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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有时 使命无价

凝心聚力逐梦想 惟志惟勤赢未来
记 2022 华夏教师培训暨学校管理研讨年会
十一月是秋风飒爽的时节，既是收获又
是开始。2022 年 11 月 5 至 6 日，为期两天的
2022 华夏教师培训暨学校管理研讨年会，在
位于新泽西 East Brunswick 的 Hilton 酒店如期
召开。这是自疫情三年以来第一次恢复两天的
教师年会，会议以“凝心聚力、惟志惟勤”为
主题，聚焦在三年的疫情影响下各分校如何聚
人聚心、熔炼团队、面对挑战、克服困难，完
成教学任务的经验交流与分享，深入学习和探
讨了后疫情时代学校的发展方向。

年会答谢晚宴是华夏年会的重头戏。赵
昀副总校长主持了晚宴欢迎仪式，总校长张
凉女士致欢迎词。她鼓励华夏人在走出疫情
逆境后继续不忘初心，以家长为学校之本，
凝聚众人之力，光大华夏特色，焕发华夏活
力，惟志惟勤，再续辉煌！中国驻纽约总领
事馆领侨处殷民俊副主任发表了贺词。他充
分肯定了华夏中文学校自建校以来为促进中
美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疫情中克服困难
坚守教学的华夏员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
今后凝心聚力、推进华文教育标准化、专业
化、规范化的进程。 新泽西州参议员 Linda R.
Greenstein 女士也在欢迎会上赞扬了华夏中
文学校为社区生活所作的贡献。

华夏总校长（从左至右）张长春，李盛京 ( 副 )，
张凉，吕敏伟，王坚与总领馆殷民俊副主任
( 右三 ) 合影
本次年会受到了美东各界的高度重视。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派出领侨处殷民俊副主
任、孙潜领事、陈曲锋领事出席，新泽西州
参议员 Linda R. Greenstein 女士也从繁忙的
安排中抽出时间赶到现场发表热情讲话。一
直支持华夏的老朋友们新州中国日主席林洁
辉女士、严欣铠先生、纽约人寿刘友军先生、
金门超市总裁 William Woo 先生及夫人也纷纷
到场表示祝贺。出席晚宴的嘉宾还有前总校
长吕敏伟、王坚、张长春、李盛京（副）、
总校法律顾问何显德律师、纵横思辩代表阎
永忠先生和新泽西警署反种族仇视犯罪委员
会的 Brian Lee 警探。另外华夏总校年会组
委会、华夏 21 所分校的校务管理人员和教
师近 250 人出席了本次年会。

与会嘉宾
欢迎仪式后，总校组委会颁发了金牌赞
助商奖、总校义工奖、总统义工奖、分校优秀
园丁奖、社区贡献奖、分校优秀组织奖以及辩
论实习裁判证书，以此感谢给予华夏中文学校
大力支持的各界人士，鼓励过去一年中坚守在
各个岗位上的义工及老师们所取得的成绩。
在娱乐环节中总校和分校的老师们各施
所长，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晚
宴在和谐、温馨、激情、欢乐的气氛中圆满落
下帷幕。
在两天的年会安排中，大小讲座以及校
务教务管理会议占了举足轻重的比例。在总
校董事长薄英戡主持的董事长校长论坛上，

总校法律顾问何显德律师带领大家重温了总
校 bylaws 的重要条款，前总校长吕敏伟介
绍了华夏历史。大家对与学校管理相关法律
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另一位受邀嘉宾是
新泽西警署反种族仇视犯罪委员会的 Brian
Lee 警探，他就目前华裔如何利用政府资源
应对亚裔仇视犯罪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分享。
此外，教学分堂讲座异常火爆，来自十所分
校的十二位老师从介绍自身教学经验到对华
文教学的思考，演示了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如
何利用丰富的教学手段活跃课堂、提升同学
们学习中文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课堂互动
等优秀教学经验。年会的外请嘉宾讲员哥伦
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高级讲师胡灵均，
由华文教育基金会推荐的华侨大学华文教育
研究院特聘教授任弘，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
研究系的讲员 Grace Wu 为华夏老师带来了
他们最新的研究发现和理论总结，为后疫情
海外华文教育的实践者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和信心。来自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的高年级
教师台进强在其所著的《华裔美国人》系列
读物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华人历史进入华
校各年级教学内容的思路和案例并分享了他
正在编写的教参资料。最后来自北京纵横思
辩的阎永忠教练和老师们分享了他多年的辩
论培训经验，并介绍了国际上流行的辩论规
则和评判方法，为老师们打开了一扇国际辩
论赛的大门。
本次年会组委会由孙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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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戡和张凉组成。感谢他们为年会顺利召开
所付出的辛苦。也感谢年会摄影师王剑和徐
捷辛劳工作，
为大会留下了珍贵的图片资料。
在此特别鸣谢教师年会金牌赞助：新州
中国日主席林洁辉、
NEW YORK LIFE、
金门超市、
海投全球、EWC 爱写作中心。银牌赞助：美
华诚信地产、影响力联合会（AFI）。礼品赞助：
和乐公司、王博—独立投资顾问、H-Mart。
外宣部王志红供稿

