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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中文学校是北美规模最

大的华文教育机构，注册学生逾

7000人。本学年新增的伯克利分校

长及墨尔本分校，使得华夏的分校

数量达到22个。秋天是一个绚丽多

彩的季节，秋天也是万物生长成熟

丰收的季节。就在九月秋日一天,	

也是华夏各分校新学年开学的第

一个周末，《华夏园地》采访了华夏

中文学校新任总校长王宏先生。

	 记者:	王宏先生您好，首先祝

贺你全票当选华夏中文学校总校

长。我作为华夏的家长，感谢您为

弘扬中华文化教育及在华人社区

所起的积极作用。能否谈谈您在担

任华夏副总校长期间的工作？

	 王宏：五年期间，我分管公关

募捐。因为华夏是非盈利社团，经

费紧张，不得不借助社会赞助才能

维持高品质的活动，比如“教师年

会”。除了募捐，我也协调组织“教

师年会”、“华夏之星“、“田径运动

会”及“智力运动会”。

	 记者：	您在华夏总校服务多

年，如何看待华夏中文学校的历史

及其所承担历史使命？

	 答：华夏中文学校在新泽西、

纽约、宾州和康州注册，拥有22家

分校，学生约七千人有余，是美国

最大的中文学校。使命感就是弘扬

中华文化。让海外的孩子们通过学

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后能够

为有这“根”而感到骄傲自豪。

	 问：谈谈您对华夏中文学校在

美国这样特殊环境下的教学理念。

	 答：承接往年多年的教学理念

的基础上，进行战略性的改动。如

尊重各分校因地施教，因时施教和

小课教学，宏观上要根据美国教学

方向的变动和社区多元化市场的

需求，来找出相应的对策和制定方

案政策，提供更多的学习中华语

新学期开篇
校长-郭玉坤

	 更准确地说，奔腾中文学校更
像是一个大家庭。经过二十年的不
断摸索求真，方方面面的管理逐渐
完善，身在其中体会深刻。每一项工
作都有人牵头，似乎像一台啮合完
美的机器，到了一定的阶段会自动
开启一项功能，然后经过运作变为
成品。17-18学年，对奔腾中文学校
意义非凡，她开始踏上第三个十年
之旅，奔腾依旧秉承着“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的宗旨，脚踏实地，稳步前
行。

暑期班
教务长-刘彬

	 华夏奔腾中文学校2017暑期
跳级班于八月底圆满结束，全体学
生顺利通过考试，	 跳级成功！给
2017-2018新学年献上了第一份礼
物！	本期暑期跳级班共9名学生，	
分别来自于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
和五年级。这些学生都需要具备以
下几个条件：	1、年龄大于同级学生
1岁及以上者或中文学校的年级低
于英文学校者。	2、2016-2017三次
大考试平均分数90分及以上者。	3、
愿意并有一定自学能力者。他们放
弃了暑假出去度假和去中国的机
会，从6月中一直到8月底，在家长的
全程陪伴和协助下，按照学校提供
的详细辅导材料进行自学。学生们
每10-11天在家里需要自己完成三
课的家庭作业，返校时除了上交作
业本外，还需要考3课的词语和单元
小测验，每6课一次大考。还需要最
后的结业统考。总共完成18课课文，
1册半的课本。暑期班的成功除了同
学们的努力和坚持，也离不开家长
们的支持、鼓励与陪伴，更要感谢
暑期班老师们的辛勤付出。预祝同
学们在新的一年再接再厉，学习愉
快！

