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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文》教材 (1-9 年级)
一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1st Grade – A
一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1st Grade – B
二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2nd Grade – A
二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2nd Grade – B
三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3rd Grade – A
三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3rd Grade – B
四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4th Grade – A
四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4th Grade – B
五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5th Grade– A
五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5th Grade – B
六年级《标准中文》班 / Language, 6th Grade
七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7th Grade – A
七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7th Grade – B
八年级《标准中文》班 / Language, 8th Grade
九年级《标准中文》班 / Language, 9th Grade
~~~~~~~~~~~~~~~~~~~~~~~~~~~~~~~~~~~~~~~~~~~~~~~~~~~~~~~~

《中文》教材 (10 年级)
十年级《中文》班 / Language, 10th Grade
~~~~~~~~~~~~~~~~~~~~~~~~~~~~~~~~~~~~~~~~~~~~~~~~~~~~~~~~

《马立平中文》教材 (1-8 年级)
一年级《马立平中文》1 / Language, 1st Grade - Ma 1
一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Language, 1st Grade - Ma 2-A
一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1st Grade - Ma 2-B
二年级《马立平中文》1 / Language, 2nd Grade - Ma 1
二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2nd Grade - Ma 2-A
二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2nd Grade - Ma 2-B
二年级《马立平中文》2-丙/ Language, 2nd Grade - Ma 2-C
二年级《马立平中文》3 / Language, 2nd Grade – Ma 3
三年级《马立平中文》 1 / Language, 3rd Grade - Ma 1
三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3rd Grade - Ma 2-A
三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3rd Grade - Ma 2-B
三年级《马立平中文》2-丙/ / Language, 3rd Grade – Ma 2-C
三年级《马立平中文》3 / Language, 3rd Grade - Ma 3
四年级《马立平中文》1 / Language, 4th Grade - Ma 1
四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4th Grade - Ma 2-A
四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4th Grade - Ma 2-B
四年级《马立平中文》2-丙/ / Language, 4th Grade - Ma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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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马立平中文》3 / Language, 4th Grade - Ma 3
五年级《马立平中文》1 / Language, 5th Grade - Ma 1
五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5th Grade - Ma 2-A
五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5th Grade - Ma 2-B
五年级 《马立平中文》3 / Language, 5th Grade - Ma 3
六年级《马立平中文》1 / Language, 6th Grade - Ma 1
六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6th Grade - Ma 2-A
六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6th Grade - Ma 2-B
六年级 《马立平中文》3 / Language, 6th Grade - Ma 3
七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7th Grade – Ma 2-A
七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7th Grade – Ma 2-B
八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8th Grade - Ma 2-A
八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8th Grade - Ma 2-B
~~~~~~~~~~~~~~~~~~~~~~~~~~~~~~~~~~~~~~~~~~~~~~~~~~~~~~~~

九年级中文强化班 / Language, 9th Grade - Enhanced
~~~~~~~~~~~~~~~~~~~~~~~~~~~~~~~~~~~~~~~~~~~~~~~~~~~~~~~~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P Chinese
~~~~~~~~~~~~~~~~~~~~~~~~~~~~~~~~~~~~~~~~~~~~~~~~~~~~~~~~

学前班 / K Grade
学前班 1 班 / Language, K - 1
学前班 2-甲班（上过一年学前班）/ Language, K – 2A (2nd Year K-Class)
学前班 2-乙班 (5 岁以上）/ Language, K - 2B (age 5+)
学前班 2-丙班（5 岁以上）/ Language, K - 2C (age 5+)
学前班 2-丁班 (4.5-5 岁）/ Language, K - 2D (age 4.5 - 5)
学前班 3 班 (5 岁以上) / Language, K - 3 (age 5+)
~~~~~~~~~~~~~~~~~~~~~~~~~~~~~~~~~~~~~~~~~~~~~~~~~~~~~~~~

Montessori Chinese Immersion Workshop (Age 4-6)
快乐中文 / Happy Chinese
趣味中文阅读写作课 /Chinese Reading & Writing
Adult Beginner Chinese – A
朗诵和表演艺术课 / Recitation and Performing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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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文》教材 (1-9 年级)
一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1st Grade – A
教学内容
1. 1-12 课：重点学习拼音, 其次学习简单的生活用语和对话, 最后学习写生字。
2. 13-24 课：在掌握简单句型后, 通过问答对话形式来改变句子内容, 丰富学生的知识和词汇,
让学生更加喜欢学习中文。
3. 1-24 课：每课的生字只有 4-6 个, 除了 12 课的数字以外。字虽然不多, 但要求学生能掌握正
确的笔画顺序。
教学计划
 一年级共有 24 课。每周完成一课的教学内容。
 每学完六课内容有一次小考试；每学期期末有一次大考试。
 学生除了完成练习册的作业, 也要求完成教科书中每一课的练习。
 学完 1-12 课后, 有一个综合练习, 学完 13-24 课也有一个综合练习, 这两个综合练习将作为
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期末考的主要参考依据。
教学要求
 学生学会拼音, 培养他们认读中文的兴趣, 为将来学习中文打好基础。
 认读 23 个声母和 24 个韵母, 以及 4 个声调的正确发音。
 掌握汉语拼音的读法, 每课的句型。
 掌握生字表 151-154 页全部 111 个生字。
 认读 155-165 页词语表的“词语”和“拼音”。
 掌握 167 页的基本句型,一共有 18 句。
 在掌握基本句型后, 用 166 页的词语加长句子。
作业
1. 有练习册 A (单数课内容) 和 B (双数课内容)。每个星期做完一课练习作业, 下次上课时交
给老师。
2. 每天阅读 10-15 分钟。坚持每天读课文对话和练习册中的词语和对话，培养孩子说中文的
语感。
教师简介
陈励：我从 1999 年 9 月开始在牛顿中文学校教一年级中文，至今已 21 年了, 一直教一年级中文。
2015 年开始同时在牛顿中文学校教《马立平》中文。除了在牛顿中文学校教中文外，我还在
GBCCA 华心中文学校和家里教中文。身为中文老师，能把中文传授给更多的人, 是一件非常荣幸
的工作。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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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1st Grade - B
教学内容
 1-12 课：重点学习拼音, 其次学习简单的生活用语和对话, 最后学习写生字。
 13-24 课：在掌握简单句型后, 通过问答对话形式来改变句子内容, 丰富学生的知识和词汇,
让学生更加喜欢学习中文。
 1-24 课：每课的生字只有 4-6 个, 除了 12 课的数字以外。字虽然不多, 但要求学生能掌握正
确的笔画顺序。
教学计划
 一年级共有 24 课。每周完成一课的教学内容。
 每学完六课内容有一次小考试；每学期期末有一次大考试。
 学生除了完成练习册的作业, 也要求完成教科书中每一课的练习。
 学完 1-12 课后, 有一个综合练习, 学完 13-24 课也有一个综合练习, 这两个综合练习将作为
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期末考的主要参考依据。
教学要求
 学生学会拼音, 培养他们认读中文的兴趣, 为将来学习中文打好基础。
 认读 23 个声母和 24 个韵母, 以及 4 个声调的正确发音。
 掌握汉语拼音的读法, 每课的句型。
 掌握生字表 151-154 页全部 111 个生字。
 认读 155-165 页词语表的“词语”和“拼音”。
 掌握 167 页的基本句型,一共有 18 句。
 在掌握基本句型后, 用 166 页的词语加长句子。
作业
 有练习册 A (单数课内容) 和 B (双数课内容)。每个星期做完一课练习作业, 下次上课时交
给老师。
 每天阅读 10-15 分钟。坚持每天读课文对话和练习册中的词语和对话，培养孩子说中文的
语感。

教师简介
狄晓慧：在中国，专业话剧演员，具有丰富的舞台表演和影视表演经验。在美国，从事中文教学
20 年有余。为牛顿中文学校培养了大批朗诵、演讲人才和晩会小主持人。主张寓教于乐的中文教
学理念，注重培养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并用自己的所长，为一年级学生奠定诵读中文的语感
基础。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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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2nd Grade - A
教学内容与目标：
1. 《标准中文》第二册课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教学
 《标准中文》第二册共 24 课课文，6 个单元。在教学课程中，老师将努力做到让学生
流利的朗读课文，并背诵部分课文，掌握课文内容。
 第二册中约有 192 个生字, 231 个词语，18 个基本句。这些教学内容，老师将在课堂
上及课后练习中让学生掌握。
2. 汉语拼音教学
 要求学生掌握汉语拼音。
 根据汉语拼音中 23 个声母，38 个韵母，以及 16 个整读音节展开教学活动。老师将教
学生用正确的发音方法去认读所有声母和韵母，并掌握所有的拼音。
 学习汉语拼音的四个声调，以及轻声调。学生能分清四声，并进行正确发音。
 学生能通过读拼音认字（重点），同时能够给汉字注音。
教学方式方法：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老师会利用生字卡进行教学，学习新生字并复习学习过的生字。不仅
如此，老师还将自制教具，排练游戏，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上生动有趣的中文课程。
作业及考试：




我们每学完四课进行一次复习, 在每学期期中和期末进行考试。 每年的春季期中考试以口
试为主, 每一个学生要准备讲一个故事或背一首儿歌。希望家长能帮助学生准备。每周完
成一课作业, 另外，每周都有拼音作业。
每个学生要求准备一个练习本, 用做课堂练习，以及听写使用。另外，还需准备一个 folder
用作收集拼音表和练习题。

教师简介
李晓玲：戏剧表演艺术家，从事文艺工作已有 35 年了，有丰富的专业表演技能和教学水平。曾荣
获国家级、省级、市级的表演、创作及编导奖。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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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2nd Grade – B
教学内容与目标：
1. 《标准中文》第二册课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教学
 《标准中文》第二册共 24 课课文，6 个单元。在教学课程中，老师将努力做到让学生
流利的朗读课文，并背诵部分课文，掌握课文内容。
 第二册中约有 192 个生字, 231 个词语，18 个基本句。这些教学内容，老师将在课堂上
及课后练习中让学生掌握。
2. 汉语拼音教学
 要求学生掌握汉语拼音。
 根据汉语拼音中 23 个声母，38 个韵母，以及 16 个整读音节展开教学活动。老师将教
学生用正确的发音方法去认读所有声母和韵母，并掌握所有的拼音。
 学习汉语拼音的四个声调，以及轻声调。学生能分清四声，并进行正确发音。
 学生能通过读拼音认字（重点），同时能够给汉字注音。
教学方式方法：
在整个的教学活动中，老师会利用生字卡进行教学，学习新生字并复习学习过的生字。不
仅如此，老师还将自制教具，排练游戏，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上生动有趣的中文课程。
作业及考试：




我们每学完四课进行一次复习, 在每学期期中和期末进行考试。 每年的春季期中考试以口
试为主, 每一个学生要准备讲一个故事或背一首儿歌。希望家长能帮助学生准备。每周完
成一课作业, 另外，每周都有拼音作业。
每个学生要求准备一个练习本, 用做课堂练习，以及听写使用。另外，还需准备一个 folder
用作收集拼音表和练习题。

