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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一览表 
11/09/2019 星期六 

12:00 - 13:15 注册报到 ....................................................................................... ALEXANDER BALLROOM FOYER 

13:30 - 14:10 分堂小讲座 (1-2) ..................................................................................................... DOD / MACLEAN 

14:15 - 14:55 分堂小讲座 (3-4) ..................................................................................................... DOD / MACLEAN 

15:00 - 15:40 分堂小讲座 (5-6) ..................................................................................................... DOD / MACLEAN 

13:30 - 16:10 校长董事长论坛 / 教务长论坛 .................................................................... .FITZGERALD / HENRY 

15:40 - 16:10 酒店入住 / 休息 ................................................................................................. HOTEL FRONT DESK 

16:15 - 17:30 大讲座- 有效的课堂管理 .................................................................................................. CARNAHAN 

16:50 - 17:35 VIP 招待会 ................................................................................................................ PALMER SQUARE 

17:45 - 18:15 欢迎仪式 .............................................................................................................................. CARNAHAN 

18:15 - 18:30 全体大合影 ......................................................................................................................... .CARNAHAN 

18:30 - 23:00 答谢晚宴 ..................................................................................................... ALEXANDER BALLROOM 

 

11/10/2019 星期日 

06:30 - 08:00 早餐 （仅限于在酒店住宿的与会代表） 

08:00 - 09:15 远程培训-规范的字词教学法 .................................................................. ALEXANDER BALLROOM 

09:15 - 10:30 大讲座 – 道家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交融 .................................................. ALEXANDER BALLROOM 

10:30 - 10:50 退房 / 休息 .......................................................................................................... HOTEL FRONT DESK 

10:50 - 11:30 分堂小讲座 (7-10)  .....................................................DOD / MCLEAN / FITZGERALD / HENRY 

11:35 - 12:15 分堂小讲座 (11-14)  ...................................................DOD / MCLEAN / FITZGERALD / HENRY 

10:50 - 12:15 辩论赛工作人员培训 ......................................................................................................... CARNAHAN 

12:15 - 13:15 午餐 

13:15 - 14:15 大讲座- 引发学生兴趣的课堂活动 ........................................................ ALEXANDER BALLROOM 

13:15 - 14:15 校长董事长教务长联席会议 ............................................................................................. CARNAHAN 

14:25 - 15:10 格律诗句法浅探 ................................................................................................................. CARNAHAN 

15:15 - 16:00 CSL 讨论会 ........................................................................................................................  CARNAHAN 

14:15 - 16:15 辩论赛裁判培训  ....................................................................................... ALEXANDER BALLROOM 

16:15 - 16:3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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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仪式 
11/09/2019 星期六 

17:45 - 18:15 

CARNAHAN ROOM 

 

主持：常务副总校长潘仁南 

1.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王宏致欢迎辞 

2.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代总领事王雷先生致贺词 

3. 新泽西州议员 Nancy Pinkin 致辞 

4. 新泽西州议员 Daniel Benson 致辞 

5.华夏特级赞助表彰仪式 

6. 全体与会代表合影 

 

 

 

华夏中文学校真诚鸣谢 

特级赞助 

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   新州中国日  AIG 新州总部  美东山东同乡会  世界山东同乡会 

金牌赞助 

美东超市 旺发搬运 金门超市  独立投资顾问王博  美门医疗中心 

 

年会组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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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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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PRINCETON MARRIOTT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ER AT FORRESTAL 

          100 College Road East, Princeton, New Jersey 08540.   Phone: 609-452-7800 

12:00 Saturday-- 16:30 Sunday Sponsor Exhibition: ALEXANDER FOYER 

 

11/9/2019 星期六下午 
 

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DOD,   主持人：叶晶，孙斌 

时间安排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3:30-14:10 李文斯顿分校 李剑 用科技让教学事半功倍 

