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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岛华夏中文学校始建于2000年，至今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了。学校

从创建伊始至今，一直是一所完全由学生家长义工自主管理和经营的非营

利性教育机构。长岛华夏中文学校也是大纽约地区极富盛名的华夏中文学

校系统在长岛地区的唯一分校。从建校到如今，长岛中文学校以其出类拔

萃的教学质量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课程和家长活动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

学生和家长。 

    学校从建校初期的几户人家，十余名同学，发展到如今来自四百多户

家庭的五百多名学生。学校的学生遍布于长岛的纳苏郡和萨福郡，以及纽

约皇后区。学校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学生营造了一个难得的学习中文的良好

环境，还为社区提供了一个传播和学习中国文化，继承和光大中华优秀传

统的平台。在学生家长义工组成的强大校务团队地有效管理下，凭借着严

谨的教学大纲以及优秀的教师队伍，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华人社区享有着极

佳的口碑。 

    我校王承丽，杨美玲，李星莎，古滢，高为，杨蔓和冯仲书老师在

2017年被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授予海外华文教师优

秀奖！  

    学校现设有从学前班到十年级的各级中文课程。学校同时还为低年级

学生免费开设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琴棋书画、诗歌朗诵、音乐舞蹈等文

体课以及高年级中文辩论培训课。学校的中文辩论团队勇夺华夏总校个人

和团体的多项大奖；毕业班学生每年都在美国AP中文考试和HSK考试中取

得了优秀的成绩。每年学校还联合华夏总部和各兄弟分校共同培训老师，

交流教学经验，以满足教学需要。 欢迎您加入我们学校的行列，成为我们

团体的一员。 

 

 

校长  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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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是有着二十七年教龄的

小学语文教师。她热爱孩子，把

教师看作是她终身追求的职业。

所以来美国后继续从事幼儿教育

工作。她曾在北京中文学校教过

五年的中文。2013年来到华夏中

文学校, 任pre-k班级的老师至

今。 

    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从兴

趣出发，采用动静结合,如学一

首儿歌,认一个生字,听一个故

事,做一样手工,看一个动画等,

让孩子们在玩中学, 在动中学,

这种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深受孩

子们的喜爱和家长们的好评。 

胡辛芝老师 （位右）     “四、五岁的小孩子天性好动，让他们在教室里坐三节

课学习中文的确不容易。我凭借多年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对孩

子们的热爱，在班级per-k一干就是五年。 

    尊重孩子，把他们当学习的主人，这是我的指导思想。

因此备课时，我时刻孩把子们的需求放在首位。根据儿童的

特点安排教学内容，如认读汉字这个环节，我采用图形记忆

法，形象直观，容易记住。再和他们玩bingo的游戏，进行

巩固练习，他们非常积极地参与。 

    我认为对小孩子而言，兴趣是他们最好的老师。激发兴

趣，可以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听故事，说句子也是孩子们最

喜欢的活动，我精心选择有趣的故事内容，如《小蝌蚪找妈

妈》《小壁虎借尾巴》等，让他们在听故事中学知识。 

    让课堂活起来，让孩子们动起来，是我课堂的一大亮

点。利用小孩子的表现欲强的特点，我把学过的儿歌、手指

谣用简单的动作 

    串联起来，教他们边说唱边表演。深受爸爸妈妈的喜

爱。当教学进行到第三节课的时候，孩子们已经有些累了，

我让他们动手画一画，做一做，如头饰，贺卡等，然后进行

展示，使他们很有成就感。 

    总之，在华夏中文学校工作的五个年头里，我尝到了越

来越多的甜头，因为我努力付出有了结果。我会继续不断探

索教学里路子。” — 胡辛芝 
助教老师 邵梦 （位左） 



       “自从秉着“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这一专业信念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中以来，我从事这一行已经有近10年之久

了。接触过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的家庭环境的学生。但是，只要看到他们那双求知的眼神，对中文浓厚的兴

趣，我就为自己从事的是语言教学，且是汉语教学，感到深深的骄傲，也有很强的使命感。 

 

    海外汉语教学，缺少的是语言环境，还要克服语言教学中的一些难免的枯燥感。于是我善于将多种的教学方式

引入到教学中。我发觉把语言游戏代入到课堂中来，寓教于乐，既可以活跃教学氛围，又可以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

极性。我还时常会准备些奖品和奖状给孩子们，采用激励式的教学法和游戏法。 

 

    这学期担任K班的中文老师，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让孩子们掌握所有的拼音并且会拼读、注音等。我除了每周完成

教学任务以外，给孩子们准备了读日历、报天气、说星期，与节日、季节、主题相关的歌曲、诗歌和故事等。有时

还会有一些手工。 丰富了课堂内容，也让K班的孩子在原本的学习目标以外，通过歌曲、口语对话、复述故事等扩

展了自己的语言能力。把语言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并且能表达自己，我认为是语言教学的目标之一。这学期我们K班

的孩子除了掌握了汉语拼音以外，会唱诵很多首中文歌曲和背诵一些古诗。很多小朋友的语感和词汇也是从此获得

的。 

 

    在华夏任教的这两年，我深深感受到华夏中文学子的踏实勤奋、尊师重教；教职人员的负责严谨、创新教学；

家长的配合支持、无私奉献。可以说，长岛华夏中文之所以能创办这么久还不断发展壮大，得到越来越多的家长与

学生的肯定，吸引更多优秀中文老师的参与，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更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无限魅

力。我愿意成为众多园丁中的一份子，去播中华文明的种，开中华文明之花。” —李达达老师 

照片中为助教老师 殷洪宇 

李达达老师 



郭玉梅老师 

    “大家好!我是Susan, 在华夏中文学校教中文差不多四年了，非

常喜欢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中 文的心得体会。2016年我曾去厦门大

学孔子学院学习，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都是来自世 界各地

的中文老师，虽然肤色不同，国藉不同，但是都说同一种语言—中

文，这是多么骄傲和自 豪的事情。其中一位来自意大利老师说过一

句话，“我在大学里学的中文，我并不觉得学习中文有 多难，反而

是lot of fun”。那么，你们想不想像她一样 have fun? 

    时间到了，让我们一起来中文学校—学中文!我在这里等你们!”

