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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概况 

由梁宁辉-耶鲁大学老师主持的美国中低年级中文教学群第五次讨论会于 2020

年 01 月 11 日晚 8 点至 10 点圆满完成。  

   

本次会议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吴老师对于过去 20 多年来华裔中文教学班状况

和改革的经验分享。 

 

吴老师主要从从以下六方面进行分享，并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1) 宾夕法尼亚大学华裔班的基本情况介绍  

2) 华裔班教材选择的考量/评估   

3) 搭配 Oh! China 的写作教程和课堂活动设计和范例   

4) 华裔班的阅读训练 Top-down approach 和读本选⽤/作业和考试评量   

5) 如何使⽤portfolio assessment 来作为华裔学⽣的评鉴⼯具  

6) 华裔学⽣的⽂化视⾓和⾝份认同的教学设计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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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宾⼤华裔班基本情况简介 

梁宁辉老师 -耶鲁:各位老师，非常荣幸今晚请到宾大的吴老师给我们介绍她多年

来华裔班教学的体会，还会展示一些学生视频、作文集、范例等等，欢迎大家参

加！吴老师做报告时，请大家不要打断，等她分享完之后，我们再进入提问环节，

并就华裔教学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Grace Wu 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家好,谢谢耶鲁梁宁辉老师的邀请,让我今天有机会

和大家分享一下宾夕法尼亚大学过去 20 多年来华裔教学的状况和改革。 

梁宁辉老师 -耶鲁:让我们掌声欢迎吴老师给我们做报告！👏👏👏 

Grace Wu 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们的华裔班叫做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或者称之为 literacy track） 主要针对家里说中文但是读写能力不够的华裔学

生，或者偶尔有些在中国长大的非华裔。如果基础口语能力不够的华裔我们会建议

他们从普通班开始上。宾大华裔班分为两个年级， 多年来都是我负责所有华裔班

的课程设计.宾大一年级有四个班约 50-60 人 （今年和我合教的老师是胡静老

师）； 二年级 1-2 班视学生人数而定。多年来这个数字都十分稳定。三年级就和

普通高级班合流了，我的学生大多会选择 Business Chinese （王嘉佳老师负责）

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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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裔班教材选择的考量/评估  

Grace Wu 宾夕法尼亚大学:我认为华裔班最关键的就是一年级，如何从没有阅读

能力提升到可以独立阅读，如何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是我们老师很大的挑战，中级

以后他们的选择性就很多了。今天我主要的重点在分享华裔一年级的教学概况和课

程设计的变革，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在 90 年代初期，在宾大我们选用的教材是

耶鲁大学出版的教材（见图 1 ）Beginning Chinese Reader by John Defrancis 

(YaleUniversityPresshttps://books.google.com/books/yup?vid=ISBN97803000

20601 范例 https://imgur.com/a/ZCYIo) 

                          

（见图 1 ）                                    （见图 2 ） 

搭配 The Lady In the Paint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https://yalebooks.yale.edu/book/9780300115499/lady-painting 

https://yalebook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Media/978030011549

9_Ross_Lady%20in%20the%20Painting_Traditional/9780300115499_Excerpt.pdf

) 

Grace Wu 宾夕法尼亚大学:主要强调 character memorizing and decoding. 从教

材上看就是十分有系统每天教授十个汉字和根据这些汉字不断重复组合最后学生能

自行阅读以这三百字写成的读本。这种做法很像美国儿童在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所

进行的 Phonics Training.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像 Dr. Suess （苏斯博士）等一系

列 如 Cat in the Hat 等等,这种用简短重复韵文的方法，整整影响美国数代人的

早期阅读（参阅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RYk6Q4TmQ）那到底这

种方法对我们华裔班阅读的基础教学是否合适？我们再逐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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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搭配Oh! China的写作教程和课堂活动设计和范例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在北美⼤学华裔班采⽤最多的⼀本教材为普⼤周质平教

授以及普林斯顿⼤学⼤学⽼师所出版的《 Oh! China 中国啊！中国！》（见图3）

(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paperback/9780691153087/oh-china)  

 

（ 图3 ）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这本教科书我们宾⼤从1997年第⼀版沿⽤⾄今，内容主

题深受华裔学⽣喜爱。然⽽此课本第⼀课：两张地图 是个跟中国现代历史有关的

对话，内容很有深度。但是如果我们只专注以普通班的⽅式进⾏上课做语法练习和

操练， 对于⼜语基础不错的学⽣就太容易了。因此，华裔班的教学⼀定要做课外

的延申不然学⽣会感到太简单，“吃不饱”。那对于来⾃不同背景语⾔程度参差不齐

的华裔学⽣，我们如何来设计出⼤家都能够学到⾜够的内容（吃够）⽽又不失公平

性呢？以下是我针对第⼀课和第⼆课所做的设计为例。我把流程和范例放在下⾯的

pptx, 这样⽼师们就清楚些了。 
范例流程：Oh! China Lesson 1 

1. 课⽂： 两张地图 （两节课过完所有的课⽂⽣词语法， ⼀节课为50 分钟） 

2. 发给学⽣⼀份空⽩中国地图回家coloring并且填⼊各省名称（汉字和拼⾳） 

3. Journal: XX 省 （ 让学⽣⾃⾏选择中国⼀个省份介绍， 不可重复约100 字以上） 

内容包括 简称/地理位置/⼈⼜/⾯积/天⽓ （摄⽒度）/ 冬天， 夏天平均⽓温/ 著名的⼈物/著名

的⾷物/ 

Required 词汇/句型: 简称， 位于， 省会，⾯积， 平⽅公⾥， ⼈⼜， 百分之X，平均⽓温  

4. PPT Presentation (Journal 第⼀稿改过后⽤⼀节课时间，每位学⽣准备约5张pptx 做⼜头报告， 

需⽤正式语⾔介绍XX省，每位学⽣报告约2-3分钟） 

当个别学⽣上台做报告时， 其他学⽣填写 Information Sheet（包括XX省，省会， ⼈⼜等信息） 

PPT 部分词汇标注拼⾳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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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流程：Oh! China Lesson 2 

1. 课⽂： 我的家在哪⼉ 

2. Journal: 我的家乡 （100 字 以上） 

位置/⼈⼜/⾯积/天⽓ （华⽒度）/ 冬天， 夏天平均⽓温/ 

著名的⼈物/著名的⾷物/ 我最喜欢的地⽅/介绍我的⾼中/ 推荐我喜欢的餐厅 

PPT Presentation (6-8 slides)/约三分钟 

数字 （百万以上的数字练习） 

PPT 书写中⽂数字， 学⽣笔记记录数字 （sample) 

PPT 部分词汇标注拼⾳ (sample) 

课堂记录 （samples) 

结论 

学⽣ Journal Sample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总结⼀下 我们先⽤两节课的时间（⼀节50分钟）过完

所有的课⽂语法练习,课⽂过完后做的延申练习包括写作 （take home journal, 先写

draft, 100字以上）。学⽣修改过写作后花⼀节课的时间做约5张pptx的⼜头报告, ⼜

头基本上把写作的内容⼤致背下来 （pptx 为图⽚或重点提⽰， 较深词汇需有拼

⾳或英⽂）。⼜头报告评分的标准为 pronunciation, content, grammar, and fluency.