新学期入学考试
教务处程喆老师

	 9月9日早上9点半，15名即将开
始在华夏奔腾中文学校学中文的新
生，聚集在学校办公室内，进行开学
前的入学考试。
	 为了保证每一名转学、插班入
校的同学，都能跟上转入班级的正
常教学，华夏奔腾中文学校一直坚
持对新生进行教务处的转校评估，
评估后经家长同意参加相应的入学
水平等级测试，测试后根据考试情
况进入合适的班级学习。多年来，教
务处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等级考核
制度，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初秋的早上有些微凉，可是已
经到达考场的家长和同学们却气氛
火热，爸爸妈妈们在轻声鼓励着孩
子，有的同学还在抓紧时间做最后
的准备，有的同学认真检查考试用
的文具。
	 考试时间一到，在教务处周建
东老师的组织下，同学们秩序井然
地走进考场。考场虽然不大，却早已
摆好了整齐的桌椅，同学们根据老
师的要求入座。一年级入学的小朋
友需要老师帮助读汉字写拼音，因
此被细致周到的周老师安排在靠近
过道的位置。
	 考试过程中，同学们都安静地
填写试卷，老师们轻声地解答着同
学们的问题。一年级小朋友需要老
师不断念汉字，监考老师们也不厌
其烦地一遍遍重复。教室里除了老
师们解答的声音就是铅笔在试卷上
划出的沙沙声，很快，一道道题的答
案跃然纸上。最后，同学们在老师的
提醒下，认真检查完考卷后交卷离
开。
	 出了考场，有的同学因为自己
感觉发挥得不够好，看起来有些难
过，老师和家长耐心地安慰着孩子。
有的孩子则非常自信地跟妈妈说着
考试的表现。
	 为了让孩子们尽快得到考试成
绩，周建东老师和潘爱芳老师马上
开始批改试卷，教务处则根据学生
的成绩，评定同学们的入学水平等
级，组织安排同学们的学习课程。今
年一共有13位转学生和一年级新生

参加了从一年级到AP班不同等级
的考试，令人欣慰的是，今年参加入
学考试的同学全部通过并分配到合
适的年级，像其他在校生一样顺利
开始了开学第一天的中文学习。

开学前教师会
教务处程喆老师

	 随着新学年即将开始，华夏奔
腾中文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着。2017-2018学年第
一次教师会，经过校委会的细心组
织安排，于9月9日下午1:30在学校
办公室顺利召开。会上，郭玉坤校长
及校委会、教务组成员首先对上一
学年的各项教学工作和活动进行总
结，特别是对二十周年校庆活动进
行了详细的陈述和表彰。然后着重
对新学年开学前的准备工作、本学
年的教学活动安排、每周工作常规、
教学工作管理、作业、考试及学生成
绩评定管理等工作进行了安排与强
调，近30多名教职员工参加了本次
会议。
	 与会的老师们步入办公室，第
一件事就是要在黑板上签上自己的
名字，热热闹闹五颜六色的签名板，
成了教师会一个独特的标识。今年，
教务长刘彬老师为每位老师都准备
了一个文具盒，里边放了便笺纸、红
色笔、圆珠笔、马克笔，老师们纷纷
说，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笔了。
	 会上，郭校长首先进行了校长
致辞，并向各位老师介绍了本年度
校委会成员及工作重心。此后，又介
绍并热烈欢迎加入奔腾教师队伍的
新教师。经过上学年的试听、暑期的
试讲，新加入的老师们顺利通过了
学校对新教师的考核，正式成为奔
腾大家庭中的一员，她们激动地表
示，希望能够教好中文，让孩子们
喜欢上中文学习。接着老教师们也
一一进行了自我介绍，进一步加深
大家相互之间的了解。
	 此后，教学总监张悦老师对照
校历，为教师们讲解了今年整个学
年的教学活动安排，并对总校及本
校各项比赛活动，进行了重点提醒，
以保证老师们明确各项活动报名日
期和比赛时间，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虽然教师备忘录每年开学前都
会讲，但是郭玉坤校长、刘彬老师和
张悦老师今年也没有放松这项工
作。从开学前的准备工作、每周的常
规工作、教学管理工作等各方面，三
位老师都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耐心讲
解，并且采用朗读提问式的方法，帮
助老师们加深印象。针对去年期末
学习成绩评估中家长提出的问题，
三位老师再次讲解分析了学校的评
估方法，并重申了学校的作业、考试
管理制度。此外，今年学校对校园安
全的问题更加重视，反复与大家强
调新的校门管制和火警应急机制，
希望老师和家长们一起努力，为孩
子们创造出更加安全的学习环境。
	 负责学校网络管理的潘虹老师
在会上针对老师使用学校网站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负责财务的
邵一虹老师也再次强调了学校的财
务管理制度。
	 由于每年新学期开学，时间都
临近中秋佳节，因此，每年开学前的
教师会，学校都会为老师们送上一
盒鲜美的月饼，一年又一年，竟成了
学校的传统，今年也不例外。老师们
拿到包装精美的月饼，都非常高兴，
有的老师当时打开品尝。张悦老师
还与大家畅谈了暑期回国的见闻，
分享了作为老师在30年后与学生们
重逢的喜悦心情。
	 会后，新老师们还同各自的年
级组长，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学习，
以便开学可以顺利地展开教学工
作。

