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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报》征稿通知 

  彭玲 

    自创刊以来，《校苑报》一直都是GCCS师生交流的重要媒介，是展示师生风采的重要

平台，更是宣扬校区文化以及中文教学成果的重要窗口！我们关注学校发展，教师进步，

学生成长! 

   为调动全体师生及家长参与校报投稿的积极性，激发全校师生员工的主人翁精神， 我

们设立了“活力辛城小作者奖”鼓励广大学生投稿。这个奖项将由一个以资深老师们为评

选主体的委员会评选，每个季度选出一轮获胜者，并给予奖励。  

    投稿获奖细则如下: 

 一等奖：$50 (每季度一个) 

 二等奖：$30 (每季度一个) 

 三等奖：$20 (每季度一个) 

 每学年评选出一个年度习作 

大奖获得者，予以表彰，奖金$100  

    投稿内容及形式要求：投稿内容健康丰富、体裁灵活多样，包括：学校活动纪实、学

校新闻、学生习作、家校互动、诗歌散文、学生摄影书法绘画等作品。 

    该奖项由“活力辛城” (Vibe Cincinnati) 独家赞助。Vibe Cincinnati presented by the USA 

Convention Center and Visitors Bureau 旨在鼓励和促进多元文化在辛城蓬勃发展，并跟各个

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一起建立活力辛城，让具有各种文化背景的家庭愿意前来辛城居住和

发展，并把辛城当成他们真正的家乡。活力辛城认可我校在传承自己本族文化和积极跟主

流社区进行文化交流上面所做的贡献，期待跟我们全校师生和家庭一起把辛城建设成欢迎

华人家庭的社区。 

Vibe Cincinnati: Proud Sponsor of  

GCCS Young Writers Award  

活力辛城小作者奖由活力辛城项目独家赞助 

Vibe Cincinnati—GCCS Young Writers Award 

First Prize: $50 (one per quarter) 

Second Prize: $30 (one per quarter) 

Third Prize: $20 (one per quarter) 

Grand Prize: $100 (one per school year) 

All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GCCS Newsletter              



第二版 

展板征集 

《活力辛城-你的皇后城》主题展板征集通知 

  征稿单位：GCCS《学苑报》 

    【纽约时报】最近评出2018年全球52个最佳旅游目的地，辛辛那提排行第八：辛辛那提是一个音乐之城，有建于1878

年的华丽音乐厅；除了意大利之外，辛辛那提还是新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群最多的一个城市，有着众多瑰丽的古典建筑；环

绕辛城市区的七座小山呈皇冠造型，风景秀丽，被丘吉尔称之为“皇后城”（Queen City）。在这里居住的我们，有没有

发现辛城着实是一颗隐藏的明珠呢？《学苑报》想听听您的辛城故事！ 

    活动主题：欢迎您参加《活力辛城-你的皇后城》主题展板活

动！请以您的视角将辛辛那提的历史、文化、名人、教育、艺术、

饮食旅游等信息用图文并茂的展板形式展示出来。 

    活动对象：GCCS 在校生，GCCS毕业生，高中生志愿者！ 

    活动时间：2018年2月11日（交板截止日期：2018年2月4日） 

    展板要求： 

    规格：统一提供“project board”- 36in x 48in 

    内容：个人或小组制作均可，文字为中文（要求有清楚的文字    

          介绍；地名等可以用英文）! 图片材料可以从网上获   

          取，自拍照片加分！图片和展物格式不限！ 

    奖项设置:  

 一等奖：1-2名（奖金$20） 

 二等奖：3-6名（奖金$15） 

 三等奖：5-7名（奖金$10） 

    参考标题： 

    美食辛城；  漫雪辛城； 

    魅力辛城；  辛城之梦； 

         Reds 印象；  相约在辛城； 

    辛城枫叶红；  辛城中国红； 

    吃在辛城；  辛城一景... 

   参考网站： https://cn.tripadvisor.com/Tourism-g60993-Cincinnati_Ohio Vacations.html ) 

       这个项目可以让孩子们学习到主题选择、构思、规划、打印、后期制作等细节等诸多技能，对家长们也是一个很有意

义的亲子活动[Grin]，同时也让孩子们有个更全面的机会了解辛城的人文、历史、特色... 





