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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半在教委召开了集体会议，美国教委
的相关负责人为培训团的学生们介绍了五所学校的
具体情况。并就接下来的日程，学校课程的开设情
况、上课时间表等一一进行了说明。本次培训团将
在四所高中，一所中学分别开展为期三周的实习，
培训团的成员们对接的课程十分丰富广泛，分别有
数学、英语、西班牙语、中文、生物、技术、图书
馆课程等。成员们将亲身参与美国课堂教学活动，
与美国老师、学生展开互动交流，深入学习美国课
堂模式，比较不同文化下的的教学异同点。

学区负责人Amy介绍学区学校情况

一
教委
会议



    在Las Lomas High School进行
实习的同学多达八位。到达学校后，
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办公室与三
位负责接待的老师进行了会面。老
师们向大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
同大家一一握了手。康丽也代表同
学们为他们送上了来自首师大的礼
物。在短暂的交谈过后，实习导师
们前来与其所相应的实习学生会面，
并直接将实习学生带领至其所在的
教室或办公室中。大家伙儿由此正
式开启了各自在Las Lomas High 
School的实习生活。

    上午，大家各自在自己的
实习导师处旁听相应的课程，
逐渐开始适应新的实习生活。
午餐时间，贴心的David校长
邀请大家一起用餐，为大家
准备了披萨和沙拉等食物，
一群人围在桌子旁，边吃边
聊，很是开心。

    饭后，David校长带领大家对
校园进行了参观。学校里有各种
各样的特色教室，选修课的教室
尤为特别，如木材加工室，汽车
维修室，陶瓷制作室，3D技术
室，乐队教室，厨艺教室和戏剧
教室等。大家都惊叹于Las 
Lomas选修课的发展，不断与
David校长进行交谈。参观完毕，
大家再次回到自己的实习导师身
边，听课或做一些相应的工作。

二
实习
概况



    学校在三点零五分准时放学。大家也结束了辛劳的一天，
陆续被美国妈妈接回了家。

                           实习心得感受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深入美
国中学课堂。从前我容易带
着评价对比我们的不足，学
习美国先进理念和技术，而
现在我能够更理智的以一个
研究人的身份更理性的看待
相同和不同事情的本质，从
原因，形成现象更多的方面
来看待问题，这既是学习，
也是思考，还是反思与提升。
希望我能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做一些真正的研究，有助于
我国教育的发展。
                           ——倪雯

    今天进入美国中学的第一
天，一切是既期待也忐忑。
进入了英语课堂，这边并没
有统一的教材，Minu老师
跟我说美国很多年会用统一
的教材，但现在已经不用了，
并热情地给我看了她们课上
阅读的小说，讲解她课上的
思路。一进入课堂里，
minu老师就首先向同学们
介绍了我，然后安排了一个
位置给我坐着，所有的课堂
资料都会给我一份，我为自
己受到欢迎而感到开心。
                         ——梁馨寰

    今天终于能够有幸进入美国课堂，感受不一样的美
式教育了。在听了导师Wendy的几节课之后，我与导
师就课程内容方面进行了交谈。我的导师是一个非常
干练的人，她在许多方面都有着特别独到的见解，希
望自己在未来能向她学到更多新鲜的东西。
                                                                    ——张欣



    这所学校的设施丰富完善，相信这样的
课程能够更大程度激发出学生们的潜能，全
面发展，这些技能也会对将来的生活有很大
助益。反观中国我们也在逐渐的建设和改进，
相信未来我们在校园建设方面也会越来越完
善，越来越注重人的发展。
                                             ——罗海旭

    My partner teacher Mary is a librarian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the students learn how 
to find learning resources and do study 
researches. Mary took full advantages of doing 
research. As for Dave, she just stood by the 
students and acted as facilitator and prompter. 
If we can combine the joint efforts of two 
teachers, students will be more independent.
                                                       ——文子怡

    今天实习，给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真正的深入到美国高
中课堂，了解到学生所学的知
识以及他们的课堂表现。这帮
助我对美国高中的课堂实际情
况或者高中课程设置有一个正
确的认识。
                                 ——郑真

    学校里的孩子们也让我感到惊喜。不同于中国学生的
害羞和矜持，美国学生很快就接受了我的存在并向我表
示热烈欢迎,每当我们走进一间教室就会有学生大方热
情地和我们打招呼，so sweet！
                                                                ——张康丽



Campolindo High School 是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Moraga市的一所公立
高中，于1962年建校，教学质量好，
有着非常好的学术氛围。学校面积
中等，均为一层的的教室，分为A-
--F六个区域，同时设有各类运动
的运动场地、花园、学生活动中心、
剧场等各个部分，从而使各类课程
得以顺利开展。同时课程开设丰富
而 广 泛 ， 主 要 有
E n g l i s h , m a t h , s c i e n c e , p h y s i c a l 
educat ion,socia l  s tudies ,special 
education,tech education,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world language 八个部
分，对应全部的课程。

Campolindo开设的special 
education课程，与国内的
课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spe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主要分为
learning skills、reading 
fusion和learning intervent 
三部分的课程，课程的开
设旨在帮助学生学习所有
课程的学习方法，怎样阅
读、怎样学习是最有效的，
有利于帮助实现知识积累
和个人成长。

图书馆一直是Campolindo最
忙碌的地方，学生们不仅在
这里借阅图书，同时图书馆
一天的不同时段也有不同的
讲座，从而为学生们更好的
打开视野，激发学习的兴趣。
实习老师们进入学校的第一
天就听了一场有关于奴隶的
讲座，有很深的感触。同时，
学生们还可以来图书馆学习，
讨论相关的问题、进行小组
作业等等。