每个学⽣都得记录同学的⼜头报告 (oral 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sheet) 以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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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 ⽽⾔，学⽣从同学的报告中了解中国的地理，了解各地的风⼟民情。OC 

Lesson 2, 同学了解每个同学的家乡， 著名的⾷物餐厅和他们⾼中，成长的环境和

⾃⼰最喜爱的地⽅， 因相互了解⽆形之中建⽴了友谊和有向⼼⼒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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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华裔班的阅读训练 Top-down approach和读本选⽤/作业和考试评量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接下来我们谈谈对华裔学⽣阅读策略的训练 

 

 
 
从这张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Kagan and Dillion (2001)对继承语学⽣的研究中认为以 

Top-down 或者Macro-approach是对继承语学⽣最有效的⽅法。那什么叫做Macro-

approach? 简⽽⾔之就是⼀开始就进⼊⼤量阅读-“Fairly large and complex texts 

almost from the beginning”. 在90年代初期，我们的学⽣花了⼀个学期的时间读完以

三百个汉字写的“画上的美⼈Lady in the Painting”就是⼗分了不得的事。 但是现在

我们第⼀个学期就阅读了两本⼈物传记  Chinese Biographies https://www.cheng-

tsui.com/browse/chinese-biographies-0 学⽣的阅读量和能⼒也⼤⼤提升 

我们之所以能够⼀开始进⼊⼤量的阅读其关键在于使⽤拼⾳读本。有⼈质疑使⽤拼

⾳读本 pinyin annotated reader会导致学⽣仰赖拼⾳⽽不认汉字。事实上，即使学

⽣⼀开始依赖拼⾳也是有帮助的。学⽣可以把精⼒集中在发⾳，词汇，⽂法，语⾳

结构， 句法结构，成语，句型，节奏，抑扬顿挫和韵律上⾯，进⽽培养语感。语

感的养成需要⼤量的阅读更何况是已有⼜语基础但对书⾯语陌⽣的华裔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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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学⽣履历表错句分析 

´ 1. SAT 读物：800  SAT 阅读 800 

´ 2.      举办⼀周春游去参观⾹港公司 

´ 春假期间组织参观⾹港投⾏ 

´ 3.      帮学校凑赠款  帮学校募款 

´ 4.      我有繁杂的经验和技术  具有XX经验和技能 

´ 5.      每星期五准备公报  每周五为社团准备简报 

´ 6.      我很知道怎么跟别⼈很合得来，不吵架！个性合群/具有团队合作的能⼒ 

´ 7.      性格：⾼兴  性格乐观开朗 

8.      3901 蝗蟲道 3901 Locust Walk/3901 洛克斯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这些错句的产⽣都是太⼜语化， 没有书⾯语/正式⽤语

的概念（顺便⼀提，这套⼈物传记有拼⾳/汉字版和汉字版，有时我会让学⽣交互

使⽤）。我们观察美国学⽣的阅读训练从幼⼉园那时读基本的绘本到三年级左右就

可以开始读像哈利波特的长篇⼩说 ， 中间⼀两年之内就是读⼤量的简易读本。⽐

较代表性的 像Magic Tree House 神奇树屋https://www.magictreehouse.com/。这套

书每⼀本约80 页，⽬前已经出版到第33册。学⽣读完⼀本⼩书是⼗分有成就感

的， 这种不断地重复阅读是训练独⽴阅读唯⼀的途径。其次，⼤部分的华裔学⽣

都上过中⽂学校， 对中国传统⽂化习俗多少都了解。 我认为教华裔学⽣有个关

键， 就是教他们没听过的东西， 探讨深层⽂化⽽不是重复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反复

听到的节庆饮⾷等表层⽂化。举个例⼦来说， 在周杰伦的故事 （Jay Chou, 

Chapter 3）提到他考不上⾼中，考不上⼤学为例来让学⽣了解为什么中国家庭那

么在乎考试， SAT， 爬藤？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历经1300多年（隋朝到清光

绪）的科举制度。“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这是深植在每个中国⼈的潜意识

⾥，然⽽在美国长⼤的华裔⼩孩根本不知， 只觉得⾃⼰的⽗母和其他美国⽗母⽐

起来要求太⾼，太严格。所以我常常跟学⽣说对⾃⼰的⽗母要有所体谅。除此之外

让学⽣讨论如果中国废除考试制度有何利和弊 （critical thinking question）？再举

另⼀个例⼦是李安， 当初他不顾⽗亲的反对要⼀意孤⾏要报考戏剧电影系， 从此

⽗⼦关系恶化，⼆⼗多年来说的话不超过⼀百句 （Ang Lee, Chapter 4）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那为什么华裔⽗母很少⽀持⾃⼰孩⼦在好莱坞发展？我

在李安读本（Ang Lee, Chapter 7）透过故事跟学⽣探讨中国⼈对“戏“的看法。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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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上中国⼈对”戏⼦“⽐较轻视， 瞧不起， ”戏⼦“是⼀种带着”贬义“的称呼， ”戏

