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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小 语
A Message from the Editor

亲爱的老师们和朋友们：
《德州中文教师学会会刊》（CLTA-TX Newsletter）2015 年年刊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衷心感谢老师们热心投稿和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孔子学院的老师们提供的精美照片！
也非常感谢各位理事会成员们的热心支持！
本期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主要包括：2015 年德州中文教师学会年会的精彩内容、
不同学校中文项目的介绍、以及 2014 年德州中文教师学会年会成功经验的回顾。
详情敬请参阅本期目录。
编者力求形式整齐美观，对原稿的格式稍作调整。由于篇幅所限，在不影响原意的
前提下，对个别字句稍加删改。实在是不得已，希望各位辛苦撰稿的老师们谅解。
还由于排版技术上的困难，虽反复校阅，纰漏在所难免，恳请老师们批评指正！
期盼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支持《会刊》。欢迎老师们分享中文教育的信息，或学
生所做的活动，比如猴年春节的活动。形式不限：音频、视频、照片、文字（中文
或英文）都可以。投稿请寄： ruihua.liu2007@gmail.com。
适逢新春佳节，恭祝大家：猴年吉祥，万事如意！
刘瑞华

敬上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达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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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德州中文教师学会年会总结
A Summery of 2015 CLTA-TX Annual Conference
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孔子学院
Confuciu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exas - Dallas
2015 年德州中文教师学会年会于 9 月 5 日在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成功举办。本届
年会由德州中文教师学会主办，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孔子学院承办。年会的主题是
“中文教学的创新与实践”。共有 77 位来自德州各地的专家教授和中文老师参会
，13 位专家和老师分享了他们最新的教学理念和有效的教学方法。

2015 年德州中文教师学会年会与会者合影
2015 CLTA-TX Annual Conference Attendees Grou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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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会长梁思彦博士首先致欢迎词并介绍了学会 2015 年度的工作和计划；中国驻
休斯顿总领馆张益群参赞到会并致辞，充分肯定了德州中文教师在教授汉语和促进
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方面所作的贡献；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孔子学院院长顾明
栋教授致辞热烈欢迎参会教师。

张益群参赞致辞
Mr. Yiqun Zhang was giving a speech

本届年会的主题发言人白建华博士探讨了基于中文教学实践和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式
语言教学模式；叶萌博士提出了应用真实语料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学理念
；达拉斯德州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乾元博士做了书法教学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
作用的精彩发言。德州农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Randy Kluer 博士报告了德州中文教
学发展状况的研究结果；休斯顿中文沉浸学校校长张兆麟先生分享了该校中文教学
的实践经验。中文爱好者 Derek Haapanen 先生就自己成功学习汉语并在工作中利
用汉语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王双双老师、林静容老师、杨菁菁老师、王芳老师、
刘瑞华老师、韩志红老师、和熊春吉老师分别从儿童心理认知特点及其在中文教学
中的作用、互动学习、游戏与教学等多个方面分享了她们丰富有效的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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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建华博士作有关主题式教学的主题发言
Dr. Jianhua Bai was giving the keynote speech on the theme-based pedagogy

