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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日程一览表 

2022 年 11 月 5 日 （周六） 

时间 内容 地点 

12:00 - 13:15 酒店会场签到 Ballroom Foyer 

13:30 - 16:30 董事长、校长论坛 Woodbridge / Piscataway 

13:30 - 14:10 分堂小讲座  Edison, 

Brunswick A & B, 

Board II 

14:15 - 14:55 分堂小讲座  

15:00 - 15:40 分堂小讲座  

14:15 - 16:30 教务长论坛 Board II 

15:40 - 16:10 酒店入住 / 休息 Hotel Front Desk 

16:15 - 17:30 大讲座《中文教学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多模态语料》-- 胡灵均 Salons A, B & C 

16:50 - 17:45 VIP 招待会 Blossom's Restaurant 

18:00 - 18:30 欢迎仪式 Salons D & E 

18:30 - 18:45 大合影 Salons D & E 

18:45 - 22:00 答谢晚宴 Salons D & E 

   

2022 年 11 月 6 日 （周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8:00 - 8:30 早餐 （仅限于在酒店住宿的与会代表） Salons D & E 

8:30 - 9:30 大讲座《后疫情时代美国中文学校的挑战与展望》-- 任弘 Salons A, B & C 

9:30 - 9:45 退房 / 休息. Hotel Front Desk 

9:45 - 10:25 分堂小讲座  Edison, Brunswick A & B,  

Board II 10:30 - 11:10 分堂小讲座  

9:45 -  11:10 如何做好辩论培训-- 阎永忠 Salons A, B & C 

11:15 - 12:15 大讲座《反思中文传承语教学：课程， 教材， 挑战及其他》-- Grace Wu Salons A, B & C 

12:15 - 13:20 午餐 Salons D & E 

13:30 - 14:30 大讲座《让本地华人历史融入中文各年级教学的意义和实践》-- 台进强 Salons A, B & C 

13:30 - 14:30 浅析辩论赛的评分评委机制-- 阎永忠 Brunswick A & B 

14:30 - 16:00 校长教务长联席会议 Woodbridge / Piscataway 

14:30 - 16:00 各年级组老师分享交流 
Edison, Brunswick A & B,  

Board II 

年会组委会成员 

孙斌   赵霞   赵昀   曹作军   杨剑虹   唐晓铨   何燕   朱宏伟   李燕辉   朱海晔   许恺   

林芳   王虹   顾庄华   杨森   马宝清   徐敏   刘又玲   吕敏伟   薄英戡   张凉 

  



 
 

讲座一览表 

2022 年 11 月 5 日 （周六） 

地点 时间 内容 页码 

Edison 

13:30 - 14:10 有关 AP 中国语言及文化考试的常见误解与对策 -- 于薇薇 1 

14:15 - 14:55 迈上中文学习的高台阶 -- 王晶琳 1 

15:00 - 15:40 象形解字与象形书法 -- 商乐维 2 

Brunswick 

A & B 

13:30 - 14:10 如何上一堂生动有趣的课 -- 王丽华 2 

14:15 - 14:55 马立平 5 年级《西游记》改写本 第十四回“三打白骨精”-- 何宁 3 

15:00 - 15:40 中文教师科学吐字发声与护嗓 — 技巧与训练 -- 刘又玲 3 

Board II 13:30 - 14:10 春节吃什么传统美食? -- 曲珈漪 4 

Salons A, B & C 16:15 - 17:30 大讲座《中文教学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多模态语料》-- 胡灵均 4 

      

2022 年 11 月 6 日 （周日） 

地点 时间 内容 页码 

Salons A, B & C 8:30 - 9:30 大讲座《后疫情时代美国中文学校的挑战与展望》-- 任弘  5 

Edison 
9:45 - 10:25 浅探任务型语言学习法在高年级中文课堂中的运用 -- 刘影 5 

10:30 - 11:10 CSL 教学经验分享  

Brunswick 

A & B 

9:45 - 10:25 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中年级 -- 张晓静 6 

10:30 - 11:10 浅谈海外高年级中文教学的挑战与乐趣 -- 傅耘 6 

Board II 
9:45 - 10:25 浅析如何实现海外学龄前儿童中文教学的本土化和多样化 -- 罗静秋 7 

10:30 - 11:10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浅析北美中文教学中授之以鱼的可行性及适用性 -- 屠开林 7 

