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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进入 Las Lomas High School 学校的第五天，转眼间一周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有

了满满的收获，也学会从不同角度来观察思考美国课堂。 

 

                                                             

 

 

 

 

 

 

 

 

 

 

 

 

 

 

 

 

 

 

 

 

 

 

 

 

 

 

 

 

 

 

 

 

 

 

 

 

 

Las Lomas High School 

第一次接触了 AP 物理课程，据了解 advanced placement 

课程类似我们的大学预科课程，所以我抱有期待一堂难度课

的心情进入教室。与预想不同，课程内容知识并不深奥，与

之前听的物理课程比较，知识体系更加连贯，也更加深入。

与国内高中物理课程比较，知识难度类似，但最大差距为递

增性知识学习。例如：在国内，我们会学习力、受力分析、

摩擦力、牛顿定律等可能在必修一与必修二两本书上，花费

一年时间左右，而今天的物理课，从 X 轴 Y 轴受力分析，到

牛二应用，再到摩擦力实验，全都融合入一堂 90 分钟的课

程。教材是学生在家自学的用具，教师们自由使用教材，基

本上所有老师都是自己设计教学案，很少使用教材，这虽然

给了老师更多哦自由发挥的机会与空间，但没有一个非常同

意的标准，我十分好奇他们如何进行测试。但这个理念仿佛

与他们注重实验结果不注重过程的理念不谋而合。 

倪 雯 

今天向图书管理员老师询问了学生电脑的问题。

她说 Las Lomas High School 会给每个九年级的孩子

(freshman)配备一个可以免费使用一年的笔记本电脑。

包括 EL(English learner)和 Special students。本学区内

的其他高中也会给学生们配备电脑，但具体情况各异。

一年级结束后，学生既可以自行购置电脑，也可以借

用教室里的共用笔记本和台式电脑。 

在课上，老师经常会使用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Drive 以及 Kahoot 等平台和软件来让学生参与

到线上学习中来，这使得在线提交限时学习观察报告

和互动竞赛答题变得十分高效。正是这一台台便携的

电脑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多学习上的便利。 

在国内，很多学校都对电脑和黑板进行了改革，

比如在黑板内内嵌一个显示屏或者在推拉的黑板内放

一个壁挂显示器。而在 Las Lomas，教室里的输出设备

大多还都是传统的台式电脑＋黑板＋投影仪＋手动幕

布的组合。或许，教育技术的改革不应仅仅作用在教

师所使用的设备上，更应作用在每个学生所密切使用

的设备和学习活动上。 
石 莹 

 



 

  

今天，我觉得主要活动是听化学老师的科学课，科学

课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学生周一所做的测量食物热量的

实验，进行相关的数据计算。教师想要教的核心内容是一

个公式 Q=cmT。老师现在黑板上讲解，并做了一道例题

带学生学习这个公式的用法，然后让学生利用这个公式

计算周一实验的实验结果。这个课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教

师十分强调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运用，因为学生的实验

数据不是整数，学生计算起来会很有疑惑，但是这种方

法，既可以锻炼学生对于公式的深入理解和应用，还能锻

炼学生对于实验数据处理的能力。 

郑  真 

I spent the whole day shadowing the Chinese student today. It 

provided me with some insights towards the education in Las 

Lomas. I experienced how can an 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s 

life could be. Liu was the freshman and he will take English 1 as a 

compulsory course. This class was mainly for th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is I could see that American is really an 

immigrant culture and diversified cultures are welcomed to exist 

here. The whole class was in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I could try 

to use that creative way to teaching vocabulary on the tissue box. 

However, I thought this class was kind of similar to the English class 

in China. For the vocabulary learning, teacher first gave definitions 

and examples of words. And then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finish 

the vocabulary practices. As for the reading instruction, I found that 

there was less thinking quality to cover in class. 
文子怡

然 

 



 

 