14:15-14:55 康州分校 王艳红/Eva Huang/薛艳 汉字的演变 

15:00-15:40 大纽约分校 台进强 华裔青少年中文学习与族裔文化身份意识 

 
演讲题目：用科技让教学事半功倍 

演讲老师：李剑 分校：李文斯顿  Email: jian.li@livingstonhuaxia.org 

讲员简介：李剑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在芝加哥取得 MBA 硕士学位。多年来热爱华文教育事

业，倡导“教之以情、授之以趣”的方法引领学生学习和进步。在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执教三年，担任

标准中文教研组长及九年级教师，连续两年获得学校年度“优秀教师奖”。  

演讲摘要：谁说汉语教学只能墨守成规地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在探索汉语教学新模式的道路上，

“让科技带动课堂，以交流成就教育”。互联网、大数据等最新的科技成果进入普通课堂，助力课堂教学

改革，转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将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如何在课堂上充分运用各种现代化的教学平

台（Quizlet、Google Classroom、Kahoot 等），不仅使学生找到了发现问题、生成知识、自主学习的

快乐，更促进了教师教学观念、教学手段与教学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科技教学课堂充满着新课改的时代气

息。 

…………………………………………………………………………………………………………………………………………………………………………………………… 

演讲题目：汉字的演变 

演讲老师：王艳红/Eva Huang/薛艳 分校：康州分校        Email: yanxue0987@gmail.com 

讲员简介：王艳红是学前班的老师，她任教多年，在教学中总结经验。Eva Huang 是 CSL 的老师，她对

汉字的演变以及如何向 CSL 学生推广象形字来辅助教学有自己的经验。薛艳是七年级老师，辅助王老师和

黄老师准备示范教学的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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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摘要：这个专题在我们分校是为低年级学生、家长以及 CSL 学生准备的一堂公开课。主要通过汉字的

起源以及演变历史，给孩子们解释造字的历史，和文字的演变。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汉字，降低死记硬背

的痛苦。是我们快乐学中文的活动之一。 

…………………………………………………………………………………………………………………………………………………………………………………………….. 

演讲题目：华裔青少年中文学习与族裔文化身份意识（以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角审视华裔中文教
学实践） 

演讲老师：台进强 分校：大纽约 Email: jtai2005@gmail.com 

讲员简介：台进强，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学士，广州暨南大学比较文学硕士。曾有数篇文学和文

化论文发表在国内学术核心期刊上。做过国内高中教师，来美后教过不同族裔不同阶段的学生学习中文。

主要研究兴趣有海外中文教材编写、海外中文教法和华裔学生群体文化等。现为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八年

级教师。 

演讲摘要：青少年时期是自我身份意识觉醒、发展和逐步定位的时期。对华裔孩子的中文教学，要有意识

地把语言学习、文化教育和族裔文化身份塑造三者结合起来，须触及学生的内心世界，如社会学意义的

“双重意识”；其二，培养学生对华裔美国人在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的群体归属感；其三，有助于

学生在多族裔共存和社会环境中塑造自尊自强的心理人格等等。而这些也是我们目前流行的教材和教学中

比较缺失的地方及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原因之一。讲员进一步提出了系列做法和建议。 

 

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MACLEAN,   主持人：马宝清，何燕 

时间安排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3:30-14:10 大纽约分校 韩璐璐 马立平一年级的示范课 

14:15-14:55 纽约中心分校 李菱 教学计划的四个基本点 

15:00-15:40 博根分校 马俊 如何上好学前大班第一节课 

 
演讲题目：马立平一年级的示范课 

演讲老师：韩璐璐 分校：大纽约   

讲员简介：韩璐璐，韩老师在华夏大纽约分校从事低年级中文教学 8 年，曾任教于音乐兴趣班，Pre-k，

学前班和一年级。并长期在康州一所学校给学龄前儿童教授音乐和中文。韩老师善于抓住儿童爱表现，活

泼多动和好奇心很强的心理，突出自己的音乐专长，用唱歌、跳舞、做游戏、讲故事和利用实物、多媒体

等丰富多彩的方式，抓住孩子们的眼球，激发他们的兴趣、想象力和扩展力。而且在教育语言的过程中，

一直秉持着从文化、育人入手，从小培养孩子们的一颗“中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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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摘要：这次示范课是关于“五官”和身体部位名称。通过谜语、卡通图片、玩具、游戏、歌曲和舞