Salons A, B & C 9:45 - 11:10 如何做好辩论培训 -- 阎永忠  

Salons A, B & C 11:15 - 12:15 大讲座《反思中文传承语教学：课程， 教材， 挑战及其他》-- Grace Wu 8 

Salons A, B & C 13:30 - 14:30 大讲座《让本地华人历史融入中文各年级教学的意义和实践》-- 台进强 9 

Brunswick A & B 13:30 - 14:30 浅析辩论赛的评分评委机制-- 阎永忠 9 

Edison, 

Brunswick A & B,  

Board II 

14:30 - 16:00 各年级组老师分享交流  

    

文艺节目 
1. 诗朗诵《我与华夏共时光》 -- 总校教学部 

2. 女声对唱《我相信》-- 史泰登岛分校 

3. 歌舞诵《这世界这么多人》-- 大费城分校 

4. 方言版《再别康桥》-- 长岛分校 

5. 评弹 《蝶恋花》-- 纽约中心分校  

6. 歌舞《下山》-- 大纽约分校   

7. 大合唱《友谊地久天长》-- 李文斯顿分校 

8. 健身舞《一万个舍不得》 -- 总校团队 

晚宴主持 
       刘又玲 Vera Liu，现任教于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教授六年级马力平中

文，以及文化课 — 小主持人培训。刘老师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

持专业，毕业后担任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先后主持文娱、新闻、财经等多种

类型节目，持有全国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书、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一级甲等

证书。后赴美留学，获爱荷华州立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硕士以及纽约州立大学

传播学博士学位，在全美和国际学术期刊、会议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以

“青年英才计划”引进上海同济大学艺术传媒学院任教，教授播音主持、新

闻写作、国际传播等课程，多次荣获校级及院级教学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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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华夏教师培训暨学校管理研讨年会 

2022 年 11 月 5 日 （周六） 

会议地点：Edison,   主持人：赵霞、顾庄华、马宝清 

时间 演讲人 题目 

13:30-14:10 非华夏学校 于薇薇 有关 AP 中国语言及文化考试的常见误解与对策 

14:15-14:55 大费城分校 王晶琳 迈上中文学习的高台阶 

15:00-15:40 爱迪生分校 商乐维 象形解字与象形书法 

 

演讲题目： 有关 AP 中国语言及文化考试的常见误解与对策 

演讲老师： 于薇薇  分校：非华夏学校   Email:  weiwei.yu@gmail.com 

讲员简介： 于薇薇，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科，Marquette University 传播学硕士，Middlebury 

College 对外汉语教学硕士。 作为多年的 AP 中文考试阅卷人，于老师拥有 20 余年美国私立学校的中文教

学经历，教学对象包括 K-12 年级华裔学生及没有中文背景的非华裔学生。目前在 The Pingry School 高

中部担任中文教师。 

演讲摘要：  AP 中国语言及文化考试常常被华裔家长作为孩子在海外学习中文的终极目标。那么，作

为一门大学预修课程，华裔孩子到底需要达到什么语言水平才能顺利攻克 AP 中国语言及文化考试的挑战

呢？ 本讲座旨在为华裔家长对 AP 中国语言及文化考试的常见误解做出相关解释，分享华裔学生在 AP 考

试中的常见错误，并与参与会共同探讨 AP 中文课的实际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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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题目： 高年级示范教学 - 迈上中文学习的高台阶 

演讲老师： 王晶琳  分校：大费城分校  Email:  zhyingying@gmail.com 

讲员简介： 王晶琳，在华夏大费城分校执教 2 年，国内教育行业 21 年从业经验，5 年对外汉语教学经

历，获得《汉语国际教师高级资格证》，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以提高汉语学习兴

趣、培养良好学习习惯为目的，坚持听、说、读、写并进的原则，激发非汉语母语人群的学习热情，课堂

气氛活跃，寓教于乐。热爱教育行业，热衷于汉语教学，愿意尽一己之力努力传播中国文化。 

演讲摘要： 一、以“相声”的形式介绍中国菜、中国人的生活常识，了解中外文化，开阔眼界。    

                        二、简体字繁体字集中对照认读，强化字词，为写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继续加强课后阅读训练，理解之后再答题，动脑又动手。 

