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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方水一方，方方皆兄弟；

中国人美国人，人人学中文。”随着

中国经济的崛起，汉语热不断升温，

美国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华夏中

文学校”也迎来硕果累累的繁华丰

收时期！

 11月15日至16日，拥有20所分

校7000余名学生的华夏中文学校，

在新泽西州Somerset举办了“2014 

Michael Chen大学助学金及税务规

划-  华夏中文学校教学研讨会暨

教师年会”，共有300余人出席了会

议。与会者有来自华夏各分校的教

师及管理人员，也有来自兄弟中文

学校的代表及其他关心中文教育的

热心人士。

 应 邀 参 加 大 会 的 嘉 宾 有 ：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钟

瑞 明 副 总 领 事 、王 军 领 事 、W e s t 

Windsor的薛信夫市长、亚洲文化

中心燕南主任、新泽西州众议员 

Daniel Benson、 Nancy Pinkin以及新

州社区的学区委员仲宇、考建华、刘

建翔、张迎潮、刘娟、施景渭等。 

 这是华夏中文学校连续第四年

举办大型教学交流活动。本次大会

以“教育、培训、发展、创新”为主题，

意在提升中文教师的素质和能力的

同时，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办学

之路。开幕式上，总校长张长春回顾

了华夏的发展历史，表示传授语言

文化，做文化交流的使者，既是华夏

的工作目标，亦是华夏赖以存在的

基础。副总领事钟瑞明赞扬了华夏

中文学校取得的成就，表示海外华

文教育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引起

更多人的关注，希望华夏不断总结

教学经验，让教学质量更上一层楼。

 今年的华夏教学研讨会除了

“专家讲座”和“华夏论坛”，还新增

了“教学实践演示”，邀请一线教师

展示不同层面的教学经验。“专家讲

座”板块，有多位教育专家进行了精

彩演讲。华夏论坛的主题包括“中

文学校教育管理”、“中文教育和中

文学校发展”、“中文课程和教材研

究”、“中文教学方法经验交流”、“教

学评估”等。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
 朋友们，下午好！
 在黄叶满目、万里晴空的深秋
季节，我们再次迎来了盛大的“教师
年会”，这是一次相互学习，相互交
流的大会，这也是一次深化教学理
念的盛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教
育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加，“汉语热”
不断升温。在日益全球化与中国作
为一个大国复兴的背景下，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具备一定的中文基础
和文化背景，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中文教育者
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传授语言文化，做文化交流的
使者，既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亦是我
们赖以存在的基础。近20年来，华夏
的在校人数已由最开始的70多名，
增加到了目前的7000多人，华夏的
20所分校遍及新泽西州、纽约州、宾
州和康州，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周末
中文学校。我们为社会培养和输送
了大批传播中华语言文化的教师、
热爱中华语言文化的学生。

 从建校之初，华夏就非常重视
教师队伍的建设。为了适应新形势
的需要，在过去几年里，华夏总校从
形式和内容上，对教师培训做了调
整，坚持把提高教师素质，培养课堂
教学技能作为培训目标。
 本次教师会的主题是“教育、培
训、发展、创新”，我们希望通过举办
教师年会，在进一步提升中文教师
的素质和能力的同时，探索一条可
持续发展的办学之路。当然，教师素
质的提高，教学技能的改善是一个
长期缓慢的过程，但是只要我们脚
踏实地，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相信
我们的学校将会越办越好。
 本学年教学部增设了教学研究
组，目的是给分校提供更多的教学
支持。明年是华夏中文学校建校20
周年，总校将编辑出版《华夏教学经
验论文集》，这将是一本基于华夏教
学实践的文集，希望在教学第一线
的老师们和从事教学管理的人员能
将自己在实践中采取的方法整理出
来，写成文字，供其他老师和教学管
理人员借鉴和参考。作为一种准备，