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是需
要进行垃圾分类的垃圾
桶，每个垃圾桶上是提
示标牌，主要分为
compost、recycle和
waste三种，就分类下
的垃圾物品进行提示，
便于学生们进行分类的
投放。在学校内使用垃
圾分类的垃圾桶非常有
利于环保。----赵曼汐

接待我们的负责人Sarah非常热情。刚到学校
就给送给我们礼物，有带学校标志的纪念棒球
帽和外套，还准备了纸和笔，并且还有学校的
地图和本学期各科目的安排。她带我们熟悉了
学校每个地方，和很多老师打招呼，最重要的
是细心为我们每个人制定本周的安排。当知道
我们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想听的其他课程时，她
很开心同意并为我们联系相应科目的教师。宾
至如归的感觉大概如此，细心周到的准备也出
乎我们预料。                             -----杨宁

赠送礼物给Sarah

Sarah 细心为
我们制定周计
划



我们实习科目中文班的同学还
录制了video介绍学校的作息
时间、运动项目、社团、舞会
等活动，让我们更好地从学生
的视角了解了学校。我们也和
中文班的学生有一个愉快的交
流。                      -----徐小丽

普通话三级班的学生们热烈
的欢迎所有实习老师的到来，
图书馆门口和教室门口都有
学生们准备的中文欢迎展示



  在Stanley Middle School实习
的同学仅有两位，且都来自学科
数学专业。两位同学也同样先去
面见了校长和接待老师，并将来
自首师大的礼物送给了他们。在
其热烈欢迎后，校长带领这两位
同学参观了校园，也进入了几个
正在上课的课堂与老师学生打了
招呼。待参观结束后，二位同学
去见了他们的实习导师Linda, 
Linda向他们介绍了她目前讲授的
课程，随后他们就留在了Linda的
课堂听了两节课。

    午饭时间，校长特意为
两位同学准备了三明治和纸
杯蛋糕，邀请他们一起用餐。
大家度过了愉快的午餐时光。
午餐过后，二位同学又听了
两节课，在获得了满满的收
获后，被美国妈妈接回了家。

实习心得感受

    今天我们来到了stanley middle school。五所学校中，这
是唯一一所初中。在简单体验了工程课、美术课、音乐课后，
我们来到了指导教师的课堂，体验了四节不同层级的数学课。
我们觉得这里的课堂内容相对中国来说要稍浅一些，孩子们
更喜欢和老师交流想法。在国内的课堂里，或许更需要孩子
们和老师间的火花。我们也应该多学一些新的技术，并试着
把这些带进中国课堂。但可能这并不容易，毕竟咱们中国的
一个班要比美国这里多两倍的孩子。还是要不断探索，找带
一条适合中国学情的教育之路。
                                                                ——侯岳纳 



  Acalanes high school是 Acalanes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
四所高中建立最早的学校，也是本地区升学率最高的学校。在
规定的课程之外，还为学生设立丰富的课程选择，比如摄影、
数字设计、自动化机械、园艺、戏剧、汉语、法语、西班牙语
等选修课程。吴老师、芳芳老师和五位同学在这里实习，负责
老师带他们参观了学校办公区，然后每个老师跟自己的实习老
师会面。第一天，每个人就已经至少听了三节课。

与
当
地
学
生
的
合
影

“这个学校最有趣的一点是它的咨询系统：学业咨询、升学规
划和心理咨询。学业咨询是指如果你遇到了学业上的困难，比
如学习策略、时间安排，可以来这里寻求指导。升学咨询是做
职业（专业）测评、高校选择的，咨询师会邀请各个高校在读
的校友回来做讲座，分享大学生活。心理咨询就跟国内的一样，
如果有抑郁情绪可以跟老师倾诉。如果想成为升学规划师，需
要读school concelling相关专业，并拿到职业资格证书。这是
值得学习的经验。”组长沛然总结了在Acalanes high school
第一天的收获。

Acalanes High 
School 校园地
图



这所高中是一所1955
年建校的老校，学校
环境优美，学习资源
丰富。

Miramonte高中的校长热
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并为我
们准备了小礼物——带有学校
logo的水杯、环保袋、挂饰和
T-shirt，非常贴心，也很有纪
念意义。

学校的图书馆非常的安静
舒适，工作人员也非常欢
迎我们的到来，并提供了
一间很棒的会议室给我们
学习和工作。

实习心得感受

今天发生了几件让我有点
吃惊的事，第一，老师可
以边吃东西边讲课，第二，
在课堂上，虽然学生可以
走动、讲话和吃东西，但
是学生都非常认真和努力，
第三，只有11和12年级有
物理课，不像国内。特别
的一天，很有收获。
                    ----杨怡模

今天我的对接老师，体育组教师组长Henesse,他是
一个充满热情的教师，看到校园的各种情况他都会去关
注一下，例如落单的学生等。                ----张晓龙老师



加州的晚上7点正是
祖国的上午10点，今天是
祖国母亲70周年的日子，
我们在各自的寄宿家庭准
时观看阅兵式，表达对祖
国母亲的思念。当看到一
个个方阵走过，展示祖国
走过的70年历史，身在异
国他乡，激动仍在，沸腾
依旧。“古老的中国，希
望的中国”，在前辈奋斗
的道路上，我们准备好稳

稳拿住接力棒，继续前行。

三
欢度
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