蹈，迅速地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和好奇心，老师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地组织课堂，让孩子们“High 起

来”，听说读写方面得到全面的提高。还有一点很重要，老师真心爱学生并且了解孩子们的心理，学生也

会很爱老师，配合默契很重要。学无止境，教无定法，老师们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创新，一定会让中文课堂

更快乐。 

……………………………………………………………………………………………………………………………………………………………………………………………. 

演讲题目：教学计划的四个基本点 

演讲老师：李菱 分校：纽约中心  Email:  lingacc@gmail.com 

讲员简介：李菱，十五年中文教学经验，现任教于纽约地区私立高中。在华夏教学多年，并为本校的新教

师提供教师培训。热心中文事业，扎根教学一线，不断尝试新的教学理论和方法。 

演讲摘要：制定出有效的教学计划，使学生在课程的每个阶段都能全心的投入教学活动是我们的目标，也

会大量减少课堂管理的问题。教学计划的四个基本点：教学的前奏（Do Now），教学内容的引入

（introduction），教学演示活动(activities)，教学效果的评估（assessment）。在每一部分，要针对不

同年龄及爱好的学生，选择不同策略。讲员会展示有关教学案例。 

……………………………………………………………………………………………………………………………………………………………………………………………... 

演讲题目：如何上好学前大班第一节课 

演讲老师：马俊 分校：博根分校  Email:  magenma@gmail.com 

讲员简介：马俊老师，硕士，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建筑专业。从 2017 年起在华夏中文学校博根分校教

书。教学新颖，课堂活跃，内容丰富，深受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马俊老师还多次在镇图书馆举办中国文

化讲座和手工课。 

演讲摘要：学前班的第一节课是在美家长带着孩子走上学习中文这个漫长道路的第一步。孩子们对学习中

文的第一印象由此而生。是难是易？是乏味还是有趣？作为老师一定得想尽办法把课堂设计得生动活泼，

可是想象和现实往往有一定的差距。唱歌时没有学生跟着唱，又唱又跳时变成自己一个人的表演，写字时

不愿意写，玩游戏玩哭了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我的课堂上发生过。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和探讨一下如何应

对这些在课堂上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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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FITZGERALD,   主持人：潘仁南 

13:30-15:40 校长董事长论坛 (1) (Confidential 仅限于华夏校长董事长等管理人员) 

 

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HENRY,   主持人：张凉， 游牧 

13:30-15:40 教务长论坛, CSL 讨论会 (1) (Confidential 仅限于华夏教务管理人员) 

 

会议地点：CARNAHAN,   主持人：张凉， 游牧 

时间安排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6:15-17:30 外邀讲员 石荟 有效的课堂管理 

 
11/10/2019 星期日上午 

 

会议地点：ALEXANDER BALLROOM,   主持人：张元,  刘伟红 

时间安排 演讲人 演讲题目 

8:00-9:15 外邀讲员 孟德宏 远程教学：规范的字词教学法 

9:15-10:30 外邀讲员 韩爱果 道家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交流与融合 

 

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DOD,   主持人：薄英戡 

时间安排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0:50-11:30 纽约中心分校 宣宣 边演边学 寓教于戏 - 浅析舞台演出在中文教育中的运用 

11:35:12:15 史泰登岛分校 李喜丽 以沟通为目标的中文课程设计和教学 

 
演讲题目：边演边学 寓教于戏 - 浅析舞台演出在中文教育中的运用 

演讲老师：宣萱 分校：纽约中心  Email:  angelaqut@gmail.com 

讲员简介：宣萱老师，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北京大学艺术理论硕士。曾在北京高校任教 2 年，宣萱