⾔“的意思是”胡说⼋道“。⼀般说来，华裔⽗母对⼉⼥课业上都有⽐较⾼的要求以

及希望⼉⼥们能找个实⽤待遇⾼的专业的⼼态都是⼀致的，因此这些讨论都很容易

引起华裔学⽣的共鸣。其他包括上中⽂学校 和学⾳乐的历程都是很容易引起华裔

学⽣共鸣的话题。类似的阅读讨论和写作我们在第⼀个学期开始进⾏， ⽽且每个

⼈都有相似的经历因此讨论得⼗分深刻。虽然有些话题在⾼年级也会提及，但是华

裔学⽣常常因为double major, 其它课业太重有时只能上⼀学期或⼀学年的中⽂。

我总想着这或许是华裔学⽣最后上中⽂的机会了， 得好好把握这些深层话题的讨

论， 我认为对于在美国长⼤的孩⼦不能因为语⾔能⼒的不⾜⽽低估了他们的思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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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使⽤portfolio assessment 来作为华裔学⽣的评鉴⼯具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Portfolio (作⽂集) 占期末成绩的20% (见附录1：⼀年级

第⼀学期的范例) 每周⼀篇Journal, 第⼆学期加⼊in-class writing. 是我们⽤来做

differentiate teaching 的重要⼯具。基本上不同程度的学⽣经过⼀稿/⼆稿等的改写

和范例， 最后的作⽂都可以做得相当不错。我的要求就是最终稿必须必须⽐第⼀

稿进步⾄少25% （长度和内容）所以每个⼈的第⼀稿不同当然最终稿也不同。这

种做法对考试成绩差的学⽣有加分的效果。⽽对考试成绩好的学⽣也不会太轻松。

Journal 的题⽬和Oh! China 的课⽂是搭配的。附件只是电⼦版的最终稿， 但是学

⽣交作品集的时候必须把所有的初稿和最终稿全部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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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华裔学⽣的⽂化视⾓和⾝份认同的教学设计和范例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华裔班每个学期都有⼀个final video project （期末视频

--得感谢⽥野⽼师的启发）,占期末成绩（10%）长度⼤约在三分钟以内。题⽬多为

和最近的电影相关，如2018年的“ Crazy Rich Asians”和2019年的“The Farewell”.视频

作业除了稍微介绍情节以外，主要得阐述⾃⼰⾝为亚裔的⽂化视⾓和⾝份认同。因

为最后⼀节课我们全班会分享视频，所以视频必须有英⽂字幕（中⽂字幕是

option）“别告诉她 The Farewell”视频要讲述⾃⼰和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关系。学

⽣先写了视频初稿 (Journal)改正后才开始制作视频。期末⼤概⽤⼀节课的时间全

班轮流分享⾃⼰的视频。华裔学⽣不少是爷爷奶奶带⼤的，制作视频更有话可说，

或许是触动内⼼深处的情感，我观察学⽣看视频的表情都⼗分关注认真。好⼏位学

⽣告诉我他们把The Farewell视频当作圣诞礼物寄给⾃⼰的祖⽗母。我觉得制作这

种视频不但可以长期保存还可以延续亲情的交流，⼗分有意义。在这边我附上两个

学⽣的视频供⼤家参考（征求过他们的同意）。 

视频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hq5m98lKSI 

视频2 ：https://youtu.be/yBApjZVKYIk 

 

下⾯的表格是学⽣互评的Evaluation Sheet让⽼师可以作为参考。（见图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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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个学⽣做的视频都相当不错成绩差距不⼤。这样对于考试/汉字基础差的

学⽣对⾃⼰也可以建⽴⾃信。华裔班曾经做过的主题还包括“我的⾳乐故事“ ⼏乎

每个华裔学⽣都有学琴的故事。为了做这个视频作业许多学⽣还把⾃⼰⼩时候学琴

的视频都找了出来。有个学⽣学了⼗⼏年钢琴参加⽆数⽐赛后上了⼤学四年再也没

碰过钢琴，没想到做完这个视频作业后天天开始去琴房练琴重拾对⾳乐的热情，我

还在他的脸书上他每⽇练琴的贴⽂呢！类似这样重拾乐器的例⼦还不⽌⼀个呢！看

到有这样意想不到的结果，让我⼗分感到欣慰。今年三⽉迪⼠尼的花⽊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8FHdFluOQ 即将上映， 我也计划在这学期

让学⽣们做跟这部电影主题有关的视频， 有机会再和各位前辈同⾏分享结果。 

总⽽⾔之，在华裔课程的设计上我认为课本（⽣词/汉字/语法/句型等的记忆背

诵）占成绩50%；另外的作⽂集（writing portfolio）,视频作业（video project）等占 

50%. 这样的区分可以达到个别化的差异教学。华裔是⼀个特殊的群体， ⽼师要能

理解与包容。⽐如说有些学⽣⼀开始拼⾳完全不会， 但80% 的学⽣在中⽂学校都

已经学过了， ⽼师该怎么处理呢？ 我的做法是开学先花两天时间完整教完拼⾳和

考试， ⽽没学过考不好的学⽣期末可以重考。 我们⼀个学期下来每个学⽣都读了

两本拼⾳读本，相信在期末每⼀个学⽣的拼⾳都可以掌握得⼗分好了。⽼师需要给

起点不同的华裔学⽣在成绩评量上有些弹性。 

以上是我的华裔班教学浅见，还有许多不⾜之处， 请⼤家多多指教，谢谢⼤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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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问答疑环节 

 

梁宁辉⽼师 -耶鲁:⾮常感谢吴⽼师细致、详细、毫⽆保留的分享[玫瑰]！您不但教

书⽽且育⼈，让⼈深受启发。好，现在是提问和互动时间。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我真的越教华裔越有同理⼼，真是不容易的⼀群孩⼦ 

王嘉佳 upenn: 谢谢吴⽼师分享教学经验，我也学到不少，特别是做报告时学⽣也

要学习互评，可以让学⽣听报告注意⼒更集中。 

胡静- 宾⼣法尼亚⼤学:我们的课还有⼀些有意思的活动，包括带学⽣去宾⼤博物

馆上课，学⽣去费城 Curtis ⾳乐学院看演出，回来再做 “我的⾳乐故事”的 

project 等等，我帮吴⽼师补充⼀下。 

赵冉 弗吉尼亚⼤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谢谢吴⽼师详细⽆私的分享。⾮

常喜欢学⽣的视频任务，说得真流利啊[强]我也做过类似的portfolio和学⽣⾃传形

式的视频故事，也是体会学⽣们做出来的都好令⼈感动。这个“⽤情之深”还真是华

裔班和⾮华裔班的⼀个不同。可能他们跟同为华⼈的⽼师多了⼀份⾃然⽽然的亲近

吧，这个learning community建好了，师⽣之间同学之间还真挺交⼼的[愉快]。 

 