第四版 

短讯 

第六届中华文化知识竞赛 美国队再创佳绩 

  山景 

    2018年1月2日晚，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华侨大学承办的第六届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

（知识竞赛）优胜者冬令营暨总决赛，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圆满结束。这次活动，持续了七天，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代表

队参加。比赛中，由我校山璟老师作领队的美国五人代表队，团结一致，积极进取。凭着不到最后不轻言失败的精神，奋

勇拼搏，力战群雄，最后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荣获进士奖。 

    在赛前的美国初试中，全美33所中文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报名参赛。我校李健峣同学成绩突出，获得了参加总决赛的

资格，成为美国代表队的一员。 

    对他来说，这已是第三次参加此类决赛，但他不骄不躁，认真准备，不但在“总决赛”预赛前的笔试中取得了美国队

分数第一的优异成绩，而且在预赛中，在美国队其他队员都已下场的严峻形势下，不慌不乱、沉着应战，最后成功地使美

国队成为晋级决赛的六支代表队之一。决赛时，竞争更为激烈，对手更加强大，但参加决赛的美国队三名队员精诚合作，

团结奋战，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充分展示了美国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喜爱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比赛的同时，来自世界各国的华裔莘莘学子，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组织并积极参与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冬令营的高潮是“跨年联欢会”，来自各国的华裔少男少女载歌载舞，共同迎接2018年的到来。冬令营的生活，短暂但难

忘，小选手们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难忘的经历，必将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宝贵的精神

财富和美好的回忆。 

    希望我校同学以这次活动为契机，下定决心、努力进取，真正学好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力争在未来的活动中，也能

成为美国华裔青少年的代表，参加类似的冬令营、夏令营以及文化大赛，成为传承中华文明、促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交

流、融合的使者。 



第五版 

短讯 

万圣节糖果捐赠 

    童年像是一个拥有美好记忆的百

宝盒，有时分享不是失去是获得，是

快乐! 

经过两周的筹措，我校部分班级的同

学和老师慷慨献出了他们在万圣节要

来的糖果一共将近60磅! 所有糖果全

都捐赠到….  

          The Freestore Foodbank is com-

mitted to serving our hungry neighbors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One in six 

neighbors in our Tri-State area is at risk 

of hunger. More than 94,000 are kids.  

GCCS课间活动 2017 

  无 意 

    自本学期开学以来，一批有爱心，愿意奉献的高中生志愿者根据 GCCS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 利用有限的活动空间精

心设计出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课间兴趣活动。 活动主题除了跟课堂上所学的字,词, 成语相关，在活动强度

上也比较容易实施。 

    目前已经开展活动有： 

    “心灵手巧”的折纸手工；万圣节服装展示；“胸有成竹”的毛笔字画；感恩节感谢卡的制作；“一个萝卜一个坑”

的音乐板凳（Music Chairs）；“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红绿灯（Red-light green-light）；“聚精会神”的Bingo游戏。 

这些活动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超过200多学生人次先后参加了活动! 课间活动的开展是一个新的尝

试，它能够起到放松、调节和适当休息的作用，希望在下学期能看到更多的志愿者同学以及家长的积极参与！ 



第六版 

家校沟通 

致家长和志愿者信 

  校务会 

    亲爱的家长、学生和各位朋友们， 

    首先，中文学校校务会和董事会感谢你们多年来的参与和支持！年复一年，中文学校每个家庭的参与和支持是学校存

在的理由。我们跟每个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的家长一样，希望把博大精深的中文和中华文化在孩子心中播下种子。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文学校完全是靠100%的义工支撑起来的。我们有一群兢兢业业的老师和一支默默无闻把学校

运营起来的义工队伍。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我们凭着一腔热忱和共同努力，得到了大多数家长和社区的认可，同时也获

得了中国国务院侨办颁发的海外华文教育师范学校的称号；我们在尽力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中文课程的同时，还为孩子和

家长开设了很多业余爱好课程，提供了一个华人相聚联谊的场所；作为华人社区的一个主要组织，学校积极参与主流社会

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起到了丰富本地多元化，凝聚华人力量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学费在过去十年几乎没有涨过，每个中文学校学生一个学期的学费基本上只相当于一个本地学前班孩子一周的

费用，更不能与多数家庭为孩子花在各种课外活动上的费用相比。可是大家都明白，中文学校的经历对大多数孩子和家庭

来说是物超所值的。这个价值在于帮助孩子们塑造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并让他们在这个移民国家能够找到自己的根源和

可以依赖的社区。 

    中文学校完全是个服务型的组织，不盈利但力求收支平衡。可是我们更愿意看到每个家庭积极的参与，无论是在贡献

您的宝贵时间、才能和捐赠上面。你们的奉献会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更强大的文化社区，让中文学校走的

