班上每一个孩子的背景。哪个孩子是混血

儿，哪个孩子最近刚刚搬家，哪些孩子年龄

相对较小等等。对这些孩子，喻老师倾注了

更多的热情，呵护他们的成长。面对孩子们

在启蒙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喻老师始

终在背后给予鼓励和表扬，从不责怪或者批

评。喻老师营造的这种正向积极的环境，如

春风化雨，让孩子们消祛了心中的忐忑和担

心，自动自发地学习中文。 

最后，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喻老师和她神奇的趣味教学法，极大地激发

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喻老师根据学龄前孩

子的生理特点，巧妙地安排时间，劳逸结合，

张弛有度。孩子们注意力时间短的问题，就

在她魔术师一般的生动安排中被轻松解决，

对教学进度和课堂纪律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正相反，在欢声笑语的课堂上，孩子们在各

种不同的游戏和活动中掌握了新的知识，学

会了新的技能，增强了自信，也增进了互相

的友谊。就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孩子们就

已经爱上了中文，爱上了学习。我相信，这

种对学习、对中文的热爱，会让这些幸运的

孩子们受益终身。 

很幸运我的孩子周特文能受喻老师这

样一位名师的启蒙。就在过去这短短的一年

里，周特文已经认识了上百个汉字，她已经

能够独立阅读简单的中文故事。更让我们骄

傲的是，她能够大方地站在满屋的孩子和家

长面前，口齿清晰、声情并茂地用中文讲述

自己的故事了。我也很幸运能作为喻老师的

助理，在电话中、在微信上学习她的教学方

法，体会她对教学的激情和对孩子们的爱。 

*************************************** 

家长感言 2:  任耘家长 

作为一个中文家庭的家长，我们深深

地感受到让孩子学习中文、热爱中文，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美国，无论是学校，还

是图书馆、playground, 处处都是英语，不要

说孩子，就连我们自己，在中国生活二十多

年的成人，都时常发现保持中文是多么的困

难。与此同时，华裔家庭的孩子学习中文又

是非常重要的，学习中文当然要从娃娃抓起。 

我们很有幸在长城中文学校遇到教学

中文的喻老师，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

后，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喻老师对中文教学的

无比热爱、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和鼓励、

对我们家长的激励和教导。我们开始还担心

孩子小，近两个小时的中文课孩子不会坚持

下来，可出乎我们的意料，孩子每周都渴望

着去上中文班、见到喻老师和其他中国小伙

伴。 

喻老师对小班孩子学习中文的经验十

分丰富，她把激发孩子对中文的兴趣放在首

位，这点我们非常认同，任何事情，孩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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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兴趣，就容易，孩子喜欢，孩子才

能继续努力。喻老师和蔼可亲，寓教于乐，

上课的形式丰富多彩，有唱歌、做游戏、做

运动、role play、讲故事、玩字卡等等，孩子

一个比一个踊跃发言，孩子不仅中文提高了，

自信心也加强了。 

喻老师教学也非常严谨，工作十分认

真负责，有一次，我家孩子写作业，我们家

长没在意，就让孩子自己写，喻老师及时地

发现一些笔画错误，并友善的提醒我们家长

要认真对待孩子的家庭作业，喻老师语重心

长地对我们说：“孩子需要练习正确的书写方

式，如果写错了，对错误书写方式印象反而

加深了，这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喻老师把

我们的孩子当成自家的孩子，孩子写错字她

比我们家长都着急：）喻老师还创新地提出

口语作业的要求，孩子不仅要练习书写中文，

还要用中文句型练习对话，这样真正地杜绝

了”哑巴中文“的现象，而同时，口语作业也

延长了喻老师课后改作业的时间，我们对喻

老师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无比敬佩！ 

同时，喻老师对孩子一点一滴的进步

都看在眼里，她对孩子充满关爱和耐心！中

文班里，孩子各有特色，孩子的汉语水平也

有高有低，但喻老师对每个孩子都公平公正、

循循善诱，班级里不仅孩子们的学习氛围友

好向上，我们家长们对孩子汉语学习的信心

也倍增！我们很高兴的看到自己和孩子在喻

老师中文班共同成长、一起进步，真心的谢

谢您，喻老师！ 

*************************************** 

家长感言 3: 吴一佳家长 

感谢喻老师组织的这次“故事会”活动。 

在准备， 参与故事会的过程中吴一佳得到了 

 

 