—郭玉梅老师 



王群老师 

   “我作为一个新跨入海外中文教学行列的老师，虽然经验不如其他的老师们，但是同时作

为一个7岁女孩的母亲，我很迫切地希望能把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和中文学习的要求一点点细致

地渗透到我的学生身上！我发现由于语言环境的差异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够，造成了海外

的中文教学比较难，也多流于表面的听说读写上。我在学校的教学中，除了完成课本上的基

本认字，朗读和写字等内容，会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中国历史，风俗和文化知识的讲解。这

样既锻炼了孩子们的中文听说能力，又让他们觉得课程很有吸引力，潜移默化地加强了他们

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知！我还会在教学中加入中国古诗词的朗读和讲解，这样也会更好地

帮助他们欣赏和学习中文的语言魅力！总之，要想让海外的这些孩子们学好中文，需要老

师，家长和孩子本人一起去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中文的优美意境和独特魅力！ ” 

— 王群老师 



杨蔓老师 

   “我是北京工业大学建筑系毕业， 来美读的计算机硕士学位。我从2003年

开始在华夏中文学校教中文，是因为我陪大儿子来中文学校，儿子从学校回来

读课文时带着口音。当时我觉得自己应该为我们的下一代中文学习做点贡献，

于是就来学校教孩子中文。我本人很喜欢孩子，虽然我每天都要到曼哈顿上

班，但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一直坚持周末来教课。当我听到学生们朗朗的读书

声， 我都会感到很骄傲很安慰! 现在老大已经上大学了， 我第三个儿子还在

学校学习中文，我在当老师的同时也为学校做义工。我希望我们的学校越办越

好，为我们华人下一代的中文学习做出更多的贡献! “—杨蔓老师 



卓日华老师 

    “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英文系，2004年获纽约州立大学海运学院国

际运输管理硕士学位。多年来主要从事海运，物流及贸易工作。 

曾在长岛学区中小学校做教师助理四年。近几年兼在职业培训学校做国

际货运代理操作培训教师。我非常喜欢孩们。这是我在中文学校任教的

第三年。希望能培养孩子们对中文的兴趣，提高他们的中文程度，通过

学习让学生们体会到语言的美妙，增加对中国及世界的文化的了解，更

希望将来中文对他们的工作及生活都有影响与帮助。”  —卓日华老师 



“我非常喜欢老师这个工作，喜欢与单纯质朴的孩子们交流，也

深深地感动于他们的无尽的活力和强烈的求知欲。跟他们在一起

不仅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而且让自己一直保有青年人的心态：快

乐，豁达，向上。与在国内教高中学生不同，在这儿面对的是二

年级小学生，他们活泼好动，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较短，所以，

每次课堂内容设计简约有趣重点内容突出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如

何在有限的区域时间内充分调动起孩子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完全投

入，寓教于乐，以确保每节课都是都既轻松又有收获，避免满堂

灌。 

  其次，做一名老师必须要有爱心与耐心。心中有爱，我们就会

时时为孩子们着想，快乐着他们的快乐。而耐心更是优秀品质之

一。尤其对于母语已不再是中文的“中国”孩子，他们的发音，

识字，理解和书写跟我们想象的可能有些差距。作为老师我们一

定要耐下心来，细致讲解，反复练习，让孩子们感受到学习汉语

的信心和乐趣。”— 周晓云老师 

    199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

京101中学从事高中英语教学20

年，多次被评为“北京海淀区优

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学科

带头人”及“青年骨干教师”。 

期间，两次被英国使馆文化教育

处派往英国进行文化交流---教

授当地学生汉语。2015年来到美

国并正在就读教育硕士。 

周晓云老师 



孙瑞明老师 

    “ABC学生学习中文有一定的难度，首先

是没有大的语言环境，其次是有些父母也不讲

普通话，他们和孩子沟通时用英文或家乡话。 

如此，学生们每周在中文学校学习的这两三个

小时就显得尤为宝贵。因此，利用一切在校的

机会多听多说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所以我要求

学生们在上课期间只讲中文，遇到实在不会的

可以问同学，然后还是要用中文回答老师。 

    每次课上给学生们尽量多的听、说、读、

写机会。听，听老师读讲之外也虚心听其他同

学的发言以训练听力；说，大声朗读课文，参

与读生字的练习和比赛，还要多多争取机会回

答问题以利于练习口语和正确的发音；写， 

按照文字笔顺书写之外也要练习书写词语和短

句。 

    在学校课堂上努力做到以上四点对于回到

家中复习中文提高中交流有良好的帮助。 ”

— 孙瑞明老师 

自1987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毕业后，至1998年来美之前的11年里，一直从事中学

语文的教学及班主任工作。 

在此期间，多次荣获校级、区级优秀青年教师和优秀

班主任的殊荣，也多次在校级、区级做过优秀事迹报

告。 

无尚荣幸之余更加热爱教育事业，以致来美之后深切

期盼可以重回教育岗位。有幸于2000年～2005年间，

自荐到＂纽约国际中文学校＂教授中文。2002年的夏

天也曾在＂现代中文学校＂夏令营任教中文。期间受

到小朋友们的广泛喜爱！ 

2005年搬至长岛后，仍然心系教学工作，最终归属在

＂长岛中文学校＂的旗下任教。 

我之对待教学工作的热忱、对每一位所教学生的喜

爱，可在之前之后的教学工作中找到肯定的答案。 

荣幸在2014～2015年第一学期的优秀教师评选中榜上

有名！ 



从1989年开始从事美术教育工

作。做为中学美术老师我先后任

教于广州市31中学，广州市文秘

职业高级中学，广州市43中学，

广州市少年宫。来美后继续从事

美术教育和中文教育工作，曾经

任教于康华幼儿园和亚洲育才学

校。于华夏中文学校和皇后社区

大学中文学校担任美术老师和中

文老师至今也有十年了。 

区寄红老师 

    “可能我是美术老师的原因吧。我的教学理念是

让学生多练。在中文的课堂教学上我也是这样进行

的。通过师生对话，提问，朗读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动

起来。例如:根据课文的内容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

情况回答问题，或者结合课本里的故事进行对话，也

会让学生分成小组进行对话比赛。還讓學生把中文課

文翻譯成為英文加強學生對課文內容的理解。通过这

些有趣味性的活动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比

以前更大胆的用中文发言了。也懂得了发音和词语的

用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這只是個人的一點體會。希望今後能讓學生多點

練習的時間。讓學生在課堂上得到更多的鍛鍊。” 

— 区寄红老师 



    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国内从事教学九年， 且在校期间攻读了师范类研究生的全部课程， 并以优异的成绩

获得研究生毕业证书 。并被评为1992 年区级模范教师 1995 年的校级优秀教师， 并多次参于初中中考的阅卷工

作。 

来美十多年从未间断过中文教学的工作 。《华夏中文学校》《慈济人文学校》等优秀的中文学校执教。 

     教学经验丰富。课堂有趣生动，善于因材施教。多年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同时也根据美国本土化的教学