传承奉献道路上的同行者
- 董事长校长论坛回顾
在金风送爽的深秋，华夏中文学校 22 所
分校迎来了 2022-2023 学年的相聚时刻，华夏
教师培训暨教学管理研讨会实体会议，在因疫
情中断三年后再次召开。疫情对学校的经营管
理有什么冲击，
在后疫情时代学校将如何发展，
在种族仇恨犯罪有所抬头的大环境下亚裔组
织可以采取什么行动，还有那些多年萦绕于华
夏领导者们头脑中的问题，如团队的组织，课
程的设计，法律、财会方面的操作原则与细节，
等等。带着这些关心和疑问，四十余名华夏各
分校的管理者们来到了年会，来到了校长 / 董
事长论坛。

何显德律师在董事长校长论坛分享
张凉总校长、薄英戡董事长分别介绍了
总校的概况和总校收集的各分校本年度注册、
运营数字统计。与去年相比，华夏中文学校
总体运营状况良好，注册人数比去年增加近
20%。在薄英戡董事长的主持下，各分校董事
长、校长分别做了自我介绍，分享了服务华夏
的历程、对华夏的感受。从他们的讲述中可以
看到，这几十位志愿者的翘楚虽然背景各异，
但都经历了从普通家长到志愿者到管理者的
道路，都怀揣着服务社区、回报华夏的初衷，
在华夏中文学校的大平台上，他们看到了秉
持相同理念的同路人，让他们在无私奉献时、
在遭遇困难时也从不感到孤单。
在 随 后 的 交 流 中， 总 校 法 律 顾 问
Alexander Heckscher（何显德）律师以流利的
中文向各位校长董事长介绍了总校 bylaw 中总
校与分校关系在法律侧面的解读。在对话答疑
中，何律师详细解释了在学校运作中学校领
导者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和自我保护的措施。
志愿者们满怀服务社区的热忱，但实体组织管
理者的法律责任与避免风险的方法却是志愿
者们很少知晓的 , 何律师详实、专业的讲解为
志愿者们上了一堂难得的法律知识课。何律师

的社区服务精神、诚恳平实的态度更是让人备
受感动。
专业辩论比赛培训机构纵横思海的阎永
忠教练也和大家见了面。阎教练在过去一年里
和华夏中文学校合作，培训了一批辩论比赛裁
判老师，主持了 2022 年华夏辩论赛的评委工
作。阎教练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与华夏中文
学校合作的感受以及多年来从事辩论教学工
作的经验。相信在未来与纵横思海的合作中，
华夏的学生们会受益良多。
社会上种族仇恨犯罪行为近几年来逐渐
增长引起了不少华夏分校在学校安全方面的
顾虑，如何应对可能遇到的不愉快遭遇也是大
家关心的话题。新泽西州警署反种族仇恨犯罪
委员会成员 Brian Lee 警官为与会者做了一场
全面的信息介绍。讲座涵盖了近年来种族仇视
犯罪的统计数字、构成该类犯罪的法律要件、
可能的社会根源、州政府为防止、惩处犯罪所
做的努力、受害者的最佳应对方法、可供民众
使用的公共资源等等。Brian Lee 警官的讲话
为各分校在本社区传播相关信息提供了充实
的内容来源。
华夏的历史常常可以成为理解华夏当今
架构、把握合理操作尺度、正确处理校内、校
际关系的借鉴。华夏中文学校前总校长吕敏伟
见证了华夏多年来的发展。这位“年轻的资深
志愿者“从华夏变迁的角度阐述了总校与各分
校关系的演变、
分校在运作中可能面对的问题、
处理复杂关系时的经验与教训，华夏的发展的
道路并非坦途，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以是后人的
财富，吕总校长的介绍为华夏历史经验的传承
提供了有益的助力。
在自由讨论中，与会者们探讨了教学、
组织、财会、税务等多方面的话题。资深的志
愿者介绍了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新进的校长董
事长们也带来了新的想法思路，
大家交换意见、
互通信息、取长补短，产生了感受的共鸣，增
长了经验阅历。
历经多年的发展，校长董事长论坛已经
成为华夏中文学校的一个重要平台，各分校校
长董事长们在各自的社区无私地为学校事务
操劳，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分享各自经历，传承
着治校治教的经验；在这个平台上他们交换彼
此心得，感受着大道不孤的温暖。校长董事长
论坛是志愿者们感情的纽带，也是华夏奉献精
神代代相传的渠道。

