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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部中⽂文教师介绍	
•  ⼩小学部课程教材设置	
•  常⽤用APP/书本推荐	
•  ⼩小学中⽂文部主要活动	
•  家校互动	

会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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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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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Zhang	 Heather	He	

Qingyuan	Ling	

Phoebe	Wang	Marie	Ma	

Cuixia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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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使⽤用教材： 

⼀一年年级分成拼⾳音和识字两部分 
Year 1 study: Pinyin and character 
recognition 
  
（部编教材 ⼀一上） 
	
•  拼⾳音/Pinyin   
•  识字/Character recognition 
•  写字/ Character writing 
•  课⽂文朗读/Reading                           

⼀一年年级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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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拼⾳音/Pinyin 

学习内容： 
Content: 
 
•  拼⾳音 
 Pinyin 
 
•  拼⾳音识字;认读⼉儿歌;基本笔顺笔画教学。 
 character recognition; chants; stroke order 
 
 时间预计（⼆二⽉月底完成所有拼⾳音教学） 
Estimated time: by the end of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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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识字写字/Character Recognition 
学习的内容  
认识汉字（象形字，部⾸首介绍，汉字结构，汉字的笔顺，反
义字。词语积累，⼉儿歌诵读） 
     认识 ：180个 左右汉字  
     会写 ：80个汉字左右 
 
作业： 
⼀一周⼀一次 
⽣生字书写和课⽂文相关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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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朗读/Reading 

•  课内课⽂文朗读（指读）/independent reading (finger-pointing 
reading) 

 
•  课后与家⻓长⼀一起朗读课⽂文，巩固课堂学习内容/ text reading 

with parents to reinforce class learning 

•  课外阅读材料料 ： Better Chinese （每周⼀一次） 

•  课外家庭亲⼦子阅读时间/home read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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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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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一年年级推荐书单：Book 
recommendation	

⼀一年年级：---先考虑“有趣”，后考虑“有⽤用” 
                     ⿎鼓励亲⼦子阅读 
 
《⼩小熊和最好的爸爸》系列列  
《可爱的⿏鼠⼩小弟》系列列 
《⻘青蛙弗洛洛格》系列列 
《安徒⽣生童话》（拼⾳音版或者绘本） 
《格林林童话》拼⾳音版或者绘本） 
《聪明⾖豆绘本系列列》 
绘本《逃家⼩小兔》 
绘本《我爸爸》、《我妈妈》 
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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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使⽤用教材： 

（部编教材 ⼀一上&⼀一下选篇） 
 
⽂文本类型：⼉儿歌；古诗；童话故事；散⽂文诗 
Text types: children songs; poems; short stories; prose poem 
 
学习内容：Content: 
•  拼⾳音复习/Pinyin  Review 
•  识字写字/Character recognition 
     认识 ：180个 左右汉字  
     会写 ：80个汉字左右 
•  词语积累/Character writing 
•  句句意理理解/Sentence comprehension 
•  初步阅读理理解/Text reading comprehension                          

⼆二年年级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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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二年年级推荐书单：Book Recommendation	

⼆二年年级： 
 
《不不⼀一样的卡梅梅拉》系列列 
《 神奇校⻋车》系列列 
《宫⻄西达也恐⻰龙系列列》 
《⽶米⼩小圈上学记⼀一年年级》 
《⾮非常⼩小⼦子⻢马鸣加》拼⾳音版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列》 
《⼀一年年级⼤大个⼦子和⼆二年年级⼩小个⼦子》 
《没头脑和不不⾼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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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使⽤用教材： 

  (部编教材 ⼆二上选篇） 
 
⽂文本类型：科学童话；诗歌；记叙⽂文；寓⾔言故事 
Text type: scientific children stories; prose poems; 
narrative; fables 
 
学习内容：Content: 
•  识字写字/Character recognition 
•  ⽂文本理理解/Reading comprehension 
•  查字典/Look up dictionary 
•  造句句/sentence writing 
•  看图写话/paragraph writing based on given topic  
•  课外阅读/extra reading                          
                       

三年年级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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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使⽤用教材： 

（部编教材⼆二下的选篇）（备注：⼆二下开始没有拼⾳音的辅助） 

 
⽂文本类型：⼉儿歌；古诗；童话故事；散⽂文诗 
Text type: Children songs; poems; short stories; prose poems 
 

 
学习内容：Content: 
•  识字（形近字；多⾳音字辨析） 
•  ⽂文本理理解/Reading comprehension 
•  有逻辑的复述课⽂文 
•  ⽂文章续写或改写/paragraph writing  
•  了了解记叙⽂文写作所需要的六要素 

     三、四年年级⽣生字要求 
     认读 ：450个 左右汉字  
     会写 ：250个汉字左右 
识字总量量达800---850个左右 
                     

四年年级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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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三/四年年级推荐书单：Book 
recommendation	

三/四年年级： 
 
《⽶米⼩小圈上学记》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故宫⾥里里的⼤大怪兽》 
《⽪皮⽪皮鲁和鲁⻄西⻄西》系列列 
《疯狂学校》系列列 
《⼩小学⽣生开⼼心读经典.我的第⼀一本成语漫画书》 
《夏洛洛特的⽹网》 
《我爱吕⻄西安》 
《伊索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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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使⽤用教材： 

⾃自编教材（⼈人教版+沪教版教材选篇） 
 
 
 
 
 
 

⽂文本类型：寓⾔言故事；成语故事；记叙⽂文；说明⽂文；科学⼩小品⽂文；课本剧；       
⽂文⾔言⽂文；现代诗 
Text type: fables; idiom stories; narrative; expository writing; 
scientific stories; short-play; classical Chinese extracts; modern 
poems 
 
 
 
 
 
 

学习内容：Content	
•  成语积累拓拓展/Character and vocabulary extension 
•  阅读理理解/Reading comprehension 
（课内阅读理理解+课外拓拓展阅读） 
•  写作/ writing composition 
（主题写作+阅读⽇日志+周记） 
五、六年年级⽣生字要求 
写作：书写要求 300—350字 

 
 
 

五、六年年级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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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五/六年年级推荐书单：Book 
recommendation	

五/六年年级： 
 
《科学实验王》 
《丁丁历险记》 
《男孩的冒险书》 
《罗尔德.达尔》作品 
《⼩小学⽣生叶圣陶读本》 
《中华上下五千年年》 
《昆⾍虫记》 
《地⼼心游记》 
《秘密花园》 
《哈利利波特系列列》 
《鲁滨逊漂流记》 
《⾦金金银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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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经典书 
•  选作者 
•  选出版社 
•  选畅销⼜又⻓长销的书 
	



中文作业本：Exercise	books	use	



1.春节庆祝活动 
时间：⼀一⽉月下旬 
2.中⽂文汉字写字⽐比赛 
时间：⼀一⽉月中旬（新年年前） 
3.中⽂文演讲秀 
时间：五⽉月中旬 
4. 中⽂文相关ECA：书法活
动/衍纸/ 
时间：课后活动 
 
 
 
 
 
 
 

中⽂文部语⾔言活动：Departme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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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学习⼯工具    Useful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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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学习⼯工具    Useful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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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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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拼一拼	



家校合作，事半功倍 
汉字学习游戏：Games for school and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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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片组合游戏/笔画积木	

２.叫号游戏	

3.	词语接龙	

4.	画图猜字	

5.	中文Tag	

6.	句子连连看	

	

	

	

喜欢的东西	 动词	 不喜欢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