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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夏 园 地

	 2015 年 14 日 -15 日，由“大都
会人寿”冠名赞助的华夏中文学校
教学研讨会暨教师年会在新泽西州
Somerset 的 DoubleTree 会议中心举
行，来自华夏各分校及社会各界嘉宾
近三百人参加了会议。
	 张长春总校长致开幕词。受邀
参加开幕式的嘉宾有中国驻纽约总
领馆副总领事钟瑞明、新州参议员
Linda	Greenstein、马波罗副市长 Terry	
Lau、华裔学区委员及周边兄弟中文
学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
	 本次教师年会的主题为“相互
学习，共同进步”。一天半的议程安
排紧凑，高质量报告精彩纷呈。20
多位讲员有校外嘉宾，有华夏教师，
也有华夏管理人员，报告主题包括

“抓住不同阶段儿童心理认知特点，
激发学生中文学习的兴趣”（王双
双）、“学前班示范教学	-	数字和水
果（姚婷）、	“介绍国际汉语教师证书”

（李亚男）、“云技术支持中文教学”
（张丹）等等。
	 14 日晚，举行了互动联欢晚会，
以增进校际友谊。合唱《朋友》、京
剧三人秀《智斗》、歌伴舞《友谊地
久天长》等节目先后亮相，群众性的
拉丁舞广场舞更是掀起了一次次高
潮。
	 本次年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
筹备，得到各分校的支持与配合。鸣
谢以下组委会成员及义工：叶森、王
宏、许兰薇、李盛京、刘建、阎明、孙儒
林、童莉、马咏、卫东、林胜天、郝若
飞、Jaclyn	Lee、林树民、姚明、李晓京、
王坚、吕敏伟、陈华、张长春。
	 特别鸣谢本次活动的冠名赞助
商“大都会人寿”、铂金赞助美国天
府文汇出版公司、金牌赞助“新州中
国日”林洁辉 / 严欣铠夫妇、金门超
市集团胡运熹总裁及南海书局。	(摄
影：郝若飞 / 刘建 )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朋友

们，下午好！

	 秋末冬初，万物萧瑟，寒意乍

起，华夏中文学校的会场里却暖意

融融，我们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教师年会，这既是我们华夏中文学

校的一次“家庭聚会”, 也是一次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盛会！

	 今年适逢华夏建校二十周

年。回顾华夏的发展历程，从零起

步，步履维艰，从最初的一所发展

为现在的二十所。长期以来，各分

校一方面坚持华夏传统的办学思

想，另一方面又因地制宜，办出了

自己的特色。今年五月，为了给分

校的教学管理部门搭建一个交流

平台，进一步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总校首次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教学