开学了，奔腾欢迎你
副教务长宋虹

	 天高云淡，金秋送爽。暨二十周
年校庆的东风，奔腾中文学校迎来
了新学年的第一天。进入帕西帕尼
高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开学
了！奔腾中文学校欢迎你！”的彩
色标语，下面贴着各个班级的任课
老师和教室号码，义工同学们和教
务处的工作人员们热情地接待着家
长和学生们，协助他们找教室，回答
问题，并且把新书分送到各个教室
里。
	 按照教务处的规定，开学第一
天，各班须在开课前15分钟召开家
长会，向家长们介绍本学年的教学
计划和教学要求，建立家庭微信群，
选举家庭联络员等等。所到之处，都
是老师们的热情周到，家长们的关
心询问，孩子们的兴奋渴求！一切
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同时设立
在图书馆的办公处，校务和教务的
工作人员们同样忙碌不停。他们接
待着现场报名的，需要调课转班的，
或者登陆网站有问题的，还有慕名
前来希望听课的三四岁的小朋友们
等等。家长会接待处也热闹非凡：上
课前早早来认领工作岗位的，热心
家长协助小卖部卖水卖零食的，一
切都是现场办公，现场解决问题！
虽然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但一切又
都井然有序。
	 奔腾中文学校一直秉承的是教
学严谨，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四
位一体的办学原则，为的是能够在
海外把中华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
祝愿学校在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

从数学班到Matchup
数学兴趣班金辉老师

	 众所周知，	美国的中小学数学

教育存在不少问题。很多华人学生

数学能力很强，	学习成绩很好。但

是在学校里整天重复简单枯燥的练

习题，	无法让他们感受到数学的乐

趣。

	 五年前奔腾中文学校开设了数

学兴趣班，就是希望能让孩子们接

触有挑战性的数学问题，	让他们掌

握更多的思考方式和解题技巧，从

中领悟数学的奥妙和趣味。几年来

兴趣班得到了家长、学生的欢迎和

支持。除了每周上课，一年还举办

一次全校性的数学竞赛，每年都有

五六十名学生参加。

	 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令人备受

鼓舞。但每周一小时的课程还不足

于满足学生们的需要，为了能够影

响到更多的学生，今年暑假我们组

建了网络平台www.mathcup.com，

平台上已收集了近三千道针对三到

八年级的有挑战的数学题。我们希

望孩子们每天花十分钟做几道题，

并感到其乐无穷（家长们也可以做，

即使是三年级的题也有难度）。	平

台上学生们可以提问要求解答，也

可以提供解答；家长能看到学生的

进度，想点拨他们时能有的放矢。学

生还可以出题挑战他们的同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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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更茂”  吸引资源人才
豪情展望华夏未来