特点，总结了针对不同阶段， 不同水平， 不同要求的学生的不同的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和特点。擅长中文写

作和中文 SAT 方面的辅导。课堂上利用生动的视频， APT 等的素材， 生动有趣的同时，能让孩子更喜欢 和

积极主动的学中文。 

    座右铭：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 我们用心的去打磨，总有一天， 孩子们会发出璀璨的光

芒；每一次鼓励， 都是一颗埋在孩子心底里的成功的种子。 

   “说到课堂授课，对于课堂管理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 课堂授课不连贯，没有新意，课堂死气沉沉都是造成孩子们学习效率降低

的因素。课堂上因地制宜的穿插中文成语故事，典故，对于孩子们了解中文，和提高课堂知识吸收很有帮助。 比如：我们学到一个

‘鞋’字的时候，可以穿插成语故事《郑人买履》 学到“兔”字时候，可以穿插《守株待兔》 学到“烧”字的时候，可以讲我们的历

史 比如《焚书坑儒》《火烧圆明园 》 时间允许的时候，也会把这些视频拿出来播放一下。  

    我一直是在教四年级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稚气未脱，但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孩子了，那么小红帽，大灰狼已经不是他们感兴

趣的话题了，怎么办 ？用简单直白的语言引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话题插入到课堂里。激起他们学习的欲望。 

    当然，还可以互换角色，让孩子站起来讲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中文故事。这样做，可以提高孩子的口才和对中文知识的渴求。比如：

以前我的学生，当别人在课堂上讲了一个中文故事之后，她不甘落后，回家之后，主动寻找中文读物，从而激起了她很大的学习欲望。

成绩也是遥遥直上，后来还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夺得了傲人的成绩。  

 当然，适当的奖励也是孩子的动力，每一次对孩子的鼓励，都是为他们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有时，一些可爱的小玩具，和当下时

兴的pokemon cards也是吸引这个年龄层的好东西。奖励+鼓励是学习中文的双刃剑。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学生的老师。”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会是一颗钻石，精雕细磨之

后，他们总会璀璨光芒！“ —李可茗老师 

李可茗老师 



    “我从一位拥有20年以上美国大公司和政府工作经验的IT专业

人士转行做中文教师的动机是想实现从小的梦想。因为我在一个父

母都是中国的大学教授的教育家庭长大。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我认为教师对学习者“摄

取”过程的“输入”尤为重要，输入越难，学习者转换的摄入越

少。教师应作出修改和可理解的输入以降低难度。还有智力，能

力，动机和学习者风格等内在因素，每个学习者都会有所不同，并

且都会影响到他们从“输入”转换的“摄入量”，教师必须全面考

量，以便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兴趣找到最合适的教学方法。 

    语言教师需要清楚要教什么，语言应该被看作是沟通的工具，

而不是一个结构体系（一套语法规则，词汇表）。语言教学是关于

如何有效沟通的教学，需让学习者在课堂上用真实语言来缩小课堂

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重点关注语言的用法和意义，而不是专注

于展示语言结构和形式。另外，科技有益于将听说读写四种技能整

合到基于意义的学习中，也能帮助学生接触母语及用作分享其四种

技能输出的工具。 

    语言教学中没有“一刀切”或“最好”的方法，因各有其优缺

点，正确的教学应是通过交际教学及通过交流式教学使得学生“摄

取”等于教师“输入”。”   —何涛枫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士, 纽约市立大学

计算机硕士，南京大学对外汉语硕士

(2015)。 持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中文教师培训班证书。本人是具有二

十多年美国500强公司工作经验的资深

IT工作者。教中文是本人个人的最大兴

趣及第二事业。 

    自2012年秋季至今，担任： 

    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兼职中文

教师 

    美国特种兵网上教程网课兼职老

师 

 

长岛中文中心(CCLNY - Chinese 

Center on Long Island)周末中文老师

（K-12） 

何涛枫老师 



杨美玲老师  
   “老师”神圣的称呼。做一个真正好的

老师不是很容易的。 

   你要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不断的更新你

的知识，不断地充电。还要勤奋地学习自

我完善。社会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

展，你要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潮流。掌握

时代的语言、能力。 

   对孩子来说你是老师又是知识的传播

者，你要和他们做朋友。你在严格要求他

们遵守规则的同时你也要以身作则。平时

要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

同家长沟通。让他或她觉得你是体贴和关

怀他们的。要启发式教学，发挥他们的多

余能量。看到一点点进步就表扬，以增加

他们的自信心树立正能量。 

   每年都要更新备课内容，根据不同层次

的学生增减内容。以达到充实的课堂，有

趣的内容。 

   我愿意努力地去做一个好老师！”— 

杨美玲老师 

    25年前从北京来美，毕业于北京二轻工业学院。多年

来主要从事计算机工作。2004年担任中文教师工作，在华

夏也做了九年之久。十几年来先后做过一年级，三年级，

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和七年级的中文老师。曾获得过

四次优秀教师奖。也做家教多处，现在全职做弘扬中国文

化的教学工作。 

    我对儿童教育非常热爱，从小就喜欢和孩子玩，是大

人眼里的孩子王。对儿童教学情有独钟。我非常喜欢琢磨

怎么教孩子才能让他们喜欢，也很愿意花时间在网上寻找

材料充实自己。我和孩子们在一起会成为好朋友，因为我

比较有亲和力。直到现在十几年前教过的学生还在联系。

每年教过的学生都会不断的来我的教室看望我。成为一名

教育工作者是我从小的梦想，我非常享受这个事业给我带

来的快乐。  

 



高为老师 

    “1993年来美，在中国获得文科学士学位，1999年在美国获

computer science 硕士学位，2005年任教于华夏中文学校至今已10

年有余，曾三次获学校年度优秀教师奖。 

我爱我的学生， 更爱这份教学工作，而作为华夏的家长我更有义务

为传播中华文化而尽力尽责。我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从我班上毕业的

孩子能轻轻松松地主动升至高年级学习 。” — 高为老师 



葛漫老师 

   “我的教学理念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接纳并尊重他们的个性差异，不要把不同的学生放在

同一个标准下比较和要求，以积极的方式引导学生，使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潜能。 

在教学过程中，我采用“温故知新，阶梯进步”的教学方法。 

--课前： 

认真备课的同时要求学生做课前预习 

--课中： 

1，检查学生预习和复习的情况。 

2，板书讲解本课的生字，教给学生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解字义，教给学生识字·记字的方法，并正确

地书写和运用，区分同音字·形近字和多音字。 

3，对课文进行分段朗读，教会孩子们读准字音·正确停顿，读出语气且语调自然。 

4，对课文进行分段讲解，其中穿插一些相关的故事引发学生们的兴趣，同时善于设问，活跃课堂气

氛，调动孩子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5，趁热打铁完成课堂练习，让孩子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多多练习，巩固课上学习的内容。 