观摩和教学管理研讨活动。来自

十六所分校的教务人员和教师参

加了这次活动。大家深入课堂听

课，畅谈对教学管理的看法和认

识，互帮互学，相互启发，气氛融洽

热烈。

	 本次教师年会将是华夏校际

间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的继续。

“教学相长”	是我们教师行业的祖

训，我们既然期盼与我们的孩子共

同学习共同成长，就没有理由不在

我们中间把这种风气光大起来！

	 华夏始终坚持把提高素质改

善技能当作办校方向。今年五月，

为向华夏建校二十周年的献礼，总

校编辑出版了教学经验论文集，它

基于华夏课堂教学实践，是对过去

多年教学经验的一个总结。

	 华夏中文学校是一所社区学

校。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在做好传

承，传授中华语言文化的同时，时

刻不忘扎根社区。独木不成林，团

结好社区各团体，与大家做到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是我们兴旺发达的

关键。

	 朋友们，办学思想决定了办

学质量，有了好的办学思想，有了

合理的管理架构和任人唯贤的用

人制度，中文学校就会办出质量，

办出水平，越办越好！

	 在新的一年里，华夏总校将

集中精力继续做好教材调研工作，

研究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群策群力 , 为华夏中文学校健康

持续的发展，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

出路，把华夏中文学校办得更好，

把我们旅美华人的这个“家”经营

得更好！

	 14 日晚，教师年会的联谊晚会

拉开帷幕，精彩节目陆续登场，其中

普兰斯堡的歌伴舞《友谊地久天长》

引起一致喝彩，众人无不惊叹，如此

整齐高雅的着装，柔美和谐的舞步和

层次分明的和声，在只有周末四个小

时的中文学校，排练出这样一个节目

是多么不简单的事呀！

	 普兰斯堡人齐心协力，牺牲业

余时间排练，隐藏其中的点点滴滴动

人故事，向我们展现出一个藏龙卧

虎，充满凝聚力的普兰斯堡中文学

校……

	 十月中旬，叶风苹教务长提议

的反应学校教师精神风貌的歌舞节

目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善于组织

才华出众的卫亚利老师众望所归地

勇担总策划重任。在众多耳熟能详

的经典歌曲中，《友谊地久天长》获

得各位老师的青睐，因为这是我们华

夏人的心声。随后，卫亚利老师亲自

点将，董事长潘仁南、副校长杨志强、

叶教务长请缨参加歌唱组。董事会

杨尧、罗锋和校长陈延辉报名参加舞

蹈组。谢勤等全体老师积极出谋划

策，老师们热情高涨，毛遂自荐，积极

参加。

	 远近闻名嗓音甜美的专业女高

音李霞老师以她对歌曲独到的深刻

理解亲自设计节目，利用自己的休息

时间指导老师们唱歌。李老师详细

地分析了歌曲的背景，从专业角度介

绍琴曲配合，从基本乐理到发音三

腔共鸣，言传身教，反复示范，老师们

热情高涨，虚心学习，在名师指点下

日有所进。舞蹈组在著名舞蹈老师

陈朝刚带领下，每周日放学后练习

舞蹈。陈老师经验丰富，耐心指导，

度身定做了适合大家基础的舞蹈编

排。排练充满欢声笑语，旋律优美，

歌声悠扬，舞姿曼妙。

	 卫亚利老师作为总策划，不仅

在节目选择，歌舞编排上多次与李

霞，陈朝刚两位老师多次交流沟通，

在表演人员服装上也费尽心思，事必

躬亲，显示了她对节目和着装独到的

艺术见解。网络管理员杨伟谦精心

设计了视频《友谊地久天长》，展示

了学校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

	 卫亚利老师废寝忘食的构思，

李霞老师和陈朝刚老师专业的编排

和悉心培训，各位老师高涨的热情，

共同奉献了今天优雅的演出。排练

期间大家友情互动，互相鼓励，友谊

在不知不觉中增添。

	 怎能忘记一起投身于海外中文

教育的老师，我们曾经多日排练在新

泽西的秋日里，我们因此情谊相投，

让我们紧握手，让我们来举杯畅饮，

我们华夏友谊地久天长……

	 每次参加华夏中文学校的教师

年会，见到勤奋耕耘，努力传播中华

文化的同行们，我总能学到许多宝贵

经验，今年也不例外。

	 每年的教师年会都会征集学术

研究及教学经验文章及论文，并由作

者在大会演讲。	今年的演讲有对初

中高年级不同阶段的教学特点和方

法的总结，有介绍历史教学、中华文

化和书法的报告，有教育心理学对中

文教育辅助，还有引进网络技术加强

教学管理和多媒体教学的演示，以及

中国汉办代表对国际汉语教师资格

认证及中文标准考试的介绍。	短短

一天半的大会议程满满当当，高质量

教学报告一个接一个，	令人受益匪

浅。

	 今年我又学到什么新经验，受

到什么令人振奋的启发呢？那就是

再一次意识到海外华裔学习中文的

必要性，以及课堂管理的新策略。　

	 首先令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些中

文老师们对传播中华文化的热情。

他们许多人是利用工作之余备课教

学，如果不是真爱这一行，很难想象

有谁会把一年中的三十多个周末交

给中文学校，还不算平时备课批改作

业的时间。他们大都不是中文专业，

为了教好书需要不停地探索最佳的

教学方法和课堂管理策略，还要不断

学习来提高自己。这些人的热情和

努力总是感染我，让我也不敢懈怠。

参加华夏教师年会，好像长途跋涉之

后来到了加油站，充实提高之后又整

装出发了。

	 在会上，我有幸有遇见了李老

师。她是华夏资深教师，还是大学中

文教师、AP 中文考试的阅卷者。最

近几年我因执教十年级的中文高级

班，听过李老师的示范课。李老师

说，现在大学里对中文感兴趣的非华

裔学生越来越多，表现出令人惊讶的

语言才能和对中文的热衷和执着。

很多经济专业的学生意识到了中国

这个市场，纷纷选中文为外语学习，

还有的甚至是数学物理专业的。李

老师倡议华裔学生坚持学中文。她

说，世界上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讲中

文，你就是其中一个；世界上每两个

人就有一个人讲英语，你还是其中的

一个。这是多么可贵的价值！相反，

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能讲一口流利

中文的时代，如果作为华裔都不会中

文，那该多尴尬啊！李老师还介绍了

大学接受中文 AP 成绩的情况。如

果学生在高中通过 AP 中文考试，就

有可能在某些大学得到免修一定外

语学分的待遇，或者通过评估考试直

接选修高年级课程。这不仅可以提

高学生的自信心，还能节省学费，这

真是一举两得，而中文学校就是帮助

学生成就这样的好事！

	 另一个对我很有启发的，是本

校刘老师关于教育心理学在教学中

应用的演讲。我们这些非教育专业

出身的人，没有学过教育心理学。刘

老师的演讲高屋建瓴地概括了如何

利用动机信念灵活教学，因动机施

教，给学生机会满足他的动机，促进

学习动力，提高学习效率。她说专家

认为，学习动机的重要性仅次于学习

能力。刘老师用教学实例演示了心

理学概念的在课堂上的实际应用。

	 还有的老师详细对比了不同教

材的特点和优劣及实用性，并对教材

的转换提出了建议。这都是非常有

价值的经验。但我认为教材的选用

固然重要，但实际上它们大同小异。

教师对教材的讲解利用，以及家长的

参与，加上持之以恒的努力，才是中

文学习取得进步的关键所在。

	 关于网络课堂管理、远程教学

的报告也令人眼界大开，并给了我们

一些需要与时俱进的压力。尽管我

们已经开始运用一些多媒体加强与

学生家长的交流，但这方面提高的空

间还是很大。

	 由于很多高质量的报告在同一

时间段，这里提到的仅是个人参与

的，非常遗憾分身无数，对很多演讲

只能忍痛割爱。总之今年参加教师

年会最大的收获就是增强了我继续

坚持中文教学，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

性，坚定了我对华裔小孩学中文的提

倡和坚持。

开 幕 式 致 辞
 张长春

《友谊地久天长》
— 载歌载舞庆祝华夏教师年会

 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教师  赵廷河

我在教师年会上学到了什么？  华夏中部分校教师  王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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