叶萌博士作有关真实语料的报告
Dr. Meng Yeh was presenting on authentic materials

一天时间的年会成果丰富，促进了中文教师们的相互了解和学习，提高了中文教学
水平，加强了中文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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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5 德州中文入学状况
Chinese Language Enrollment in Texas, 2000-2015
Randy Kluver
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
Texas has seen a dramatic rise in the number of K-12 students studying Chinese,
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 by the study authors Randy Kluver and Martha Green and
researchers Han Mei, Min Ruiwu, and Meng Gang at Texas A&M University’s
Confucius Institute.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presented by Randy Kluver on September
5 at the 2015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in Dallas.
The study draws on data collected and provided by the Texas Education Agency (TEA),
which shows that enrollment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grew by more than 2000%
between 2000 and 2015. Over the period of a decade and a half, enrollment jumped from
fewer than 1,000 students in 5 districts to almost 14,000 students in 48 districts. Growth
in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has been mostly at the secondary school level, but
programs are also growing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and even in kindergartens.
Although there was modest growth between 2000 and 2007, it was right around 20072008 that enrollment began to skyrocket. Trends indicate that enrollment will continue to
rise, as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that arise from
engagement with the nat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a clear recognition, both among school districts and their
students, that China will help shape the future. By learning Chinese, students position
themselves both to better understand that nation, and to develop bridges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Said Randy Kluv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and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exas A&M University.
The study notes that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didn’t begin in Texas until the 1990s,
more than 20 years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owever, since that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as and China has been
growing along a number of dimensions, including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ties,
education, and personal travel.
One of the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e study is that most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is
centered in urban areas, notably Austin, Dallas/Fort Worth, and Houston, each of which
has thousands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language, while few rural districts offer the
language. In spite of the encouragement by these programs, however, the authors warn
that if this pattern continues, students from more rural areas of Texas will find it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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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 to access the professions and careers that are likely to arise in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andy Kluver 博士在 2015 德州中文教师学会年会上报告研究结果
Dr. Randy Kluver was presenting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t 2015 CLTA-TX Annual conference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intend to continu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o a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for school districts across the state to build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Texas A&M University’s Confucius Institute, established in 2007, is one of the five in
the state of Texas, and one of almost 100 in the United States. Each of the Institutes seeks
to enhanc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outreach so that US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The full report and data tables ar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confucius.tam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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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学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Culture Overseas
张乾元／Qianyuan Zhang
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 Dallas
本文主要以历史学的角度，从文字的产生开始，对真、草、隶、篆等字体的特征和
发展概况进行综述，并对目前书法教学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
行简单分析。讲座纲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工程浩瀚。
1.从结绳记事到造书契文字
中国文字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萌生，历经几千年的不断创造和积累，日趋完善
并形成了完备的书写体系。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C14、
释光测年结果显示其距今约 9000―7500 年）所显示的契刻符号来看，原始的汉字
图像文字在距今 8000 年之前就已经出现。该遗址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是与远古
时期人类佩戴的与占卜有关的符号，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 4000 多年，早于半
坡村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2000 年，也早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的圣
书体和纸草书。
2.圣人造字
据《周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类万物之情。”先祖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在对自然界和人的自身进行了长
期的、反复的、多角度、立体式的观察的基础上，开始创造八卦符号。八卦符号虽
然只有几个字的字形，但造字的观物取象法则和字符抽象原理得以确立。并在《夬
》卦的启示下开始自上而下的推广使用文字，文明肇始。黄帝史臣仓颉用伏羲观物
取象之法更多地创造文字，社会得以安定。
二．汉字字体的演化和书体的更迭。
本章分大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章草、今草、狂草）、楷书（
魏书、唐楷）、行书八个小节，对各个书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书体特征、字形特
点、书写规则、书写要领等逐一介绍。结合甲骨文、青铜器、竹简等文物图片、
书法名碑、名帖、名作图片以及每一阶段的历史故事来铺叙各种书体演变发展的线
索，反映出每一时代的文化精神面貌。本章为讲座核心内容，由于篇幅所限，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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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展开介绍。通过对每一书体的比较和分析，使学员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脉络
有个清晰的认识，理清学习书法的思路，走出以写楷书取代练习其他书体的误区。

张乾元博士在 2015 德州中文教师学会年会上做书法教学的报告
Dr. Qianyuan Zhang was presenting on the topic of calligraphy teaching at
2015 CLTA-TX Annual Conference

三．书法的海外教学与推广遇到的问题。
1.海外专业教师、资料、学习用具缺乏。2.非专业教师对书法传播带来负面影响。
3.外国学生语言文字和文化的障碍。4.展览和展示鱼龙混杂。5.缺乏专业性的博物
馆。6.学习书法非一日之功。
四．学习和传播书法艺术的现实意义。
1.中国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民族文化之精粹理应发扬光大。2.对欣赏者而言，书法
的审美性能够陶冶人的人格和性情。3.对习书者而言，书法可以调节心理素质，使
人入静。4.对研究者而言，书学是连接文学、艺术、哲学和美学的纽带。5.对传播
者而言，书学博大精深，传承使命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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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效的外语教学方法
Effective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and Strategies in World Language Classrooms
王芳／Fang Wang
加兰独立学区／Garland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很多老师常常因为教学效果不佳而烦恼，于是进行调查研究希望能找出最有效的外
语教学方法，但是找到的有些方法似乎并不像希望的那样有效。本文将扼要介绍几
种研究证明效果显著的教学方法。但考虑这些方法之前要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首先，教师对每一堂课都应有一个明确的教学目标，比如学生学完这堂课需要掌握
什么知识和技能。其次，教师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考察学生是否真正地掌握了这些知
识和技能。最后才根据教学目标和考察方式来组织课堂活动，也就是把这些知识和
技能在听说读写中表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逆向设计。下图是一个逆向设计的教学
计划样本：

