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在地化>系列是围绕美国本土风俗、节庆文化、旅游胜地、明星名

人、知名企业等内容编写的教材。熟悉的文化内容与多样的主题使学习者

对汉语学习更感兴趣，也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本系列每课都是独立

的阅读课文，可以自由组合学习。

本系列教材涵盖了 HSK 5-6 级及 6 级以上（相当于 Ponddy 3-5 级）阅读课文，共 59 篇。

内容设置：

适用对象：

适用于 9 岁以上有一定汉语基础，且对美国文化有一定了解或兴趣的汉语学习者。

节庆文化

- 16 篇主题课文 - 29 篇主题课文

明星名人

- 5 篇主题课文

知名企业 旅游胜地

- 9 篇主题课文

59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两个课时进行，共 118 个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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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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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每课

建议课时

2

分类 日期 课文链接及练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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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年

1.2 土拨鼠节

1.3 情人节

1.4 狂欢节

1.5 复活节

1.6 圣·帕特里克节

1.7 母亲节

1.8 愚人节

1.9 美国国庆节

1.10 父亲节

1.11 劳动节

1.12 万圣节

1.13 感恩节

1.14 圣诞节

1.15 黑色星期五

1.16 美国传统美食

2.1 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乔布斯

2.2 科比和他的篮球生涯

2.3 李安——华人的骄傲

2.4 伟大的梦想家——华特·迪士尼

2.5 贝聿铭的一生

2.6 认识欧·亨利

2.7 从民谣到摇滚，从歌手到诗人——鲍伯·迪伦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节庆文化

明星名人

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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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航空先驱——莱特兄弟

2.9 不朽的传奇——披头士

2.10 海明威及其一生

2.11 马克·吐温及其写作风格

2.12 电影巨匠——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2.13 永远的巨星——猫王

2.14 跨出人类的一大步的阿姆斯特朗

2.15 改变美国棒球历史的杰基·罗宾森

2.16 用武术闻名天下的李小龙

2.17 民权运动的先驱——罗莎·帕克斯

2.18 二十世纪的物理天才——爱因斯坦

2.19 从战地天使到美国红十字会主席

2.20 “责任、荣誉、国家”与麦克阿瑟

2.21 最伟大的女程序员——玛格丽特·汉密尔顿

2.22 被人遗忘的天才——尼古拉·特斯拉

2.23 诺姆·乔姆斯基——一位横跨语言和政治的学者专家

2.24 改变世界的亨利·福特

2.25 当代福尔摩斯——李昌钰

2.26 呼吁妇女活出自我的贝蒂·弗里丹

2.27 努力奋斗的奥普拉

2.28 致力改善美国法律的厄尔·沃伦

2.29 拯救世界的乔纳斯·索尔克

3.1 星巴克的经营策略

3.2 从美国到世界的可口可乐

3.3 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谷歌

3.4 微软的过去与未来

3.5 沃尔玛的经营之道

4.1 纽约

4.2 洛杉矶

4.3 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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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名人

知名企业

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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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科罗拉多大峡谷

4.5 美国著名景点

4.6 费城

4.7 芝加哥

4.8 美国国家公园

4.9 休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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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 回顾第一课时内容

课文 课文阅读理解及练习

复习 布置交际式活动、


游戏式练习巩固本课

语言知识

作业 布置复习作业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学习目标

主课文

教学重点

暖身 引入主题

生词 重点词汇教学及练习

语法 语法点教学及练习

作业 布置复习作业

・能阅读并理解一篇课文


・能就新主题，与他人进行交流

・能掌握新主题的相关词汇

   和语法


・能书写新学的汉字

中文课堂基本有五个环节 “暖身-生词-语法-课文-复习活动” ，老师在课前应熟悉课文并挑选当课重点词和语法，规划一个课时需要

教授的内容份量，最后是设计教学内容。

以下是以每堂课50分钟为例的课程安排，请参考：

 在这份速成教学指南里，您将了解……


(1）如何规划完整的教学环节

(2）如何安排每堂课的教学重点

(3）如何恰当分配课堂时间

(4）如何进行各个环节的教学

(5）网课如何给学生布置作业

速成教学指南



【课前确认】

请您取得学生联系方式，确保如有突发状况，可以以电话或电邮

联系。

(1)

测试您与学生上课设备（以笔记本或台式机为佳）的网络、耳机、

麦克风都正常运行。

(2)

开课前或第一次上课时，可以从双方自我介绍、聊天、了解学生背

景及学习目标等开始，让学生和您互相熟识，之后会更好地进入课

堂环节。

(3)

【开课】

生词

语法

课文 复习活动

暖身

授课时，您可以按照 “ 暖身-生词


-语法-课文-复习活动 ” 来组织

课堂。

我们建议您每篇 Pondlet 

用两课时完成，每课时 50 

分钟。

一篇 Pondlet

皆建议 50 分钟

课时 1 课时 2

同时也为您提供了每个环节的建议用时，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下面以 HSK 1-2 级（初级水平）的文章《 》