8.1 

梁宁辉⽼师 -耶鲁:@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您的信息量太⼤，估计⽼师们还在

慢慢吸收消化呢[偷笑]。那我就先提个问题。我看学⽣的第⼀篇作⽂⽔平都挺⾼

的，请问是⽤电脑打的吗？是终稿吗？初稿怎么样？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初稿约100字左右，我在课堂上给他们看以前学⽣的作

⽂样本。 

胡静- 宾⼣法尼亚⼤学:梁⽼师，我这有个sample, 初稿差不多这样：（见图5）、 

终稿：（见图6）当然有的学⽣的初稿会改得更多。 

 

8.2 

王嘉佳 upenn:我想问⼀个⼤家都关⼼的问题: 汉字。吴⽼师的华裔班对写汉字是什

么要求？有没有学⽣抱怨不愿意写汉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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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我们⽤“Oh! China", ⼀课选⼏个汉字练 （⼿写），课

本的词汇考试都考， 但是Chinese biographies 读本读得懂就可以了 

 

8.3 

梁宁辉⽼师 -耶鲁:@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作⽂都是电打吗？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梁宁辉-耶鲁⼤学 是的， 电打。 

梁宁辉⽼师 -耶鲁:@胡静- 宾⼣法尼亚⼤学 谢谢胡⽼师！学⽣⽔平不错啊，不过

允许电打对华裔写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梁宁辉-耶鲁⼤学 电打绝对对学⽣助益很⼤， 有时

我们期中考就让他们准备电打改过的⽂章，背写下来。 

胡静- 宾⼣法尼亚⼤学:@梁宁辉-耶鲁⼤学 ⼤量阅读再加⼤量电打很有⽤！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我觉得portfolio 让学⽣在⾃⼰的⽔平上再跟上⼀层楼， 

⽆需跟他⼈做⽐较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符合Krashen i+1理论 

梁宁辉⽼师 -耶鲁:赞同！ 

 

  
（图5 ）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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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瑛-弗吉尼亚⼤学:谢谢吴⽼师的详细分享！我⼿头也有⼈物传记读本，可从来没

想过⽤到教学上，这次受到了吴⽼师的启发，感谢🙏！想请教吴⽼师，这个读本您

是作为课下阅读材料发给学⽣吗？读本上没有拼⾳或者⽣词表，您会把跟这个相关

的部分设计到教学中吗？还是说学⽣⾃⼰课下处理呢？多谢🙏！⽐如李安的那本读

本，您是给⼆年级的学⽣看吗？感觉这本词汇难度还是⽐较⼤的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可以搭配此读本。@⾼瑛-弗吉尼亚⼤学 

https://chinesebiographies.cheng-tsui.com/ 有辅助⽹站， 词汇表， 句型， 英⽂翻

译，reading comprehension 等等作业都是免费线上的资源词汇量其实都差不多。 

⾼瑛-弗吉尼亚⼤学:谢谢吴⽼师～收藏了 

梁宁辉⽼师 -耶鲁:@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太好了！是买书就附赠的吗？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梁宁辉-耶鲁⼤学 是的， 免费的。只要回答⼀个问

题就可以。 

 

8.5 

⽥野 UPenn:我有⼀个偏题⼀点的问题。您说⽤Oh China那本书第⼀课两张地图。

在你的教学过程有没有遇到过⼀些不必要的政治上的纷扰。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

曾经有⼀个⼤陆来的助教跑过来跟我说。他看到这个课⽂以及相关的作业的时候，

他会觉得⾮常不舒服，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野 UPenn 两张地图得⼜吻倒是很中⽴，没遇过这

个问题。当然后⾯有⼏课主观意识强的题⽬， 我让学⽣⾃由表达，我采取中⽴。 

 

8.6 

刘帆.耶鲁⼤学:我也想请教⼀下吴⽼师：学⽣的final project video 中如何保证学⽣

的发⾳以及词汇使⽤的准确性？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最后⼀星期我们跟学⽣⼀对⼀，让他们把portfolio 念

给⽼师听， 念不好得录⾳。final video 初稿是改过， 但是还是会有些错误。 ⼜

语只是评分时有要求， 最后没办法再给反馈了，受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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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徐丽-Duke Kunshan University:吴⽼师，感谢您的分享，您介绍说把学⽣作⽂的初

稿终稿收上来作为portfolio，我想请教⼀下作⽂集的作⽤。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徐丽-Duke Kunshan University 初稿和最终稿收集起

来⼀起评分，所以⽼师可以知道他们的进步。不然有时是不是他⼈代写不得⽽知。 

胡静- 宾⼣法尼亚⼤学:@徐丽-Duke Kunshan University ⽽且，学⽣⼀个学期下来

有⾃⼰的⼀个作品集，他们可以感到⾃⼰写作上⼀个学期获得的成就，不少学⽣都

说要带回家给⽗母看呢！ 
 

8.8 

梁宁辉⽼师 -耶鲁:⼤量阅读和写作，学⽣是否觉得负担太重？考试还是有⼿写的

要求吧？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梁宁辉-耶鲁⼤学 我认为不会，学⽣担⼼的是考试和

词汇记忆。我们可以教得很多，但是不要考那么多。考试正常，两个星期⼀次考试 

⼀次考两课。考试⼿写。 

 

8.9 

赵冉 弗吉尼亚⼤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吴⽼师，学⽣们的portfolio写得

那么好，您⽤了什么⽅式让同学们互相欣赏彼此的portfolio吗？我这⽅⾯正在探

索，觉得很多时候同学们能够互相启发和激励，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挺可惜。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我曾经然学⽣贴⽂在Canvas上⾯。但是学⽣其实写得

结构都差不多 （根据我的要求）有时我会让他们看以前学⽣的作品 

胡静- 宾⼣法尼亚⼤学:@赵冉 弗吉尼亚⼤学 学⽣也有根据⾃⼰写的⽂章在班上做 

ppt 演讲的机会。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是的，中国地图（各省）和我的家乡都做 pptx oral 

presentation 

赵冉 弗吉尼亚⼤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那你请学⽣互相留⾔评论吗？怎

样⿎励他们去看同学的作品？因为我是让学⽣每周写⼀部分，最后形成的⼀本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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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题⽬为《我们》的家庭传记，作为圣诞节送给家⼈的礼物。所以学⽣每个⼈

写出来的内容都各⾃不同。 

赵冉 弗吉尼亚⼤学:@胡静- 宾⼣法尼亚⼤学 明⽩了，谢谢胡⽼师[握⼿] 

