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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上网课的感觉

点点

我很喜欢上网课。上网课时，做作业很方便，我在网上

做作业就不需要用手写了。现在上可的教材都找网上了，很

容易找出来乐。不但方便，也容易在电脑上找出来。网课也

比出学校安全，应为疫情容易传染。上中文课也方便了很

都，我不需要急忙的赶去学校。如果我不认识一个字，就可

以在网上才是什么意思。网课也有不好的地方。有些时候，

需要一个组一起回答题，有些人不会回答得，他们会在哪儿

抄别人的答案或者完全都不上课最后作业就花了跟长时间完

成。课堂上市，有时候，电脑网不好，话筒有问题，或者网

站不能用，都会影响到上课。还有时候，看电脑的屏幕太长

时间眼睛就会卡是疼。 有些考试还要去学校考。不经要去

学校考，而起考完了还要回家据学上课，就会有点麻烦了。

我很喜欢上网课，但是我希望疫情过了以后，我可以回到驾

驶里，面对面的上课。



网上中文学校

陈劲源

今年的中文学校很特别，其实今年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全世界在这疫情下

，都需要在家里上网课。我喜欢在家里上中文学校的网课。这样我可以不用出门在

家里上课，让我能使用我家里全部的工具和资源。能够在课中利用网上的字典，这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有一个字我不知道，或是老师问我，我可以用字典查一

下。如果《阅读材料》里有我不认得字，我不但不需要尴尬无语的坐那儿，反而可

以在字典上搜索，让我立即知道。

去年春天时，我开始更加喜欢学习中文。那时候我看了一部以前就很喜欢的

中文电视剧，这激发了我对中文的兴趣。我会从课文里找出我不认得字或词语，然

后在一个互联网上的字典里搜查，在一张纸上写下。我第一个星期都是花在查读课

文，把作业留着第二个星期来做。这虽然会用到很多的时间，但是这样我才会记得

那些字的意思。

这年很有趣，我很期待我们未来的中文课。



疫情下的生活

在过去的一年中，很多事情发生了。因为有新冠病毒，我基本上没离家。我用电脑上

网课。我有些朋友去学校，也有些就像我一样，在家里上课。我只有三天去了学校，都是因

为要去考PSSA。我好久没见过大多数朋友，只在考PSSA的时候见了一些朋友。

我好几月前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有些好处。上学校的时候，每天

7:30开始上课，就像以前。但是现在上网课，因为我不需要去学校，有更多时间，不用担心

早起，也不用担心如何计划时间去上厕所。在课之间，我不需要想我要走以什么速度才能准

时来到课。在家里上课，我不需要整天戴口罩。春天开花的时候，我有过敏。我不需要出去

上学，所以控制我的过敏比以前容易。当然，我有更多时间跟家人说话和做我喜欢做的东

西。在学校的烹饪课，我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既好吃又交了作业。

这样的生活当然也有坏处。上面已经提到，我好久没看到很多朋友，只是发短信和

打电话。我考PSSA的时候，发现听别人讲话要更加专心，因为我那么长时间没听过他们真

真的声音，虽然他们的声音没变那么多。在家里，我只听三个人的声音：妈妈，爸爸，和哥哥

，所以听他们都没有问题。在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出去观光旅游，只是去看雪鹅大迁移，看

到了成千上万的雪鹅非常壮观，飞来飞去。我们拍了照片，感觉很好。那天观看雪鹅的人很

多，我看到有人没戴口罩，就觉得有点儿担心。另外，我只去过商店一次，也看了牙医，好久

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上中文可比以前容易一点，因为我们不需要开车去学校。以前，从家里到学校花三十

分钟。现在，我只需要走到我的电脑参加Zoom会。我觉得在网上去中文学校比上英文学校

更简单，但是大流行完了以后，我还觉得回到中文学校学习更好，可以跟同学们讨论，可以

亲自听老师讲课。

虽然我的生活有很多变化，却不像有些人的那么辛苦。我还很感谢我还有饭吃和水

喝，也有电脑，可以跟朋友说一说。我们感恩老师能在网上继续教我们，也感恩大夫和医护

人员的工作。我高兴快可以打疫苗，马上可以回到学校，开始正常的生活。

James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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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Liu



对摄像头的角度不一样，经常会不知道谁在说话，在给谁说
话。

尽管在线课程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但学校和老师们都尽了最
大可能来帮助和理解我们。虽然它并不完美，但它是我们现
在的最好选择。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在线上课的选择，我们
会选择牺牲什么：学习的时间？还是健康？

Covid-19

这是很痛苦又很新颖有趣值得深思的一年。 Covid-19改变了
很多事情。上课的形式，是Covid-19更改的内容之一。我们不
再需要去学校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而是用Teams/Zoom
在线上视频课 。视频课的优点在于它更快，更方便，更容易
了。不用起很早去赶校车。有足够的时间吃家里可口的早餐
午餐。有大的书桌和电脑椅，在自己家中上课比学校要舒适
得多了。但是，它也有很多坏处。比如，电脑有很多问题 或
者网速太慢，影响老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于学生之间的沟通，
从而影响上课质量。

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很多网速和电脑的问题。比如说网速一
会超慢一会超快，从而造成视频一会儿很卡一会儿很清晰。
有的时候卡的时间超长，以至于我错过了老师讲的重点，自
己不得不课后花很多时间自学。有的时候老师刚好在卡的时
候提问我，就会导致他／她认为我没好好听课。关键是它还
没规律可循，不管课的重要与否，天气的阴晴，它会完全随机
发生，让你无所准备。更讨厌的是，学校给的电脑，动不动就
死机，经常需要重新启动。不但浪费时间，还让人的心情变
的非常的糟糕。