                        四、课文即范文, 掌握基本的写作方法和技巧，突出重点，词汇表达准确、语句通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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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 象形解字与象形书法 

演讲老师： 商乐维  分校：爱迪生分校  Email:  wangd@montclair.edu 

讲员简介： 商乐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书法爱好者。曾任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中文教师，新泽西

中部中文学校书法教师，华夏东部中文学校书法教师。近年来专注研究汉字原始象形，汉字的起源与演

变。探索将汉字象形与演变融入中文和书法教学之中，并创作了大量的象形书法作品。创建了 Amazing 

Chinese Characters 和 Creative Chinese Characters 两个英文博客，受到世界各地学中文的母语非中文

人士的关注。出版了《象形解字》，《象形书法》，《Learn Chinese From Pictography》，

《Pictographic Chinese Calligraphy》等书。 

演讲摘要： 汉字是象形字，用原始象形来解释汉字是最接近汉字的原始意思，用汉字演变来连接汉字

原始象形和今天的宋体字可以很容易理解今天汉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不论在汉字研究上还是汉字教学上

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汉字有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木，水，火，日，月，山，鱼，竹，龙，羊，等等。这些字是汉字

的最小单位，不能再分割为更小的有独立意思的单位。合体字由独体字组成，比如：林，明，汕，沐，

样，炎，渔，笼，等等。 

       网上资料显示汉字有大约 400 多独体字，但汉字总数大约有十万。就是说 400 多的独体字组合成了十

万汉字。独体字就像汉字的字母，它们“拼”出了十万汉字。学会了独体字就能理解几乎所有的合体字。 

       从汉字象形学独体字，然后再学合体字，将是纲举目张，事半功倍的办法。学汉语将变得有趣，高

效，容易。 

 

会议地点：Brunswick A & B,   主持人：李燕辉、唐晓铨、林芳 

时间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3:30-14:10 密尔本分校 王丽华 如何上一堂生动有趣的课 

14:15-14:55 李文斯顿分校 何宁 马立平 5 年级《西游记》改写本 第十四回“三打白骨精” 

15:00-15:40 大纽约分校 刘又玲 中文教师科学吐字发声与护嗓 — 技巧与训练 

 

演讲题目： 低年级示范教学 - 如何上一堂生动有趣的课 

演讲老师： 王丽华  分校：密尔本分校 Email:  lihuawang@millburntalent.org 

讲员简介： 王丽华老师，在华夏中文学校从教十五年，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并荣获杰出贡献奖。目

前担任密尔本和李文斯顿两校启蒙班的教学，她结合教学对象的特点，以极大的热情，全身投入各种教学

培训，进行教研。教学中她善于用儿童语言，结合教学内容，开展各种可行性的教学活动，对学生充满无

限吸引力，使学生爱学乐学，并获得成就感。启蒙教学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不断发展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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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更重要的是在培养学生语文综合素养上下功夫。王老师爱生敬业，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演讲摘要： 怎样结合教学内容，通过生动活泼的课堂活动，让学生们积极参与进来，动眼、动口、动

手、动脑，感受学习中文的乐趣。要让学生们喜欢上中文课，一定要让课堂教学生动有趣。安排一些破冰

小游戏，营造一个轻松快乐的氛围。立下规矩，课堂纪律有保障。培养好的读书、写字等学习习惯，打好

基础很重要。教学步骤紧凑，学生不容易分心。读书写字、唱唱跳跳，有张有弛效率高。大家参与课堂活

动，开动脑筋，学习气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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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题目： 中年级示范教学 - 马立平 5 年级《西游记》改写本 第十四回“三打白骨精” 

演讲老师： 何宁  分校：李文斯顿分校         

讲员简介： 何宁老师 2018 年 3 月起在华夏李文斯顿中文学校教授马立平中文五年级《西游记》。目

前在罗格斯大学 NB 校区东亚语言文学系 MAT in Chinese Program 研究生学习，研究中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教学。她寓教于乐，深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海外中文的教学是语言习得和文化传承并驾齐驱的过程。