《华夏园地》已让出了部分版面，专
供分校教师发表教学经验谈。
 华夏中文学校是一所周末社区
学校，在管理制度和人员的稳定性
方面，与全日制学校相比，还存在着
很大差距，但是我们的老师、家长和
校务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以极大的
热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华夏中
文学校的发展添砖加瓦。没有他们
的辛勤劳动，就没有今天的教师会；
没有他们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就
没有我们华夏的今天。在此，我对他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朋友们，华夏总校是连接各分
校的纽带，为分校间的交流，搭建了
一个巨大的平台，在这里，我们可以
聚少成多，互通有无，共享资源，一
年一度的教师会既是智慧的交融，
也是友爱的传递。让我们继续努力，
共同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再次感谢辛勤耕耘的老师们，
感谢无私奉献的志愿者，感谢周边
社区及所有关心中文教育的热心人
士。

 秋高气爽，一年一次的华夏教
师研讨会暨教师年会在新泽西的
Somerset 举行。路上同行的老师互
相询问着“你以前去过吗？”有的
老师是第一次去，有的去过好几次
了。我忽然发现我去华夏教师会的
经历，其实和我作为一名中文老师
的成长过程是息息相关的。
 记得五年前我第一次去参加
华夏教师会的情景。那时我刚由一
名家长转成李文斯顿的中文老师，
虽听过几堂课，代课时也有了点实
战经验，但因为我教的CSL只有一
个班，很多事儿我只能一个人摸
索。一听说有培训的机会，我第一
个报名。那次总校请来发言的嘉宾
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马立平老师。
在这之前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
马立平教材三年级才教拼音。听完
讲座我领会了马立平的教学理念。
她认为拼音像拐棍，没有依赖学走
路会学得更快。我开始思考，原来
不同环境下不同学习对象可以有
不同的学习方法。那次年会对我来
说是非常开眼界的一次培训会。
 参加华夏教师会不仅能学到
很多实用的教学方法，还能得到很
多有用的信息。比如我后来参加了
大纽约地区中文教师学会（CLTA 
- GNY）及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
院合作办的教师培训班，又回到
Rutgers 修了MAT in Chinese，这

些信息都是在华夏教师会上听人
提及才去申请参加的。在几届华
夏教师会上，我常碰到被邀请来
做发言的南大培训班和罗格斯研
究生班的老师们。联合国中文教
学组组长何勇博士，Rutgers 的Dr. 
Dietrich Tschanz 和Dr.  R. VanNess 
Simmons，都来做过高水平的发言。
听到华夏老师们在底下感叹这些
老师中文知识如此渊博，我为我有
这样的老师感到骄傲，同时也觉得
来参加教师会的老师们运气真好，
能学到浓缩版的研究生课程。
 我也非常喜欢华夏教师会的
友好氛围 -- 一个欢乐大家庭的
年度盛大聚会。饭后的晚会上大家
可以轻松地唱歌跳舞玩游戏。说真
的，我们华夏老师中还真是藏龙卧
虎，好多表演很有专业水准。 
 今年的教师会对我的意义又
有不同。今年教师会新增加了一个
华夏示范教学的项目。有三位老师
分别作中低高年级的示范教学，再
由资深老师做点评分析。我有幸作
为讲员之一分享了一点教学体会。
我个人觉得这是把我们的课堂直
接带进了会议交流内容，尤其是点
评分析，让我收益匪浅。
 我为自己是名华夏老师而自
豪，期盼着明年再相聚华夏教师年
会。

让更多的人学好中文 “2014华夏教师年会”热烈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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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致词：智慧的交融  友情的传递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校长  张长春

教师感言：
有缘相聚华夏教师会

 孙凌云（大纽约分校）

特邀嘉宾

表彰组委会义工

给演讲嘉宾颁奖

部分VIP合影

研讨会现场

欢歌劲舞

张长春总校长致词

 15日晚，组委会还举办了感谢

教师的文艺演出和互动联欢晚会，

以活跃气氛，增进友谊。

 本次大会经过了两个多月紧

锣密鼓的筹备工作，出色的组织能

力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感谢

以下组委会成员：李盛京、王宏、陈

华、叶森、刘建、许兰薇、阎明、童莉、

郭众、孙儒林、仲宇、马咏、郝若飞、

Jaclyn Lee、李晓京、王坚、吕敏伟、

张长春等。特别鸣谢冠名赞助商“ 

Michael Chen大学助学金及税务规

划中心”及双铂金赞助商Met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