胡静- 宾⼣法尼亚⼤学:@赵冉 弗吉尼亚⼤学 赵⽼师，您的这个家庭传记的project 

也很有意思啊！多谢分享！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其实想到⽤各个省做写作和pptx介绍源⾃于我⼉⼦⼩的

时候上蒙特梭利学校，有⼀天他拿了密西西⽐州的板⼦回来着⾊， 画州花， 有名

的⼈， ⾷物， capital 等等，然后要做⼜头报告，每个⼩朋友都是负责不同的 

州。 我觉得美国⼈教⼩孩不像我们中式教育那么注重记忆和背诵（也真不需要）

这种分享的⽅式挺好的。这种和家庭有时链接的project 很有意义！ 

赵冉 弗吉尼亚⼤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嗯嗯，我也在跟我⼥⼉的⽼师们

学艺[偷笑][握⼿]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很多美国教育的阅读写作策略和⽅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8.10 

李戎真-耶鲁:@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谢谢吴⽼师。⾮常受启发。记得学者

Stephen Krashen就说“language learning is all about comprehensible input。" 你要求

学⽣做⼤量的阅读，请问每两次课间有多少阅读量？怎么检查？有没有别的功课。

谢谢。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李戎真-耶鲁 我们最后3-4周读本就是⼀天⼀个

chapter, 在课堂上⼈⼿⼀本⼀起阅读。我觉得如果要求学⽣做课⽂阅读，学⽣时间

都太忙啦。我看美国学校也是⼀⼈⼀本⼩书在阅读， 讨论。写作。 

胡静- 宾⼣法尼亚⼤学:@李戎真-耶鲁 李⽼师，跟书本配套的⽹站上有每个章节的

reading comprehension 问题，我们会⿎励学⽣作为课后作业去做。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每天上完课回家写句型练习 ,都在

https://chinesebiographies.cheng-tsui.com/ 

李戎真-耶鲁:@胡静- 宾⼣法尼亚⼤学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谢谢！这种⼤

量阅读真不错[强] ，在了解中国、中国⽂化中不知不觉提⾼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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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刘芳-Oberlin College:@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常感谢吴⽼师分享，看得出来

您对教学和学⽣的⽤⼼。虽然我们没有华裔班，但还是很有启发。在看让学⽣⽤拼

⾳阅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汉字上⾯加拼⾳是不是会更好？可以相互加强！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们是汉字和拼⾳的阅读。我

来找个样本。https://www.cheng-

tsui.com/sites/all/libraries/pdf.js/web/viewer.html?file=https%3A//www.c

heng-

tsui.com/sites/default/files/previews/jaychou_pinyin.pdf&width=80%25&hei

ght=90%25&iframe=true 

刘芳-Oberlin College:@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真好真好！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其实我这个⼈物传记当初是真的针对华裔学⽣写的， 

⾥⾯有学琴， 有对华裔的刻板印象等等。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特别是周杰伦，他的歌学⽣喜欢 ，又有⼤量的中国元

素和混搭，上上课，放放⾳乐， 还让他们唱唱听妈妈的话。 

 

8.12 

赵冉 弗吉尼亚⼤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本，是同⼀本同⼀章节，

还是学⽣们可以选不同的书和按照⾃⼰的pace？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同步阅读， 有时两⼈⼀组，有时全班轮流。加上每个

章节都有⼀些讨论题。 

赵冉 弗吉尼亚⼤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谢谢吴⽼师。您觉得这套书给⾮

华裔的⼀⼆年级适⽤合不合适，有哪些需要注意和调整的？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赵冉 弗吉尼亚⼤学 有拼⾳完全没有问题，汉字是⽜

车， 拼⾳是汽车。⽤汽车拉⽜车的理论。 

胡静- 宾⼣法尼亚⼤学:@赵冉 弗吉尼亚⼤学 ⽽且，⽹站上也有⽣词表。 

赵冉 弗吉尼亚⼤学:@胡静- 宾⼣法尼亚⼤学 我正要问。谢谢[愉快]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是啊！⼀定得扩⼤阅读量， 如果⽆法独⽴阅读学了那

么多年中⽂很挫败啊！我只是认为华裔学⽣可以接受深度⾼的材料， 不要因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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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就教浅了。所以有任何特展的机会我都尽量加⼊到课程中。有些材料他们能

看英⽂资料然后⽤中⽂写感想。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赵冉 弗吉尼亚⼤学 还有清华IUP⽼师们标准的录⾳ 

（语⾳档）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今天读到这篇⽂章，跟⼤家分享。增加学⽣阅读量好处

多多 https://mp.weixin.qq.com/s/mGPRKLXFoQC1Ik73vXDQ-A 

 

8.13 

王嘉佳 upenn:我对Grace的教学安排印象很深的是根据当地博物馆的中国历史⽂化

展(费城富兰克林科技馆展出秦始皇兵马俑)安排学⽣做报告，既学习中⽂，也有深

度的历史内容，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讲这个活动的安排 

刘芳-Oberlin College:王嘉佳⽼师的提议好！请吴⽼师再找个时间做个如何利⽤博物

馆进⾏教学的讲座！ 

梁宁辉⽼师 -耶鲁:赞同！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嘉佳⽼师当初也帮了我解答很多博物馆的问题呢！ 

杨晶-清华IUP:赞同！ 

刘芳-Oberlin College:嘉佳⽼师在这⽅⾯有专攻。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她是专家！ 

王嘉佳 upenn:其实专业背景是其次，真的是授课⽼师花了很多⼼思，⽽且有好奇

⼼，也想让学⽣多学新内容，不怕多花时间做新活动安排 

 

8.14 

郑惠丽 伍斯特理⼯⼤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吴⽼师我想请教⼀个问题。

昨天您分享经验的时候我注意到您的学⽣平时作业⿎励电打，但考试的时候⽤⼿

写。我想知道考试的时候⼿写的分量多吗？学⽣表现怎样？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郑惠丽 伍斯特理⼯⼤学 考试最后⼀个部分是作⽂

（约占10%）我事先跟他们说题⽬-都是他们Journal 改过后的作⽂，请他们背下来

默写，约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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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惠丽 伍斯特理⼯⼤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谢谢吴⽼师。我笔试的时候

如果有作⽂也事先把题⽬告诉学⽣，让学⽣有所准备。 

 