她指导的文创视频作品“新‘西’游行---自信华裔中华饮食新观”获 2020 年华夏总校文创比赛 4-6 年级

组第一名。华夏李文斯顿中文学校优秀教师， 2021 年华夏总校（密尔本分校）优秀教师。 

演讲摘要： 课堂示范教学通过词汇讲练、故事阅读理解 、分角色朗读（给视频配音）和表演故事片段

等课堂活动来积极引导学生学习有趣的《西游记》故事，并理解故事里的人物特点。教学以学生们读故

事、讲故事和演故事为主要环节，有效地提升学生们的中文听、读、说技能。故事阅读理解和片段表演主

要集中在唐僧师徒第一次和白骨精（村姑）遭遇的部分。教学会是先词汇再课文的顺序，也会有词汇穿插

到图片描述中让学生讲故事，以及最后的表演故事环节。教学过程能生动形象地让学生们理解经典的孙悟

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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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题目： 文化兴趣示范教学 - 中文教师科学吐字发声与护嗓 — 技巧与训练 

演讲老师： 刘又玲  分校：大纽约分校   

讲员简介： 刘又玲老师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原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持有全国普通

话水平测试一级甲等证书、全国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书。获爱荷华州立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纽约州立

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通过人才引进于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教授播音主持、新闻写作、国际传播等课程，

多次荣获校、院级教学竞赛优胜奖。目前在华夏大纽约分校教授六年级马立平，及文化课 《小主持人培

训》。 

演讲摘要： 有声语言是中文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首要工具，教师用它来传递知识、与学生交流。中文

教师的有声语言是一种规范化的口语，从这方面来看，在对有声语言的运用上中文教师与播音员主持人有

着相似的要求 —— 既要活泼生动又要清晰准确，既要传情达意又要务实有效。本讲座借鉴播音员主持人有

声语言训练的相关内容、结合中文教师工作特点加以精简和通俗化，主要从科学吐字发声、科学用嗓护嗓



 
 

4 
 

两个角度，来分享一点小技巧和个人经验，以期能对老师们在教学中规范发音吐字、提高声音感染力、增

强传播效果等方面起到一定助推作用。 

 

会议地点：Board II,   主持人：杨剑虹 

时间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3:30-14:10 理海谷分校 曲珈漪 春节吃什么传统美食? 

 

演讲题目： 文化兴趣示范教学 - 春节吃什么传统美食? 

演讲老师： 曲珈漪  分校：理海谷分校  Email:  hxcsprovost@gmail.com 

讲员简介： 曲珈漪老师担任理海谷中文学校马立平一年级的老师。曲老师毕业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

学会计专业。秉持对海外中文教学的热情，曾在澳洲中小学从事多年中文教学，并持有儿童心理健康学位

证。 热爱教育事业，富有爱心。课堂形式多样，生动有趣，将中国博大精神的文学与艺术深入浅出的融入

到课堂之中，激发了孩子们学习中文了解华夏文化的兴趣。愿意化作一块基石，铺就孩子们的成长之路，

为弘扬中华文化再谱新篇章。 

演讲摘要： 人们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华儿女，而有中华儿女的地方，就有春节。春节讲究的是全

家喜庆大团圆，餐桌上当然少不了各种的美食，每一盘食物也是有所寓意的。中国南北方因地域性的限

制，饮食上是存在明显的差异。北方人吃的最多的就是饺子，寓意招财进宝。那么，南方人春节吃什么传

统食物呢? 当然最出名的就是年糕了!寓意着“年年高升” ，难道只是吃年糕，没有其他的食物了吗？ 今天

我们就来了解下春节南北方的传统美食。 

会议地点：Salons A, B & C,   主持人：何燕 

时间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6:15-17:30 外邀讲员：哥伦比亚大学 胡灵均 中文教学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多模态语料 

 

演讲题目： 中文教学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多模态语料 

演讲老师： 胡灵均  学校：哥伦比亚大学     

讲员简介： 胡灵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高级讲师。曾任职于明

尼苏达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暑期班。 先后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