在交流方面，因为网速很卡，老师要花很长时间来回答学生
的问题。而且在家上课，是无法看清整个班级的状况的，也
没法看到同学们的脸。所以，很难及时的掌握同学们对老师
和你提出问题的反应。尤其小组学习的时候，因为不能面对
面，交流就变的很困难。虽然摄像头在开着，可是每个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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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凯文



徐同章

疫情下的学习-----线上课程

过去的这一年，我认为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我发现很难在线上课，并且集中精力。我这一年在家里
用电脑学习非常困难：因为有时计算机出现连接问题，或wifi无法正常工作。另外，有时候如果老
师遇到无线网络问题，我也很难专心学习，有些时候我无法完成工作。

当我在家上网学习时，背景总是有噪音：例如我的狗吠，或门铃响，邮递员在敲门；有时会有一些
平静与安静，但其他时候房子只是一团糟。

我今年学到的功课是学习如何在家中更有效地上课，并适应在线课程。我学习了如何使用Zoom
和Google Meet。我还学到了如何解决wifi问题和计算机问题。

我和我的家人已经制定了一些规则，即开学时，我们将手机放在餐桌旁，以便我们上课时不用手
机，而休息时可以使用它们。我们还在屋子里制定了规则，规定了谁需要去遛狗。我们还确保除
非老师问我们，否则每个人白天都保持沉默。

最后，我认为今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我希望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疫情下的中文课
刘潇萌

疫情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先是学校关门，接着几乎所有的餐厅、 公

园、博物馆都关门了，所有的体育活动也被取消了。一转眼，我们在家上网课已经 有 16

个月了，其中有好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

首先，我们可以不出家门，不用开车，在家就能上中文课了。通常，每个周日我 们要
开车大约 20 分钟才能到学校， 现在我只需要拿着计算机到我的房间，登录上 Zoom，就
可以上课了。其次，在Zoom上，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屏幕看到老师和同学，而 且还可以跟他
们视频交流。最后，由于网课的局限性，老师免掉了我们的书面考试， 但是要求我们自己
要认真做练习，这也同时培养了我们的自觉性。

虽然我说了上网课的几点好处，但是网课还是有缺点的。比如说，如果网络出 现故
障，我就没法上课了。有时候家里的网速忽然变慢了，我就很可能没有听到老师 在说什
么。还有，我在家上课很容易走神儿，一会儿吃点儿这个，一会儿玩点儿那个。 或者，爸爸
很大声地给别人打电话，、姐姐看电视、妈妈做饭的声音，都会影响到我， 使我不能专心
听讲。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打了疫苗，希望我们能很快回到教室里去上课，恢复正 常
的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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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中文课 
杭奇越 

 

 今年真是特殊的一年。 因为新冠病毒的威胁，我们不

能到中文学校去了，只能在家里联网上中文课。 对我来

说，这是预料之外又新鲜独特的经历。以前习惯了在课堂上

学习，所以学校刚关门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校园外

好好学习。后来，当我的中学和中文学校都开始上网课以

后，我改变了想法。 

 

 网课有很多好处，也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好处之一是

我不用出门就可以上课，这样就省下了去学校路上要的时间

和精力。 另外，我们在家里会更舒服和放松。更重要的是

我们会很安全，不会染上病毒。网课让我们在疫情下仍然可

以上课和学习，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还没有经验，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 zoom 软件突然不工作了或不能

登陆。又 或者在你正要上课的时候，你的电脑说它需要重

启和做软件升级。还有，有的时候音箱出问题，听不到老师

讲话。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也都渐渐习惯了上

网课，学会了越来越快的解决问题。 

 

 今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今年会如此与往年不一样，

有这么多预料之外的事。对我来说，上网课的经历和经验还

是很有意思的，今年是难以忘怀的一年。 
 



 

 

李依晴 
疫情下的中文课 

疫情下的中文课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必须开始在网上进行中文课。一开始就觉得很
奇怪，因为现在每个星期天都不用开车到学校去读书。就像季节的变化，我们的生
活也改变了。一开始我不是佷在意，因为我现在不用早起像平常一样：）。 
 
 在网上学中文其实也很有趣。我的板子上有很多小按钮，像开和关声音或相
头的选择，还是举手的选择。我们现在的考试也比以前不一样。以前是考在纸上，
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全那在家里，我们不能像这样做了。现在我们大多数的考试都是
写作业和发演讲。我最喜欢的考试就是那个动物的演讲，因为我可以看其他人的演
讲和生长我的知识。 
 
 我们已经在网上学中文学了大概一个多年了。到了现在，我已经差不多习惯
在网上学中文了，就像每天必须要吃饭和睡觉一样。我其实比较喜欢在网上学习因
为每天就不用开车去学校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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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中文课 
 

G8B 苏恩雅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我们班从 2020年 2月开始上网上中文
课。在网上学习中文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新的学习方式。一开始上网课的时候

有一些不习惯。有的时候会听不清别的同学和老师说话，而且会有噪音。但

是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问老师，老师会耐心地为我们解答疑惑。 
通过网上学习中文我获得了很多的收获。比如，老师让我们写了一个

关于动物的介绍，并用 PowerPoint 讲解。每个同学在课上都分享了自己的
PowerPoint。通过这次讲解，我学到了更多动物的知识。并且演讲的能力提
高了。老师也会让我们写一些作文，每次题目都不一样，这会提高我写作水

平和对题目的理解。 
现在，我很习惯上网上中文课。上中文课前，把用的书和铅笔都准备

好。把电脑打开，开启 zoom的链接并敲入密码开始上课。老师开始讲之前
课文练习册的内容和生字并学习新的课文。学完了新的课文后，我把录音发

给老师，让老师了解我对课文的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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