老师非常重视中文教育，认为“孩子们把中文运用如母语一般，是安身立命之本。安身，是你如何成就

你，中文是孩子们未来生存发展的技能之一；立命，是你为何要是你，中文是孩子们沟通亲情的纽带，更

是他们自我认知的根本”。宣宣老师教课生动活泼，以和学生互动为主，深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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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摘要：分享历年带领学生们排练的两个小舞台剧：《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字母歌》，并且以此

为实战案例，探讨三个问题：1，为何要将舞台演出引入课堂；2，如何为学生们量身定制，将舞台演出引

入课堂；3，舞台演出与课堂教学结合的实践反馈。 

………………………………………………………………………………………………………………………………………………………. 
演讲题目：以沟通为目标的中文课程设计和教学 

演讲老师：李喜丽 分校：史泰登岛  Email:  xili_li@hotmail.com 

讲员简介：李喜丽，华南师范大学肄业，纽约大学数学教育硕士。纽约市公立学校双语数学老师和中文老

师，有 20 年教学经验。曾指导学生参加中文电影制作和诗歌比赛，并获得奖项。2019 年 9 月加入华夏中

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任教务长和二年级中文老师。希望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中文教学理念和具体教学

法，为海外的中文教育贡献力量。 

演讲摘要：介绍以美国外语教学协会的 5C 五大教学目标和三种沟通模式为理论依据，使用反向课程设计

方式，设计包含“教、练、用”的教学活动、教学结果测评和以沟通为目标的课程。让学生把中文的听、

说、读、写自然灵活运用到实际生活的交流沟通中，并演示一些实际有用的教学活动：如魔术口袋、

natural approach question sequence 等，以及如何把《中文》第二册的每课设计成以沟通为教学目标的

教学实践。 

 

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MACLEAN,    主持人：孙斌 

时间安排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0:50-11:30 大费城分校 柯文静 示范马立平第 3 单元 第四课 《下雪的时候》 

11:35:12:15 普兰斯堡/东部分校 夏方 助力学生家长，越过六、七年级中文学习的横杆 

 
演讲题目：示范马立平第 3 单元 第四课 《下雪的时候》 

演讲老师：柯文静 分校：大费城   

讲员简介：柯老师在国内有着 11 年成人教育经验。出于对教学的热爱，于 2007 开始在大费城华侨工会

中文学校教授中文。教授过暨南大学，台湾版本等教材。2015 年从教于华夏中文学校大费城分校教授

MLP 一年级。今年是第 5 年教授 MLP 教材，认为 MLP 教材是她教过的教材里面最行之有效的海外中文教

材。也成就了自己的教学宗旨：兴趣是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动力，课堂一定要结合教材，设计的生动有趣，

保持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让课堂上的时间飞起来。她在中文教学的道路上不断学习，积累了丰富教学

经验。取得了孩子的喜爱和家长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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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摘要：就马立平教材的特点和同行们分享自己的教学体会：马立平 MLP 字卡的运用；马立平 MLP 读

词读句/阅读练习；教材的扩展。 

………………………………………………………………………………………………………………………………………………………. 

演讲题目：助力学生家长，越过六、七年级中文学习的横杆 

演讲老师：夏方 分校：普兰斯堡/东部 Email:  fx072016@gmail.com 

讲员简介：中文教学经历：华夏中文学校普兰斯堡分校、东部分校中文教师，任教 10 年；华夏中部分校

中文教师，任教 2 年；2018 年“侨报”学生作文比赛（新泽西区）担任评委；弗吉尼亚中部中文学校中文

教师，任教 1 年。专业教学经历：中国北京服装学院管理系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任教宏观经济学、产业