--课后： 

认真批改作业，并记录下来学生们做作业中出现的问题，以便在下次上课时予以辅导和讲解。” —  

葛漫老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发扬中华文化是一位中文

学校老校长的教育宗旨。我在北美各所中文学校教授

中文有15年了。中文学校就像一棵小树，经过几年的

时间，长成了一株高大、 茂盛的树。也亲眼目睹了

中文学校遍地开花，连非华裔也加入了这支日益壮大

的队伍中。如何教好中文也是摆在我们中文教师面前

的一个问题。                

     治学和教学结合一体。治学的意思是个人研究

学问，教学则是对学生而言。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领

域，但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如胸无半点墨，又岂能

教好学生呢？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底蕴和修养是教

好学生的前提，经过“教”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中

华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有它的独特

性、区域性、民族性，在教学生中也在不断地学习。

作为一个中文老师，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兴

趣和积极性，使学生们打好中文基础，让他们了解中

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我们的责任。”  —  朱毅颖 

    毕业于北京师专，十几年前来到美

国。一直在几所中文学校担任中文教师。

曾获得《美东中文学校协会》颁发的资深

教师奖和优良教师奖。 

    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知识，并且包

含着几千年历史的转变，充满了魅力。在

美国教授中文对我们每一位教师来说都是

一种挑战。既要具备一定的中文基础知

识，又要了解美国的文化。把中国历史悠

久的文字和传统文化传授给美国的学生。

让他们了解学习中国文化的意义，提高学

生学习中文的兴趣。课堂上的图文并茂、

语言生动、活泼互动的教学是非常重要

的。 

    让我们一起用爱心和知识传扬中国的

文化吧  

朱毅颖老师 



“对于4-6岁的在国外生长的孩子来说，到中文学校来学什么？用怎样的方法来教他们，是我13年前

来到华夏中文学校，开始我的海外中文教学工作时思考的问题，也在我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总

结、完善。 

    学前班没有统一的课本，需要老师自己编写教学内容。学龄前是学习中文的启蒙阶段，根据孩子

们年龄偏低的情况，我通过寓教于乐，采取生动、活泼、灵活的教学方式，培养他们学习中文的兴

趣，为他们创造听、说、写中文的语言环境，为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例如，学好笔顺、笔画为孩子

们写汉字做准备；准确掌握发音的四个声调，为正确地说汉语打基础。 

    学校几年前也开设了《马立平中文》班，我也一直在考虑，怎样能更好地把马老师的教学理念通

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来完成。去年9月，在学校支持和家长的信任下，马立平K班也开班了。这一学

年以来，我发现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这套教材，他们通过做游戏、猜谜语、听故事、读儿歌等来认、写

汉字，听、说汉语。 

    多年以来，我用爱心、耐心、真心，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得到学校和家长对我教学工作的肯

定，曾获得 “优秀教师”的称号，最近获得国务院侨办颁发的“海外华文教师优秀奖”。 

    我越来越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教学时光，当孩子们甜甜地对我说：我喜欢你、我爱你；当家长

在学年结束时，很感激地对我说：我的孩子有很大进步、很喜欢中文学校时，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

值了，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 王承丽老师 

王承丽老师 



李星莎老师 

 “毕业于湖南大学机械系，稍后再获得湖南教育管理学院教育管理专业学士学

位，在科委工作多年，曾任教于某大学工程力学，工程制图课程约12年，多次

评为优秀教师，善于运用心理学于课堂教学，具有较好的教学组织能力和教学

方法。来美后获电脑硕士，现在曼哈顿从事商贸工作。2009年任教于华夏中文

学校，我非常喜爱这些天真，活泼，聪明的孩子，在有经验的老师传教下，与

家长，孩子们的互动过程中，我用心去摸索，体会因人，因才，因环境而异的

实用教学方法，引导孩子们去快乐的学习中文，这点已有收效。我也将更努力

的钻研，总结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不辜负学校，家长，孩子们的期

望。”— 李星莎老师 



“我是叶穆怡。移民美国前，是上海市小学教育教研员，进行小学各年级的教学步骤和教学方法研

究，特别专长于小学数学和双语教学。本人具有四十年的教学经验。目前在长岛中文学校教马立平中

文。上课时，教态亲切，教学内容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 

自从来美国以后，我已经在三个州的中文学校教了数年中文。各种中文教材各显其能，都有它们的特

色。我是在教了马立平中文以后，觉得这套教材非常适合在美国的孩子学习中文。先识字，后学拼音

的教学顺序，使海外生长的孩子更容易学习中文，而且效果极佳。 

马立平《中文》的作业设计很合理。教材根据学生的记忆曲线（或者叫遗忘曲线）的规律编排了作

业。孩子可以从星期一就开始做网上作业和书面作业。每天只需不到半小时即可完成。网上作业有教

师领读生字和课文，题目由浅入深。书面作业量很少，孩子不会望而却步。 

马立平《中文》希望家长能陪伴孩子学习中文，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培养。由于在海外学中文，缺少

中文学习环境。如果除了在中文学校学习以外，家长能抽出短时间陪伴学生完成作业，学生的中文学

习水平会提高更快。同时有利学生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我教一年级时，发现许多家长都能在学生完

成网上作业时，陪伴在孩子身边，所以我班学生的中文朗读能发音准确，读得抑扬顿挫，有声有

色。” — 叶穆怡老师 

叶穆怡老师 



朝木力格老师 

    拥有华北电力大学工程学学士、管理学硕士及中央财经大学投资经济专业硕士学位，现就读于HOFSTRA 大学

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移民美国前曾就职于微软及西门子等大型跨国公司10多年。 

    身为一个6岁孩子的母亲，深知我们华裔孩子需要学习掌握中文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

更多得是为了我们自己生活和学习的需要。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说，中国有那么多漂亮的地方、有特别多好吃的美

食，还有很多可爱的小朋友，难道你不想去中国看看玩玩吗？如果你想去那里，就必须学好中文才能认识那边的文

字和那边的亲人朋友们交流啊。正是缘于我自己孩子学习中文的需要，我从2016开始进入华夏中文学校，摸索对外

汉语的教学，在与学生们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是如此喜欢和热爱这份工作，喜欢孩子们单纯善良的眼神和内

心，喜欢他们那种对知识的渴望、以及获得新知识时的欢欣雀跃。为此，我更加坚信了自己从事对外汉语教育的信

心，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教学及业务水平，于2017年考入HOFSTRA UNIVERSITY 教育学研究生项目，期望能够