教师简介
王菡：有十二年牛顿中文学校二年级中文教学经验。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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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3rd Grade – A
教学内容：
本册课本共有 6 个单元，每单元 4 课，共 24 课。每单元前 3 课是会话课文，包括“会话”“基
本句”“生字”“词语”“魔术箱”“练习”等内容。第 4 课是儿歌或小故事，重在复习本单元内容，同时
引发学习者兴趣。“会话”围绕主人公在不同场景中的活动编写，包括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同学
交往、认识自然等。本册生字注汉语拼音。
教学目标
1、学会 193 个汉字，228 个词语，18 个基本句。
2、 能用普通话熟读每课的内容，并在日常生活中仿照使用。
教学策略：
1、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交际法很重视“精讲多练”，在实际授课过程中要尽量创造真实的交际
环境，通过反复操练，强化学生所学的知识，不断巩固，做到“勇敢的说出来，不惧怕！”才真正
形成一种言语交际技能。
2、每课按照“听，说，读，写” 四项语言技能，安排了课堂习题和活动以及游戏，重点是每
课的生字和生词，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和反复练习！
3、除了教学的重点，也应把重点放在我们的施教者每个学生身上，了解学生，与学生们建
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真正关心他们，多表扬！多鼓励！
教师简介
田果：
热爱中文教育！热爱孩子！带领孩子们从开始只会简单的中文，到后来中文的听说读写水平
得到全面提高。在一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学习中，让学生们得到最大的收益，一直以来是我教
学的目标之一。因此，在每次上课前，我会精心的备课，课堂上利用简单有趣的游戏和活动，让
孩子们可以在欢乐、轻松中学习中文，喜欢中文。比如在教生字的过程中我会加一些有趣的中国
传统背景的小故事，既加深了对生字的印象又学到了更多！
每个周末当我走进教室，听到孩子们清脆的“老师好”，便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也给了
我在中文教学中不断完善，不断前进的动力！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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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3rd Grade – B
一．课程描述
（一）课程名称:人教《标准中文》第三册
（二）教学内容与策略：
以人民教育出版社《标准中文》第三册教材为主线，在进一步提高孩子的中文识字水平和
中文阅读能力外，不断提高学生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从而全面提高
学生的汉语听说读写的能力。
教学策略是从学生实际生活体验和个人的学习特点出发，通过多元化的教学设计和 “看一
看”、“读一读”、“说一说”、“演一演”、“玩一玩”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力求不仅帮助学生学习基本的、实用的汉语知识，为他们进一步的中文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且能不断提升他们中文学习的兴趣。
（三）具体教学目标：
（1）字、词、句教学

会读会写 193 个汉字。初步了解汉字字理，加深对汉字的理解。能按笔顺在田字格
里书写生字。培养良好的写字习惯，做到书写正确、规范，姿势端正、卷面整洁。

会认会写常见的表意部首。

理解和掌握 228 个词语的用法。

掌握 18 个基本句的结构和用法。
（2）阅读教学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能联系上下文理解字、词、句的含义。

能理解课文的大意，及蕴含的情感、道理。

能复述故事，语句连贯。

会背诵一些儿歌、谜语、古诗。
（3）听说教学

能听懂并会回答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话题。
（4）汉语文化常识教学

初步了解和掌握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如节日习俗等内容。
二．教学计划与进度
1.教学计划：每个星期讲一课。
2.作业安排与要求、考试方法：
（1）作业安排：练习册 A 或 B（每周完成该课的相应练习）和一些补充作业。同时，还
会根据学生情况对作业内容和形式作相应的调整。
（2）考试方法及评分标准：每学年分为两学期，每学期各有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
每学期总成绩评分标准：出勤率 5%；课堂小测验 10%；课堂表现 10%；家庭作业 15%；期
中考试成绩 30%；期末考试成绩 30%。
三．该课程对家长配合教学的要求
三年级是自我管理能力的养成期，这时期如果养成良好的习惯，将使孩子终身受益，所以
请家长在以下方面予以配合：
1. 督促孩子到校前检查并准备好上课用的物品。按时到校，不要迟到或早退。如有其他情况，
应提前向老师说明或请假。
2. 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教室管理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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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每周作业内容及要求，督促孩子每日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切忌一次完成所有内容。

教师简介
李青俊：毕业于北京大学。目前在大波士顿地区的多家中文学校和课后班任教，受到过严格而系
统的教学训练以及汉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的培训，有十多年的在中国和美国的中文教学经验。李
青俊老师善于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心理和个性特点进行教学，课堂教学以“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为出发点，采用多元化的教学设计，教学形式活泼多样，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语言以鼓励为主，
着重激发孩子们学习的主动性和提升他们的中文学习兴趣。
李青俊老师热爱中西文化，喜欢文学创作和美术设计，并曾在中国知名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
教学博客：http://blog.newtonchineseschool.org/liqingjun/mychines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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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4th Grade – A
教学内容：
本册课本共有 6 个单元，每单元 4 课，共 24 课。每单元前 3 课是会话课文，包括“会话”“基
本句”“生字”“词语”“魔术箱”“练习”等内容。第 4 课是叙述短文，重在复习本单元内容，同时引发
学习者兴趣。“会话”围绕主人公在不同场景中的活动编写，包括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同学交往、
认识自然等。本册生字注汉语拼音。
教学目标：
1、学会 213 个汉字，275 个词语，18 个基本句。
2、 能用普通话熟读每课的内容，并在日常生活中仿照使用。
教学策略：
在教学中将采用以教材为主、课堂活动为辅的方法，尽可能地充分利用课堂时间，通过使用
教具、字卡、课堂游戏等多种教学方法，反复练习。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同时，让学生掌
握并巩固第四册所学的内容。
教师简介
林晓燕：毕业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于 2001 秋季加入牛顿中文学校的教师团队。曾担任过三年级、
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中文教师，使用过旧版《标准中文》及《暨南大学中文》教材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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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4th Grade – B
教材介绍
四年级将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版《标准中文四年级》作为教材。这本教材以四年
级学生为主人公，用 24 篇课文讲述了主人公的学校和家庭生活。课文内容也涉及孩子们感兴趣的
体育、动物和环保话题。
教学目标：
1、通过一个学年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213 个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汉字，275 个生词和 18 个基
本句。
2、在学年结束时，学生要能用普通话熟读每课的内容，并能在日常生活中仿照使用。
教学方式与方法：
我们会在课堂上通过中文游戏、表演、讲故事等多种生动有趣的方式学习课本内容，并交流
同学和老师各自身边的故事。同时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适当添加课本以外的内容丰富我们的课堂
活动。
作业与考试：
每周课后，孩子们要完成形式多样但负担不重的家庭作业。我们秋季学期会学习课本 1-12 课
的内容；春季学期学习 13-24 课。每个学期我们会有单元检测和期末复习和考试，帮助同学们巩
固所学的知识。
教师简介
余俊蓉：2000 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2001 年九月移居美国。
一直利用周末在教会和课后班教授中文及主日学，学生年级从 K 班一直到四年级，先后在 TCC
教会， CCMSB 南区华人教会， Shine 儿童俱乐部等机构任教职，从 2017 年至今加入牛顿中文学
校这个大家庭。为了更进一步提升教学技能， 先后为牛顿中文学校资深教师董苏老师、夏耘老师、
李晓玲老师、葛莺老师担任助教，习获不少宝贵教学经验。曾先后教授过美洲华语、马立平中文、
暨大中文以及标准中文，2018-2019 学年还被牛顿中文学校评选为优秀助教。
在教学过程中，我比较注重激发和提高同学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增强同学们的自信心，常常鼓励
和表扬同学们的自主练习。运用直观教学法比如实物演示、 录像或图片等辅助手段的运用，充分
调动同学们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使同学们能直观感受到中文和中国文化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而启发式教学方法，会让同学们开动脑筋，多思考问题，不断启发和讲解以达到教学目的；偶尔
会使用情感体验式教学方法，借由情景对话、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同学们亲身感受故事中的人物
角色，更加立体地学习理解文中内容。按照同学们的年龄阶段，适时地做游戏，唱儿歌，让同学
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让大家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学习中文。
十多年的中文教学经验使得我非常了解不同年级的学习侧重点，在课堂上会重点讲解生字生词，
解读课文。通过字卡学习组词和造句，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生字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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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5th Grade - A
教材使用：
《标准中文》五年级用第五册教材：用大量的小短文培养读、说、听、写能力，突出培养阅读能
力。
教学主题：
一共有六大主题按六单元完成，每一主题为一单元，每一单元分四课完成。六大主题分别为：中
外寓言第一单元，社团活动第二单元，自然风光第三单元，科普知识第四单元，古诗第五单元，
国际交流第六单元。
教学要求：
首先要熟读课文，掌握课文中的基本句型和基本的生字、生词，能转换短文中的词句来表达自己
的意思。
教学重点：
掌握汉字，包括汉字的笔画和笔顺，并能用汉字组成词语，再扩展到基本句子。能够熟练阅读课
文并掌握课文的基本意思。全年需要掌握 225 个汉字，350 个词语和 24 个基本句型，能用普通话
复述课文，并在日常生活中仿照使用。
教学计划：
课时安排是每周一课。每周根据课文的阅读量和课堂练习，安排家庭作业，回家完成本课的家庭
作业。
教师简介
杨宜芳：热爱中文，热爱海外中文教学，喜欢孩子。牛顿中文学校二十年资深教师，曾教过从幼
儿园到五年级。也教过美国人领养的中国孩子及美国成人。现任五年级《标准中文》主教老师，
趣味阅读写作班主教老师。中文专业毕业，在国内曾任编辑。现为美华读书会创办人，《美华读
书》季刊创办人及现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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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5th Grade – B
教学内容：
标准中文第五册的六个单元 24 篇文章及其书中的 225 个汉字，351 生字和生词。中外寓言作
为第一单元，社团活动作为第二单元，自然风光作为第三单元，科普知识作为第四单元， 益智故
事作为第五单元，国际交流作为第六单元。
教学目标：
1、掌握 225 个汉字，350 个词语和 24 个基本句型，能用普通话复述课文。
2、能朗读并理解书中的课文，掌握相关的字词句，做到举一反三，在日常生活中仿照使用。
教学计划：
每周一课, 每 4 堂课一个单元, 根据课堂进展安排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学完一个单元进行一
次测试。
作业：
配套的练习册 A, B 本
考评：
出勤（10%），课堂发言（20%），作业（20%），单元测试（20%），期末考试（30%），
学年结束前根据上述表现给予评估和奖励。