组织课堂活动时，本文选择 AVID 的四个角落和 Marzano 的图表及分类这些经研
究证明效果显著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文后列举的黑体的参考文献里有详细介绍，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赘述。
总之，要看一种教学方法是否有效，最终还得看它能否达到教学目的。当然其中还
有别的因素，比如课堂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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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中文項目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rogram at University of Texas - Arlington
梁思彥／Neal Liang
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 Arlington
在 2015 年德州中文教師學會的年會上，來自德州農工大學孔子學院的 Dr. Kluver
院長，針對中文教育的發展和趨勢做了一個全面整體的報告。其中詳盡地說明了中
文教育的學生分布和歷年的成長對比。部分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幾個大城市中，開設
中文項目的學區有增長也有消退的現象，而中小學學習中文的人數一直呈現穩定成
長的態勢。尤其在高中學生方面的增長，更是大幅超出其他年齡層的學生。這意味
著將來在德州各地的高等學曉的中文項目應該准備好接納這些已經在高中已經學了
2-3 年的新生。讓他們能夠在大一的時候就有機會可以跳級學習中高年級的中文課
程。有鑒於此，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UTA）在過去的十數年以來，一直在高等
教育的層級上，致力於提供大學生修習中文的良好環境。
UTA 是一所綜合性大學，2015 年度的秋季班注冊人數已經破紀錄地超過三萬七千
人。其現代語言學系在上世紀 90 年代初就一直開設中文課程。但是這些課程都隻
局限在低年級的范圍。有鑒於學習中文需求的逐年增強，UTA 的中文項目通過多
方的籌備，終於在 2013 年開始增設三年級的會話、翻譯、商業、和文化課程等，
並得到德州大學理事會的核准開始頒授中文輔修的項目。在一年以後結合德語和俄
語的項目聯合創立了 Critical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的主修專業。
主修此專業的學生除了要修習 34 個中文語言學分以外，還必須到其他人文學系裡
修習和漢文化有關的政治，歷史，經濟，心理，教育，藝術等課程。最終希望由此
專業畢業的學生除了有扎實的中文語言基礎以外，對中國、台灣、香港乃至東亞的
政經，文化社會有一定程度的接觸和了解。此項目還針對每位學生的需求，提供免
費的課後線上中文輔導課程，募集在大陸或台灣的中文小老師進行每周一次的輔導
，強化學生的語言能力和溝通自信，進而幫助他們准備好接受更高階的碩士教育訓
練，或是在商業、翻譯、教育等業界尋得自己理想的工作。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
五位學生獲頒 CLIS－Chinese 的學士學位，有的繼續在國內外的大學繼續碩士學位
的深造，有的已經在當地學區開始做教師的工作。
我們竭誠歡迎在德州正在修習中文的高中學生或教授中文的老師向我們詢問 UTA
中文項目的相關信息。更期盼能有更多學生把 UTA 的 CLIS－Chinese 當作他們的
專業主修。請參考：http://www.uta.edu/modl/clis/。或直接與項目負責人梁思彥老師
聯系（Dr. Neal Liang: syliang@ut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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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師培訓合作模式分享與設計
A Cross-Institutional Online PD Model for Collaboration and Design
張志榮／Ardon Chang
沃斯堡中文學校／Fort Worth Chinese School
自 2009 年北美地區陸續成立了 40 多個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這些中心的成立除了
著重學習將隨著時代的潮流數位化並能將教室延伸至 24/7，並都有著相同的工作
方向，以下是以美南地區為例：
一、資源盤整與擴散： 「整體規劃」、「避免重復」、「兼顧差異」之思維，協
調區內「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各項人力及設備資源，洽系當地優秀網路種子師
資，共同盤點當地僑校需求與特性以及教師數位能力，透過彼此分工，提供差異化、
多樣化與全面化課程選擇(例如基礎、進階、高級、整合性等課程)。
二、數位教學典范轉移：2014 美南地區以「全美七點連線計劃」成功的運作方式
做為模范，今年開始在本區域以類似的方式開課，透過大家分工，資源共享，提供
多樣課程供老師們選擇。
三、建立良師益友制度：2014 美南地區的連線計劃期望能於區內找出更多有理想
有熱誠的優秀教師，將區內的講座群擴大，同時也讓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有更多機
會去發覺有潛力的明日之星及後起之秀。
四、遠距教學系列課程：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間，共舉辦 42 場遠距教學課程及 13
場微學習影片，目標為以無疆界、無時差、更即時、更廣闊的方式將台灣的華語文
教學/游學、學術研究、文化創意、及相關產業的資源，介紹給全球華語文的教師
們和學習者。
五、2011-2014 年的遠距教學師資培訓參加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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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四點連線