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掌握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充分了解中美教育的差异，更好的来引导和教育我

们在美华裔孩子的中文学习，不辜负家长们的期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有效的学习理念是成功的关键。掌握了适合孩子们的教学方法，加上学生和

家长的配合，基本上就可保证中文学习的良性开展。我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孩子们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及重点强调

“听、说”的重要性。坚持强调在家和课堂上都鼓励学生们用中文交流，让孩子们能够有机会多听多练，能保证足

够的中文输入，相信自然会有顺利输出的一天。语言学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量反复诵读，可以读课本或者中文绘

本，逐渐培养语感。听多了，模仿多了，孩子们“自然”就会说话了。——朝木力格老师 



邢濛霞老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从师范学院毕业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里，一直在中文教学的第一线。从中国到美

国，学生的背景不同，年龄不一，更为突出的是在中国中文是母语，在美国中文是外语。面对形形

色色的学生，我始终坚持这样的宗旨： 

    一，对学生要有爱心，耐心，细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孩子。不管是

成绩好的还是成绩差的。对成绩好的要表扬，对成绩差的要鼓励，让他们把中文学下去。语言学习

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厚积薄发，不能拔苗助长。 

    二，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每个学生的基础不一样，家庭语言环境也不一样r对他们的教育方法

也不一样。必须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有的放矢。 

    三，不但做学生的良师，也要做他们的益友。社会在发展，教育在变革。我们的教育方法也要

灵活多样。多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四，做好家长工作，让家长参与教学，共同配合。 

    中文教学任重道远，我一直在努力。— 邢濛霞老师 



张虹老师 

    “1999年毕业于纽约市皇后大学主修会计学士学位。有着20 年律师事务所工

作经验，特别擅长中英文的翻译。曾在长岛大型上市公司担任财务报告会计5年

多。于2010年起加入中文学校工作，2011年至 2014担任过2位教务长助理，协助教

务长, 校长及做代课老师。2015后专职做代课老师，教授过从PK班至9年级的学生

(标准中文和马立平版)。2017年开始任教马立 平4年级。在数年的课堂教学中，坚

持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通过不同有趣有益的课堂活动启发思考和想像力，培养对

中国文化的兴趣，激发学习积极性和好奇性，採用举一反三的教学方法。同时会增

加和加强词汇量，并强调对词语的理解和运用，特别在课堂上鼓励那些胆小内向的

学生敢于发言，人人有机会开口朗读 、讨论、用口语描述课题或句子，培养胆

量，为日后升班打好扎实的基础。 过去几年得到了很多学生及家长们的好评。” 

— 张虹老师 



陈珺老师 

“我是2016年十月走进长岛华夏中文学校课堂的，虽然之前在中国有过21年的汉语言文学教龄，先后

教过《儿童文学》《教师口语艺术》《公众演讲》《大学语文》等课程，也教过留学生汉语听力和语

法，还指导过不少演讲、朗诵和各种语言类节目并获得很好的奖项，但是我知道这个课堂对我来说还

是陌生的。在我的强烈请求下，教务长就请孙老师带了我两节课。听完孙老师井然有序并内容饱满的

课，我自以为心里有底了。没料到第一次课下来，我不仅感到身心疲惫，也看不到学生在学习互动上

的主动反应。我必须思考该怎样有效备课！ 

常言道：备课有三，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作为“老”教师，这么多年积累的前两者的经验必须因材

施教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就把精力转移到备学生身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致力于建立有序的课

堂常规，鼓励并督促家长坚持来上课。每课用各种方式检查字词句。我很重视课内外的朗读。通过朗

读，学生不仅加深了课文理解，坚持的同学更是明显提高了音准和语感。追求轻松活泼的课堂互动方

式。对不同的学生给不同的学习要求，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举一反三思维能力以及知识迁移能力，把

学生由 “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只有夯实字词句的基础，学生行走的双腿才有力量抵达更美的远

方。 

总而言之一句话，“听说读写抓日常，轻松愉快来课堂”。当然能努力坚持一个学期，一定离不开家

长的鼎力支持。周末中文学校，不仅教学生更要“教”家长，这是我们课堂外的功夫和保障。我们愿

意为孩子们学好中文而倍加用心！”—陈珺老师 



冯仲书老师 

    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获学士学位，曾任教于天津城建大学。来美后攻读教育学，获

罗德岛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及纽约和新泽西两州ESL教师证书。曾在不同公立及私立学校

任教多年，教授ESL和中文。2011年参加由中国政府出资，纽约教育局与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为海外中文教师举办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硕士课程暑期班”，获结业证书。2014年

参加星谈教学项目（Startalk-CHELER），获结业证书。目前除在华夏中文学校教授语

言班外，还在石溪中文学校及Smithtown Central School 学区的High School East、

St. James 的SSPJ学校任中文教师。2017年荣获中国国家汉办海外优秀教师奖。 

    “传承中华语言和文化是我们表达对生养自己的祖国一片真情的具体表现。然而我

们不仅仅要传承，更重要的是传播，要让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

在。”-冯仲书老师 
 



张晓静老师 

从事语文教学二十二年，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大学本科学历，毕

业于河南大学教育学专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八年，曾经在多家

中文学校任教（北京中文学校，现代中文学校和新鲜草原中文学

校担任中文教师），目前在长岛慈济人文学校和长岛华夏中文学

校教中文。2015毕业于皇后大学，拿到第二个本科学历，专业是

汉语言文学；2017毕业于亨特大学，获得了对外汉语专业的硕士

学历。在皇后大学和亨特的求学期间，还在大学里担任中文助

教，辅导星谈项目（STARTALK）的高中生和领航项目

（FLAGSHIP）的大学生，进行一对一中文教学和网络在线远程

教学；此外，还在曼哈顿，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做私人家教，辅导

法裔，韩裔，德裔，日裔等学生，最小的三岁女孩儿，最大的75

岁的女舞蹈家，哈佛老校友。去年研究生毕业后，在BASIS布鲁

克林校区担任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和五六年级的中文教学工作。

先后教过暨南《中文》，《标准中文》，《美洲华语》，《轻松

学汉语》和《马力平中文》，还有《中文听说读写》和《奇妙中

文》等等。我还教过《三字经》，《论语》，《弟子规》等国学

经典。  

“我的教育理念是尊重每一个

学生，因材施教，课前备课有

全局观，从K到AP，从听说到

读写，心中有数，课上使用多

媒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鼓

励学生思考与创造，以学生为

中心，小组合作学习和学生自

主学习相结合，课下重视与学

生及其家长的互动，致力于把

中文教学从课堂延伸到家庭乃

至于社区。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文老师，我

是一滴水，虽渺小却纯净；不

断汲取中西方中文教学的精

华，从理论到实践，越努力越

胸有成竹，得心应手。然而，

学无止境，更需不待扬鞭自奋

蹄。生有涯，教无涯，乐亦无

涯。缘有尽，学无尽，爱亦无

尽。”— 张晓静老师 



NYU双语教育学Post Master及金融

学硕士,2011任职StarTalk(Great 

Neck&Manhasset) 教育机构,2015

森林小丘高中中文助教,2016厦门大

学对外汉语教师高级班及2017美国

STARTALK中文教师特训,2016年获

得HSK汉考Ｂ级管理证书，致力于

周末汉语教学的创新多样化和提高

反转课堂的有效性. 