汉语教学法专业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认知教育方向取得硕士学位。 研究

兴趣包括中文教学法，二语习得，认知语言学。 出版书刊包括卓越汉语公司实

战篇， 商务中文案例教程（听说卷），在美国教中文等。 

演讲摘要： 本讲座将讨论如何挑选并最大化使用与课文主题相关的多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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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真实语料（视频，podcast，文章等）。真实语料要选择制作得短小精干，有趣有意义，避免认知负

荷信息过载。讲座将讨论并反思适合课堂使用的语料的时间长短以及形式内容。对于选中的多媒体文本，

笔者对其多重利用，课内外相结合并采取循序渐进的十种步骤。经过几年实践，学生的主动性极大提高，

同时可以将新语料纳入自己的知识网络并有机整合到语言输出中。 

 

2022 年 11 月 6 日 （周日） 

会议地点：Salons A, B & C,   主持人：王虹 

时间 演讲人 演讲题目 

8:30 - 9:30 外邀讲员：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 任弘 后疫情时代美国中文学校的挑战与展望 

 

演讲题目： 后疫情时代美国中文学校的挑战与展望 

演讲老师： 任弘  学校：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   

讲员简介： 任弘，现任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世界华语文教

育学会理事长；曾任侨务委员会政务副委员长，芝加哥学人留学生中心主任 

旧金山湾区学人留学生中心主任。 

演讲摘要： 华文学校向来不单纯是华人子弟学习族裔语言的场所，它也是

海外华人社区延续发展的重要一环。美国的中文学校一路走来面临各种挑战，从

传统的到 Covid-19，经过三年疫情的冲击，重新思考这个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

海外华文教育体系，还有那些问题没有解决，又将面临哪些新的问题？本文将从中文學校的定位、学校的

经营、三教问题（教师、教学、教法）等，检视后疫情时代中文学校的发展，并对族裔语言教育在美国的

永续经营，提出一些建议。 

 

会议地点：Edison,   主持人：赵昀 

时间 演讲人 演讲题目 

9:45-10:25 中部分校 刘影 浅探任务型语言学习法在高年级中文课堂中的运用 

 

演讲题目： 浅探任务型语言学习法在高年级中文课堂中的运用 

演讲老师： 刘影  分校：中部分校  Email:  yw1958@yahoo.com 

讲员简介： 刘影，暨南大学(Jinan University, China)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翻译方向），芝加哥伊利诺

伊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IL)应用语言学硕士、教育心理学博士。2002-2004 年担任

Elgin 社区大学(Elgin Community College, IL) ESL 教师；2004-2010 年担任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本

科中文（外语）教师；2017 年至今担任博懋大学（Bryn Mawr College, PA）-翰府大学(Haver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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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PA)东亚系联合中文部客座助理教授；2013 年加入华夏中文学校中部分校教师队伍，教授课程包

括马立平一、二年级及美洲华语八年级。研究兴趣包括二语习得的学习动机信念及信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

的应用。 

演讲摘要： 中文继承语学习者(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因为同时具备二语学习者(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与母语学习者(native language learners)的部分特点，教育者在继承语教学中既要重

视学生的文化认同问题，也要考虑如何满足学生的个人需求、文化需求及语言需求。任务型语言学习法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作为交际语言教学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的一个

分支，是一种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使用学习语 (target language) 执行有意义的任务，从而提高语言能

力的语言学习方法。本演讲将借鉴部分语言学及教育心理学的理论，通过具体介绍任务型教学法的基本步

骤及注意事项，探讨任务型语言学习在高年级中文课堂中的运用。 

 

会议地点：Brunswick A & B,   主持人：薄英戡、曹作军 

时间 演讲人 演讲题目 

9:45 -10:25 长岛分校 张晓静 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中年级 

10:30-11:10 大纽约分校 傅耘 浅谈海外高年级中文教学的挑战与乐趣 

 