共 1,105 人次

2012 六點連線

共 1,362 人次

2013 七點連線

共 1,717 人次

2014 七點連線

共 1,929 人次

總計

共 6,11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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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1-2014 年的遠距教學師資培訓學員來自全球各地區：
參加遠距教學的學員來自全世界約 22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來自美國的老師佔絕大
多數，含概美國約 35 個不同地區 。(1) 美國﹔(2) 台灣﹔ (3) 加拿大﹔ (4) 秘
魯﹔ (5) 瑞士﹔ (6) 哥斯達黎加﹔ (7) 巴西﹔ (8) 德國﹔ (9) 泰國﹔ (10)
澳洲﹔ (11) 英國﹔ (12) 荷蘭﹔ (13) 阿根廷﹔ (14) 菲律濱﹔ (15) 巴拿馬﹔
(16) 馬來西亞﹔ (17) 波蘭﹔(18) 紐西蘭﹔ (19) 南非﹔ (20) 法國﹔ (21) 約
旦﹔ (22) 意大利。
七、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優勢：
1. 低運作費用，網路影響力無遠弗界，學習者來自全球各地。
2. 全程錄影，課後剪接上架，只要有網路的地方學習者可隨時隨地上網學習，不
怕錯過精彩課程。http://www.huayuworld.org/class/
3. 規劃目標是透過美國不同地區的數位學習中心，進行點、線、面的跨區域合作，
針對美國華語文數位教學的推廣與主流學習的接軌為主題，規劃一系列線上學習課
程，以串起全美國及全球華語文教師的專業社群網路。
4. 借助跨點連線遠距教學之形式，不僅能經濟有效的突破時空限制，邀請到美國
各地優秀的僑校及主流學校（K-16）講師來分享教學資源和心得，更能整合課程內
容及具擴大招生人數之雙重效益。
八、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未來發展挑戰：
1.
單向線上學習，課堂互動較為受限。
2.
講座及線上平台網路穩定度及平台操作熟悉度。
3.
若課堂無趣，學員自行離去（自由進出教室）。
4.
講座無法帶領動手做。
5.
學習成果較難評估。
6.
無法發放培訓證書。
7.
無法授予學分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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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 校 铭
An Epigraph in Praise of Our Humble School
王晓艳／Xiaoyan Wang
德州国际领袖人才学校／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题记：乙未将至，重读刘禹锡《陋室铭》有感。遂改字句，以抒胸臆。戏作也，予君贺岁，且共
勉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德州康氏，生于草根，铁衣廿载，游历列国，见识胸怀皆卓于常人。创领袖学堂，
收平民弟子，教授三语，普及汉文。校舍初起，百业待兴。薄墙不足抵风雨，低薪
难以留人心。楚歌声四面，言怨者相闻。去者众矣。
斯是陋校，唯教中文者二十五人德馨。来之四海，各操乡音，谈笑有鸿儒，往来无
白丁。山东韩氏，资深幼教；刘师瑞华，爱书如命；向群能人，师心仁厚；马来映
伶，凌厉风行；代豪我师，殚精竭虑；新人小古，好学上进；宝岛马方，谦和有礼
；海归春梅，爱生如子；洪老师者，本美利坚人氏，嫁天朝夫婿，得学贯中西。更
有客座教师一十四人：桂华静月琴瑟和，芳薇楠萍亦无瑕，春日高登巍峨顶，小庆
建业忆伟航。
德州领袖子弟，得我二十五人为师，大幸也！春风化雨育幼苗，芬扇藻芹用情深。
琅琅书声冲霄汉，行行墨迹入帘青。读六书，辨四声，铸心灵，开混沌。百年树人
今日起，千秋功业可待成。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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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教师补助金成果汇报
2014 CLTA-TX Teachers’ Grant Report
赵燕／Yan Zhao
休斯顿独立学区／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CLTA-TX for generously sponsoring me to attend 2014
ACTFL Annual Convention, the most significant annu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ent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ors. I not only met the goals, but also brought back more from
the conference for my teaching.
The TPRS workshops focused on using predictable pattern books by authors like Eric
Carl in the Chinese classroom. The culturally authentic story lines, meaningful contexts,
familiar sequences, and enjoyable images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which is vital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I have applied this method in my classroom by
using Eric Carl’s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My students loved the
whole process. As a teacher, I am fully convinced that listening to and reading a