为例，示范如何使用 Ponddy Reader 平台组织教学。

你有手机吗？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431ffa9856cf5a3c96655c91de24c81a


*以下环节的建议操作方式包含了所有活动，您可以根据需求选用其中内容。

第一课时

为吸引学生注意力、导入本课，您可以带领学生一起读一下课文

题目，或者简单介绍一下课文主题。

于“文章”或“词汇”点选右上方“显示设定”，开启“显示焦点模式”。

(1）练习生词发音，您可以点击小喇叭         让学生跟读生词。

(2）为引出或解释生词，您可以使用生词右侧的图片。

比如在讲解“手机”、“电话”之前，您可以先给学生看一下图片。

您还可以使用生词图片组织活动：看图提问、看图描述等。比

如“多少”，您可以打开图片，问学生“有多少个苹果？”

* “词汇” 页签



2. 生词  （建议时间：25分钟）

1. 暖身 （建议时间：2分钟）



(3) 为提高学生词汇量、熟练运用生词，您可以点击生词，使用 Ponds 


     关联网教学，以“电话”一词为例。


关联网教学：

词典中的英文翻译可帮助您向学生解释词义，选择适合学生水平的例

句，让学生跟读。

词典：

词关联中的搭配词能够帮助您引导学生按照“词->

短语->句子”循序渐进地提高长句输出能力。

您可以在“电话”的搭配词中选择符合学生水平的词，


比如选择“公司”，询问学生是否认识，并引导学生

造句，可以说“我们公司没有电话，我们有电邮。”

电话

公司

号码

会议

通过

词关联

词关联：    

字关联：    您可以让学生拿出纸笔跟着笔顺动画练习“电”和


“话”的书写。也可以根据学生水平挑选由“电”组

成的其他词给学生简单介绍，如果学生水平足够，

可以让学生想一想哪些词包含“电”。 电

电影

电梯

电视

字关联

电子邮件

部首关联中的动画和下方包含相同部件的汉字可以

帮助学生建立汉字间的联系，加强认字能力。点击

汉字“话”，利用右边的动画，让学生更直观地理

解“讠”为什么这样写。下方由“讠”延伸出的其他

字中，让学生试着说说认识哪些。


部首关联：

订
计

议

训

讠 部首关联



4. 作业布置 （ 建议时间：3分钟 ）

选择当课重点生词，让学生利用词关联写 5~10 字的句子。


让学生创建一篇 Pondlet  ，取名 “你有手机吗 - 作业 - 学生

名 ” ，将句子输入到该 Pondlet 中，最后将该 Pondlet 的

链接发送给老师复查。

释。

3. 语法 （ 建议时间：20分钟 ）

*“语法”页签

(1)

 点击语法标题后可让学生读本文中使用该语法的句子。

语法详解中的英文翻译可以帮助您向学生更清楚地解


(2) 您可以利用“语法例句”中的语法例句与学生进行互

动。


选择例句提问学生，如提问学生“你有手机吗？” 可以检

验学生是否能够掌握语法“有”的用法。您还可以选择

例句让学生翻译，但要注意将英文翻译遮住。



1. 复习 （ 建议时间：5分钟 ）

复习第一课时所学之生词、语法能够帮助学生快速回顾上节课内

容，进入上课状态。

2. 课文 （ 建议时间：20分钟 ）

* “文章” 页签



( 1 )  训练学生的听力和理解能力，您可以点击                      先

让学生聆听全文音频并猜测本课大意。


第二课时

* “补充资源”页签

(4)  课文讲解结束后，通过 “Reading Comprehension” 可检验

学生是否完全理解了课文内容。若在回答过程中发现学生对

课文理解不足，您可以返回课文再进行讲解。

播放全文

(3)  为提高学生汉字认读能力，您可以在                    关闭课文  


      拼音，让学生尝试认读课文。

显示设定

(2)  练习学生发音，您可以点击课文小喇叭          ，让学生听并


     跟读课文。

另外您还可以安排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3. 复习活动 （ 建议时间：20分钟 ）