教师简介
张琳：英语和经济学专业毕业， 曾在国内从事中英文翻译和项目管理工作，现任 Citizens Bank 高
级投资经理。热爱中国文化，喜爱中文教学，在过去的三年中一直服务于牛顿中文学校。希望能
帮助更多的学生学习中文，让更多的人群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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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标准中文》班 / Language, 6th Grade
教学內容
《标准中文（第六册）》共有 6 个单元，每单元 4 课，一共 24 课。每单元前 3 课是叙述短文，第
4 课是会话课文。每课包括"课文""基本句""生字""词语""练习"等内容。以字，词，句和会话，也
涉及了听话，说话和写字等基本技能。本教材对中文感兴趣的外国孩子的学习需求，减轻学生负
担，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练习形式更加丰富、生动、活泼。
教学目标和要求
第六册共有 6 个单元 24 课，以字，词，句和会话，也涉及了听话，说话和写字等基本技能。要求
学生学会 24 篇课文。掌握 219 个汉字，420 个词语和 24 个基本句，能用普通话熟读课文，理解
课文内容，并在日常生活中仿照使用。
具体要求
1. 掌握生字，词语和重点常用句子。
2. 写作：（造句，短文，留言条，书信，作文）
1) 能用明确,清晰的语言表达完整的句意
2) 练习用几句话表达相关的意思
3) 训练写短小作文
3. 听力：辩别字音，听懂语句，明白段落大意，领会文章的中心思想.
1) 能听清对方的发音, 进而明白对方要表达的意思
2) 能明白要求和问题, 并能按要求去做, 准确回答问题
4. 朗读：（背诵篇目，熟读课文）
1) 能流利地朗读学过的课文
2) 能背诵老师指定的课文或段落
教学安排和目标等教学安排和计划等
本学期的六年级《标准中文》的教学安排是每周一课，4 周有一个单复习。在 12 课后有一个期中
考试，24 课学完后是期末考试。
学生的作业：
（1） 课后做练习册 A 或 B
（2） 每天朗读三至五遍课文，吐字清楚，声音洪亮，一定要在家长面前读。（学生在读文
时请家长一定要注意听，及时纠正学生的发音）

教师简介：赵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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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标准中文》甲班 / Language, 7th Grade – A
教材特点
《标准中文》课程的主要对象是中国赴海外留学人员子女、华裔子女，同时也照顾到对中文
感兴趣的外国学生的学习需要，面向更广大的学习群体。课程内容兼顾科学性、实用性和趣味性，
也关注学习者的主体性。注重“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与提升；注重汉字教学，适当安排了
字理识字、写字等内容；同时重视英语的辅助功能。
教学内容
本教材共有 24 课，分为 6 个单元，每单元 4 篇课文，均为叙述短文。每课包括“课文”“基本
句”“生字”“词语”“练习”等内容。生字标注汉语拼音。
教学目标
• 知识：学习 252 个汉字，481 个词语，24 个基本句
• 能力：能用普通话熟读每课，并在日常生活中依照使用
• 情感：培养中文学习的兴趣，感受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瑰丽多彩
教学计划
• 每周学习一篇新课文，并完成相关练习
• 家庭作业以练习册 A、B 本为基础，辅以一些补充作业
练习册 A：单数课文；练习册 B：双数课文。
考评安排
• 每学期分别进行期中、期末检测
• 学期综合成绩评分参考项及占比：
出勤率：5%
单元测验：10%
课堂表现：20%
家庭作业：30%
期末检测：30%
中文课外实践：5%
教师简介
肖莉芳：爱生、敬业，有十七年国内实验小学语文教学经验，曾任中年级教研组长。2016 年加入
牛顿中文学校，先后任教《马立平中文》一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以及《标准中文》七年级。
现任中文组教研组长。课堂教学注重“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言实践中提高“听说
读写”能力，激发学习兴趣。擅长诵读、写字教学和作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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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标准中文》乙班 / Language, 7th Grade – B
教材介绍
《标准中文》内容丰富，贴近海外学生生活。第七册生字和词汇量很大，但都很常用，相对
容易掌握。课堂以阅读课文学习基础语言知识为主，辅以背景知识介绍及大量的听说读写练习。
课堂也会根据时间，安排学生讲述自己的学习生活，以提高学生中文表达和演讲能力。
具体教学目标和教学安排
1、会读会写每一课的生字；理解每一课生词的意思；熟练应用课文中学到的基本句法；能够
流利朗读课文。
2、每周讲一节课。一学期有两次综合练习和两次考试。
作业安排
1、每周课后完成练习 A 或 B 册
2、朗读两遍新授课文
3、每节课后完成一小段（几句话）的写作。一学期完成两篇短文写作。
教师简介
孙华航：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一直从事科研工作。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里做过专业课程
助教。在牛顿中文学校做过中文课助教，并带过几个年级的中文课。喜爱和学生交流。孙华航老
师的课程着重于学生听说读写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多种教学形式寓教于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孙华航老师热爱中国文化，兴趣广泛，是波士顿多个华人文化社团的积极参与者。她深信中文学
校这个“文化使者”对海外华人下一代的文化传承，文化自信心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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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标准中文》班 / Language, 8th Grade
教材介绍
《标准中文》八年级教材共分为 6 个单元，24 篇课文。所选课文有的是贴近学生生活的散文，有
的是富含寓意的哲理文，有的是关于中外历史和文化的经典故事。学生通过一整年的学习，不仅
掌握课本中要求的 245 个汉字，530 个词语，24 个基本句式，而且可以熟练朗读课文，并在日常
生活中融会贯通，灵活使用。
教学目标
1. 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记录课文中的生字生词及好词好句，并融入到自己的写作中。
2. 通过学习课文内容，了解中西方的历史和文化，扩展知识面。
3. 学生通过课堂参与和分享，提高口语演讲能力。
教学安排
1. 使用《标准中文》八年级教材，每周一篇课文。
2. 学生课前预读，标记生字生词。
3. 课堂上讲解生字生词，理解文义，记录好词好句。根据课文内容由老师或学生分享人生感
悟、历史典故、生活趣事、科学知识等。
4. 学生课后使用课堂上记录的好词好句写自己的句子加以理解，并完成练习册。
5. 每学年两次考试（期中、期末），包括认字、组词、造句、课文理解，写一篇不少于 300
字的作文。
教师简介
王前： 研究生毕业于 UMass Amherst 教育学院。有 6 年的中文沉浸式教学经验。目前在麻州的
公立学校教沉浸式中文项目。课堂上鼓励和学生互动，根据课文拓展相关知识，并使用多媒体
（音频、视频、游戏、交互式软件等）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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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标准中文》班 / Language, 9th Grade
教学目的
• 激发和保持中高年级学生坚持上中文学校的积极性。减低中途缀学率。
• 完成《标准中文》第九册课本的全部二十四课的教学。
• 除拼音查字以外, 学生掌握熟练使用Microsoft Word 打写中文。
• 在八年级基础之上, 扩大学生的识字和词汇量及中华文化历史地理知识, 以便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汉语听说读写水平，特别是实际使用汉语的能力。
教学内容
• 按学校统一要求, 使用《标准中文》第九册课本。
• 该教材二十四课分为六个单元。每单元有四篇课文及课堂练习材料。
• 每篇课文的一句“基本句”
• 每两个单元附有的综合练习。
• 除主课本外, 还有作业练习册A和B。
教学要求
• 学生学到第九册课本里的245个生字，530个词语，24个基本句。
• 学生练习每一课文后的“基本句”句型。
• 学生练习每一课文后的阅读短文。
• 学生一共写两篇短文，每篇不少于300字。
• 每位学生须在本班内讲演，讲演时间2.5 ～ 3.0 分钟。
• 全体学生参加校内春节演出：本班学生器乐合奏及合唱《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教学方案
• 基本每周完成一课的教学内容。教学中引入相关的中华文化历史地理知识。
• 每学期完成三个单元的教学内容, 以及附有的综合练习。
• 每学期完成三个单元后, 按学校统一时间表, 进行复习及期末考试。
• 期末考试包含写一篇短文 （不少于300字）。
• 鼓励和选拔优秀学生参加校内的讲演比赛。
• 选拔和呈交优秀学生作文参加校内外作文比赛。
教师简介:
蔚健：热爱与高年级学生交流和高年级教学。因此在本校任教高年级教学第十八年。课堂教学中
考虑八年级年龄段学生的心智，课程设计时分辨出什么是他们的真正所需，以避免学生的厌学心
理。广泛利用中国和世界的人文，地理，历史，时事资料以避免过于依靠教材所致的“营养不良”。
重视培养学生“高端思维能力”，锻炼学生研究、演示等方面的能力，鼓励不盲从权威说法和批判
性思维。

Back to Top

18

《中文》教材 (10 年级班)
十年级《中文》班 / Language, 10th Grade
十年级教学，已不再是简单的“中文课”了。 这一年的的教学将总结和理论化学生过去所学，巩固
字，词，句基础，大量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丰富和拓展学生的中国语言文化。引导学生能够学
以致用，能将多年积累的汉语知识熟练地运用到生活和实践中去。因材施教的教学形式，丰富多
样的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展开，让教学最大程度地展现实践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在
不断提升学生对中文的兴趣的同时，让他们有充分的提高和发展的空间，在中文听，说，读，写
方面得到充分的锻炼。
巩固基础，加强写作和阅读理解，提高中文应用交际能力，学以致用，是本学年教学的特点。抓
住学生的兴趣是教学的核心任务，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活跃起来。 比如：
分角色朗读课文，小组辩论，背诵古诗比赛，分小组阅读，演讲比赛,看图描述故事情节，课前新
闻，故事分享......提高学生语言的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希望这一年给每位学生十年中文学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让他们度过一个成功，愉快，难忘的
一年！让他们带着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和美好的印象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教学目的
•
让学生通过《中文》第 10 册和其他补充教材的学习和训练，巩固字，词，句基础，扩大
学生的识字和词汇量及中华文化知识，提高汉语普通话听，说，读，写的能力，学以致用，
进一步提高学生运用中文的能力。
•
完成《中文》第十册课本 12 篇课文和相应的补充教材的教学。
•
以丰富的教学方式， 以学生为中心，让教学最大程度地展现实践性，时效性。
教学内容
•
使用《中文》第十册课本和丰富的补充教材。
•
该教材十二课分为四个单元。每单元有三篇课文及阅读材料。
•
每单元附有综合练习。最后有总练习。
•
除主课本外, 还有作业练习册 A 和 B。
•
毕业典礼表演歌曲《朋友》。
教学要求
•
学习第十册课本里的全部生字，词和补充材料。
•
练习每一课文后的句型和对话。
•
课前 5 分钟新闻，故事分享。
•
学生一共写四篇作文和毕业论文。
•
每位同学完成毕业论文演讲。
•
鼓励和选拔优秀学生参加校内的讲演比赛和其他活动。
教学方案
•
基本每两周完成一课的教学内容。教学中引入补充的中华文化知识。
•
每半学期完成一个单元的教学内容,以及每单元附有综合练习。
•
学习中国俗语，成语故事，古诗，世界奇观，中国历史，名著，世界名人的故事......
•
按学校统一时间表, 进行期中或期末考试。
•
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是毕业论文演讲。推荐优秀学生参加毕业典礼代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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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潘芳：毕业于教育和播音专业。曾经是中国国家一级甲等播音员、主持人。在中国地方和省级电
视台担任播音员，主播每日晚间新闻及经济新闻，主持近百场大型现场直播与综艺节目各种节目。
2000年移居新西兰，之后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佛罗里达，费城，波士顿中文学校教授中文。
十多年来，对汉语教学充满热情，主张寓教于乐的理念，激发学生的兴趣，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
鼓励学生大胆开口说话。让学生具备良好的中文听，说，读，写的能力，不断了解中国文化常识，
提高学生运用中文的能力。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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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中文》教材 (1-8 年级)
一年级《马立平中文》1 / Language, 1st Grade - Ma 1