predictable story with repetitive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core words can help develop
students’ literacy skills and reinforce the language they have already known.
Another highlight was seeing Ms. Gao Jian in action in her “动感课堂”. She rocked the
classroom with her rhymes, rhythms, and her passion for teaching Chinese. I myself am a
big fun of using chanting, rapping, and songs in my classroom. The repetition and
rhythms help students remember vocabulary words, sentence patterns, and improve their
pronunciation and fluency. I used some of Ms. Gao’s rhymes in my classroom and am
planning to use more in the future.
The two forums, sponsored by CLASS, “Aligning Chinese Instruction with the Common
Core” and “Enhancing 21st Century Skills Through Integrat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were presented by panels of well-known experts in our field. The former described how
Common Core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our own classrooms. In the latter, the panelists
focused on introducing tasks based on Integrat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PA) to
enhance students’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esides talks and workshops, facilitated discussions after the sessions and working with
other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were very beneficial to me as well.
Again，I am truly grateful for thi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which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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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德州中文教师学会年会回顾
A Review of 2014 CLTA-TX Annual Conference
陈蓓／Bei Chen
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 Dallas
2014年德州中文教师学会年会于9月27日在北德州大学图书馆会议厅隆重举行。本
次大会由德州中文教师学会主办，北德州大学承办，并得到了德州农工大学孔子学
院，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孔子学院，以及达拉斯美中商会的大力支持。
本次年会的议题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科技的应用”。当日早九点，北德州大学外语
系系主任 Carol Anne Costabile-Heming 博士致开幕致辞，随后，来自德州大学阿
灵顿分校的语言学教授 David Silva 博士作了主题发言：“偏见和优先在多种语言
能力习得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演讲。与会者也听得聚精会神，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
声和掌声。德州国际领袖人才学校的王晓艳老师、唐代豪老师和刘瑞华老师介绍了
TIP Model；刘瑞华老师的另一个讲座为“小学阶段用工作坊教汉语作为外语的探
索”；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王易平老师分享了《在歌唱中学习中文》。来自台湾
的志愿老师叶雨婷, 王薇茜, 苏韵文演示了 “荧幕录制与影片剪辑于华语教学之
应用——以威力导演及 O’cam 为例”，令人耳目一新。休斯顿大学的张静老师谈
到了口语演讲的重要性，并分享了她的教学经验；北德州大学的孟南希老师讨论了
如何使用《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指南》编写教学材料；来自加兰独立学区的王芳老师
也介绍了中小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科技的应用。另外，北德州大学的退休教授
Chwee-Lye Chng 博士也从学生的角度探讨了科技是如何帮助他更有效地学习中文
的。总之，本次大会的内容丰富详实，会议开得紧张而富有成效。
此外，德州中文教师学会的理事会成员们也做了会务报告，向各会员通报了学会的
财务情况，交待了下一年学会的主要任务，分享了一些教学、就业及奖学金信息；
最后的问卷调查也有助于理事会成员们发现问题，以便更好地服务各会员。
本次年会的书展商 Better Chinese 为与会者展示了内容丰富的教材，大会的东道主
北德州大学，以及来自北德州大学和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志愿者同学们为会员们
提供了精美的茶点，午餐，以及周到的服务。
大会于2014年9月27日下午四时结束，达到了预期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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