在生词、语法和课文的讲解后，您可以利用课上复习活动，来强

化学生记忆，以及检验学生是否能熟练运用已学内容。

4. 作业布置 （ 建议时间：5分钟 ）

预习下一篇 Pondlet。老师将下一篇要学习的 Pondlet 以链接、

二维码形式分享给学生，要求学生跟读生词、聆听课文音频了解

本课大意。


(1) 您可以通过 “补充资源” 页签中的 “Performance-Based 


Activities” 中的 “Check For Learning” ，引领学生完成活动。

比如本课，根据活动设定的情景，运用本课学到的生词、语法、

数字，请学生介绍自己的基本信息以及电话号码。

*“练习”页签：

(2)   有 5 个针对生词、语法的游戏式练习，让复习更有趣。您可以

根据学生的掌握情况或教学时长选择需要的游戏练习。

您可以于此观看影片

或扫码观看影片，了解 5 个游戏的操作方式，

或自行尝试。

(3)  一对一课操作方式：

学生操作游戏，老师引导。

团体班操作方式：

老师在 “Group play” 创建一个班级群，让学生通过游

戏链接、二维码或者 Group Code 加入群组，可以进行

竞赛式练习。

http://s.ponddy.com/EasyPlay


更多作业建议

综合练习 完成练习小游戏。

汉字练习 让学生利用字关联跟着动图练习书写汉字。

您可以选择当课重点生词中笔画较多的汉字（如：谢谢、知道）或者易混

淆汉字（如：土、士）。

写作练习
对初学者的要求，每篇 20~50 字，可按照学生能力加字数。

您可以给学生一个和课文主题相关的题目，让学生进行创作。

口语练习

比如《我家人的电话号码》。

给学生一个和课文主题相关的题目，让学生上台发言。

口语练习 您可以让学生下课后练习读课文并录音。

写作类型的作业能让学生创建 Pondlet ，将内容打在“文本&音频”，

然后分享该 Pondlet 给您；其他形式的作业能让学生创建 Pondlet后，

将档案上传到 “补充资源” ，比如录音、文档、图片等，学生完成后分

享该 Pondlet 给您。



本堂课主要目的在于复习与巩固主课文的内容。

建议老师采用以下方式：

2. 增加学生的词汇量，您可以进行扩展练习。在Ponddy Reader

上主课文的“补充资源”页签，您可以找到相关学习资源。比如

给学生看视频回答问题、补充文化知识、补充相关生词、延伸

阅读练习。老师需要依学生水平和学习情况选用内容。



1. 处理学生作业，纠正作业中的错误，您可以和学生一起梳理。


要是学生有写作、写句子等作业，老师于本堂课与学生一起订

正作业；要是学生有口语报告，于本堂课发表，老师予以反馈。

复习课

课程目标



您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复习活动来丰富课堂，课堂活动

建议如下：

创建 Pondlet 点选“显示设定”

“编辑焦点词汇”与“标记焦点语法” 开启“显示焦点模式”

1. 为更有针对性地复习某些重点生词和语法，您可通过 “创建

Pondlet” ->点选“显示设定”->开启“显示焦点模式”->“编

辑焦点词汇”与“标记焦点语法” ，让系统根据您设定的重点词

汇、语法自动为您生成游戏式练习。


接着您只需将这篇复习 Pondlet 分享给学生练习或者作为一

种课堂活动。

3. 为缓解学生学习压力，增添中文课堂的趣味性，您可以多多利

用与中文相关的课堂游戏，比如：词语接龙、Bingo、一人一笔

写汉字、我说你猜等。

2. 为了检查学生本单元汉字掌握情况，可以听写汉字或短句。利

用教学白板，让学生书写或键盘打出汉字或短句，并由教师或

学生互相评分及纠正错误汉字。




进度表范例及说明

初中到高中学生

HSK 1、2

先进中文

完成第一课生字教学


完成 <因为......所以......> 的语法教学


完成第一段课文阅读

Pondlet 课文

课文：早上好


1/1

学生姓名：

等级：

适用年龄：

每个课时时长： 	 	50 分钟	

每周建议课时数：4 个课时

___本期 41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两个课时进行，共 82 个课时_______

系列名称

填写该课程对应等级

填写该课程适用年龄

填写该课程课时时长

填写该课程每周课时数

教学进度记录范例

填写课文名称

教学日期

课文及课时总数

学生姓名

教学进度记录：

等级对照表

PONDDY

Level 6

Level 5

Level 4

Level 3

Level 2

Level 1

Level 0

Distinguished

Superior

Advanced

Intermediate

Novice

Novice

Intermediate High

High

Low, Mid

Low, Mid

ACTFL

6+

6+

6

5

4

3

1,2

HSK TOCFL

A1

C2

C1

B2

A2

A1

B1

A1

CEFR

C2

C1

B2

A2

A1

B1

ILR

0

4-5

3-3+

2-2+

1

0+

1+



学生姓名：

等级：

适用年龄：

每个课时时长：

每周建议课时数：

___本期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     课时进行，共      个课时______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1 1

早上好 完成第一课生字教学


完成 <因为......所以......> 的语法教学


完成第一段课文阅读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备注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 e.g., 看图提问、看图描述）

上课To-Do list

*可自由选择是否使用

*可自由选择是否使用

*检讨上堂课作业

读/写汉字（复习上堂课重点生词）

复习问答（复习上堂课重点生词）

游戏练习

*预习作业（分享 Pondlet 给学生）

泛听课文

跟读课文

分角色朗读课文

阅读理解及讲解（ “补充资源” 之 “Reading Comprehension” ）

1.复习

2.课文

3.复习活动

4.布置作业

读课文标题

介绍课文主题

1.暖身

跟读生词

解释词义

提供生词例句并练习

练习生词造句（词关联）

练习汉字书写（字关联）

*汉字知识扩展（部首关联）

2.生词

讲解语法

语法例句提问互动（ e.g., 选择例句进行提问、翻译）

3.语法

*写作作业4.布置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