“I chose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method 

(Mergendoller & Thomas, 2000) to create a cur-

riculum unit incorporating poetry, calligraphy, and 

music for heritage learners of Mandarin because 

this approach emphasizes the use of authentic 

language material and facilitates a uniqu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addition, I used a memorization 

strategy, which while it is uncommon in the 

U.S. is quite typic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Asian context (Oxford, 1989). several im-

portant themes are reflected in the research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edagogy. ”— 王桂枝老师 

王桂枝老师 

http://huaban.com/go/?pin_id=1072908602
http://huaban.com/go/?pin_id=1072908602


 古滢老师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硕士研究生，科学硕士学

位；普通话等级证书一级乙等。2003年赴美，至今先后任教于多个中文学校、任

课于纽约州立石溪大学，从2009年开始致力于华裔后代的AP中文教学。2010年参

加college board  AP中文高级教师进修班，2015年参加美国STARTALK中文教师

领袖训练营，2015年获得中国国家HSK汉考A级管理资格证书， 2016年开始将网

络教学引入中文教学课堂，使用互联网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2017年获得中国侨

办“2017海外优秀华文教师”称号。2010年至今，所有参加AP中文考试的学生

100%获得5分。本人的教学理念：传承中国文化，让华裔周末中文教学和美国高等

教育接轨。” — 古滢老师 



古滢 

HSK 考试介绍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从2015年开始组织HSK各级考试到今年

已经有三年了，三年来考生从第一次的9人发展到了今年的92

人。今年又开始增加了YCT考试（少儿汉语水平考试），报名

考试的家长络绎不绝，直到报名已经宣布截至还有家长追加报

名，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家长们对自己子女中文学习给予的厚

望，也折射了整个华人社会对汉语教育越来越多的重视。  

 

        2018年陆续传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公布对于海外学

生免入学考试，只需提供HSK五级以上证书的消息，这一消息

无疑对于海外中文学习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更多的学习者来说，回不回中国读书是一回事，达到了

这个水平，是对于学生中文水平的权威评价。华夏中文学校总校以HSK四级作为总校的毕业要求，从2016

年开始，华夏长岛中文学校的十年级学生已经全部达到HSK四级考试通过的标准。 

 

       选择HSK四级考试作为中文学校毕业考试有什么意义？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   

权威性   HSK四级是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设定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高等学校读书的入学标准。

（北大、清华除外）。  

全面性   HSK四级规定的考生应该掌握的字词量是1200，符合海外中文学习的相关水平，其相应的语法、

书写、听力、阅读要求，也符合海外中文学习的要求。  

兼容性   在于美国《21世纪外语教学标准》的接轨上，在这个级别之前的各项要求基本相同。  

阶段性   HSK考试是系列考试，梯次型的分级考试，给了学生阶段学习成果的权威评价。         

       参加HSK各级考试，按照这一系列考试标准要求，可以系统地衡量我们的学生是否在基础水平上达到

一步步的提升，也是最后希望可以参加AP中文考试的基本水平保证。   



《威尼斯水城》 
欧佳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去意大利，作为我们一年一度的

家庭度假。在飞机上总共花了九个小时，但我们在那里感受

到的意大利文化以及看到的美丽景色都值得一去。我们参观

了几个城市和地区：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

五渔村，托斯卡郊外的古镇，还有比萨斜塔等，我最喜欢威

尼斯。 

    威尼斯是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市，因此城市的运河是威尼

斯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市由一百一十八个小岛组成，

有四百多座桥梁连接着它们和一百七十七条运河。与其他城

市不同，运河被用作道路或街道。威尼斯居民使用水上巴士

作为许多岛屿周围的公共交通工具。在我们逗留期间，我们

使用每个岛上的桥梁和小路来到达每个目的地，包括横跨大

运河的里亚托桥和叹息桥。我们购买了水上巴士车票，来回

坐船，真正体验了这座城市的美丽，我们还参观了圣马克广

场，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域，附近有许多餐馆和雕像，人很多，有点拥挤，我看到很多的海鸥和鸽子在地上，

几乎无法数清它们，我们到的时候正是傍晚，海边落日的景色简直令人惊叹。在威尼斯的北部还有两个著名

小岛，穆拉诺岛和布拉诺岛，因为小岛上也有许多水道和小桥, 所以可以用迷你威尼斯来形容它们，从威尼

斯坐船到穆拉诺岛大约需要十五分钟，这个岛以其出色的玻璃工艺而闻名，我们看到店的橱窗里陈列着各种

各样漂亮的玻璃制品，在一个广场上，还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雕塑，看起来像一个不同色调的蓝色海胆，非

常亮眼。布拉诺岛以其蕾丝制作和五彩缤纷的建筑物而闻名，从穆拉诺出发坐船约需四十五分钟，在岛上散

步时，我们看到许多花边商店出售花边连衣裙，绘画，甚至蕾丝伞等物品，蕾丝是如此细致复杂和漂亮，我

几乎不能让我的眼光从它们那里挪开，整个岛上色彩鲜艳的房子美丽而简单，令人惊讶，根据他们的一项法

律，居民不允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重新粉刷他们的房屋，以保持各种颜色的完整。 

    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再去欧洲，我一定会再去威尼斯。 

《母亲节》 
尹约 

    母亲节是一个全世界为母亲创造的节日，每年五月的第2个星期天庆祝。 

    庆祝母亲节，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传统。 大部分包括给母亲卡片和送花。我和我的家人不太会养

花，所以我，爸爸和妹妹做饭，这样妈妈不用做。 母亲通过培养下一代人来创造未来，因此不仅在母亲

节，每一天母亲都应该得到感谢。 

 