更远，让孩子们走的更远。 

    像大部分美国学校一样，我们将推出更多让各个家庭参与和奉献的机会。我们会在义工的需要上及时跟大家沟通，也

会举行更多的支持学校活动的捐赠活动。今年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内容和形式上会尝试一些改变，这是一台包括表演、

展览、游戏和美食的综合活动，让我们所有的家庭不用回国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春节气氛。 

    过去很多年，包括今年，我们的春节晚会票价都只能抵消小部分支出。为了让我们有更多更好的资源来办好这些活

动，今年GCCS的春节联欢晚会将推出赞助票（每人$20/张），您也可以选择额外捐赠。凡是认捐赞助票或额外捐赠超过

$50的，我们都将把您的名字放在联欢会的节目单上。谢谢大家的支持。 



第七版 

校长寄语 

扬帆启航，开创未来 

程字君 

    时间如流水在我们的指尖间悄然流走，不知不觉间，大辛辛那提中文校“GCCS”号船进入第二十

三个年头，从小舢板变成了大舰艇。2017年6月，我走马上任”GCCS”号。作为新任“船长”，我首先

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试图完善中文学校领导机制。 

    目前GCCS领导层由一个董事会，一个家长（PTO），一个校长，四名副校长，校务成员三十二位

组成。教学是GCCS最重要的部分，今年除了身兼副校长和教务长的彭玲，副教务长王白杨，新增了副

校长、副教务长张小伟和副教务长张永强，加强教学工作，可谓如虎添翼。副校长杨晔主管学校活动事务，副校长俞跃华

主管学校安全事宜。其他校务成员也各有分工。特别要指出的是，GCCS新增通联部主任陶晴以及公关部主任Grace Yek （叶

先慧）。这两位女士为GCCS开拓新局面。2017年8月，学校管理人员各就各位，迎来了兴高采烈的学生，满怀希望的家长

和准备就绪的老师，“GCCS”号开始扬帆启航了。 

    由于GCCS租Sycamore High School （SHS）校舍，GCCS特别注意维持与SHS良好的关系。一方面，GCCS内部通过校务成

员，PTO及老师，严格执行值班规章制度，维持校舍安静卫生状况，保障学生安全；另一方面，GCCS校方保持与SHS当班工

作人员和教室所在老师的联系，良好的互动使GCCS获得更多的教室资源。这方面的工作要坚决抓紧绝不放松！ 

    信息传递的准确和及时，是大船安全航行的重要保障。GCCS今年有别于往年，在巩固学校电子邮件通讯的同时，我制

定了GCCS校级微信群规则，建立了GCCS校级微信群（官群）。这个GCCS校级微信群和其他各种类别的学校微信群，在学

校的上传下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多方努力，GCCS更新了学校网站 http://www.gccsohio.org （官网），使网站内

容更加清晰准确。通过这些联络手段，GCCS缩短了GCCS内部信息交换的距离，使GCCS每个成员都能同步。 

    GCCS作为大辛辛那提地区最早的中文学校，也承担了该地区华人社会与当地和各方联系桥头堡的作用。通过这个桥头

堡，我们在大辛辛那提地区建立了与当地社区，学校，机构，组织及个人之间广泛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通过这个桥头

堡，GCCS还与俄亥俄州中文社区，全美中文社区，纽约领事馆，国务院侨办，汉办，海外交流协会等相关部门建立联系。

GCCS每年八月的夏季烧烤野餐总能吸引众多来宾。2017年十月的“文化中国中秋国庆慰侨文艺演出”更是收获满。展望未

来，“GCCS”号航船不仅仅在Ohio River上游弋，而且将在大海上巡游。 

    学生，家长，老师和志愿人员是我们“GCCS“号航船的船员。“GCCS”真心地感谢每一位船员同舟共济，同心协力，使

“GCCS”航船可以稳健地扬帆远航。在此也要感谢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最后，忠心地希望我们的每一次远行的

“GCCS”号航船都能抵达成功的彼岸。 



第八版 

趣味教学 

去吃中餐—CSL 4-5 班学期主题活动 

  Connor McGowen 

    吴政仪老师整合了最后一个月所学的内容，在12月7日的课堂上，为CSL4班设计了精彩的主题活动: 