经济、企业管理；教学管理：管理专业本科生项目；教学法培训；教材编选；教学评估等。 

演讲摘要：六、七年级的学生恰逢从自然人转向社会人的节点时期，也是记忆方式由机械记忆向理解记忆

的转折时期。他们的生理、心理都在发生改变，家长需适时调整教育方式，特别是对家庭中文辅导方式进

行修正，以“教”为中心转为以“学”为中心。但事实上，很多家长不了解家庭辅导的知识和具体方法，

而仅以写完作业为目标，直接导致学生对中文学习的抵触。本讲座旨在帮助家长构建一个良好的中文语言

“微”环境，延续教学成果，让孩子愉快、有效地培养学习中文的能力。主要内容：1、本学年学习目标和

相关能力培养目标。2、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3、家庭辅导具体建议。 

 

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FITZGERALD,   主持人：卫东 

时间安排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0:50-11:30 大费城分校 张莹 初级 CSL 教育的所见所感以及经验分享 

11:35:12:15 中部分校 司静 马立平四年级《田忌赛马》课堂实录 

 
演讲题目：初级 CSL 教育的所见所感以及经验分享 

演讲老师：张莹 分校：大费城   

讲员简介：任教 CSL 初级班三年。从最初的帮忙自己孩子班老师代课得到了家长和学校的认可，到后来真

的热爱上了教授中文。于是开始立志帮助更多身在海外，家里没有中文语言环境的孩子和成人学习中文。 

演讲摘要：本讲座将分享本人 3 年来在华夏大费城分校学校任教初级 CSL 的经验。比如，CSL 教学有哪

些特殊性？如何带领只有英语背景的学生打开中文学习的大门？拼音到底要不要学？如何有效地调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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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学生的积极性？如何兼顾班上的成人学生？如何与家长共同配合督促学生进步？如何能让学生一年

以后继续学习中文？ 

…………………………………………………………………………………………………………………………………………. 

演讲题目：马立平四年级《田忌赛马》课堂实录 

演讲老师：司静 分校：中部分校  Email: chzhsijing@gmail.com 

讲员简介：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从事小学语文教育 20 年。任教于华夏中部分校、桥水等分校 10 年，并

多次辅导辩论队参加总校辩论赛。提倡尊重课堂，平视学生，享受教学与孩子们一起成长的过程。 

演讲摘要：以《田忌赛马》一课为例浅析中年级课堂教学结构与节奏把控。从故事背景简介开始激发学生

兴趣逐渐导入新课；整体把握全文，训练学生的多项思维；并且重点突破，巩固练习词句；加入课外延

伸，添加文化佐料。最后是关于小测验的说明。 

 

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HENRY,   主持人：卫亚利 

时间安排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0:50-11:30 
里海谷分校 骆西 

《美华史记青少年读本》探索在汉语教学中帮助华裔儿童解决成长中的

困惑 

11:35:12:15 桥水分校 李兰芳 汉语口语的音乐性及其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演讲题目：《美华史记青少年读本》探索在汉语教学中帮助华裔儿童解决成长中的困惑 

演讲老师：骆西 分校：里海谷 Email:  redcyhemhem@hotmail.com 

讲员简介：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热爱中文写作，有多年媒体和对外教学经验，一直致力于华人社区服

务和青少年教育。曾翻译出版《紫色云雾中的华西》，参与撰写《美华史记青少年读本》。现任教于华夏

里海谷分校。 

演讲摘要：《美华史记青少年读本》作为补充读物如何帮助华裔学生学习中文，解决成长中的问题。《美

华史记青少年读本》的编写参考了美国主流学校强调学生参与、求解（inquiry）的教育方式，将早期华人

历史以对话、戏剧、诗歌、故事的方式呈现，每篇文章后面配以参考了 AP、IB 考试编写的练习题。《美华

史记青少年读本》，中英双语，由全美志愿者共同编写完成，其目标不光是帮助华裔儿童学习汉语，也希

望可以帮助他们成长为更强大，更好的美国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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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汉语口语的音乐性及其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演讲老师：李兰芳 分校：桥水分校  Email: lliuiuc@gmail.com 

