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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华夏中文学校教师培训暨学校管理研讨年会圆满落幕

	 金秋送爽的十一月，美东地区
规模最大的中文教育机构华夏中文
学校迎来了2019年教师培训暨学校
管理研讨年会。盛大的欢迎仪式在
普林斯顿地区万豪酒店举行，为期
两日的教师培训和学校管理研讨会
如同一场盛宴，为三百多华夏教师
和教学管理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和教学支持。
	 华夏22所分校教师和教务人
员，以及几家兄弟学校代表出席了
年会。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代总领
事王雷，领事刘爱明，新州参议员
Greenstein,	“新州中国日”林洁辉主
席伉俪专程到会祝贺。与会嘉宾还
有长期金牌赞助Bill	Woo	议员，以
及十多位赞助朋友和一些地方政府
的议员和学区委员。欢迎仪式上表
彰了几位2019特级赞助朋友：林洁
辉夫妇、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代
表张富印，AIG代表Carol，华夏齐鲁
基金会。	
	 开幕式上，总校长王宏先生简
单回顾了过去一年华夏中文学校的
重大活动，热情地欢迎并诚挚地感
谢参加会议的华夏教师和社会各界
朋友为华夏的付出和对华夏的支
持。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代总领事王
雷先生在致辞中热情地赞扬了华夏
二十多年来桃李满天下，传承中国
优秀价值观，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
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的努
力。他鼓励华夏师生与当地社区携
手合作，让中华文化为中美交流架
起一座金桥。
	 新泽西州议员Linda	Greenstein	
特意从她繁忙的工作日程中赶来，
以自己最近访问中国的经历，大赞
华夏中文学校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文
化和学习外语的典范。
	 今年的年会主题为“奉献、精
进、合作”，内容丰富精彩。三大板
块：第一板块大专题讲座有来自校
外的专业教师，也有华文基金会的

网络课，石荟老师的“有效的课堂管
理”为各年级老师提供了心理学的
理论参照，北京外国语大学孟德宏
教授用非常形象的图片解释了“字
词结合的教学”，	Rowan	大学的韩
爱果教授为老师们讲述道家学说对
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讲座都是老
师们今后教学的重要助力剂。第二
大板块是华夏老师、教学管理者分
享教学和管理体会。校长董事们分
享学校管理经验，教务长们交流教
学管理，老师们将自己教学过程中
的优秀教学经验与大家共享。第三
大板块是示范课，五位不同年级的、
使用不同教材的老师把课堂搬到大
会，把精彩呈现给年会。华夏辩论比
赛的模拟训练更是开创了教师培
训的先河，这些交流和分享充分展
现了华夏老师的敬业、专业，不难看
出，华夏这支优秀的教学和管理团
队是华夏的真正财富。
	 今年共360多位华夏教师和各
界朋友参加华夏年会，是往年之最。
除了教学交流，组委会还精心策划
了一场欢乐的晚会，老师们大展才
艺，欢歌笑语把往日周末的辛苦一
扫而去。
	 华夏中文学校拥有22所分校，
在各个地区为社会的多元化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为主流社会的和谐与
发展带来了生机。华夏中文学校将
一如既往地把发展华文教育和传播
中华文化为己任，与各个中文学校
携手共进，为社区繁荣继续努力！
	 为了把华夏教师年会完美呈现
给老师们，今年组委会提前半年就
开始了筹备，感谢志愿者们发扬华
夏精神，各部通力合作。特别感谢本
次大会组委会成员：张凉、游牧、张
悦、唐晓辁、薄英戡、何燕、卫东、孙
斌、黄志一、王虹、叶晶、王露生、马
咏、刘伟红、卫亚利、马宝清、朱海
晔、杨森、吕敏伟、王坚、张长春、张
元、潘仁南、王宏。								（文  廖山漫）