8.15 

唐乐 斯坦福⼤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吴⽼师，多谢您的分享。请教⼀个

问题，华裔班和⾮华裔班分班的标准是怎样的？⽐如说，⼀个学⽣考完分班考试，

怎么决定他应该上⼀年级华裔班还是⼆年级普通班？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唐乐 是否是⼀年级华裔班还是⼆年级普通班是根据

他的识字和⼜语能⼒判定。家⾥说中⽂识字写作能⼒⽆法通过我们的placement test

的学⽣从华裔班⼀年级上起。程度好的上⼀学期(spring semester)就可以fulfill 

language requirement. ⼀般说来，华裔班教的材料更多些，写作⽅⾯要求更⾼。如

果⼜语表达有问题的学⽣就让他上普通班。我们在分班考试后所有宾⼤⽼师都会⼀

起开会，⼀个⼀个看学⽣的分班考卷，决定哪个班最合适。虽然⼯程浩⼤，但是对

学⽣，对任教⽼师都有好处。 

唐乐 斯坦福⼤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多谢吴⽼师回复！那你们的分班考

试也是打字吗，还是要求⼿写？分班考试考的是写字能⼒⽽平时教学强调的是写作

能⼒（可以打字）不知道在操作中会不会出现问题和⽭盾，请教吴⽼师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唐乐 斯坦福⼤学 分班考试有⾯试和笔试两部分；⾯

试时我们就知道学⽣的背景和学习中⽂过程的资料（⽐如在美国出⽣，0-5岁在中

国，上过中⽂学校，在家说的语⾔等等）。笔试分⼏个部分，第⼀部分是选择题，

有语法，阅读等等；第⼆部分是翻译（英翻中）和作⽂（像是给朋友的⼀封信） 

如果作⽂写不了⼏个字，⼜语语法又不错那就是从华裔⼀年级上起。我们还是根据

Oh!China 教汉字考汉字，但是在作⽂和portfolio ⽤电打。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第⼀周会先介绍拼⾳和基础汉字，起点很低但是速度很

快。我们也有汉字本，也教笔顺，选些重要汉字练习⼿写。两星期交上来批阅⼀次 

唐乐 斯坦福⼤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清楚了，吴⽼师，⾮常感谢！再请

教⼀个问题。我们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个学⽣听说读写都好于⼆年级普通

班，但是三年级又够不上，于是被分到⼆年级华裔班。想知道吴⽼师对这种情况有

什么看法。宾⼤的华裔班也扮演这种“灵活机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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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唐乐 斯坦福⼤学 华裔班⼗分”灵活机动”有时候分班

考试写不了⼏个字但是上课⼀个⽉后以前的记忆回复了，学得很快，我会强烈建议

学⽣跳过华裔班第⼆个学期上⼆年级的课（华裔第四个学期）。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或者有些华裔学⽣起点⽐较⾼，觉得Oh!China 前⼏课

课⽂太简单，那我们会建议第⼆学期（春季班）再来上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唐乐 斯坦福⼤学 我们华裔⼆年级结束的程度和普通

班三年级差不多或更好，这两组⼈准备是要上Business Chinese 的。 

 

8.16 

季晶晶-西北⼤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吴⽼师提到语⾔要求，有⼀个问题

想请教吴⽼师。学⽣是否满⾜语⾔要求是按照时限还是学⽣语⾔⽔平？⽬前我们普

通班跟华裔班都要求学满两年中⽂。虽然对华裔班enrollment 有好处，但出现过⼀

两个华裔学⽣抱怨不公平，理由是他们学完两年中⽂的语⾔⽔平要远⾼于普通班⼆

年级。 

 

8.17 

郑惠丽 伍斯特理⼯⼤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请教吴⽼师⼀个问题，我分

级考也分笔试和⼜试，还有阅读，有的华裔学⽣笔试和阅读的时候说⾃⼰⼏乎不会

读不会写，要求上普通班，但上课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请问你们怎样预防这种情

况的发⽣？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郑惠丽 伍斯特理⼯⼤学 普通班得上两年，华裔班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只要上⼀年就可以fulfill language requirement.华裔通

常会选择最有效率的⽅案。 

郑惠丽 伍斯特理⼯⼤学:我们没有这种short cut.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郑惠丽 伍斯特理⼯⼤学 这种做法就是说学⽣的听说

过关了，就是补上读写的部分，上⼀年的课就⾏了。 

郑惠丽 伍斯特理⼯⼤学:@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宾⼤很灵活，为学⽣着想。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郑惠丽 伍斯特理⼯⼤学 [愉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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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椿姬 韩国 Yonsei:@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谢谢。深感您对教学的⽤⼼，不

仅是教汉语，还在陪伴学⽣成长，学⽣成长的⽣命中融⼊了您的⼼⾎。有个问题，

学⽣作业似乎不讲究汉语的写作格式和标点符号。这⽅⾯在您的课上有要求吗？另

外按照您这样上课的程序进度，⼀学期可以上完⼏课？⼀堂课50分钟，全班20多名

学⽣都可以获得发⾔展⽰⾃⼰的机会吗？我也很想尝试您的教学理念。视频制作，

表达⾃我，很符合零零后们的喜好。谢谢您 

Grace Wu 宾⼣法尼亚⼤学:@⾦椿姬 韩国 Yonsei 我们⼀班15⼈，视频限制在2-3分

钟。presentation 之前都把视频传给⽼师放在电脑桌⾯。⼀上课就决定好顺序（可

以⽤抽签的形式）⼀堂课50分钟放得完所有视频。⼈数少视频可做长⼀些；⼈数多

放两堂课？华裔⼀年级没有特别教标点符号，以后有机会加⼊。写作格式只是分段

（这些都是journals).这些写作有点类似英⽂写作教学的 descriptive writing. The 

primary purpose of descriptive writing is to describe a place, person or thing. 学习注意

细节和描述（⽐如学⽣写“我的宿舍“和“我的姥姥”）。 

 

 

 

梁宁辉⽼师 -耶鲁:不知不觉两个⼩时过去了，我们的讲座就到此结束吧，应该让

吴⽼师休息了。再次感谢吴⽼师@Grace Wu 宾⼣法尼亚⼤学 ⽆私分享您多年来

华裔教学的经验，也深深敬佩您精⼼教书，热⼼育⼈的精神！相信⼤家都和我⼀样

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希望您今后继续关注本群，咱们讲座散了⼈不散，⼤家还可以

随时求教，即时分享，充分发挥微信平台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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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1 

 
09/15/2019  

Journal 1 – Province of China (内蒙古) 