讲员简介：李兰芳老师是华夏中文学校桥水分校的双语课程任课教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及物理

教育专业。在教中文的过程中，她采取多样化课堂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强调中文教学的有效性，趣味性

和可持续性，着重培养学生对汉语的持续兴趣以及一定的自学能力，为学生自主后续学习中文或全中文课

堂教学打下基础。 

演讲摘要：汉语口语是具有音乐属性的。不管是否主动意识的到，讲汉语的人利用了语音控制的诸多方

面，来实现讲的具有表现力。这个报告将介绍声音的物理学原理和对应的音乐性质，包括音高，响度，节

奏以及这些元素在讲话发声过程中的具体表现。讲员会接着对比英语和汉语在这些方面的相似和不同，并

且用这些概念解释汉语的声调。理解发声的物理学概念及对应的音乐元素并且学会有意识的控制这些元

素，会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具有积极意义，能更大可能地帮助学生说一口地道的汉语。 

 

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CARNAHAN,   主持人：张悦  

10:50-12:15 辩论赛工作人员培训 

 

11/10/2019  星期日下午 
 

会议地点：ALEXANDER BALLROOM,   主持人：游牧 

时间安排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3:15-14:15 外邀讲员 刘栋栋 引发学生兴趣的课堂活动 

 

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CARNAHAN,   主持人：张元, 潘仁南, 游牧, 卫东 

13:15-14:15 校长董事长教务长联席会议 林骏  志愿精神 调研汇报 

14:25-15:10 李文斯顿分校：唐晓铨 格律诗句法浅探 

15:15-16:00 CSL 教师讨论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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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志愿精神、服务型领导及职业倦怠：基于海外中文学校的实证分析 

演讲老师：林骏 分校：大纽约 Email:  ny31415926@yahoo.com 

讲员简介：林骏博士是大纽约华夏的创校校长，现任大纽约分校 AP 中文与书法教师，总校联络中心主

任。他长期服务华夏，曾着手建立教育评估系统，以保证学习中文的成果。作为商学院终身教授，他应用

其专业培训，致力于探索海外中文学校的持续发展战略模式。 

演讲摘要：大多数海外中文学校都是志愿者运营的非盈利性组织，在如何实现长期、持续、稳定发展方面

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从战略组织管理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从深层次理解志愿精神与专业精神，结合不同

的领导风格，弥补志愿管理团队在动力、规范、行为方式、管理系统和期待效果等方面的不足，从人力资

源建设、知识与竞争力培养、领导传承等几方面促成可持续发展。本报告将结合实证数据的统计分析结

果，为志愿组织的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 

演讲题目：格律诗句法浅探 

演讲老师：唐晓铨 分校：李文斯顿  Email：xiaoquan.tang@livingstonhuaxia.org 

讲员简介：本科和研究生都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任职于某国际组织，担任翻译

和编辑。华夏中文学校 14 年资深教师，李文斯顿分校教务长。汉唐诗社社长，习作散见于《汉唐山海情》

诗集（唐晓铨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 3 月）和《汉唐书屋》公众号。 

演讲摘要：唐诗是汉语的精华，而格律诗是唐诗的主流，千古传诵，至今方兴未艾。掌握格律诗的基本知

识，了解其文法、句法、词法，是今天人们欣赏、传播、习作的唯一途径。不懂平仄，何以言唐诗？不懂

唐诗，何以传文化？作为海外中文老师，必须有责任、有能力向后代华人子弟、其他族裔传播中华文化中

的这一瑰宝。本次讲座，举例分析了五言诗、七言诗的主要句法类型，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句法之重要，

在互动中学习、鉴赏。 

 

会议地点：Conference Room ALEXANDER BALLROOM,   主持人：张悦  培训老师：吴丽雅 

14:15-16:15  辩论赛裁判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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