演讲题目： 中年级示范教学 - 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中年级 

演讲老师： 张晓静  分校：长岛分校    Email:  zhangxiaojing0628@gmail.com 

讲员简介： 张晓静，长岛中文学校老师，中文教育研究生学历，中文高级教师，教龄 34 年。热爱中

文教育，有热情，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寓教于乐，因材施教，学生学习兴趣高，家长

反应好。        

演讲摘要：    一、阐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以及如何具体操作 

                     二、课堂管理 

                     三、作业内容与要求 

                     四、如何培养听说读写打字的能力，在字词句段篇的教学心得 

                     五、小测验和单元考试 

                     六、评优评先和联系家长的小帖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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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题目： 高年级示范教学 - 浅谈海外高年级中文教学的挑战与乐趣 

演讲老师： 傅耘  分校：大纽约分校   

讲员简介： 傅耘老师，早年去日本留学,通过业余时间教日本人中文，第一次接触并热爱上中文教学。

加入华夏大纽约之前, 曾在纽约两所顶尖私立中学任中文课老师, 教六至十二年级非继承语学生学习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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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私教学生不断, 积累了大量海外中文教学第一手经验, 拥有 Hunter College 中文教师资格证及国

侨办颁发的海外华文教师证书。 

傅老师自华夏大纽约成立以来, 从一年级一路教到九年级, 有着丰富的针对各个年龄段孩子的教学经

验。近年来一直带毕业班，认真负责, 外松内紧, 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学生的方法，家长称 “孩子越学越带劲

儿” ，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演讲摘要： 几十年来，海外青少年学习中文的人数是有增无减。但是大家也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越

到高年级，学生人数越少。这个示范课将由一位从低年级一路教到高年级的老师，根据多年不同年级的教

学经验，分享她近几年带毕业班的教学思路和观察，希望能抛砖引玉，与各位老师一起切磋讨论。 

 

会议地点： Board II,   主持人：林芳、孙斌 

时间 演讲人 演讲题目 

9:45 -10:25 纽约中心分校 罗静秋 浅析如何实现海外学龄前儿童中文教学的本土化和多样化 

10:30-11:10 纽约中心分校 屠开林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浅析北美中文教学中授之以鱼的可行性及适用性 

 

演讲题目： 学前班示范教学 - 浅析如何实现海外学龄前儿童中文教学的本土化和多样化 

演讲老师： 罗静秋  分校：纽约中心分校  Email:  jingqiulopez@gmail.com 

讲员简介： 2010 年起在纽约多家语言和中文教育机构任教，2011 年起至今在私立高中任职中文老

师， 2016 年在华夏纽约中心学校任教学前中班，2021 年在华夏纽约中心学校任教学前小班。学生年龄层

次覆盖幼儿到成人。教学首要目标始终围绕推动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在课堂中利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模

式，帮助学生发现和培养兴趣，从而把语言认知的体验转化成为学生的主观意愿。 

演讲摘要： 示范教学课堂内容主要探讨如何根据学龄前儿童年龄和特点进行课堂管理与教学，同时针

对中西文化差异推动中文教学本土化和多样化，并在异中求同，将中国传统和本地特色融合。最后分享常

用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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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题目： 中年级示范教学 -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浅析北美中文教学中授之以鱼的可行性及适用性 

演讲老师： 屠开林  分校：纽约中心分校  Email:  kailintu@gmail.com 

讲员简介： 屠老师是华夏纽约中心资深老师，曾教授标准中文、美洲华语和马立平多年。屠老师拥有

Pace 大学 EMBA、英语学士及美国会计学士学位，并于 2017 年参加了国际华文教师职业能力认证的培

训，在《汉语知识与能力》和《汉语教学实践》项目上都达到了高级水平。屠老师个性开朗活泼，擅于运

用多媒体教学，博采众长，寓教于乐，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开发和自觉性的培养。在激发孩子们学习中文

热情的同时，尊重发挥个性，并以此鼓励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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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摘要： 该示范课以北美中文教学的现实环境与挑战为出发点，旨在和各位奋战在中年级教学第一