2019华夏年会

教务长论坛简报
	 此次教务长论坛由总校教学常
务顾问游牧老师主持。论坛内容涉
及以下几个方面：1.李文斯顿教务
长唐晓铨老师介绍了他们学校本学
年度的两次远程实景课堂教学，学
生们从中获益不少。但是也谈到了
实景教学的主题和教学对象年龄与
水平的匹配问题。2.分校的教学管
理问题。这个问题一出，就像是一石
激起千层浪，大家的发言热烈，资深
的教学管理人员谈各自的经历，新
上任的教务长们既如饥似渴地汲取
着前辈们提供的养分，又不停地提
出各种各样的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希望获得资深教务长们点拨与帮
助。3.目前各分校教学的当务之急。
这个问题涉及面广，时间有限，只开
了个头，提出了“总校的教师培训和
认证制度”、“学生的学籍管理问题”
等。最后是第四个议题“CSL的教学
探讨”。																								 （文   张悦）

	 今年的	【校长董事长论坛】	由
华夏总校常务副总校长潘仁南主
持，华夏总校董事会秘书长徐敏致
辞。论坛分为三部分:	总结报告、分
享经验、展望未来。

总结报告
	 总校外联部副部长黄志一做了
总结报告。根据调查，华夏的优势，
集中表现在华夏的品牌项目、系统
大平台、优质共享的资源、规模化的
大型活动以及校际间的良好互动。
	 华夏发展25年，一代代的华夏
人薪火相传，前进中面临着挑战：人
口结构的变化、周边其他形式的中
文教学的竞争、志愿者团队的建设、
校舍租金的硬件条件、中美关系变
化大环境的影响等。

 分享经验
	 一．南部分校校长赵巍分享的

主题是“中文学校的市场营销探索
“。适合手机浏览的网站，可以追踪
点击率的邮件系统以及社交媒体，
搜索引擎的使用等。
	 积极参加总校组织的各种文体
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人气和
士气。教学方面，稳定壮大中文教师
队伍，扩大生源。
	 设立总统义工奖，打造优质青
少年义工平台。每年春节的全家福
摄影，是学校最热闹温暖的风景线。
	 二．史泰登岛分校校长叶翠分
享的主题是“借力华夏品牌”。借助
总校宣传，提高学校知名度，得到当
地居民的信赖；不断完善学校的网
站建设，创建学校微信号，及时更新
分校及总校的各项活动；转发总校
公众号文章并积极投稿。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际比赛，
积极投稿《侨报》华夏园地，极大提
高了学生的写作积极性。

年会分校回响
 樱桃山分校   于雷

	 韩爱果教授讲述的道家西传的
故事印象深刻。静静听着，让人感觉
好像有大道垂天，自美东至洛阳，万
里可见。想像着那几卷写着道德经
的竹简仿佛时时闪着荧光，指引后
来的失路之人。
	 数千年之后的今天，在大西洋
的岸边，一位来自丝绸之路起点的
学者为大家讲授道家学术的起源，
精要和传播。有幸得以聆听，真是非
常奇妙！

李文斯顿分校    刘宏杰	
	 今年年会在会程组织、内容、培
训等环节都有很多优化和提高，在
促进各分校校际交流、老师教学经
验分享、学校长期战略发展规划、联
络和凝聚华夏义工、弘扬华夏奉献
精神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衷心祝愿年会越办越好！

李文斯顿分校   方彩罗
	 本次年会，我主要关注两个话
题：课堂管理和华裔青少年的身份
认同。

	 石荟老师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当
为师者把爱的情感倾注到课堂时，
学生们会感受到，并会收到良好的
效果。	
	 面向华裔的中文教学，除了语
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也是帮助学
生认识文化身份并增强自信的过
程。正如大纽约分校台进强老师在

“华裔青少年中文学习与族裔文化
身份意识”演讲中说到的那样，华裔
学生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文老师也是学
生文化身份的情感抚慰师。