尊敬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殷民俊副主任及各位领
馆领导，State Senator Greenstein，一直支持华夏发
展的慈善家们，媒体的老朋友，各分校的领导、老师们，
欢迎大家的到来！
一转眼，距上一次的年会盛况已相隔三年。这三
年中华夏经历了挫折，总注册人数从近 7000 人骤降到
4000 多，我们临时召开了校长紧急会议，取消了一月
份以后所有的校级比赛包括毕业典礼。
我们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 多家分校在毫
无准备的情况下转为网课，老师们突击学习网络授课
技能，校领导顶住亏损压力保住课程完整，毕业生居
家网考更是状况多多。
随着疫情的好转，家长们要恢复实体课程呼声增
加，然而转机并没有在路的拐角等着我们，每家分校
总校长张凉讲话
的复课都不同程度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谈判，坚持不懈
的投石问路，反复修改的繁琐防疫措施。
今年华夏旗下的 21 所分校已全部恢复实体上课，人数也从三年前流失三分之一生
源的困境中逐步走出阴霾，稳步回升，突破五千大关。今天，华夏大家庭重新在这里欢
聚一堂，我们心里清楚这一时刻来之不易。这个回流生源的背后，有我们分校组织的一
次次招生会、游园会、美食义卖和联络家长，有我们老师兢兢业业传递给学生的爱心和
责任心。回望这三年，华夏人付出的巨大的代价换来了令人骄傲的成绩。
总听到有人问华夏靠什么扛过危机，面对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我们又能走多久？
这三年的经历或许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立校之本的顽强生命力，借用李文斯顿分校叶剑董
事长的一句话比喻，华夏是一辆三驾马车：校委会、董事会和家长会，华夏团队都是从
家长中走来，家长是学校的主人，是华夏的根基，是华夏的立校之本。老师们，你们对
教学的热爱和对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感，激励着华夏家长们站出来竭诚付出。这一股原
动力是其他模式的教育机构无法比拟的，无论是危机，是挑战，是转机，是领军，还是
腾飞，都离不开家长对华夏的信任和支持。
让我们继续毋忘初心，惟志惟勤，使中华文化在我们的身体力行中得到传承，发
扬光大！华夏人，传承华夏民族之精神任重道远，我们要继续加油！

纽约总领馆殷民俊副主任致辞

三尺讲台存日月 只为薪火种他乡
-- 教务长论坛、校长 - 教务长联席会议综述

2022 年华夏中文学校教师培训暨学校
管理研讨年会于 11 月 5 日至 6 日在新泽西
州 East Brunswick 的希尔顿会议中心圆满
举行。
本次年会主要活动大致可分为教学培
训和学校管理两大块。教务长论坛主要涉
及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师聘用和培训
等等教学相关的具体事务。总校教学部从
各分校共计收集到 11 个议题，分为学校体
制管理与教学两大类别。
11 月 5 日下午举行了教务长论坛，总
校教学部杨剑虹、唐晓铨两位老师主持了
会议。针对各项议题，教务长们纷纷介绍
了分校的经验并阐述自己的看法。

华夏董事长校长与嘉宾合影

与会老师听讲座

总统义工奖、总校义工奖合影

分校优秀组织奖合影

New Jersey State Senator Linda R. Greenstein
女士致辞

李文斯顿的教师业绩考核制度引起了
大家的兴趣。大纽约教务长孙凌云、普兰
斯堡教务长陈冬青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激
励老师进步、处理老师问题的经验。大家
一致认为，建设阳光、负责的教师队伍，
是教学质量保证，是学校声誉的基石，也
是吸引更多生源的关键。
对于中文学校的教学，应该以传授中
文知识为主，还是培养对中文和中国文化
的兴趣为主这个议题引起了大家积极的讨
论。中部分校教务长王延荣、樱桃山教务
长冯朝晖、史泰登岛教务长江水玲等多位
老师就此问题发表了看法。大家普遍认为，
基于学生具体情况的不同，学校和老师要
首先保证大部分学生完成教学大纲的学习
任务，同时尽量照顾到特别优秀和有特殊
情况的学生，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同时，