锻炼， 取得了进步。 对学习中文，了

解中国文化更加有兴趣。  

         这次“故事会”只是喻老师教孩子们学习

中文的课堂活动之一。 类似的课堂活动还有

很多。 喻老师的课堂活动寓教于乐， 增强了

孩子们学中文的兴趣，也提高了孩子们听说

读写，实际使用中文的能力。      

        我们对吴一佳取得的一点一滴的进步感

到很高兴。 

*************************************** 

家长感言 4: 唐子涵家长--梁清 

去年秋天，我们给子涵报名参加了喻

老师的学前班中文课。当时女儿只有４岁多，

我也没有报太大的希望，觉得她有机会接触

一下这样的学习环境就好了。没想到真的很

有惊喜。首先喻老师非常有耐心，班上那么

多小朋友，老师总是和善的教学，积极鼓励，

给每个孩子讲话的机会。女儿开始有些胆小，

不善于发言，但经过一段时间，她会主动举

手、进步显著。这学期，学校组织演讲比赛，

子涵主动要求参加，上台讲故事。学期结束

的故事比赛班会，她更是自己选择内容，讲

的时候自信了很多。 

除了表达，喻老师也把读写融入教学。

开学初喻老师建议我们给孩子做字卡，算是

子涵第一次正式接触中文，我自己都没有信

心。觉得那么多字根本不可能学会。和喻老

师交流了一下，老师强调一定要相信孩子。

短短的一两周，她竟然把字卡认识了大半。

每次上课写的一两个字，从开始的歪歪扭扭，

到现在也写的识别度很高，我都惊讶不已。 

喻老师不停的思考新的教学方法，尝

试了微信上的语音作业，不仅增强了孩子的

兴趣，我也很喜欢在从一次次语音作业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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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女儿的进步。作为家长，我们衷心感谢喻

老师的耐心坚持和敬业。 

女儿学习中文的过程也让我在育儿方

面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虽然一直自我标榜不

做＂推妈＂，但我着实非常享受这个做＂陪

妈＂的过程，陪着女儿学习，见证女儿进步。

喻老师帮我们开了个好头，虽然知道中文学

习不容易，我们也会期待这个过程一直伴随

着一些愉悦。 

*************************************** 

家长感言 5: 姜亚诺妈妈 

这次喻老师组织的讲故事比赛让小朋

友和家长都受益匪浅。说实话一开始作为家

长我都对孩子的信心不足，觉得要在两周的

时间里要把这么长的故事背下来有很大困难。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让孩子开始背。 

第一天的时候我们俩几乎都要放弃了，

故事里很多细节孩子怎么都背不下来，很多

字，词的发音都不准确，她自己也有点泄气。

我告诉她喻老师让学生这么做肯定觉得她们

都可以的，要相信喻老师，相信自己。即使

最后努力过了还背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大家

一起努力。 

出乎我的意料，一周后小朋友就可以

背下来了。两周后就可以流利的讲故事了。

她自己也很自豪。这次讲故事活动激发了小

朋友学中文的热情，帮助小朋友和家长树立

了学好中文的信心。谢谢喻老师组织策划了

这个活动。 

*************************************** 

家长感言 6: 李彩虹妈妈 

大家好！我是李彩虹小朋友的妈妈，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表达我对喻老师的感

谢，感谢喻老师辛苦的工作，感谢中文学校

给孩子们提供学习中文的机会。 

彩虹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很困难，

不喜欢学习中文，也不喜欢写中文字，看到

孩子那么不喜欢学，总是想放弃中文字的学

习。于是，我带彩虹来到中文学校学前班，

并且我作为教师助理上课时协助喻老师的工

作。 

在课堂上，我观察到是喻老师生动活

泼的教学方式，吸引了彩虹，慢慢地她开始

喜欢学习中文了。现在看到孩子一点一点的

进步，才真正地认识到到选择上长城中文学

前班学校学习中文，是正确的选择。 

在课堂上，小朋友们都很快乐地学习

中文。喻老师用最简单易懂的教学方式，让

孩子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不感觉枯燥。喻老

师对每一个孩子都认真负责。孩子那么多，

她非常有耐心。喻老师真的太辛苦了！作为

家长的我非常感谢。 

喻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也让小朋友

们和彩虹非常地喜欢。特别是每周的语音作

业，每次给老师发语音作业，彩虹都非常地

兴奋；发语音前，彩虹自己都要准备几遍，

认为满意了，才让我发给老师。现在彩虹经

常在家里背诵一些老师讲的诗歌，会认识一

些中文字，而且还喜欢写中文字。彩虹从不

喜欢到喜欢中文，真的是非常的大的改变，

真的感谢喻老师的这种特别的教育的方式，

让我女儿有了这样的进步！ 

即将结束喻老师的课程了，非常的怀

念，真的不会忘记在学前班的学习中文的经

历。 

最后，再一次地对喻老师表示衷心的

感谢，并祝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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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感言 7: 莫非的家长 

我们一直很庆幸莫非的第一次中文系

统学习是在喻老师的班上。喻老师是一个非

常认真负责又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她的

“趣味教学法”让孩子们有了很大的学习积极

性。在喻老师的课堂上, 总能听到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每个星期天，莫非都是高高兴兴地