教学内容:
马立平一年级教材采用直接认读的方法学习常用字, 在学习写汉字的过程中，强调笔划的标准和笔
划的顺序，借助偏旁部首加强对中文字的认识和理解。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儿歌、谜语和小故事
为载体，生字反复出现，既加深了记忆，培养了语感, 也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
教材由三个单元组成，累计 305 个生字。 包括课文、总复习、总生字表、暑假作业。
1）课文一、二单元各有 7 篇课文，生字约 200 个, 均为儿歌或谜语；第三单元有 6 篇，每课后都
有一些小故事为阅读材料。所有课文都富有情趣，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与需求。
每篇课文均由图、文、生字（三单元加入词汇)、笔画或部首、写字、课后阅读六部分组成。
2）总复习: 每单元结束有 1 次总复习。包括三个部分：笔画部首、本单元学的字词、前面单元学
的字词。字词均分类呈现，帮助学生理解词性。三个单元各有一次考试，包括口试和笔试分。
3）暑假作业: 为儿童暑假的阅读材料，由儿歌、笑话组成，短小有趣。
教学目标:
1. 识字写字,字卡认读: 准确认读 305 个生字。认识 24 个笔画、47 个表意部首。培养写字兴
趣和良好的写字习惯。能按笔顺在田字格里书写、默写 132 个生字，做到书写正确、规范，
姿势端正、卷面整洁。学会按照田字格里的范字写字。
2. 阅读朗读课文: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联系上下文理解字词。能想象课文所描绘的
情境，知道课文的大意及蕴含的情感、道理。能复述故事，语句连贯。
3. 听写生字, 背诵、积累一些儿歌、谜语。
教学要求:
1. 需要家长督促学生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记录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并为学生的朗读作业评分。
2. 考试前，需要家长帮助学生做好口试和笔试的复习。
3. 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多说多用中文; 尽可能和孩子用中文对话，及时纠正错字和不准确
的发音。
教学计划:
1. 以教材为主，激发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
2. 课堂形式灵活多变，用小游戏、儿歌, 演一演、画一画、猜一猜、创设情境等方式营造轻
松、愉快的课堂学习环境。
3. 及时表扬鼓励，增强学生学好中文的信心。 为学生升入二年级打下良好的基础。

教师简介
王珏: 药学博士，现在剑桥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热爱中国文学诗词, 在牛顿中文学校教中文已经五
年有余, 并积极参加了校内校外海外中文老师以及孔子学院提供的各类教学培训。喜欢孩子，希望
能在海外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事认真，要做的事情一定努力做好是我人
生的准则。教学形式活泼多样, 以学生为主多用启发式教学, 有信心把学习中文的兴趣和听说读写
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孩子们。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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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2-乙 / Language, 1st Grade – Ma 2-A & Ma 2-B
教学对象
适合于有一定中文听说能力的 6 岁以上学生。
教学目的
本课程采用马立平教材中文一年级教科书，内容包括二十篇课文，其中认读生字 302 个，认识笔
画 24 个，部首 43 个。以最基本的生字起点，先组词，造句，再读短文，培养语感，为进一步的
学习打基础。
教学内容及教材
本教材共有二十篇课文，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七篇课文，生字 105 个；第二单元七篇课文，生
字 95 个；第三单元六篇课文，生字 102 个；前两个单元每课后都有读词读句，第三单元每课后都
有阅读材料，共有 26 篇。每单元授课时间为八周，第九周为复习课，第十周为考试课，三个单元
各有一次考试。每次考试都有口试和笔试两部份。一年级马立平教材的特点是通过韵文，直接进
行汉字教学，生字反复出现在适合这个年龄学生的谜语，儿歌和短文中，既加深了记忆，也培养
了语感。
授课方式及教学方法
课堂上重点讲解生字，生词，解读课文。通过字卡学习组词和造句。
教学步骤
1． 字卡认读
2． 听写
3． 学习新课词汇
4． 朗读课文
5． 朗读课后读词读句和阅读材料
考试（开卷，闭卷和口语测试）安排: 三个单元各有一次考试。每次考试都有口试和笔试两部分。
课程对学生和家长配合教学的要求
由于教材内容多，作业形式多，平时需要家长督促学生按时完成每一项家庭作业，记录学生作业
完成情况，并为学生的朗读作业评分；考试前，需要家长帮助学生做好口试和笔试的复习；日常
生活中，鼓励孩子多说多用中文，尽可能地和孩子用中文对话，及时纠正错字和不准确的发音。
教师简介
杨文：【一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1st Grade - Ma 2-A】
周世晓：【一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1st Grade - M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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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马立平中文》班 / Language, 2nd Grade - Ma
教学对象
适合于具有学完马立平教材中文一年级水平的学生。
教学目的
本课程采用马立平教材中文二年级教科书，内容包括十三篇课文，其中认读生字381个，要求会写
的字64个，熟练书写的词组超过100个，同时通过课后大量的阅读材料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巩
固所学字词。
教学内容及教材
本教材共有十三篇课文，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四篇课文，生字118个；第二单元五篇课文，生字
126个；第三单元四篇课文，生字137个；每节课后都有阅读材料，三个单元共有70篇。每单元授
课时间为八周，第九周为复习课，第十周为考试课，三个单元各有一次考试。每次考试都有口试
和笔试两部份。二年级马立平教材的特点是每课后都有语法点，重点讲解了中文句型里的特殊句
型和语法。在课文和阅读材料中大量的学过的字词会反复出现，使学生通过反复认读，加深印象，
逐步地积累和掌握更多的中文词汇。
授课方式及教学方法
课堂上重点讲解生字，生词，解读课文。通过字卡学习组词和造句，让学生熟练应用所学字词。
教学步骤
1． 字卡认读
2． 听写
3． 学习新课词汇
4． 朗读课文
5． 朗读阅读材料，并根据文章内容回答问题。
考试（开卷，闭卷和口语测试）安排: 三个单元各有一次考试。每次考试都有口试和笔试两部分。
课程对学生和家长配合教学的要求
由于教材内容多，作业形式多，平时需要家长督促学生按时完成每一项家庭作业，记录学生作业
完成情况，并为学生的朗读作业评分；考试前，需要家长帮助学生做好口试和笔试的复习；日常
生活中，鼓励孩子多说多用中文，尽可能地和孩子用中文对话，及时纠正错字和不准确的发音。
教师简介
陈励：【二年级《马立平中文》 1 / Language, 2nd Grade - Ma 1】
我从 1999 年 9 月开始在牛顿中文学校教一年级中文，至今已 20 年了, 一直教一年级中文。2015
年开始同时在牛顿中文学校教《马立平》中文。除了在牛顿中文学校教中文外，我还在 GBCCA
华心中文学校和家里教中文。身为中文老师，能把中文传授给更多的人, 是一件非常荣幸的工作。
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卢君：【二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2nd Grade - Ma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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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怡丽：【二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2nd Grade - Ma 2-B】
八四年大学毕业，在国内有十四年教龄，来美后，于 2000 年秋季开始在牛顿中文学校任教，至
今已在牛顿中文学校任教 16 年，两次获得美东教师协会优秀教师奖。教过暨南大学中文一二三
年级，曾任三年级教学组长。也教过马立平一二三年级，现任马立平二年级乙班和三年级主讲老
师。
冯瑶: 【二年级《马立平中文》2-丙 / Language, 2nd Grade - Ma 2-B 】
现在麻州州政府从事“计算机数据库管理”工作。赴美前曾在广州一所大学任教，主教《微机原理》
和《自动控制理论》，曾被评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九〇年来美深造，毕业后进入“计算机数
据库管理”领域工作。1994 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海外中文教育工作。曾任加州理工学院
（Celtech）中文课外辅导老师，麻州世纪中文学校中文老师，牛顿中文学校中文老师、二年级
教学小组组长、董事会董事、副校长、校长。现任牛顿中文学校，快乐中文学校中文老师，亚特
兰大红帆中文学校教学顾问。亲自教授过成人中文班、儿童双语班、华裔儿童学前班至九年级各
班、中文 SAT II 及 AP 应试班。研习后熟练使用的教材包括：《自编双语教材》、《标准中文》、
《暨南大学中文》、《直映识字》、《马立平中文》、《美洲华语》、《中文 SAT II》，《中
文 AP》等。
卢君：【二年级《马立平中文》-网课-周六 2:00P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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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马立平中文》班 / Language, 3rd Grade - Ma
教学对象
适合于具有马立平教材中文二年级水平的学生。
教学目的
本课程采用马立平教材《中文》三年级教科书，内容包括十八篇课文，其中认读生字 364
个，要求学习并掌握和巩固汉语拼音。同时通过课后大量的阅读材料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听
说读写水平。
教学内容及教材
本教材共有十八篇课文，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八篇课文，生字 131 个；第二单元五篇课
文，生字 117 个；第三单元五篇课文，生字 116 个；每节课后都有阅读材料，三个单元共有 75 篇。
每单元授课时间为八周，第九周为复习课，第十周为考试课，三个单元各有一次考试。每次考试
都有口试和笔试两部份。三年级马立平教材的特点是在第一单元的前四课进行汉语拼音教学，帮
助学生掌握汉语拼音的应用，学过的字词会在课文和阅读材料中反复出现，学生能够通过反复认
读加深印象，逐步地积累和掌握汉语拼音的特点以及应用，逐步地积累和掌握更多的中文词汇，
使其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交流和学习中去。
授课方式及教学方法
课堂上重点讲解生字，生词，解读课文。通过字卡学习组词和造句，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生
字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教学步骤
1． 字卡认读
2． 听写
3． 学习新课词汇
4． 朗读课文
5．朗读阅读材料，并根据文章回答问题
家庭作业及考试
作业分单，双周作业及网上作业。
三个单元各有一次考试。每次考试都有口试和笔试两部分。
课程对学生和家长配合教学的要求
由于教材内容多，作业形式多，平时需要家长督促学生按时完成每一项家庭作业，记录学
生作业完成情况，并为学生的朗读作业评分；网上作业请家长们督促学生在完成规定作业后（单，
双周作业本），再做网上作业。考试前，需要家长帮助学生做好口试和笔试的复习；日常生活中，
鼓励孩子多说多用中文，尽可能地和孩子用中文对话，及时纠正错字和不准确的发音。