 第一个主题 -“邀请和集合”: 第一组要先负责写圣诞节邀请函，邀请班上同学到中国餐馆吃晚餐，用中文报告 

出来。 

 第二个主题 –“地图和指路“：第二组把餐厅的位置在地图上面写出来，然后负责指路。 

 第三个主题 – “中国餐馆和点菜“：第三组负责在中国餐馆里迎接客人以及点菜。 

    这是一堂生动的情境式教学: 老师利用形象，创设典型场景，激起学生的学习情绪，把认知活动和情感活动结合起

来，比如，创设情境，进行语言训练；设计一个情景一个动作，训练说一句描写人物动作神态的句子….对培养学生知识

运用能力有促进作用！ 

    注. CSL –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lass 

课堂教学漫话 – 与华夏中文学校学术交流活动之一 

  彭玲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根本，为了给教师搭建一个互相交流和学习的平台，提高

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我校教务于2017年11月10日在LearnRizon Center与Mason华

夏中文学校共同举办了中文教学交流会 – ”走进沙龙，漫话教学“！两所中文

学校共20多位任课老师参加了活动。 

    郑楠老师在她的主题分享中，详细地跟大家介绍了她在教学实践中所做的

“中文考试游戏化的新尝试”-《中文考试方式的新尝试和探讨》:让考试成为快

乐学中文的动力!将考试在设计好的游戏或者一个情境中进行，可以让孩子们在玩

中消除对“考试”的紧张情绪，而且还能使孩子在复习备考阶段更加积极主动。

杨红老师的主题分享是 -《优秀中文教师暑期培训见闻》，她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向大家描述了此次回国访问观摩、交流探讨的经历。分享感受当今中国日新月异

的发展与变化，看到华文教育在世界各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感动…。接下来的

自由讨论过程中，其他几位老师也将自己教学中的宝贵经验奉献出来，一起探讨

交流，老师们都受益匪浅，感受良多。 



第九版 

趣味教学 

MLP 7班秋季学期末演讲活动  

  梁丰老师           

         12月17日，马立平7班的师生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展示。 

    这次演讲展示是作为马立平7班在2017年秋季学期的一个考核和总结。活动还邀请到了MLP5班的同学和赵玉仙老师，

301班的同学和赵姗黎老师，以及MLP 9 ”文化巡礼“班的同学和杨红老师。三位老师同时也担任本次演讲活动的评委。 

    本次活动由马立平7班的梁丰老师全程策划。学生们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和准备，把这个学期所学到的中文故事用演讲

形式向观众展示出来。演讲活动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向观众展示自己的电子版作文册； 第二部分 - 通过自己制作

的幻灯片来辅助自己的演讲，分析对故事的见解，包括对故事内容的总结，故事的中心思想的理解，故事的结局和延伸，

对故事的读后所感等。第三部分 - 通过表演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一段故事情节。 

    这次活动的过程中出现很多亮点: 比如，郑青青同学把自己的妹妹请到台上客串表演自己的故事；张原铭和苏漪涛同

学精彩的联袂表演，张瑞恩同学流利的表达以及生动有趣的互动环节…很多在场观看的家长都为之赞叹。最后获得本次活

动最高得分的是李雨霏同学，第二名是张原铭同学，第三名是赵佳明和陆怡然同学（并列第三）。恭喜他们，希望他们能

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梁老师认为，这次演讲活动的成功进行，是师生，家长以及学校共同努力的结果! 

    看到班上的学生们能够站上讲台，面对家长和其他班级的同学，勇敢地拿起麦克风用中文演讲，梁老师感到非常自

豪。这也是他的初衷: 梁老师认为这种机会非常锻炼人，不管是从语言方面还是心理方面。同时，梁老师也想利用这次演

讲展示，让学生对自己一学期的学习和努力做一个完整的总结，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在中文学校的努力是学有所值的，是可

以发挥出影响力的。 



第十版 

趣味教学 

送剧进课堂随想 

  王颖老师           

    当初给学生排话剧的时候只是觉得这是一个锻炼口语的好方法。等到期末，话剧排好了，也只是想给家长展示一下。

一直到跟刘丽老师一起彩排的时候才有了去低年级教室表演的想法。跟金菡老师、胡艳老师和刘小源老师沟通后一拍即

合。在三位老师大力支持下，我和刘丽老师送剧进课堂的想法变成现实。 

    学生们演的很卖力，同样是在教室里演，却没有了平时排练的嬉笑。看着课桌后面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哥哥姐姐们非

常投入在话剧的表演里。演出结束后还给小观众提问题，跟弟弟妹妹们互动。每一场结束，我都会总结经验教训，让下一

场更美好。有了这些演出经历，使得最后一场在阶梯教室中的表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班自己的家长们和现场的

低年级同学们非常高兴，意犹未尽。 

    有了这次的活动经验，以后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了。我自己很享受这样的班级间互动的活动。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班

没有在金菡老师班表演，下课后，她拉着我约定下学期去她的班里演。 

    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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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专栏 

刘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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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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