 

内蒙古⾃治区，内蒙，位于中国的北部，它的边界包括了中国与蒙古边境的⼤部分

长度。全省的⼟地⾯积约为 120 万平⽅公⾥，是中国第三⼤省份。在 2010 年的⼈

⼜普查中，内蒙古的⼈⼜为 24,706,321。该地区的⼤多数⼈⼜是汉族，并拥有相当

多的蒙古少数民族。内蒙古由于其细长的地理形状，具有四季季风⽓候，并且有地

域差异。该省有⼤⾯积的沙漠和草原。7 ⽉的平均⽓温在该地区中西部的呼和浩特

市是 22 摄⽒度，年变化约为 35 摄⽒度。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的省会城市, 在蒙古

语中，这个城市的名字意为“青城”。其他主要城市包括包头，⾚峰和鄂尔多斯。内

蒙古的⼀些名⼈包括⼥演员和歌⼿王珞丹，还有中央电视台(CCTV)的中国新闻主

播和记者⽩岩松。⽩岩松是中国最知名的⼈物之⼀。内蒙古⼀些有名的旅游⽬的地

包括鄂尔多斯市的成吉思汗陵，和呼和浩特的⼤昭寺，它是⼀个佛教寺院。烤⽺⾁

是传统的蒙古⾷物，它专门为晚宴和庆祝活动准备。 

 

早在⼏年前，我和我的家⼈去过内蒙。真的⾮常壮美！我很喜欢骑在马上在⼤草原

奔跑地感觉。住在蒙古包也是⼀种很有意思的经历。 

 

  



 

 

 26 

09/19/2019  

Journal 2 – 我的家乡 

 

溫哥华市 （City of Vancouver）是加拿⼤卑诗省低陆平原地区⼀个沿岸城市。根据

2016 年加拿⼤统计局⼈⼜普查，温哥华的⼈⼜有六⼗三万⼀千四百⼋⼗六⼈。它

是卑诗省最⼤的城市。温哥华⽓候温和，四季宜⼈。这个城市⾮常靠近北岸⼭脉，

周围是常绿森林。平均温度范围从冬天 4 摄⽒度到夏天约 20 摄⽒度。温哥华的⼀

些⾃然风光包括了北美最⼤的城市公园斯坦利公园，温哥华⽔族馆，和城市最古⽼

的部分煤⽓镇。⼀些从温哥华来的名⼈包括瑞安雷诺兹(Ryan Reynolds), 塞斯罗根

(Seth Rogen),和卡莉蕾吉普森（Carly Rae Jepsen）。如果你去温哥华，你必须吃海

鲜：我们有很棒的太平洋鲑鱼和牡蛎。遗憾的是我学校的⾷堂不经常提供这样的美

味，但是他们做的腌制的烤鸡是我最喜欢的。我的学校位于北岸的科林伍德

（Collingwood School）。我在温哥华最爱的地⽅是英吉利海湾的海滩。在⼀个美

好的秋天晚上，你可以坐在沙滩上，看⼀会⼉⽇落。我觉得温哥华是世界上最美丽

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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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9/2019 

Journal 3 - 你应该学习中⽂的 10 个理由 

 

1. 你可以读你的家⼈的微信朋友圈上的帖⼦。也许你可以跟你的姥姥谈论她的

舞蹈课和绘画课。 

2. 你也可以通过诗歌，⾳乐或⽂学对中国⽂化有更多的了解。也许你会欣赏王

菲和周杰伦的歌曲，听懂其中的含义。 

3. 去中餐厅的时候，你可以点菜⽤中⽂来说。 

4. 当说中⽂的游客想问你⼀些问题，你可以流利的回答和帮助他们。 

5. 当你参观 798 的中国美术馆时，你可以看得懂字幕：⽐⽅说，毕加索随便乱

画的时候在想什么。 

6. 在中国的书店⾥，你可以找到⼀些你感兴趣的书。 

7. 在晚餐聚会上与⽗母的⼤学朋友聊天会变得更加容易和有趣。 

8. 在中国做⽣意会变得更容易。 尽管经济情况不像 10 或 15 年前，但是现在

还有⼀些商业机会。 

9.  你可以练习中国书法并对中国⽂字有更深的欣赏。 

10. 将来有孩⼦的时候，你可以成为更好的⽼师和母亲。 这⾮常重要，因为这

是我们的⽂化遗产。 

  



 

 

 28 

10/14/2019 

Journal 4 – 我的名字 

 

我叫黄 XX。黄就是黄⾊的黄。X 就是“还有”的意思。X 就是 X ⾊的 X。所以，我

的名字就是两种颜⾊加在⼀起。我的名字的意思是我会有旧粮⾷（黄⾊的）也会有

新的粮⾷（青⾊的）。基本上，我的⽗母起了这个名字给我，所以我永远不会饿肚

⼦。我的妈妈的名字是 XXX。它的意思就是像新创造⼒⼀样。我的爸爸的名字是

黄 XX。它的意思是擅长⽂学和军事 – ⼀个全⾯发展的⼈。总的来说我的家⼈的

名字没有什么图案。我的中⽂名字和我的英⽂名字没有关系。但是，我的英⽂名字

“XXX 很像我的中⽂⼩名，⼩⽶，像⼩⽶⼿机和⽶粒⼉。XXX 是男⼥都可以⽤的

名字。其实，我的爸爸在⼤学写诗，他的笔名就是我现在的中⽂名字。我想他们起

我的名字的时候有⼀点懒但是我还是喜欢。如果我有⼀个⼥⼉，我会给她起⼀个名

字叫黄 XX，像⼀个中国的⼥演员的名字。XX 就是亮和美丽的意思。如果是个男

孩⼦的话，我现在还想不出⼀个好的男孩名字，我就叫他黄 XX，以显⽰对我⽗亲

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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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2019 

Journal 5 – 我的屋⼦ 

 

我的宿舍在 XXX 的⼗⼆楼。我还有三个室友，我们分享三个卧室，⼀间客厅，⼀

间卫⽣间和⼀间厨房。我们是⼀个男⼥混合宿舍，两个男孩共住⼀个房间，我和另

外⼀个⼥孩⼀⼈⼀间。 

 