教师简介
杨悦：【三年级《马立平中文》 1 / Language, 3rd Grade - Ma 1】
陈锐：【三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3rd Grade - Ma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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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悦：【三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3rd Grade - Ma 2-B】
2014 年从芝加哥搬到波士顿，在芝加哥一直从事中文教学以及学校管理工作。先后教过学前班，
一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六年级，八年级和马立平中文等不同班级。自 2014 年 9 月至今，有幸
加入到牛顿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教授中文。
在我教学的二十几年生涯中，我主要采取激发和提高学生们学中文的兴趣，提高他/她们的自信心，
多鼓励，多表扬，多练习。在课堂教学中我充分应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直观式教学方法，实
物演示、录像和图片等手段的运用，调动了学生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使学生能直观感受到中文
和中国文化以及与实际生活的密切关系；启发式教学方法，让学生开动脑筋，多思考问题，通过
不断启发和讲解达到教学的目的；体验式教学方法，通过情景对话、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亲
身去感受，更加形象地体现主人翁的魅力。在教学中，针对他/她们的年龄特点，以做游戏，唱歌
和鼓励的方式让孩子们参与到课堂教学的环境中来，让孩子们在一种轻松，愉快，欢乐和高兴的
环境中学到中文。
杨悦：【三年级《马立平中文》-网课-周六 2:00P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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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马立平中文》2-丙 / Language, 3rd Grade - Ma 2-C
教学内容
1、第一单元前四周集中学习汉语拼音。
2、第二、三单元加入语法的学习，课程内容越来越丰富。
教学计划
1、第一单元有 8 篇课文，每周教一篇，其中前四篇教拼音
2、第二单元有五篇课文，其中“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和“找骆驼”一周完成，其它分两周完成。
（各周所教内容，按照课文后面的词汇部分划分）.
3、第三单元也有五篇课文，其中《等一会儿再说》和《让我们荡起双桨》一周教完，其它分两
周教完。
4、每一单元结束后要进行一次单元测试，测试前一周是单元复习。
教学要求
1、需要会看拼音，为以后打字做好准备。
2、课文和阅读内容开始出现中国历史神话和寓言故事，除了要求会对汉字的认读，还要了解背
后的意义。
3、语法为学生提供语言素材，反向思考中英语法的不同。
作业
1、单周是蓝本子， 双周是黄本子
2、每次完成的作业上课时带来交给老师
3、多读课文，完成课后阅读
4、每周请家长协助把学过的字卡剪下来，下一次上课时带过来进行复习
教师简介
葛莺：语言专业毕业，从事过旅游、教学工作多年，对于语言和文化有着一定的心得和体验。愿
意把经验和知识带进课堂，和同学们分享。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喜爱中文，能动地学习中文，
灵活地使用生字词，能把书本知识有趣地运用到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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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马立平中文》班 / Language, 4th Grade - Ma
教学对象： 适合具有马立平教材中文三年级水平的学生。
教学目的
本课程釆用马立平教材中文四年级教科书，内容包括十七篇课文，认读生字 309 个，每周复习听
写学过的常用字，同时通过大量的阅读材料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教学内容和教材
本教材共有十七篇课文，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五篇课文，生字 104 个；第二单元六篇课文，生
字 120 个；第三单元六篇课文，生字 85 个；每个单元有阅读材料 40 篇，三个单元共计 120 篇。
每单元授课时间为八周，第九周为复习课，第十周为考试课，三个单元各有一次考试。
四年级马立平教材的特点是把学过的生字词在课文和阅读材料中反复出现，通过反复认读，加深
印象，逐步地积累和掌握更多的中文词汇。
授课方式和教学方法
课堂上重点讲解生字，生词，以及读解课文。 造句， 通过字卡学习延伸至组词和了解和掌握生字
词在曰常生活中的使用。
教学步骤
1.字卡认读；2.听写；3.阅读检查；4.学习新课词汇；5.网上朗读录音
家庭作业要求及考试
考试包括开卷，闭卷和口语测试。
考试日期安排，内容和比例: 出勤，上课参与程度，课外作业.
学生成绩评定的方法包括参考考试成绩 。
课程对学生和家长配合教学的要求
希望家长帮中助学生每周用一定的时间进行学习，鼓励孩子们说中文，读中文，更多地用中文和
孩子对话，纠正孩子的发音。督促学生完成作业。由于班上学生人数较多，时间有限， 希望家长
们能自愿协助教师完成每次考试的口试测验。另外，请家长帮助孩子做好课前准备。由于上课时
间有限，课文后面的补充阅读材料无法逐字逐句在课堂上朗读，讲解，希望家长积极配合课堂教
学，帮助督促学生每周完成阅读。
教师简介
王芳：四年级《马立平中文》1 / Language, 4th Grade - Ma 1
四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4th Grade - Ma 2-A
美国工商管理硕士。有十余年海外中文教学经验，在牛顿中文学校教授马立平中文教材八年。目
前在一家教育机构任职和教学。
李庆玮：【四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4th Grade - Ma 2-B】
钱葆青: 【四年级《马立平中文》3 / Language, 4th Grade - Ma 3】
杨毅：【四年级《马立平中文》-网课-周六 2:00P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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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马立平中文》1 / Language, 5th Grade - Ma 1
教学对象
适合具有马立平教材中文四年级水平的学生，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
课程介绍
五年级的马立平中文教材是以《西游记》中的神话故事为主要教学内容，共收录了中国古典长篇
小说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最生动精彩的二十个故事。它是根据学生在前四年的马立平教材
的学习中所应掌握的词汇量，用现代文学的语言改编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中文阅读的习惯，
提高中文语感和提升中文学习的成就感。五年级的学习在整个马力平教材体系中有着承前启后的
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大量阅读，除了进一步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外，也是对前面所学到的生字词
的一次总复习，另一方面使学生由浅入深地了解中文的写作习惯和修辞方法，为六年级的作文书
写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通过学习《西游记》，学生不但能体会到中文阅读的成就感，也能在
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如何欣赏中国古典文学。
教学目标
1、 能认读、理解本课词汇。
2、 能理解，会复述每一回的《西游记》故事。
3、 学会查字典和电脑的中文输入，完成部分篇章的抄写和汉字输入。
4、 了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培养初步的中国古典文学欣赏能力。
作业安排与要求、考试方法
（1）作业安排：每周单（双）周练习册（部分可在网上完成）
（2）考试方法及评分标准：共有三次单元测验。
每学年总成绩评分标准：出勤率 5%；课堂小测验 5%；课堂表现 5%；家庭作业 10%；三次单元
考试成绩各 25%。
教学方式
在课上老师将采用小组讨论、分组竞赛、故事接龙等多种教学方式，将精读与略读相结合，在理
解故事内容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充学生的词汇量，提高中文阅读能力，初步了解中文的写作知识。
教师简介
李青俊：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海外华文教育。有十多年的在中国和美国的中文教学经验。
2012 加入牛顿中文学校，任教至今。曾在大波士顿地区的多家中文学校、公校、私校和暑期夏令
营任教。教过暨大《中文》、《标准中文》、马立平中文等多种教材。为提高中文教学效率和增
强中文教学效果，使每位同学都有收获，我会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的心理和个性特点进行教
学，设计多元化的教学内容，采用课堂游戏、角色扮演、故事接龙等活泼多样的教学形式，使用
以鼓励为主的教学语言，着重激发孩子们学习的主动性，在全面提高孩子们的听、说、读、写水
平的同时也提升他们的中文学习兴趣。教学博客：
http://blog.newtonchineseschool.org/liqingjun/mychines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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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5th Grade - Ma 2-A
五年级《马立平中文》-网课-周六 2:00PM-3:30PM
教学对象
以马立平中文教材五年级中文程度的学生为主体。
教学计划
按照牛顿中文学校马立平教学计划，每周一次课堂教学。教材以马立平五年级课本为主，由授课
老师根据学生中文程度做调整。本学年主要教学内容为《西游记》故事，通过阅读来培养学生的
阅读能力，并巩固学过的词语，同时为 6 年级的写作教学做好铺垫。此外，还将通过拼音复习，
教授汉字输入、查字典等，为中文在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上的操作打下基础。
教学内容
五年级课本共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四课，是拼音复习、汉字输入以及查字典；
第二部分是学习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这是特别为海外学中文的孩子们改编的，
总共 20 回，分两个半单元学完。

教学重点



精读和略读相结合，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充学生的词汇量，使学生初步了
解中文的写作习惯和修辞方法。
通过学习《西游记》，使学生不但体会中文阅读的成就感，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中国文
化并欣赏中国古典文学。

教师简介
黄金霞: 热爱海外中文教育事业，擅长通过多种现代多媒体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中文学习热情。
西北师范大学 MPA 硕士毕业。早期曾在国内任语文教师，并具有国内教师证。而后为了更好的
进行国际汉语教学，潜心学习国际汉语及二语习得教学方法，考取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的《国际汉
语教师证》。现任五年级马立平中文教材主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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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5th Grade - Ma 2-B
教学对象
学过四年中文的学生，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
教材介绍
马立平教材五年级乙班是用马立平老师编写的五年级中文教材。这本教材以《西游记》中的神话
故事为主体的。马老师根据学生在前四年的中文学习中所掌握的词汇量，用现代文学的语言，描
述了古典巨作《西游记》小说中的最为人们脍炙人口的二十个故事。《西游记》是中国历史上的
四大名著之一，是明代著名作家吴承恩所著，作者以唐代发生的唐僧去西天取经的真实故事为背
景，以虚拟的文学风格，神乎其神地编写了许许多多个神话故事，描述唐僧在取经路上经历的九
九八十一难，故事精彩绝伦。原著是文言文，与现代文学的语言大不相同，是比较难看懂的，但
是经过马老师用学生学过的词汇量，改编写出来的《西游记》故事，就不难阅读理解了，所学过
的字和词不断地在较长的课文篇幅中高频复现，加强学生的记忆。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学生
是能够完成这本教材的阅读理解的。学生在五年级一年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巩固认识了以前所学
到的词汇，而且让学生读到了《西游记〉的故事，体会到中文作为一门语言，传导着文化知识，
文化内涵，文化艺术性，和人生哲理等等的功能，学生开始了一个从被动学中文到主动学中文的
转变。
教学目标
1. 要完成整本教材的阅读理解，学生能够达到用自己的语言讲述每一回的《西游记》故事，大
部分学生达到三分钟读完一页书的朗读速度。
2. 要有两次正规写作，春季和秋季写作。
3. 要参加春节联欢会表演。
4. 要完成每周的家庭作业。
5. 要有三次单元结束考试。
6. 出勤，家庭作业和三次考试各占最后成绩的百分之二十。
教学方法
我会在课堂上灵活运用三种教学方法:
1.寓教于乐，把教学蕴蓄在快乐的娱乐活动中发挥。
2.在给予鱼时并授予渔，我会在把一种结果授给学生的同时，还会把取得这种结果的方法讲
解给学生。
3. I+1 的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最早是美国的一位教育学家提出，I 指的是学生现有水平，在这
水平上再加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循序渐进。在学生能接受的水平上增加一点教学难度。
教师简介
郁晓梅: 南京大学毕业生，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 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医学院长期从事生物医学研究。我在牛顿中文学校教学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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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马立平中文》3 / Language, 5th Grade - Ma 3
教学对象
以马立平中文教材五年级中文程度的学生为主体。
教学计划
按照牛顿中文学校马立平教学计划，每周一次课堂教学。教材以马立平五年级课本为主，由授课
老师根据学生中文程度做调整。本学年主要教学内容为《西游记》故事，通过阅读来培养学生的
阅读能力，并巩固学过的词语，同时为 6 年级的写作教学做好铺垫。此外，还将通过拼音复习，
教授汉字输入、查字典等，为中文在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上的操作打下基础。
教学内容
五年级课本共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四课，是拼音复习、汉字输入以及查字典；
第二部分是学习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这是特别为海外学中文的孩子们改编的，
总共 20 回，分两个半单元学完。