今天我的导师 Wendy 在课堂上带领学生们开展了

一场激烈的讨论，讨论的内容有关 rational-literate Las 

Lomas。老师赋权给学生，让学生从教师的角色出发，

自己来设计使得 Las Lomas 在种族方面更具有素养的

地方的解决方法。学生们在讨论中争先恐后踊跃发言，

思维的流动性随处可见。Wendy说，“empower”是让

学生勇敢去说的关键一步。 

张 欣 

一天的课程完整听下来，感受最深的是教师非常注重学生

的感受，尽量照顾每一名学生，在一个小组讨论结束后教师会

组织学生共同 say thank you for sharing，这个细节很打动我，让

我感受到课堂渗透着怎样做人，教会学生去感恩和分享。有的

学生表现出色或问题回答的很好，教师和学生也会全部打响指

来欢呼鼓励，这都体现着美国课堂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注重对

“人”的培养。当然，我国在课堂上也会有同样的表现，会热烈

鼓掌表示赞扬和鼓励，但是还是有些表达比较含蓄和内敛，我

也会在今后我的课堂中注重情感的表达和更多思想的渗透。 

罗海旭 

今天参观了科学课，这里的科学课

和国内的不太一样，包括了地理、生物

和化学，今天上的是光合作用的课，老

师拿着一个密封罐，密封罐里装着鱼，

然后问学生鱼会不会存活下来。 

梁馨寰 



这周五意味着我们在AcalanesHighSchool学校的第一周结束了，同学们已经熟悉了

美国高中的日常生活，也有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

AcalanesHighSchool

Whatmademefeelhappyiswheniwenttothemusic

classroom,the girlwho ihave chatted yesterday

remembered me and said “Hi”to me.Iwasso

excited,justfeeliwasapartofthem.Irecognizedthat

time isreallythe bestmedicine foranything,the

premiseisIshouldgodeepintoschool,teachersand

classmates.Althoughotherstudentsseem haveno

interestinme,itwasagoodstart.Inordertomake

goodimpressionsforthem,itrytoremembertheir

names,butit’shardformetorememberEnglish

names,iforgetitnomorethan1minute,icomeup

withanideatoletthemwritetheirnamesdownonmy

沈靓云

发现video课前，老师准备课件，内容非常详细，

每一步老师希望学生呈现什么样的学习结果都罗

列出来，这样我觉得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我们知道美国学生都非常的自由，和老师相处都像