    今年的母亲节在5月13日，我给妈妈设计了一张漂亮的卡片， 选了妈妈最喜欢的苹果绿的颜色， 画

上了两颗大红心紧紧连在一起，是妈妈的和我的。在卡片外面还贴上了一朵自己画的大花 。在每一朵花

瓣里我写下了对妈妈的印象：善良，公平，耐心，仁爱， 热观，勇敢。  

  

    我在卡片里面写道 ： 

    妈妈我很爱你！我特别喜欢全家在一起你讲中文笑话给我们听。我也喜欢你打太极拳, 跳舞, 唱歌， 

和我一起学习。 我最喜欢你做的滑蛋虾仁！妈妈你很聪明！你是最好的妈妈！我觉得好幸运！ 

毕
业
生
作
文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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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次朗诵表演》 
陈煦雯 

  两周前，我和同学们参加了一个长岛青少年中华文化才艺表演。我们朗诵《春江花月夜》作者

是张若虚。节目在下午一点开始，但是我们的表演在六点。演员要早到那里因为需要排练，从十一

点到十二点半我们一直在练习。这次表演我和四位同学朗诵诗还有其他三位同学演奏乐器，乐器是

长笛，钢琴和小提琴。我们排练好以后，我和朋友欧佳到餐厅里面买吃的。吃完午饭后我们到礼堂

里看表演。大礼堂里可以容纳两千多人，一眼望过去人山人海！节目非常丰富并且十分精彩。我印

象最深的是有许多可爱的孩子们穿 着旗袍跳舞和变脸的节目表演。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四点左右，

我和同学们在一个比较小的舞台上再一次排练。我和欧佳穿上了老师借给我们的旗袍。我的旗袍是

红色无袖的，欧佳的是彩虹色短袖的。老师帮我化了妆还帮我梳了头。站在小舞台上，我有一点紧

张但是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不要紧张。我们的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老师鼓励我们不

要害怕给我们加油。终于轮到我们上场了，舞台上灯光特别亮。演奏乐器的同学们先开始表演，然

后他们朗诵几句接着又继续演奏。我们其他五位同学也开始朗诵。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我们的朗诵特

别好听。我们朗诵完了以后，Jessica用毛笔写下了“春江花月夜”。观众都为我们鼓掌，我们都十

分开心。表演结束时每个演员收到了证书，上面写着我们的名字。我们都很高兴的站在台上和大家

一起合影。这次表演和经验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想参加表演但是表演后我一

点不后悔。我感觉学到了很多东西。 

毕
业
生
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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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搬家记》 

蓝瑞松 

    搬家对有些人来说不容易。他们必须跟朋友们说再见，然后改变生活方

式，面对新的社会。在我这十四年的生活当中，我搬过三次家，所以我能了

解这种困难。 

    我第一次搬家是2010年的一月，从中国成都搬到美国奥马哈。 当时我

什么都不懂。我班上的同学说的什么我都完全听不懂。我那时才五岁半，还

分不出对错，所以给老师和同学们添了不少麻烦。我记得有一次我班上的一

个人在烦我，我就打了他一下。因为在中国的学前班上，老师根本都不在意

学生打架，所以我就觉得我这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想到我最后被罚了一

个"time-out"。 

    我搬到奥马哈的困难主要就是语言。我当时也没什么可告别的。但我搬

家的第二次就不一样了。在2013年的九月，我又从奥马哈搬到纽约小颈。我

那时九岁，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对我新家很不满意。我们住

的房子很小，却比奥马哈的还要贵。虽然我有了自己的房间，但宽度也没多

大。公园里的操场也特别小。滑梯最高也只有6英尺，根本没什么可玩儿

的。但我最讨厌的可能就是那学校。考试特别严格，午餐也特别难吃。虽然

刚开始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的不满，我交了朋友以后就不再抱怨了。 

    我第三次搬家可能是最容易的。在小颈生活了两年以后，我们就搬到大

颈。因为两个地方很相近，我觉得生活没有多少变化。 但"没多少"并不表

示没有。我学校里的学生都很野蛮。每天满嘴脏话，聊一些恶心的话题。虽

然一开始我感到很烦感，但我最后习惯了以后，也不在意了。 

    虽然搬家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扰，但我最后还是很感恩。因为搬家让我发

现到这世界总是在变化。人们总得有一天要面对新东西。我从这三次搬家发

现: 虽然这变化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但最后你会习惯这改变。不管是新的文

化或环境，你都会慢慢的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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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 
曾圣 

 

母亲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母亲节是庆

祝母亲的努力和爱情。没有妈妈，就没有

你。在所有人的心里妈妈是一个很重要的部

分。母亲节是一个快乐的节日。上个母亲

节，我的家人做了不少的东西。所有人都买

了礼物。在这一天，妈妈要非常开心。上个

母亲节，我和我的家人去餐厅里吃饭，食物

很好吃。妈妈，奶奶和阿姨都觉得很幸福。 

    母亲节不比圣诞节，春节，新年，感恩

节或端午节大。不过，母亲节在人们的心目

中还是很重要。母亲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人们不可以忘了。 

《逛庙会》 
罗禹瑶 

 

今年春节逛大栅栏儿庙会那一天是我接触中华文化最为特殊难忘的经历之一。院门

上贴的春联巧言妙语的新春祝福和门前摆的俩石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尘土，让每条街都

有种复古的味道。妈妈带妹妹和我在大栅栏儿街口外先买了两串糖葫芦。冰糖的甜和山

楂的酸味恰恰相补，吃多少也不会腻。我带着买的第三串糖葫芦跟着妈妈和妹妹走进了

庙会中的人山人海。远远一望，人群中男女老少都有。人多容易走散，我只好紧紧的跟

在她们后边。一条街上有几家卖古玩门窗暗暗的，似乎没有人光临，可是大部分都卖跟

民间艺术有关的。我给同学买了一个兔儿爷。民间风俗，兔儿爷要恭而敬之地供起来，

因为它是玉兔的一个代表，可以避开一场病。我小心翼翼的拿着，恐怕会被哪个路人碰

掉，摔碎。有的人在看着一个老爷爷刻印章，有的人在逛五花八门的小摊儿。绕了一

下，我们去了一趟几个老字号：内联升，瑞蚨祥，六必居和西来顺。走之前，姥爷还带

我们瞧了一眼姥姥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窄窄一条胡同接着的一个一居室。那天的记忆深

刻难忘，有着一个念想不停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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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煎包和绿茶》 
郭佳乐 

    我最喜欢吃的中国食物是生煎包。当我住在上海的

时候，我的外婆每个星期都会带我去家对面的 “上海丰

裕生煎”。生煎包是一种小型包子，有普通包子的四分之一大小。它的皮很薄，肉很

多，而且包子里充满着汤。做生煎时，先要把包子放在锅子里油煎，当它煎到快好的时

候，在表面上洒一点儿葱和芝麻。香喷喷的生煎包就可以吃了！ 

 

    我的外公很喜欢喝绿茶。每天他都会一边读新闻，一边喝绿

茶。泡绿茶的时候，要先把茶叶放在杯子里，再把烧开的水倒进

去。有人还喜欢用紫砂壶泡茶。我的外公在上海也有一个紫砂

壶，是他继承的传家宝。刚开始喝的时候，这个茶的味道会有一

点儿苦，但是它会渐渐变得更好喝。  

《最喜欢的动物》 
潘洁颖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最喜欢的动物. 我也有很多喜欢的动物. 比如说, 老虎,羊,狗, 

和猫. 