教学重点



精读和略读相结合，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充学生的词汇量，使学生初步了
解中文的写作习惯和修辞方法。
通过学习《西游记》，使学生不但体会中文阅读的成就感，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中国文
化并欣赏中国古典文学。

教师简介
林晓燕: 毕业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于 2001 秋季加入牛顿中文学校的教师团队。曾担任过三年
级、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中文教师，使用过旧版《标准中文》及《暨南大学中文》教材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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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马立平中文》1 / Language, 6th Grade – Ma 1
六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6th Grade - Ma 2-B

教材简介
马立平六年级教材包括阅读和写作两大部分，内容丰富并具有挑战性。本教材的重点是了解中国
文化和学习写作技巧。阅读部分（第一单元）主要介绍中国饮食文化，每篇课文有简体和繁体两
个版本，教学将以简体字版本为主，繁体字只要求能认读。写作部分 （第二和第三单元）包括描
写小物件、动物、自然景观、事件和英译汉等。本册共练习写作8篇，其中包括1篇英译汉的训练。
在基础知识学习方面，通过阅读文章来教授464个词汇，通过句型分析来教授基本语法。在写作方
面，通过分析范文教给学生写作方法和技巧。
教学目标
六年级已进入阅读和写作阶段。我们的教学目标是通过阅读和练习使学生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
强化前面学过的词汇，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范文，使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写作方法
和技巧(包括英汉翻译)，从而使文章表达准确，重点突出，条理清晰。
教学方法
六年级属于承上启下的阶段。虽然已进入高年级的初级阶段，但学生课堂听讲的持续性仍不稳定。
我们将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保持并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堂参与是保持兴趣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将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多样的教学形式，例如字
卡游戏，小组讨论，分组竞赛，课堂辩论等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教无定法，我们将随时调整课堂教学，保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学得开心，在轻
松的课堂气氛中提高听说读写能力。不仅教会知识，同时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路将是我
们教学的主导思想。
教师简介
姜静：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对中文
教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在教学中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够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通
过启发和鼓励，提高学生们的学习信心。在课堂教学中能够充分运用图片、录像、实物演示等多
种教学手段，与学生进行积极互动，形成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根据学生们的年龄特点，不断探
索新的教学方法，以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增强学生学习中文的成就感。希望在牛顿中文学校这
个大家庭中，孩子们能够保持学习中文的动力，深入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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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马立平中文》班 / Language, 6th Grade – Ma
教材简介
马立平六年级教材包括阅读和写作两大部分，内容丰富并具有挑战性。本教材的重点是了解中国
文化和学习写作技巧。阅读部分（第一单元）主要介绍中国饮食文化，每篇课文有简体和繁体两
个版本，教学将以简体字版本为主，繁体字只要求能认读。写作部分 （第二和第三单元）包括描
写小物件、动物、自然景观、事件和英译汉等。本册共练习写作8篇，其中包括1篇英译汉的训练。
在基础知识学习方面，通过阅读文章来教授464个词汇，通过句型分析来教授基本语法。在写作方
面，通过分析范文教给学生写作方法和技巧。
教学目标
六年级已进入阅读和写作阶段。我们的教学目标是通过阅读和练习使学生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
强化前面学过的词汇，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范文，使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写作方法
和技巧(包括英汉翻译)，从而使文章表达准确，重点突出，条理清晰。
教学方法
六年级属于承上启下的阶段。虽然已进入高年级的初级阶段，但学生课堂听讲的持续性仍不稳定。
我们将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保持并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堂参与是保持兴趣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将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多样的教学形式，例如字
卡游戏，小组讨论，分组竞赛，课堂辩论等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教无定法，我们将随时调整课堂教学，保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学得开心，在轻
松的课堂气氛中提高听说读写能力。不仅教会知识，同时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路将是我
们教学的主导思想。
教师简介
陈卉：【六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6th Grade - Ma 2-A】
以不同的形式，接触过从学前班到十年级毕业班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教学特点耐心、细心和用心。
2010 年秋季至 2013 年春季任海外《中文》五年级的中文课老师，自 2013 年秋季起担担任马立平
教材四年级中文课教师，目前任教马立平教材六年级甲班。
梁楠：六年级《马立平中文》-网课-周六 2:00PM-3:30PM
在牛顿中文学校任教十五年，教过《中文》二年级和四年级，《马力平教材》一，二和六年级。
我的教学理念是，根据学生的情况来灵活安排教学内容和作业，以激发和保持他们学中文的兴趣
为目的，教材使用上突出重点，上课时注重学生的参与，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地学到更多
中文知识和中国文化。

Back to Top

34

七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7th Grade – Ma 2-A
七年级《马立平中文》-网课-周六 2:00PM-3:30PM
课程描述
七年级是我们经过几年中文基础学习后的一个升华阶段。通过多年的积累怎样写出理想的文
章是我们本学期的重点。同时我们还要学习一些中国文化常识，通过系统学习中国主要名胜古迹，
让学生更多地感到中国是如此的具有吸引力，以此增强民族认同感。
七年级教材共分三单元，我们每周有小测验，每单元也有检测。老师会以提携学生的理念来
让学生感到每一章节都有不同的收获，每一次考试都有进步，以增强学习中文的自信心。
教学目标与策略
在教学中，不断探索灵活、高效的教学方法。联系生活，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让学生自觉自
发地体会语文之美，使他们自然地喜爱学习中文。
* 教学的艺术，化难为易，让学生每节课都有不一样的学习收获。
* 温故知新，学新课时，将内容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并将以前学过的内容联系起来，让学
生在心理上对教学有亲近感，使他们对中文的学习感到变得简单，从而引起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并
热烈讨论。每节课都会复习上周学习过的内容，然后有小测验。这样通过不断的重复使同学们巩
固学过的知识，抓住学习的重点，去芜存菁。
教学内容与进度
依照教材进度，我们会加入一些相应内容，让课程更加生动和丰富。使学生不断领悟中国文
字与文化的魅力并运用于生活中。将中文写作和中文演讲结合到教学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1. 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不离开掌握生字，词语和重点常用成语；新课学完会有学生做词语主
讲人，和文化常识的讲解。学生通过亲自调查研究从每一个字面意思到成语的意思，以及成语的
典故，把自己的见解以图片展示给同学，最后用词语造句。这不仅使同学们对这些词语终身难忘，
也会让同学们有一种成就感，建立自信心。
2. 写作：通过八篇精读课文，24 篇泛读课文，在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的同时，每双周练习一
次写作，通过密集的练习会看到学生明显进步。同时鼓励每位学生参加各类中文写作大赛，并将
自己的文章在班级朗读。这不仅促进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其目的是要锻炼同学们的综合素质。
3. 听力：辩别字音，听懂语句，明白段落大意，领会文章的中心思想以及蕴含的深刻道理。
通过引导学生的课堂讨论，以达到学生之间互相学习交流的目的。
4. 诵读：熟读课文，背诵篇目。培养学生的语感，增强学生对中文学习的自信心。通过各类
中文演讲比赛，让每位学生都有机会得到语言公开演讲的机会，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
5.要求学生进入我的网络教室做作业，通过网上作业，不仅学生兴趣会大大提高，而且老师
也及时了解每位同学的作业情况，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新的学年将会是一个精彩，丰富，带劲儿的学年。老师始终以爱心、耐心和恆心，培养同学
们自信心和积极、快乐的健全人格为宗旨。有同学们的努力和家长的督促，让我们一起互相配合，
共同努力！加油！
教师简介
张晓毅：从事马立平中文教学 15 年，始终以激发学生对中文学习的兴趣为目标，教学就会得到事
半倍功的效果为动力，以朋友的身份和学生一起学习中文是张老师的课堂风格。张晓毅老师相信：
寓爱于教至关重要。将爱传递给每一位学生的时候，也将会收获学生的爱戴，家长的信任，最终
得到学生喜爱中文为宗旨。张老师的教学格言：爱心献给学生，诚心送给家长，信心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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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7th Grade – Ma 2-B
课程描述
马立平七年级的教学重点是阅读和写作训练，进入写人叙事的训练阶段。马立平七年级课程
有三个单元：
第一、二单元包括中外历史故事、现代故事、寓言故事等多种体裁故事，在注重趣味性的同
时，蕴含着耐人寻味的道理，读起来引人入胜。在提高孩子们认字阅读能力的同时，也给孩子们
提供了很好的写人记事的作文范例。这两个单元同时还包含写作教程，指导孩子如何写人叙事。
在阅读的基础上，通过记叙文、看图作文、寓言创作、小小说创作等多种体裁创作实践，使学生
掌握中文记叙文的写作方法。
第三单元“神游中国”，采用对话的形式，激发起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让孩子们可以
在课堂上一览中国的名胜古迹，感受中华文化的神韵。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掌握每课的重点词汇，熟悉常用字词，了解每课出现的重点语法知识并能
正确运用。能用普通话熟练朗读课文。能书写完整的记叙文，做到遣词造句准确、语句流畅通顺、
结构完整合理、有明确的思想及情感表达。
2、过程与方法：通过课堂学习，不断提升中文学习的素养，提升用中文交流思想、讨论观
点的团队学习能力，并尝试借鉴“思维导图”的形式进行阅读文章的分析和构思习作。
3、情感态度：通过富有历史内涵的文章以及中国文化古迹的了解，不断提升学生对中文的
学习兴趣，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教学内容
本册教材共三个单元，前两个单元的主要内容是阅读+写作:
每课主要由精读课文、课外阅读文章、作文专题讲座和习作范文组成。精讲课文中会涉及到
重点词汇认读、常用词复习和语法知识。
作文专题讲座每课会涉及不同的作文知识，重点并不在于让学生背会这些知识，而是能在自
己的习作中运用。
第三单元：神游中国，每课讲述一处中国名胜古迹，以对话的形式呈现，在学习过程中主要
以复习学过的字词为主。
教学进度
1、在第一和第二单元学习中，主要以每单周学一课课文，每双周写一篇作文的进度进行。
2、第三单元教学中，基本以一周一课的速度进行。
3、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调整速度和教材处理的详略和增删。
4、全年计划安排三次考试，前两次考试的主要内容为本单元所涉及的知识，最后一次在第
三单元的基础上适当加入前两单元的部分内容。每次考试前或者安排专题复习课，或者下发考试
复习资料。主要目的在于强化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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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赵亚莉：拥有国内 17 年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经验，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天津市优秀教师及学科带头
人，多次在国家级及市级各种课堂教学竞赛中获奖，并多次担任国家级、市级教育教学竞赛评委。
热爱汉语教学，并且对钻研探索其教学规律以及创新教法有浓厚的兴趣。创新并实践的教法曾在
天津市教学创新改革活动中进行介绍推广。
在美国有三年马立平汉语教学经验，分别执教过马立平三年级、六年级和七年级。
教学风格：立足于语言学习的本质，结合教材，引入丰富多彩的语言学习素材；采用灵活多样的
学习形式，重视语言的交流与实践；坚持“语言学习就是思维训练与文化熏陶”的原则，利用有效
的思维工具，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把语言学习与文化浸润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激发学生
兴趣与自主学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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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马立平中文》班 / Language, 8th Grade - Ma
课程和教学
马立平八年级使用《中华文化巡礼》教材。经过马立平一至七年级的学习，学生们已大致掌握中
文常用字，词，句的应用及语法，所以八年级的学习会重点放在阅读及了解文化上。我们会复习
并掌握一些关键词语，特别会练习中英文词，句，段的翻译。在文化上会有中西方文化比较。学
习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接触中华文化精髓，将来能成为中西两种文化的桥梁。因为有不少同学进
入高年级，平常作业和活动都较多，我们也会在课上讲解作业题，希望他们在家里能够轻松完成
作业。我们的课堂文化教学主要由老师提出各种思考问题，学生分组讨论，各抒己见为形式。老
师每周电邮家长教学内容，并建议一个文化聊天议题，让学生在家练习口语，巩固知识。
教师简介
郑凌：【八年级《马立平中文》2-甲 / Language, 8th Grade - Ma 2-A】
自 2009 年加入牛顿中文学校，担任过自低年级到高年级的不同年龄段的中文教学，积累了大量教
学经验，重点培养孩子们对语言和文化的兴趣，致力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路燕：【八年级《马立平中文》2-乙 / Language, 8th Grade - M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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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中文强化班 / Language, 9th Grade - Enhanced
Course Descriptions:
The primary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help students further develop proficiency in all aspects of language
learning:







Vocabulary Expansi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Grammar and Usage
Oral Expression

Text Materials:



《收获》
Other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In addition to textbooks, students make use of authentic materials, including newspapers, nonfiction texts,
and poetry etc.
Requirements:
1.
2.
3.
4.
5.

Come to class on time.
Follow instructions.
Work independently.
Keep the classroom clean.
Do the homework.

教师简介：盛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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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
Introduction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es student for the New Advanced Placement
examination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for a fourth semester college course in Chinese.
Students hone their language skills across three communicative modes (interpersonal,
interpretive, and presentational), and five goal areas (communication, cultures, connections,
comparisons, and communities), developing knowledge in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idiomatic
expressions,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nd written characters. In addition to textbooks, students
make use of authentic materials, including newspapers, fiction and nonfiction texts, poetry, and
films.
Time: The AP Chinese course meets once a week: 80-minute session (12:30-1:50)
II.
Objectives
The goals for AP Chinese are to enable the students to acquire intermediate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Chinese. By the end of the academic year, th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Comprehend spoken Chinese in a variety of pers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e.g., personal information, family, friends, school, and leisure activities).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a broad range of nontechnical written Chinese texts that
pertain to daily life.
 Write and speak in a variety of discourse styles, using Chinese language including
vocabulary, idiomatic expression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II.

Course Material
 Using JiaYou Workbook (Vo. 1 & Vo.2)
 BARRON’S AP Chines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IMULATED TESTS
 A variety of supplementary texts

IV.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course will provide the students with a broad range of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Dialogues
 On-line reviewing vocabulary
 On-line reading
 Instructor-directed discussions
 Interviews
 Pair or group discussions
 Oral presentations
教师简介：盛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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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Chinese
What is AP Chinese?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is comparable to a fourth semester college course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xam is approximately two hours and 15
minutes in length, with a multiple-choice section on listening and reading, and a free-response
section on writing and speaking. Mo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grant
students credit, placement, or both on the basis of their AP Exam grades. Students do not have to take
the AP Chinese course at their high school in order to take the AP Chinese exam. The exam is
offered in May by the College Board.
What does the AP Chinese course do?
The two primary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are:
I. Improving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ents will improve their language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
studies of various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geography and population,
ethnic and regional diversity, travel and transportation, climate and weather, holidays and food,
sports and games, and current affairs.
II. Preparing students for the test.
The course will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test, offer advice and guidance on preparing for
the test, and administer practice tests.
While this is a special course to help students prepare for their AP Chinese test,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ourse is to improve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Why is NCLS offering the AP Chinese course?
While colleges do not require AP Chinese as an admission requirement, a good score on the test will
give students an advanced placement in Chinese, exempt them from some or all of the language
requirements, and give them college course credits.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at NCLS who have the
potential to do really well on these tests if they are properly prepared. The AP Chinese course aims to
provide such preparation, which will enable these students to achieve their potential. The course also
helps students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ir proficienc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Who should take the AP Chinese course?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their 9th grade.
教师简介
冯瑶: 现在麻州州政府从事“计算机数据库管理”工作。赴美前曾在广州一所大学任教，主教《微
机原理》和《自动控制理论》，曾被评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九〇年来美深造，毕业后进入
“计算机数据库管理”领域工作。1994 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海外中文教育工作。曾任加州理
工学院（Celtech）中文课外辅导老师、麻州世纪中文学校中文老师、牛顿中文学校中文老师、
二年级教学小组组长、董事会董事、副校长、校长。现任牛顿中文学校、快乐中文学校中文老师，
亚特兰大红帆中文学校教学顾问。教授过成人中文班、儿童双语班、华裔儿童学前班至九年级各
班、中文 SAT II 及 AP 应试班。研习后熟练使用的教材包括：《自编双语教材》、《标准中文》、
《暨南大学中文》、《直映识字》、《马立平中文》、《美洲华语》、《中文 SAT II》，《中
文 A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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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班 / K Grade
班级设置
学前班是中文学校年龄最小的班，牛顿中文学校学前班小朋友入学年龄限制在四岁半，属于中文
启蒙班。中文学校学前班现设六个班，每班学生人数限制是15名。
教学目标
学前班的教学目的是通过系统学习和训练，使孩子们具有最基本的汉语听说能力；能认读课本中
出现的基础汉字，从而培养从小说汉语的习惯和兴趣，为接受小学阶段的中文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教材简介
学前班使用的教材是由本校具有三十多年教龄的王瑞云老师编写的三本配套教材：阶梯中文（学
习最基本的中文词汇），儿歌学中文（用儿童熟悉的歌曲学唱儿歌），看图学中文（与阶梯中文
的基本词汇相配套的生动活泼的图画学习认读中文）。每个学前班的教师也会在上述三本教材的
基础上补充相当数量趣味性强的教学辅助内容。
课程设置
学前班课程的设置及实施是建立在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的尊重及对幼儿教育理论的理
解的基础之上的。教学内容是以单元主题形式计划和实施分成若干个单元，例如礼貌用语，数字，
形状，身体部位名称，颜色，水果，自然，时间，生活日用品，运动，等等。各单元中也穿插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例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都是孩子们学习体验中国文化的机会 。
基于学前班幼儿园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殊性，学前班没有考试也没有强制性的家庭作业。但是
每个班的教师会根据所教单元的内容设置一定数量趣味性强的课堂练习和家庭作业。
教学方法
学前班主要应用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用游戏，活动，讲故事，唱儿歌，表演等方法以提高孩子
们学中文的兴趣。注重师生互动并尽力使每一项活动的展开能调动起孩子听觉,、视觉、 触觉、动
觉等多感官系统的同时参与。既强调学习, 吸收也关注向孩子提供大量的应用及表达所学成果的机
会及平台。孩子学习的方式是听听说说, 唱唱跳跳, 写写画画, 跑跑玩玩，在游戏中学，在游戏中悟。
学前班中文教学在语言教学的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是以认读基础中文字词为重点配以简单的基本字
词学习。主要目的是培养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为接受小学阶段的中文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教师简介
张亚娟：【学前班 1 班 / Language, K - 1 】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护理专业。于2007年7月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完114课时的“汉语作
为教学能力高级班”全部课程，并取得了北京语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对外汉语教学资格证书，并
受聘于北京1 on 1 Mandarin School 教对外汉语。
2012年在牛顿中文学校（NCLS ）教中文课至今。同时在Wayland公立小学及牛顿一家双语学校教
中文。使用过教材：《新实用汉语》《幼儿汉语》暨大《中文》《标准中文》《马力平中文》国
家汉办《快乐汉语》《王瑞云儿歌学中文》。曾负责编写《暨南中文》四年级课程教案及教学补
充材料。根据教课内容编写《暨南中文口语300句》。
2015年到目前主要教学前班，低年级中文。从培养学生对中文学习的兴趣入手，根据低龄学生的
心理特点，在实际教学中制作了大量教具，教学材料，设计丰富多样的教学内容。教学中每一个
主题都教学生做出一个手工或剪纸，学生很自豪能用自己的作品表演所学的中文。在上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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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观察每一位学生的情绪变化，了解学生的兴趣点，以及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及时调整教学计
划，照顾到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理解能力。
王瑞云：【学前班 2-甲班（上过一年学前班）/ Language, K - 2A (2nd Year K-Class) 】
Mrs Rui Yun Li（王瑞云）has been a teacher at the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for thirty years,
also serving as Principal from 1993-1994. She was a fou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New England
Chinese Youth Summer Camp (NECYSC) and served as Director for the third season of the program. For
eight years, Mrs. Li also served in executive and leadership positions with the New England Chinese
Teacher Workshops. Mrs. Li has over thirty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presently teaches at the Brookline Schools Staff Children Center.
1）牛顿中文学校教师四十一年
2）纽英仑中文夏令营筹备委员 (1987), 第三届营主任 (1989), 及连续八年教师
3) 纽英仑中文教师研习会执行秘书八年 (1987–1996)
4) 牛顿中文学校校长 (1993-1994), 任内参与主办「第21届美东中文学校年会」
5) 从事「早期儿童教育」三十五年, 现任职布鲁克来教师子女儿童中心 (BSSCC)
张亚娟：【学前班 2-乙班 (5 岁以上）/ Language, K - 2B (age 5+)】
王珏:【学前班 2-丙班（5 岁以上）/ Language, K - 2C (age 5+)】
药学博士，现在剑桥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热爱中国文学诗词, 在牛顿中文学校教中文已经四年有余,
并积极参加了校内校外海外中文老师以及孔子学院提供的各类教学培训。喜欢孩子，希望能在海
外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事认真，要做的事情一定努力做好是我人生的准
则。教学形式活泼多样，以学生为主多用启发式教学，有信心把学习中文的兴趣和听说读写的基
本方法传授给孩子们。
陈丽嘉：【学前班 2-丁班 (4.5-5 岁）/ Language, K - 2D (age 4.5 - 5) 】
With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from K1 to high school, Ms. Chen
currently works as a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in a public school in Boston. She also works a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or a lead of Chinese music, dance and performance arts club in Newton Chinese School,
some Sunday Chinese schools and summer camp programs in Boston area. In addition, Ms. Chen has
experience of training Chinese teacher during some national and region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orkshops, her Chinese class has been recommended by US Startalk to its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onference as a teaching demo.
Ms. Chen loves kids and loves to teach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kids. Her teaching ways are in
combination with multiple cultures, variety of styles, and emphasizing on promoting kid’s self-confidenc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performing interests. Her students describe her class as having fun, learning a
lot and enjoying.
王瑞云：【学前班 3 班 (5 岁以上) / Language, K - 3 (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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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ssori Chinese Immersion Workshop (Age 4-7)
Course Information / 课程简介
Newton Chinese School Montessori Chinese Immersion Workshop will be open to all 4-7 years old
students after its one-year trial. It will limit to 8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registration sequences.
牛顿中文学校蒙特梭利中文浸入式工作坊经过一年试讲后，于 2019 年春季正式面向 4-7 周岁学龄
儿童招生。每学期按报名顺序限收 8 名学生。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use Montessori Method of Education which is a child-centered educational
approach based on scientific observations.
本课程旨在使用蒙特梭利教学方法，这是一种基于科学观察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全面提升儿童素
质，发展儿童潜能的教育方法。
It includes 6 core components from American Montessori Society (AMS):
1. Practical Life, Arts and Crafts
2. Sensorial
3. Math
4. Language
5. World Geography
6. Science
它包括美国蒙特梭利协会（AMS）制定的 6 个核心教育内容：
1. 日常生活教育
2. 感官教育
3. 数学教育
4. 语言教育
5. 地理文化
6. 科学
Montessori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Theory / 蒙特梭利教育哲学和理论
 Whole Child Education
 综合，全面发展儿童教育