线的老师们探讨多年教学的心得与体会，着重分析以下话题： 

      1）课程内容是否应格式化与标准化？如何兼顾标准化与多样化？ 

      2）明确课堂活动的目的，以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学习兴趣。 

      3）中文教学能否一碗水端平？如何设置弹性教学目标？ 

      4）是应该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如何以“渔”辅“鱼”，提交教学质量和效率。 

     最后和各位老师分享常用教学用具及幻灯片连连看模板的制作。 

 

会议地点：Salons A, B & C,   主持人：朱宏伟 

时间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1:15-12:15 外邀讲员: 宾夕法尼亚大学 Grace Wu 反思中文传承语教学: 课程, 教材, 挑战及其他 

 

演讲题目： 反思中文传承语教学: 课程, 教材, 挑战及其他 

演讲老师： Grace Wu  学校：宾夕法尼亚大学     

讲员简介： Grace Wu, 任教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二十多年， 专长中

文读写教学， 出版品包括专为华裔学生的编写的人物传记系列（由波士顿剑桥

出版社出版），此阅读教程荣获宾大文理学院学术研究项目竞赛首奖。另外，她

和传承语专家为华裔学生编写的新教科书即将在明年由英国 Routledge 出版社

出版。 

演讲摘要： 针对华裔中文学习的研究发现，华裔学生在中文学习背景、学

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策略等各方面都有别于非华裔学生，因而华裔中文课所需教材以及教学方式都应

针对华裔学生的特点而进行设计。 

华裔从小或多或少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方言或普通话，对中文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些许知识。虽

然该学生群体的中文水平差异化极大，但基本呈现出“听说好于读写，听力最强”的语言特点。因此，如

何利用他们的听说能力及已有的中文知识来全面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是华裔中文教学中的首要任务。同

时，由于华裔学生大多是通过家庭中的日常交流习得中文的，他们的中文表达较为口语化，阅读能力有

限，写作也常常呈现“我手写我口”的特点。因此，如何提高学生的读写水平也是华裔中文教学的重点之

一。 

本篇报告将阐述华裔中文课程应以亚美文化为主轴的理念， 教学内容和教材应以贴近他们生活

的、反映他们思考的、从他们视角出发来增强华裔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让课堂成为他们自由交流和探索

身份认同的“安全空间”，进而谈论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并能引发他们思考和共鸣的话题进而对自己社区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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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Salons A, B & C,   主持人：曹作军 

时间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3:30-14:30 大纽约分校 台进强 让本地华人历史融入中文各年级教学的意义和实践 

 

演讲题目： 让本地华人历史融入中文各年级教学的意义和实践 

演讲老师： 台进强  学校：大纽约分校     

讲员简介： 台进强，现为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高年级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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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

自 2018 年以来，台老师一直在倡导和探索以“华裔学生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

为主题的中文教学理念，先后在美东华夏中文学校、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父母子

女教育俱乐部、海外华校管理人员研修班等机构做过讲座。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

础上，台老师最近出版了一套华裔少年中文教材《华裔美国人》（四本），分别

从华裔榜样人物、华人历史、华人孩子心理健康和中美文化比较等角度，系统地探讨“华裔美国人”的身

份意义，受到业界人士的好评。 

演讲摘要： 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华校讲授本族裔历史，责无旁贷，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事业。美国华人历史是我们这个族群的共同记忆，是我们华人在美国的生存之“根”。华人历史进华校有

助于华人社区共建族群身份、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社区凝聚力，打造华人新文化，培养新生代领袖，提

升华人的生存空间。 

在这次讲座上，台老师在其《华裔美国人》系列读物的基础上，将重点探讨华人历史进入华校各年

级教学内容的思路和案例，分享他正在编写的教参资料，并诚邀华夏系统的广大老师、管理人员和家长们

共同参与教材的编写和推广事业。 

 

会议地点：Brunswick A & B,   主持人：张凉 

时间 演讲人 演讲题目 

13:30-14:30 北京纵横思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阎永忠 浅析辩论赛的评分评委机制 

 

演讲题目： 浅析辩论赛的评分评委机制 

演讲老师： 阎永忠  机构： 北京纵横思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讲员简介： 阎永忠，现居亚城，从事思辨学艺活动卅年，担任过选手、教练、评委、主办方。思辩强

项为重视资料、聆听观点、换位思考、量化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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