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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自 2002 年创办以来，历经二十个春秋，在遍布湾区的中文

教育行列里，海澳中文学校已经成长为一株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的葱郁之木：行政团队

精干高效，专业师资认真负责，教学体系完善严谨，校园管理卓有成效，中文教育从学前班至 AP 中文全方位覆

盖，珠心算、绘画、朗诵等特色课程挖掘了小朋友的才艺潜力，海鸥国际青少年组织为初高中学生提供了课外拓

展的良好平台。从学校规模上讲我们不是最大，但不论是教学质量还是业界口碑，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建

校五周年时提出的“将海澳办成一流中文学校” 的目标已经达成！ 

     回首二十载，一路走来，可谓苦辣酸甜滋味尝尽：经历了白手创业的辛劳，也感受过成功收获的喜悦；犹

记三校鼎立时的激情豪迈，也难忘分校停办的抉择艰难；曾因家长不理解而苦恼愤懑，更欣慰于情真意切的众口

夸赞；即便暑期做好了各项充足准备，但每次开学前夕也总会辗转反侧寝食难安；疫情初起之际未雨绸缪赶在

SIP 时无缝衔接到线上授课，此后不断探索完善新的教学模式，时时兼顾教学效果和师生安全------压力伴着动

力，机遇亦是挑战，所幸一路有你们，激励着我一路不断向前。 

     感谢海澳团队——不论是创始员工的开疆拓土，还是后继力量的深耕细作，一批批热爱教育、素质全面的

老师先后加入海澳教师及管理团队，为我们的队伍不断注入活力和动力，学校管理架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

诸方面得以不断完善强化。你们的孜孜奉献，是海澳持续发展壮大的坚固基石！ 

    感谢广大家长 ——海澳学生从第一年开学时的三十几人，到目前的近四十个班级、近千名在校生，离不开

众多家长的信任和厚爱。忘不了注册报名的积极踊跃，义务值班的认真尽责，配合老师的辛勤身影，以及春节联

欢的各色美食、赈灾活动的慷慨解囊、向校区发声的倾力相助。你们的理解和支持，是海澳立志做大做强的动力

源泉！ 

    感谢各界支持——从马立平、许笑浓老师的《马立平中文》和《美洲华语》教学资源的体系支撑，到北加州

中文学校联合会在教学及行政业务方面的培训指导，到周边学区对教室租赁、学分班批准的一路绿灯，以及学委

议员亲临讲座的语重心长，社会各界对中文教育的支持关爱，是托举海澳不断提升的无穷力量！ 

     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的学生们，你们的成长进步鼓舞着园丁们继续辛勤耕耘，你们的朗朗书声和盈盈笑脸

是校园里最美的景观！ 

     二十年的岁月只是流光一瞬，二十年的芳华海澳正青春。虽比高飞雁，犹未及青云。在巩固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在不断总结经验、取长补短，思考探索未来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求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把海澳建成

一个家长放心、学生开心的教育乐园。我们相信，有团队的努力、家长的配合、各界的关心，我们定能再创佳

绩，更上一层楼！ 

 

 

 

 

校长寄语 
建校 20周年回顾 

海澳中文学校校长  张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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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月，海澳正式在 Hayward 

Winton Middle School 开学  

 

2017 年 首届 AP 班学生顺利毕业，并在当

年 AP 中文考试中中全部取得了 5 分/4 分的

好成绩。 

 

2010 年：Hayward and Oakland 分校改用

北京华文学院《汉语》教材 

学校网站改版。 

 

2012年：为弥补练习册作业量的不足，我校

自行增编了各册补充作业及 VCD作业，帮

助学生巩固课堂知识。 

 

2016 年   我校学生发起并运营的青少年公

益组织 Seagull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成立 

2020 年 疫情突袭，我校迅速反应，努力克

服各种困难，无缝衔接转入线上教学模式。 

2021 年  根据具体情况，Hayward 分校继续

线上授课，Fremont 分校在做好各项防疫措

施的基础上采取混合教学模式。 

 

2005 年：举办首次海澳中文学校学

术比赛。 

 

2006 年：增设 Fremont 及 

Oakland 分校， 同时启用“Haiao 

Chinese Academy” 
 

2014 年  我校学分班获得湾区多个

学区批准。 

2007 年：为了满足广大小学生课后学习中文

的需要，我校开设课后班。 

2008年：Fremont 分校使用《马立

平中文》教材。 

 

2013 年：为加强中美文化教育交

流，成立海鸥国际文化教育协会。 

 

2004 年：海澳第一期校刊创刊   

 

2003年 举办首届春节联欢会及中国文化展 

加入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ANCCS，多位

老师获评优秀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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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各界的 