去上学，回家完成作业也很主动，特别是语

音作业，每次都是很积极地背诵儿歌以及和

妈妈做对话训练。虽然写汉字部分还需要很

多练习，但是对写汉字不抵触的态度已经是

很大的进步了。通过“玩字卡”，两个学期下

来，莫非认识的字卡垒了高高的一叠，比她

那个 ABC 的爸爸认识的都多呢。 

这个学期，莫非在老师的鼓励下，参

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和班级的故事会。她花

了很多时间背稿子，这份坚持让我们家长很

欣慰。两次活动中，莫非都得到了名次，这

对她来说是很大的鼓励。相信她以后也会更

有兴趣参加类似的活动。而对于家长来说比

赛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孩子能勇敢的

站在台上并用我们的母语表演节目。感谢喻

老师对孩子们的辛勤教育也希望孩子们能把

学习中文一直坚持下去。 

*************************************** 

家长感言 8: 谢旭成家长 

 

谢旭成从去年 9 月份开始在喻老师班

上学习中文，将近两个学期下来，他认识了

越来越多的汉字，知道了汉字笔画的名称,会

写几十个字，更重要的是对中文学习的兴趣

越来越浓。每个星期天他都很开心地去中文

学校，平时主动和我们玩喻老师教的识字卡

片游戏，还将游戏升级为中文 ZinGo。 

 

 

喻老师的课堂生动活泼，她用儿歌，

游戏，表演等方式使枯燥的中文学习有趣起

来。谢旭成很喜欢课堂上表演的《小兔乖

乖》，回家后他带着妹妹又表演了好几次。

喻老师鼓励孩子们开口说中文，大声说中文，

课堂上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读字卡，回答问题，

表演情景对话。这次故事会进一步锻炼提高

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看到谢旭成在故

事会上的表现，我们很欣慰，他现在说中文

更自信，更流畅了。 

我们衷心感谢喻老师，谢谢这样一位

好老师开启了谢旭成中文学习之门！ 

*************************************** 

家长感言 9: 刘淑菲妈妈 

淑菲是今年一月才加入到喻老师班开

始学中文，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一位认真负责，

有耐心讲方法的好老师做她的中文启蒙老师。

通过短短的几个月的学习，女儿的中文听说

读写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不但认识了很多的

汉字，而且还逐步适应了汉字的书写，在这

次的讲故事比赛中还得特等奖。作为家长我

们很为女儿取得的进步感到欣慰和骄傲, 同时

也非常感谢喻老师对孩子的辛勤培育, 悉心教

导。 

 

喻老师是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好

老师，她的教学让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一、教学充分考虑到这个年龄段孩子

的特点，通过形式多样的趣味教学法寓教于

乐，着重激发孩子的兴趣 —— 有争当小老师， 

有场景对话，生日 party，有游戏，儿歌，有

课堂书写，课后书写及语音作业，还有讲故

事比赛等等。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训练孩子

中文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而又不会让学生感到

枯燥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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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式的批评教育，

喻老师总是鼓励和表扬孩子的进步，保护孩

子的自信心，增强孩子的学习兴趣。孩子在

课堂上写完字总能得到一张贴纸作为奖励，

对于暂时还没有准备好演讲的孩子，她也不

会责备，而是会再给一次机会。在她的课堂

上总是能看到孩子们争先恐后踊跃举手发言，

喻老师也会注意给每个孩子发言的机会，让

每个孩子都得到锻炼。 

 

谢谢喻老师对我女儿的帮助！衷心希

望每个中国孩子都能学好中文！ 
************************************** 

家长感言 10: 刘云菲家长 

喻老师教学经验丰富，寓教于乐，对

孩子们充满耐心和爱心。我们家刘云菲最大

的收获是培养了对中文的兴趣。无论学什么，

兴趣是很重要的。有了兴趣以后，就会学得

很快。我和孩子爸爸上班都很忙，平时基本

没有时间和孩子练习和巩固她中文班学到的

字词和句型。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对中文知识

的吸收，因为她在每周一次的课堂上都学会

了。这主要归功于喻老师的教学方式。在课

堂上喻老师会安排角色扮演，用不同的方式

让孩子反复记忆单词，在孩子认字卡住的时

候耐心引导，并在每个孩子取得进步的时候

表扬鼓励。 

“故事会”给了孩子又一次的锻炼机会。不仅

是对单词句型的熟练掌握，更是要在全班同

学面前大胆演讲。我在台下看了每个孩子的

表演，很为他们骄傲。谢谢喻老师的悉心教

导，老师辛苦了！ 

 

 

 

演讲故事会的小朋友们和喻丽雅老师合影留

念 2017-4 月-2 日。 



彩虹校刊                                                                                                   

第 274 期 2017 年 4 月 30 日 

本期编辑: 张家林           主编: 崔秀敏                                 彩虹投稿邮箱：gwcscaihong@gmail.com 

 

 

演讲-故事会-2017-4-家长学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