我的房间窗户很宽，所以光线很好，很明亮。房间的颜⾊很丰富，墙是呈浅薄荷绿

⾊，⽽且上⾯贴了很多明信⽚。他们都是来⾃美术馆，还有⼀些加拿⼤的⾃然风

景。我最喜欢的是三张在苏州的⾙⾀銘博物馆照⽚。我的房间⾥有⼀张床、⼀张桌

⼦、⼀把椅⼦、两盏灯、⼀条地毯和⼀个书架。我的床架是⽤浅⾊⽊头做的，床单

是温暖的⽶黄⾊。我的办公桌也是浅薄荷绿⾊，和上⾯有⿊⾊的 LED 台灯。在我

的桌⼦上⽅的⽊板，有⼀些我的家⼈和朋友的⼩照⽚。另⼀种是⽩⾊的纸制落地

灯，是⽅形的，光线柔和。我还有赫曼·⽶勒（Herman Miller）设计的旋转椅，

它是深灰⾊的。地毯是长⽅形的，也是深灰⾊，上⾯有⼏何图案。最后，我的书架

是纯⽩⾊的，形状像梯⼦。在它上⾯，我有⼀个电⽔壶，⼀⾯镜⼦，⼀只⽩⾊的发

财猫，猫是我收到的礼物，还有我的课本和⼀些美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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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2019  

Journal 6 – 我的姥姥 

 

我的姥姥是北⽅⼈，她的⾝⾼有 1.62 ⽶，长得⾮常健康。她留着⼀头⿊⾊的短

发，长着⼀张鹅蛋脸。她的嘴唇很清秀，上⾯有⼀个⼩⼩的痣。 她的眼睛是深褐

⾊的并且充满了活⼒，浓浓的眉⽑衬托着它们。她笑起来有酒窝，声⾳很温暖，带

着北⽅⼜⾳。她喜欢运动所以经常穿休闲服。她最喜欢的鞋是灰⾊的。她给⼈的印

象是很有⽓质，有⼀种温柔、真诚、睿智的表情。她总是很和蔼可亲，并且很幽

默，经常逗我笑。她最喜欢的是跳舞，她对此有极⼤的热情和信⼼。她经常去参加

舞蹈⽐赛，并得过奖品。当我还很⼩的时候，我的⽗母都有全职⼯作，她照顾我，

每天骑⾃⾏车从幼⼉园接我放学，陪我玩。我⾮常感谢她并且我希望通过学习中

⽂，我可以跟她有更深层次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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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019 

Journal 7 – ⾮诚勿扰，⼀封信 

 

亲爱的笑笑， 

您好吗？我叫黄亦青，我是宾⼣法尼亚⼤学⼆年级的学⽣。我们在中⽂课刚

刚看⼀部您的电影“⾮诚勿扰”, 我觉得你的故事很感⼈。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你

⼀些问题。 

我很欣赏你的爱情故事。我想请问，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你的爱

情经历很复杂，但是我钦佩你始终忠于⾃⼰的内⼼。当你和秦奋去北海道的时候，

你们有很多令⼈羡慕的甜蜜时刻，谁都第⼀眼会看到他很爱你。我还想问当你爱上

⼀个⼈以后，你怎么确定他是你愿意共度⼀⽣的⼈？你怎么知道那个⼈也想和你在

⼀起？我还是很天真，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爱”。我想我还在理解什么是爱的过

程中。 

我期待着尽快能收到您的回复，我向你和秦奋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请保重， 

你的观众 

XXX 

2019 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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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2019 
Journal 8 – 《别告诉他》 

 

由王⼦逸导演的《别告诉她》是⼀部凄美⽽富有哲理的电影。它的故事完美地概述

了移民的经历，以及移民的家和⽂化在世界上两个不同地⽅之间的分割。我发现很

多短语都很熟悉，就好像我以前在中国和家⼈⼀起吃晚饭时听到过同样的话⼀样。

⽐如说，“我们⼀家⼦在⼀起真不容易”或者“养孩⼦就像玩⼉股票⼀样。” 我发现

电影中 Billi 和奶奶练习太极的镜头很亲切，因为它使我想起⼩时候和姥姥⼀起跳

绳的情景。 

 

我不经常回中国看我的祖⽗母，并且我担⼼随着我年龄的长⼤，我会变得更忙，然

后我和我的⼤家庭之间的隔阂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加深。所以在电影中最让我产

⽣共鸣的主题是东⽅家庭的本质和联系。当我⼩的时候，我曾经为我的⽂化⾝份奋

⽃。我的祖⽗母的话，我在⾼中听了让我更确定我是谁。我将在我的视频中说明这

个, 也就像电影⾥的海滨(Billi 的伯伯）说的，虽然我在加拿⼤长⼤，有加拿⼤护

照，但我永远是中国⼈。 

 

⽤我姥爷的话来说，我是⼀个整体的⼀部分，我的故事也编织在我们家族历史的更

⼤的结构中。姥爷的这句话时常在我⽿边响起，它激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和为

家庭增光。我希望这个学期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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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2019 

Journal 9 – 《中西⽅⽂化⽐较》 

 

中国⽂化的谦虚往往跟西⽅的直接有很多差异。⽐如说，我去朋友的家的时候，我

总⼀进门就会说“叔叔阿姨好”我也会带来⼀些⽔果，像橘⼦或者其他的东西。所

以，我的被西⽅教育的好朋友来我的家的时候兴奋地说“What’s up Mr. and Ms. 

Huang！” 我尽管会觉得有些奇怪，但我不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不尊重⼤⼈，⽽是西

⽅⽂化教他们怎么坦率地说话，即使是跟你朋友的⽗母。 

 

另⼀个例⼦是跟朋友⼀起在餐厅吃饭，要买单的时候，中国⼈会⼀直抢好像让对⽅

付款是⼀个很⼤的耻辱。我跟我的朋友也像这样，我通常会付账单，如果他们反

对，我就会回答“没问题，下次吃饭时你来请吧”。在西⽅⽂化中，没有这个现象。

去⼀起吃饭的朋友，要买单的时候，就会说“Let’s split it. What’s your Venmo?” 并

且每⼀分钱都会被算进去，这是客观上更“公平”的选择。所以说，东⽅⽂化的谦虚

和西⽅⽂化的直接通过这样的⽇常⼩事就可以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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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后勤人员名单(按姓氏首字母拼音排序): 

策划组:陈彤-MIT、刘芳-Oberlin College、梁宁辉-耶鲁大学  

秘书组:沈钰蓉-中央民大、王真-Brandeis、杨莎莎 -Brandeis、张小

芹-Charlottesville、张洁-UW-Madi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