李文斯顿分校    夏琦
	 开场的《用科技让教学事半功
倍》听众爆棚，李剑老师带你玩转中
文教学大课堂，她给大家引入诸多
令人耳目一新的网络教学平台，手
把手教大家如何利用电脑科技小窍
门丰富多媒体课件的表现力；韩璐
璐老师让学员都临时充当了一把一
年级小朋友跟着痛快过了把唱跳画
玩的瘾；《汉字的演变》则给我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象形文字演变课；谦
和幽默的马俊老师，用朴实的语言
和简单的游戏为大家演示如何激发

学前孩子的学习兴趣，引导大家如
何在家长诉求和学生年龄特性间寻
找平衡点，获得全场学员的强烈共
鸣；柯文静马立平示范课《下雪的时
候》让我们不由得感叹原来字词教
学也可以这么多层次啊；还有李喜
丽老师对中文教学中如何把握游戏
深浅度的见地深刻；从事特教的石
荟老师和刘栋栋老师从心理学角度
分析示范如何结合低龄孩子的特点
展开课程设计和教学，经过二位专
家的点拨才恍悟平时看来不起眼的
事原来也大有讲究。游牧部长即兴
带大家玩的“萝卜蹲”游戏，再度将
讲座推向高潮！
	 远程讲座《规范的字词教学法》
充分展示了中文作为中华文明传承
载体的魅力，从前一些不解的疑惑
都在这里都找到了答案；今年还特
设华夏辩论赛裁判培训，别开生面
的模拟赛事不仅让新人们大开眼
界，切身体会了紧张的赛程，老裁判
们也对比赛规则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
	 饶是两天没休息还是错过太多
的讲座，好在总校第一时间为大家
汇总分享了全部讲座课件，可以随
时温故知新。参加过几届年会，给我

的感受就是：广采博纳、精益求精的
同时，又有专项突击，切实保障研讨
深度。
	 再见了，谆谆的讲师们，再见
了，华夏的同仁们！今天，我们满载
行囊而归，来年，我们收获的季节再
相聚！

李文斯顿分校    金琼
华夏总校年会忙，	各校精英演讲棒；
学术交流英雄会，	文艺汇演技高强；
总校帷幄弹指间，	分校自强力不减；	
待到桃李满天下，	笑傲华夏我的家。

南部分校   杜娟
		 石荟老师关于	“有效的课堂管
理”演讲，让我受益良多。她的演讲
非常知识化及系统化，而且深入浅
出，结合课堂实例，清晰立体层次分
明地阐述了“有效”二字在实际课堂
管理中的定义。谢谢石老师。期待明
年再续。

中部分校   李雯
	 聆听孟德宏博士的讲座是今年
研讨会的一大亮点，做为唯一的远
程嘉宾，并没有丝毫的距离感，妙趣
横生的说文解字，以及如何能够把

字词联系在一起。当提到殷墟甲骨
文，让我这安阳游子倍感亲切。如他
说，我们应该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很有幸成为海外华文的桥梁、把中
国文化发扬光大。	

博根分校     孙长慧 
	 孟德宏博士《规范的字词教学
法》深受启发，	孟老师用诙谐的话
语、	风趣的比喻，由字源、字形、字意
分析规范的字体，象形会意、生动有
趣，坐在现场就像听有趣的故事一
样。	深深地启发了我的教学灵感，把
汉字教学转化为给孩子讲故事的方
法认字，不仅适合孩子们的学习特
点，提高孩子们的识字兴趣，更是让
孩子们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最初步
的了解。感谢华夏总校组织的培训
机会，感谢华文教育基金会提供的
完美远程培训，感谢孟德宏博士的
精彩讲座，更加期待华夏大家庭的
再一次盛会。

博根分校     李植
		 互相学习、交流，	为培养华夏栋
梁汲取养分，促进自身的成长。不论
是从外聘讲师还是华夏各分校老师
的示范，	都体现了行业的最高水准。