我喜欢的动物是老虎. 这是因为老虎是万兽之王. 他很很强大,也很凶猛. 老虎一

遇到它想要的东西就会不停的去追它. 比如说, 山羊, 小鹿, 狐狸, 等等. 我觉得老虎

的性格很特别. 它对自己的孩子很有照顾, 可是它却对它的猎物很凶. 老虎是一种坚持,

不放弃的动物. 我特别喜欢老虎的这一点. 老虎是十二生肖的第三个动物.它是十二个动

物里跑到第三名的动物. 当然, 这都是传说. 可是我相信老虎还是跑的很快. 我特别喜

欢老虎的长相. 他的毛是一种深橙色的,然后还有黑色的线. 它们看起来很好像猫可是又

很大. 

我也喜欢羊,因为羊看起来是一种很温柔的动物. 我是

羊年出生的,所以我喜欢羊. 羊是十二生肖的第八个动

物. 狗是跟人最友好的动物. 他们很好玩,也很可爱. 

我觉得狗经常会被人们当成人一样看待.我喜欢上了猫

是因为我觉的猫的眼睛很特别. 它们的眼睛在黑暗中

会发亮. 我觉得很神奇. 

我是一个非常爱动物的人. 我觉得我们人类都因该把

动物当成我们的伙伴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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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中文爱运动 



寻根之旅，美好回忆 



丰富多彩的文化课 



节日欢笑多 



参加华夏总校比赛 



我们毕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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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 US Bio Olympiad & Chem Olympiad Semi-finalists! 

 Brian (14 Bio), Ariel (14 Bio), Philip (15 Bio), Justin (15 Bio), Xin (15 Chem), George (16 Bio), Ben (16 Bio),  

Rini (17 Bio), Tim (17 Bio), Eric (18 Bio) 

哈弗大學       : Ben, Brian, Jackie, Justin, Mo-
hamed, Sam  
耶魯大學    : Ben, Jackie, Justin 
普林斯頓大學    : Ben, Jackie, Max 
斯坦福大學   : Sejal 
哥倫比亞大學    : Jackie, Janghoon, John, Radhika, Shiv 
賓夕法尼亞大學    : Anjeli, Julia, Margaret,Sejal 
西北大學    : Eugene (HPME), George (HPME) 
達特茅斯    : George 

布朗大學  : Alex, Justin (PLME), Mo-
hamed, Seungmin (PLME) 
杜克大學    : Chris 1, Jeffrey, Paul, 
Radhika, Yuna,  
芝加哥大學 : Rushabh, Sean 
霍普金斯大學 : Caleb, Julia, Lydia, Sanjana, 
Seunghyun, Shane, Sunwoo, Yoon Ho 
喬治城大學 : Ashley, Grace, Sejal, Seunghyun 
康奈爾大學     : Amy, Ashley, Chris 1, Chris 2, 

Ethan, Eugene, Gayatri, Grace, 
     Jason, Jeremy, Kelly, Kevin, Lean-

na, Mohamed, Neil, Yoonjin  
庫伯聯盟       :  Jeremy, Manny, Mark 

5年級 
     (升學年

级) 

9:00am – 12:00pm 12:30pm–2:30pm 

英數加強班 
  (週一 至 四上

午) 

寫作 

( 一 , 三下午 ) 

機器人 

( 二 , 四 下午) 

編程 

( 一,三  /    二, 四 下

午) 
6年級 

(升學年级) 

7年級 
(升學年级) 

9:00am – 12:00pm 12:30pm – 2:30pm 

英數加強班 

  (週一 至 四上午) 

寫作 

( 二 , 四 下午) 

地球科學 

( 一 , 三下午 ) 

機器人 

( 二 , 四 下午) 

編程 

( 一,三  /    二, 

四 下午) 

8年級 
(升學年级) 

8年級 
(升學年级) 

9:00am – 12:00pm 12:30pm – 2:30pm 

英數加強班 
  (週一 至 四上

午) 

寫作 

( 一 , 三下午 ) 

生物 

( 二 , 四 下午) 

地球科學 

( 一 , 三下午 )    9年級 
(升學年级) 

9年級 
(升學年级) 

9:00am – 12:00pm 12:30pm – 2:30pm 

PSAT&代數2班 
  (週一 至 四上午) 

寫作 

( 一 , 三下午 ) 

化學 

( 二 , 四 下午) 

生物 

( 二 , 四 下午) 10年級 
(升學年级) 

11年級 
(升學年级) 

12:30pm – 3:30 / 4:30pm 

SAT I班* 

  (週一 至 四上

午) 

ACT 

(一 至 四下午) 

SAT I模擬考 

( 一 , 三下

午 ) 

SAT寫作 

( 二 , 四 下

午) 

前微積分 

( 二 , 四 下

午) 

AP 物理 

( 一 , 三下

午 ) 

12年級 
(升學年级) 

              6月1日, 6月2日   

 公 開 參 觀 考 

* 科目:  英文, 數學 

* 时间:     6月1日 (Fri.)  - 6:00pm  

  6月2日  (Sat.) - 10:30am 

* 年級 : 4 - 10年級 

* 費用 : 免費 

* 地點 : Long Island Academy 

 www.longislandacademy.net  2018暑期班  (7/2 – 8/16)  

 (516) 364-2121  
303 Sunnyside Blvd. Suite 10, Plainview, NY 11803 

LIE 46出口,   495北邊,   Holiday Inn隔壁 

提早註冊(限英數加强班) by June 9, 

2018 

              25% off for 7 weeks  

       20% off for 6 weeks  

       15% off for 5 weeks  

       10% off for 4 weeks 

同一家庭特別優惠 :      

       10% off for the 2nd child    

       20% off for the 3rd child 

多門課程特別優惠 (不包括編程和機

器人): 

       10% off for the 2nd  

course                                                                                                    

       20% off for the 3rd course                                                                                 







豪敦设计 / HAODUN DESIGN 

haodundesig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