Intrinsic Motivation
发展学生内在自学动机
根据学生自身学习条件和兴趣，设计符合其特点的个人学习计划。





Mixed Age Education
混龄教学
混合年龄教学促进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学生之间互相学习和帮助，取长补短。既能锻炼
学生的学习能力（第一二年学生），又能提高学生的沟通、协调、领导能力(第三年学生)





the Role of Montessori Teacher and Environmental Preparation
蒙特梭利老师的角色和环境创设
蒙特梭利老师主要是一个观察者，引导者和和学生自主环境的创设者。




No Reward and Punishment
蒙特梭利课堂既不主张“奖励”也不主张“惩罚”学生。老师尊重，理解，宽容的态度让学生
有安全感和亲切感。每个学生享受自由的同时，也需自律。



Class Main Content and “Homework” for Sprin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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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蒙特梭利中文浸入式工作坊 2019 年春季主要以语言，数学和世界地理文化
教育为主。



每个学生的主要作业是帮助家长每周轮流为全班同学准备课间“零食”，这些零食可以是饼
干，蔬菜，或水果。并且能够认读，书写这些零食的名称或特点，以便能够“教”其他学生。

Montessori Chinese Immersion Syllabus Course Outline
Session
1

Month
February

Topic
Practical Life,
Arts and
Crafts

2

March

Sensorial

3

April

Math














4

May

Language





5

June

Cultural
Geography…









Grace and Courtesy (greetings, please, thank
you, sorry, interrupting, etc.)
Walking on a Line
Sequence of Pouring activities (incl. solids
and liquids), Scooping/Spooning activities
(chop sticks)
Twisting activities (bottles & caps
Watering a plant, flower arranging
Feeding an animal (fish, squirrel, bird, turkey)
Sound Boxes (Sounds Cylinder)
Fabric matching (Touch Fabrics)
Red and Blue Rods (Number Rods and
Numerals)
Sandpaper Numbers
Spindle boxes
Numerals and Counters (Cards and
Counters/Odds and Events)
Oral languag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Sharing
news, fingerplays, songs, stories, etc.)
Child library area w/fiction and non-fiction
picture books
Picture/Object match, Picture/Picture
matching
Globe of the Continents (Continents Globe)
Puzzle Map- World Parts, North/South
America, Europe, Asia, Africa, Australia, a
country e.g. China, USA, Mexico, Canada,
Japan
Packets of Pictures for Continents/Countries
Flags
Calendar, Clock
Classified Picture Cards-Animals, Plants
Parts of a Horse/Bird/Turtle/Frog/Fish
Plant/Flower/Leaf

Please bring a water bottle for your child. Healthy snacks will be provided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content. Please let the instructor know if your child has any dietary restrictions or food aller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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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yllabus is subject to change.

Instructor Introduction / 老师简介:
Dr. Jinhui Xu: Dr. Jinhui Xu serves as a Chief Academic Officer at MandarinArk education company
and adjunct faculty member a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She teaches an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course which introduces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s including its policies and reforms for
Master’s students. Prior to this, Dr. Xu worked as a K-12 Chinese teacher in traditional public school,
charter school, and private school. From 2009 to 2015and Global Outreach Director at Boston
Renaissance Charter Public School. Before she came to Boston to pursue her higher degrees in 2005, Dr.
Xu also held position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fields
from 1995 to 2005 in Samsonite China. She holds a doctoral degree in education (Ed.D)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and a second master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from 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Dr. Xu has three teaching
certificates: one certificate is Massachusetts K-12 Chinese Teaching, another one is Teaching Social
Studies and History to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nd the third is American Montessori Society (AMS)
Early Childhood (2.5-6 years) teaching.
Dr. Xu’s areas of interest and expertise is to leverage business and education to improve school resources
and to conduct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evaluation with a mixed method approac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She is also interested in Montessori Chinese immersion teaching pedagogy and
early childhood multilingual development models.

徐进辉博士: 早年在新秀丽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物流，和市场策划领域工作。2005 年来到美国波
士顿深造，拥有麻州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Ed.D），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M.A.），以及霍特经
济管理学校经济管理硕士学位（MBA）。持有麻州中小学（K-12）中文教学，英语非母语学生
（ELL）社会和历史教学，美国蒙特梭利协会 2 岁半到 6 岁儿童教学三类教师执照。徐博士曾任
传统公立学校，特许公立学校，以及私立学校的中文教师。在 2009 年至 2015 年期间担任波士顿
文艺复兴特许公立学校国际项目部主任。目前是中文坊教育有限公司首席教务长，麻州大学外聘
教授，所执教的研究生课程主要包括美国教育管理体系，及其教育政策和改革。
徐博士的研究兴趣是平衡经济和教育领域，提高教学资源，以及用混合调研方法（定量和定性研
究）对外语项目进行评估。除此之外，她还致力于蒙特梭利中文浸入式教学方法的研究，积极进
行多种语言人才早期培养模式开发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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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中文 / Happy Chinese
Happy Chinese is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featured bilingual course.
 Small teacher-student ratio
 Experienced faculty
 Personalized learning environment
 Fun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 games, songs, crossword puzzles and more
 Affordable tuition
Course Description
Text book Chinese Treasure Chest - provides a systematic learning journey to the students.
Instructors for both level A and B are experienced in bilingual teaching and team-based learning.
Within each level, the teachers will further divide the class into smaller sections based on the
students’ progress. They will assign age and section appropriate materials to the students.
Level A
Students will develop basic skills in listening, speaking,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writing with
the focus 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rough songs, rhythms, games, and mini plays.
Upon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learn greeting, self-introduction, numbers,
family members, animals, calendar, weather, sport, and colors, etc.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and participate in simple conversations.
Level B
Students will practice their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a wide range of
situational settings regarding food and drink as well as community themes through songs, poems,
rhymes, tongue twisters, stories, and cartoons.
Upon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further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through oral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
Teacher profile
Lijia Chen（陈丽嘉）

With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from K1 to high school, Ms. Chen
currently works as a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in a public school in Boston. She also works a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or a lead of Chinese music, dance and performance arts club in
Newton Chinese School, some Sunday Chinese schools and summer camp programs in Boston
area. In addition, Ms. Chen has experience of training Chinese teacher during some national and
region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orkshops, her Chinese class has been recommended by US
Startalk to its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onference as a teaching demo.
Ms. Chen loves kids and loves to teach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kids. Her teaching ways
are in combination with multiple cultures, variety of styles, and emphasizing on promoting kid’s
self-confidenc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performing interests. Her students describe her class as
having fun, learning a lot and enjo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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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中文阅读写作课 /Chinese Reading & Writing
学生要求
以标准中文五年级到七年级中文程度的学生为主体。
教学目标
本课程主要目的旨在加强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能力，培养孩子对中文学习的兴趣。
教学内容
每单元学习巩固掌握一定数量的字词，并能熟练运用。教师会帮助学生不断扩大生字词汇量，
并能熟练运用。能够在阅读中进行思考并深入理解。课堂中教与学互动，学与分享结合，将
中美文化，贯穿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节日庆典风俗习惯的同时，也会以
学生为主体，通过讲述，记录或写作等不同形式，让他们来介绍美国的历史文化节日及传统
民俗人文等。
教学计划
以每课一主题为一单元授课。一学期十六节课也是十六单元，即十六个主题。教材由授课老
师根据学生程度选编。
教学重点
阅读方面——教会学生从阅读趣味短篇到涉猎中外名著。扩大阅读量及阅读范围，从引导阅
读，分享阅读到独立阅读，同时精选的短文诗歌朗诵，学会用语音语调来表情达意的技能。
能够用普通话朗诵及演讲。
写作方面——教会学生掌握一定的基本写作技巧，培养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从写简短的留
言条、感谢信、书信到日常生活中的小日记，能写一定篇幅和数量的短文等。
教师简介：
杨宜芳: 热爱中文，热爱海外中文教学，喜欢孩子。牛顿中文学校二十年资深教师，曾教过从幼
儿园到五年级。也教过美国人领养的中国孩子及美国成人。现任五年级《标准中文》主教老师，
趣味阅读写作班主教老师。中文专业毕业，在国内曾任编辑。现为美华读书会创办人，《美华读
书》季刊创办人及现任主编。

Back to Top

48

Adult Beginner Chinese - A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adults with little or no pri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course will follow daily life themes such as greetings, family members, going places, food,
shopping etc., to develop basic words and sentences. The goal is to develop basic skills in
listening, speaking,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writing with the focus 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e teaching will focus on conversa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al norms will be combined
with the language teaching. This class will also incorporate current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教师简介：汪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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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和表演艺术课 / Recitation and Performing Arts
前言：为什么孩子们一定要学习语言和形体艺术课？美国教育部《国家艺术教育标准》中规定，
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的学生，每周必须不能少于一次戏剧表演课。中国的孩子绝不缺少知识，但缺
乏表演课程的内容，所以，造成了孩子们的表现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方面的差距。在今天的社
会里，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创造知识和搜索知识的方法更重要！学习艺术表演课，就是促进全面
素质成长，特别是在培养孩子们的表现力和创造力等方面最好的方式。
意义：训练孩子们如何把想说的、想做的、以及表情动作在众人面前准确地表达出来。无论孩子
们长大后做什么工作，都需要具备较强的表现力。今天的戏剧小舞台学习表演，就是为了明天人
生大舞台的表现。孩子们的成长只有一次，成长不能重来！成长不能等待！
课程内容：
1．标准中文口齿训练（发音、绕口令、读短文）
2．主持和朗诵训练（口齿清晰、字正腔圆、语调自然、表达流畅、声情并茂）
3．形体训练（站姿、坐姿、舞台步、形体组合）
4．神态表情训练（各种眼神和表情动作）
5．舞蹈训练（简单舞蹈组合，培养锻炼身体的协调性）
6．舞台剧表演（小品、儿童短剧、童话故事等等，尝试各种人物的模仿能力）
教师简介：
李晓玲: 戏剧表演艺术家，从事文艺工作已有 35 年了，有丰富的专业表演技能和教学水平。曾荣
获国家级、省级、市级的表演、创作及编导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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