			 	 	今天，全华夏
22家分校的老师
和其他来宾们聚
在一起，代表人数
超越了去年年会

留下的纪录。	
	 过去一年，我们传承和发扬了
所有传统服务，有名师培训、教师培
训、田径运动会、演讲赛、辩论赛、华
夏之星、教学观摩、智力运动会、乒
乓球比赛等等。
	 华夏从新州起步，到如今分校
遍布美东四州，走进了纽约市，纽约
是国际都市，影响力巨大。今天在座
的就有来自纽约的企业家代表，他
们是赞助我们华夏的慈善家。
	 去年华夏中文学校夏令营再创
纪录，孩子们走出校园，寻根的足迹
踏遍半个中国，华夏中文学校的大
旗也从南端的福建广西一直飘扬到
东北的长白山。
	 在此，我代表华夏中文学校感
谢给我们提供各种支持和服务的各
界朋友们，领导们，社区的慈善家
们。我要感谢华夏家长们的信任和
支持，感谢华夏老师们的付出，感谢

华夏义工们，你们无私的奉献，保证
了华夏的传承和继续。这里我要特
别感谢我们的核心团队，感谢你们
对我的理解和包容。
	 在这欢庆的时刻，我们不能忘
记学校面临的挑战，中文课后班的
兴起，中文网教的盛行，面对这些挑
战我们要心胸宽广，寻求合作。合
作，也是今年年会的核心主题。	我们
22家分校之间要合作，老师们义工
们家长们要团结合作。我们也愿意
和其他从事中文教育的兄弟姐妹学
校一起合作。今晚出席的，有从纽约
上州Albany来的兄弟学校代表，有从
美国水牛城开车十个小时过来的代
表。
	 我们还要和社区、地方政府、家
长和慈善家们合作，我们还要和中
国侨务和华文教育机构合作，和任
何帮助海外华文教育的各界合作。
	 各位老师们，各位华夏义工同
仁们，各位兄弟学校的战友们，各界
支持华夏的朋友们，华夏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让我们携手共进，将中
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播种在孩子们
的心中，在这片大地上生根发芽！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代总领事王雷先生
在年会开幕式致辞     

摄影：源苑

新泽西州议员Linda 
Greenstein女士在年

会开幕式致辞
摄影：王小克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义工     摄影：王小克

空前盛会  再创纪录   三大板块涵盖两个论坛、两场培训、二十堂讲座

摄影   杨伟谦

继往开来  面对挑战  携手共进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王宏先生在年会欢迎仪式上致辞

领军合作，中流击水       校长董事长论坛纪实

								全体教师参加教师年会，教务
会议，提高教学质量丰富教学经验。
	 申请了义工奖，主动上门做义
工的志愿者增多，学校影响日益增
大，吸引许多组织和个人借助分校
平台做广告，与公立学校及当地政
府建立了良好关系。
	 三．长岛分校董事长徐敏做了

“教学管理经验”的分享。除了积极
参与总校的各项品牌活动，学校还
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校内活动：识字
比赛、才艺展示、万圣节盛装游行、
班级演讲比赛、圣诞节班级庆祝活
动、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学校进一步和各社区合作，组
织参与中华武魂表演，母亲节活动，
书法演示，传统文化讲座，长岛中秋
盛会，金话筒少儿中文才艺大赛等。
	 优质的家长文化课，书法，民族
舞蹈，气功，Zumba，国标，绘画，音
乐鉴赏课等。

	 多彩的俱乐部如华夏龙舟队、
华夏足球队、华夏篮球队、冬季滑
雪、暑期漂流和包船海钓活动等。通
过这些活动，发现人才，培养义工梯
队。
	 四．普兰斯堡分校副校长姚懿
伦做了“正规化运营”的分享。作为
20年的大校、老校，矛盾累积，凝聚
力的挑战日益凸现。正规化的管理
和运作，是学校稳固持续发展的根
本和保证。

展望未来
	 华夏总校会进一步发挥桥梁和
纽带作用，团结各分校，在领军海外
华文教育的同时，联手其他学校、社
团和组织，利用规模效益，共同推动
华人社区的发展；积极融入本地社
群，组织更多公益活动，在更多的领
域发挥正面影响，为海外华文和中
华文化的传播继续努力！
                                    (文 黄志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