学校还应担当社区中华文化中心的角色。
不仅要教学中文，还要向社区、其他族裔
推广中华优秀文化。
校长 - 教务长联席会议于 11 月 6 日
下午举行，由唐晓铨老师主持。到会校长
和教务长人数较多。张凉总校长、薄英戡
董事长、曹作军副总校长参加了讨论。
会议中，李文斯顿校长葛亮介绍了该
校的老师业绩考核制度。该校把老师课程
负担、额外贡献、家长反馈等等多个项目
都进行量化记录，在学年底根据老师得分，
划分奖金等级。
爱迪生校长李燚和樱桃山校长姬亦
工 分 享 了 两 校 今 年 CSL 学 生 人 数 增 长 的
喜 人 形 势。 博 根 校 长 王 虹 介 绍 了 该 校 在
疫 情 前 通 过 活 跃 家 长 文 体 活 动， 吸 引 更
多 家 庭 加 入 学 校 的 经 验。 与 会 校 长 们 对
此都深有体会。
作为华夏历史上首次校长 - 教务长联
席会议，各位校长和教务长都踊跃发表了
自己看法。会场交流气氛积极、浓烈。张
凉总校长表示，总校乐意为各分校的合作、
互助、交流、共享搭建各种平台。在意犹
未尽和依依不舍中，本次会议结束，也宣
告着本届教师年会圆满落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华夏中文学校系统作为美国最大的中文学
校，能否在当前比较特殊的历史时刻保持
稳定发展，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有赖于
全系统义工和老师，凝心聚力，惟志惟勤。
（教学部唐晓铨供稿）

与会老师听讲座

秉授业之心 治为师之学
—教师年会有感

分校优秀园丁奖获得者合影

副总校长曹作军供稿

董事长校长论坛

Brian Lee 警探在董事长校长论坛分享

晚宴入场

李文斯顿分校大合唱《友谊地久天长》

史泰登岛分校女生对唱《我相信》

大费城分校歌舞诵《这世界这么多人》

总校义工诗歌朗诵《我与华夏共时光》

长岛分校方言版《再别康桥》

大纽约分校歌舞《下山》

在这个最温
暖的秋日周末，和
华夏大纽约的同事
们驱车前往新泽西
参加总校一年一度
的教师培训。短短
一天半的时间，会务安排得专业高效，不仅
选题丰富，而且劳逸结合，收获颇丰。这样
的平台，对从事中文教育的老师们意义重大。
不仅可以知道中文教育的趋势和方向，也能
够学习到具体办法和手段。建议以后可以更
多组织老师参加，或者观看视频学习。
我平时主要从事中文高年级的教学工
作，通过此次学习，收获颇丰。
首先是我第一次听于微微老师有关 AP
中文的专题。知道了很多考试所涉及内容以
及考试形式和评分原则，对我的中文课授课
很有帮助。今后的课程中，我会增加一些看
图说故事的内容，也会更多注重学生们学习
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最重要是提
醒学生在作文中使用一些复杂句式，避免过
多口语化，这是得满分的诀窍。
我也听了哥大教授胡灵均有关多模态
语料的讲座，感触很大。这是教学的一个方
向，我个人在平时课程中也结合了游戏和视
频。这个讲座让我对于视频的选用以及使用
有了新的想法。比如多角度、多语体；比如
使用的频率和长度；又比如是否应该提前准
备和课后延伸，这些在今后的教学中都很有
帮助。

另外这次培训总校非常周到地安排了
刘又玲老师的科学发声课程，让我们这些平
时以为嗓子就是随便用的老师能够从科学的
角度出发掌握吐字发声方法，可以更加轻松
的传情达意，还可以保护嗓子，两全其美。
这次培训最主要是听了阎永忠老师两
个有关亚洲杯辩论赛的讲座。第一次接触，
打开了一扇门。有关辩论赛，第一个最重要
的是 teamwork 团队合作精神，没有明显的
谁轻谁重，这一点至关重要。第二个是选手
们最需要缠斗的精神，这个在以后选材时可
以参考。第三个就是对于辩题充分的理解。
准备我方论据的时候，要同时思考对方的论
据，以及可以攻击的方向，这个是最难的。
辩论赛是一个桥梁，沟通文化，交流情感，
感受中文之美，可以鼓励孩子们多多参与。
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听到的专题很多，
听过的我能吸收的也就十之一二，期待更多
的交流，期待下一次的华夏之约。
华夏大纽约分校陈纪元老师

辩论赛评委证书获得者合影

纽约中心分校评弹《蝶恋花》

注册接待义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