专访华夏中文学校总校校长王宏先生
 《华夏园地》 记者王开春 

華夏園地(簡體)EDUCATION

言和文化平

台。如：继续

保持年度的

演讲比赛和

辩 论 赛 ；为

满足社区多元文化的需求，总校也

将继续开展年度“华夏之星”；年度

“华夏运动会”等文艺体育活动平

台和体育文化“未来之星”的摇篮。

	 教师年会是对教师进行培训

和教师经验交流，也是对优秀教师

们辛苦耕耘的感恩。今年11月将召

开的教师年会将有国内侨办教学

专家远程对教师技能培训、开启校

长论坛分享校务管理。

	 根据美国教学方向的变动和

社区多元化市场的需求，灵活教学

指南，如AP和HSK考试。中学生可

以用中文影响GPA，这是最直接得

利。华夏学校将会为学生们提供必

要的学习辅导平台和教育质量系

统化正规化

	 问：作为新一届的华夏总校

长，能谈谈对华夏总校的设计和远

景规划吗？

	 答：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和信任，感激总校老志愿者和新志

愿者加入到华夏新的领导班里。今

年新设计一个战略发展部（也称：

战略发展中心）、就华夏中文学校

的发展进行开创新的探索新“项

目”。目前就美国各社区华人日益

增多的趋势，就华裔如何学好中国

语言文化、如何继续弘扬中华民族

优良传统文化和活跃社区生活等、

在实施上将会做一些大改进，如目

前同暨南大学合作编写一套适合

美国华人的后代学习中文的教材。

	 记者:	祝福王宏校长和华夏

义工们为弘扬中华文化的梦想成

功！

开学了，奔腾欢迎你

来我们还会加入更多的功能，做到

让孩子们边玩边学，培养加强他们

的数学兴趣。欢迎使用mathcup网络

平台，欢迎提供建议到	imathcup@

gmail.com。

	 最后出道题：我们知道8的阶乘

是1x2x3x4x5x6x7x8=40320，最后有

一个零。	那100的阶乘最后有几个零

呢？

义工委员致所有义工的一封信
学生义工-李晟恺

各位义工：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义工团队，

感谢各位利用课余时间为我们学校

服务。为了更好更有效率地工作，我

在此向大家转述一下学校对我们提

出的要求：

1.	工作

	 1)	工作时以工作为重，大家必

须认真，不要玩乐。

	 2)	工作期间，学校工作人员和

老师如对团队有指示，希望大家尽

快行动并认真完成。

			 	3)	在中文学校工作，希望大家能

用中文交流，使我们有机会继续练

习巩固中文，并为学弟、学妹们树立

榜样。

2.	出勤

	 1)	应该认真签到，不要迟到早

退。助教也需要签到并让班主任签

字，然后把助教单（TA	sheet）交给指

定的委员或放到教师信箱的后面。

	 2)	由于义工人数比较多，而学

校每周的工作量有限制，所以义工

人数也有一定限制。不算特殊活动，

除了委员和助教，每周所需人数为

7-10人。指定义工才会被记录工作

时间，我们会公平地安排，让大家都

有机会服务于学校。

3.	如果被指定后需要请假，请尽快

告知委会。助教需要向任课老师和

委会请假。

谢谢！

时间属于我们自己
七年级学生：陈宇明

指导老师：刘彬
	 人们常说生命是短暂的,	因此,

我们要珍惜时间,	珍惜生命。

	 你有没有觉得不高兴的时候,	

时间会过得很慢？但快乐的时候,	

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想留都留不

住？

	 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	小弟

弟去佛罗里达的迪斯尼公园玩。当

第一天过去之后,	我想,	还有好几天

可以玩儿呢！第二天和第三天也是

如此感觉,	一眨眼就过去了。等到妈

妈跟我说：“宝贝，我们明天就要回

去了！”那时候,我只觉得我们才待

了没多久呀！还没有玩够呢！	

	 相反，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	时

间就像停止了一样。有的时候,	我会

跟爸爸妈妈闹别扭吵架，我觉得过

了很长的时间,	其实才过了10分钟。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在高

兴的时候,	根本不在意时间的流逝,

只在乎眼前的美好；而不高兴的时

候,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不愉快马上

消失，总想让时间快点儿把它们带

走。所以，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	总

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不过,	无论快乐还是忧愁,	时间

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都应该

珍惜时间,	珍惜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