是朋友，与中国老师一直很严厉是不同的，但

Mr.briggs说他觉得这需要老师的一个平衡能力。

我觉得自己今天又进步了一些，敢于和学生说话和

交流了，在视频课的录制过程中，给学生提供了一

些帮助，这让我更有了好好学习英语的动力。

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都会开玩笑，比如说会故意

在上课铃打响的一刻说某一同学迟到了，看来学生

的调皮在全世界是共通的，学生不管是怎么样的表

现，年龄毕竟是小的，作为教育者我们不能只处理

表面上的事情，要看到学生内心的一面，更好帮助

学生成长。

秦 洋



今天我感受到了中美文化差异。Mr.Smith的课上在讨论枪支问题，如果一个人袭

击了你，你手里又枪，但不能确认自己是否安全，应该开枪打人消除危险还是尽量保障

自身安全且不开枪？这个问题难倒了我，因为我不能确认这个人还是否会继续袭击我，

学生们也是众说纷纭。

在国内，我们很少讨论一些公共事务，这是学习压力（课时）的客观原因。我认为，

关注当代社会事件有助于唤醒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很好的课堂活动。

孙沛然

来到住家已经将近 1周了，住家爸爸和住家妈妈都非常的友善，但是有一件事一直

让我非常的困扰。这一周我们基本上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吃晚饭，最晚的一次开餐

时间竟然已经达到了晚上8点半。今天已经9点了，但是住家爸爸并不在家，所以

我们决定自己动手，在我们做到一半的时候，住家爸爸回来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合

作完成了一顿晚餐。虽然这顿饭非常简单，但是我们都很喜欢！

甄燕华

在中国，我们有专门的特教学校为各类特殊学生提供

专门的教学，但美国教育提倡“合流”，也就是让“特

殊”孩子尽可能在有额外的帮助下与正常孩子在一起上

学。我认为这也是对人权的尊重，尽可能平等的对待特殊

学生，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不正常”的孩子来对待，这样

“一起”上学也能让这些孩子更好的融入社会，而不是从

小就贴上“特殊”的标签然后被“隔离”起来上学。针对

目前我所见所闻的一些美国特殊教育的现状，我想说：没

有不正常的学生，只有不正常的教育；最好的特殊教育是

没有让被教育者感到自己特殊的教育。

方芳老师



StanlyMiddleSchool

侯悦纳

day10

今天要迟到跑着去了学校，以为会是糟糕的一天。但第一节实验课就

让我们眼前一新。孩子们两三人一组，然后有一个测试距离的机器，

在电脑上有时间和路程的图像。孩子们需要通过走动再现电脑上的图

像，然后看具体的数据。记得国内路程时间图像的学习全靠想象，这

甚至是一个难点。接触这个知识的时候孩子们空间想象能力其实还没

有那么强，让孩子们做一做类似的小体验我觉得会让孩子们更直观的

体验到图像与现实的联系，会是很有意思的一节课。孩子们完成自己

的任务以后会自己走来走去观察图像变化，这可能就是自主学习吧。

曹宇梁

今天我们听了科学课（Science）和美术课（Art）。三位老师都将自己的的教室（同时也是办公室）设计

得极具学科特色，每间教室都有丰富的图书、学习用具和实验器材；学生的桌子摆的有点凌乱，可以自由

组合，学生可以自由地操作器材、使用画板、画布、各类画笔。对学生的尊重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常常“蹲”

下来与学生平等交流，很让我惊讶和感动。在Science的课堂里，教师让学生分组合作式学习，讨论和

探讨问题，课堂气氛活跃。教师经常设计一些游戏，让学生在“多动手”中体验式学习，自由民主的课堂

文化尊重了孩子的天性，启迪了学生的思维，保护了孩子的求知欲，使孩子们在快乐学习中健康成长。



 

 

                                                             

 

 

 

 

 

 

 

 

 

 

 

 

 

 

 

 

 

 

 

Campolindo High School 

今天正式听了高一年级的英语课，英语课主要讲小说阅读。教师在开始之前先讲述了今天这节课

的要求，让学生描述 light 在文章当中的作用。在教师给予学生时间写的时候会放一些轻音乐来让学

生放松或者能够投入到思考中。Check the answer，教师直接将投影到白板上，然后做一些标记。引

导学生说出 feeling，之后循循善诱出一些 critical thinking。告诉学生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辩证看

待现象和问题。教师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来进行问题讨论。 

杨宁 

今天上了一节音乐课，交响乐队的集体练

习 除了会有老师进行讲解、指导、指挥，还会

有助教在一边进行具体展示和指导，现场来看

很有效果，也引起了我的思考，这类教学模式能

否部分的利用于语文课中，从而能够使学生更

好的完成语文学习。 

王梅怡 

 



 

                                                             

 

 

 

 

 

 

 

 

 

 

 

 

 

 

 

 

 

 

 

 

Miramonte High School 

今天看了一场校际间的橄榄球比赛，感受颇丰。今

天 M 方(我方)的球员们在比赛中非常努力，让我最惊

喜的是拉拉队的女孩们，天气逐渐转凉，成人们豆抱怨

起寒冷，但女孩们依旧用最灿烂的笑容一直坚持到最

后，比赛中分数悬殊较大，但可以看出 M方教练一直是

在鼓励孩子们，他没有丝毫责怪，甚至着急也没有，他

说孩子们要自己把握比赛力度，尽力就好，用自己的方

式，自由发挥，打出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比赛。最后我

方输了，但孩子们还是很开心，因为运动，因为热爱，

因为这是他们喜欢做的事，他们没有丝毫功利心，不会

因为输赢影响自己对橄榄球的热爱。这些现象让我想

到国内的学生学习的过程，太多孩子因为分数，外在动

机，而去学习，去做一些他们也许并不感兴趣的事，老

师们也会给孩子们比较大的压力，无法让孩子们发挥

自我。这样最后培养出来的人，也许最后从事着他们并

不感兴趣的事，也就不能遵从内心做擅长的事，这样对

社会人才培养也是一种弊端。这种教育精神很值得学

习，希望中国未来每个孩子，能热爱学习，热爱生活，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会患得患失，真正的快乐成长。 

杨怡模 

在今天的考试中，出现了一个小意外。有个女生在拿到试卷后，表现得非常的焦躁不安，老

师立马注意到了她，带她暂时离开了教室。后来才知道，女孩有比较严重的考试焦虑症，所以每

当考试时就会出现一些不适状况，但老师每一次都非常耐心地安慰她、鼓励她，帮助她一点点克

服焦虑情绪。 

李青优 

 

在物理课堂上，讲授法依旧是最重要的方法，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王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