祝海澳桃李满天下！         ——邵阳 Fremont副市长 

 

祝海澳校庆热热闹闹，学校越来越红火！ 

---马立平 教育家、《马立平中文》教材编著人 
 

                                

 

 

 

 

 

 

 

 

 

        

          

     

 

 
 

海澳中文学校除了教授中文，还发展其他的才艺项目，多

元化的教学，惠及所有湾区的华人子弟们，使他们有更多

的学习机会。 虽然面临了疫情的挑战，海澳中文学校在

张校长带领下， 依然屹立不摇，逐步地把大家带回轨道

上， 这当中需要多少的毅力和智慧，让人不得不佩服。 

       我相信教育是一种希望工程， 也许现在很辛苦但

未来也许就像倒吃甘蔗一样会越吃越甘甜。祝福张校长带

领的行政团队能继续将华人美丽的人文精神和中华文化的

智慧精髓， 在湾区发光发亮。诚心祝福海澳中文学校 20

周年生日快乐！会务昌隆！ 

——李亭儀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   

 

同时感谢海澳原教师：胡文佟、

葛岚、林丽卿，校友：冯宇清、

小松谦、小松亮、罗盈妙斐 发

来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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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宛儒同学家长：祝賀海澳中文學校二十周年快樂！祝願學校的未來更加煇煌，

各位教師工作順利，幸福安康 

❖ 甄梓峰同学家长：回首一路历程，

苦乐同行；展望未来宏伟蓝图，风雨化虹！

祝海澳二十周年快乐，祝它下一个二十年更

辉煌！  

❖ 张骊同学家长：感谢海澳老师们兢兢业业的教学作风，使孩子们在中文学习上都

有很大的进步。祝海澳越办越好，为弘扬中国文化作出贡献。 

 

❖ 黄九悠同学家长：亲爱的海澳，今年是您的 20 周岁。在这个盛大的节日中，作

为中文学校学生的家长， 我衷心送上给您的祝福。20年的海澳，通过不懈的努力积累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20年的海澳，铸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20年的海澳，拥抱荣耀；这是

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海澳的中文教育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中文的发扬光大，并继

续为中文的教育发展写下新的篇章。海澳的老师和桃李已遍布在世界各地。希望海澳的明

天更加辉煌！ 

  

❖ 汪忻楠同学家长：花枝竞秀须雨露，雨润栋梁二十年，竹笋破土傲霜雪，松木参

天作栋梁。祝海澳中文学校桃李满天下，梓楠遍五洲！ 

❖ 严子琪同学家长：海澳创校二十载  培育精英创未来。 

❖ 孙靖琪同学家长：海澳，知识的海洋，中文的宝库，人才的摇篮。二十载辛勤汗

水结硕果，芬芳桃李满天下。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向海澳学校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愿海澳

的学生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在中文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里遨游，更上一层楼，祝学校越

办越好。 

❖ 赵嫣然同学家长：教学二十载，桃李已芬芳！谢谢海澳在孩子们心里播下中华文

化的种子，它必会发芽和一天天长大！ 



 
 第 6页 

❖ 贺日易同学家长：感谢海澳系统化的中文教学，还有老师们的耐心指导，提供学

生优质的中文学习园地，陪伴孩子们有效率地学习中文。欣逢海澳中文学校二十周年校

庆，感恩之余，祝海澳校务发展蒸蒸日上，学生中文学习更为精进快乐！ 

 

❖ 吕铭泽同学家长：感谢海澳中文学校的创办者和老师们：你们 20年来一直默默耕

耘，坚持用中文教书育人，从娃娃开始一点一滴地撒播中国文化的种子，让这些小朋友从

拼音、笔画起步，慢慢地能说、会写，并且开始欣赏中国文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作

为家长，我真诚地感谢海澳学校的老师们：她们勤勤恳恳，耐心细致，诲人不倦。祝海澳

中文学校 2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海澳桃李满天下。 

❖ 傅穎蕾同学家长： 恭喜海澳中文学校踏进第二十個年頭。谢谢学校不断的教育

和帮助我们的子女学習中文和中国文化。祝福海澳中文学校光輝燦爛的未来。祝賀海奧中

文學校在踏入下一個二十年時, 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培育英才, 百年樹人, 成為海外

中文教育的典範。 

❖ 李明翰同学家长: 海澳开办以来，一直以寓乐于教的办学宗旨受到家长和学生的

支持和好评。我相信海澳会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师资和爱心给同学们打造一个学习中文的快

乐园地，把华夏文化传承下去。 

❖ 何可儿同学家长: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向海澳中文学校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愿

桃李满天下， 永远充满生机。海澳陪伴了可儿整整十年， 从最简单的看图识字到现在

可以写出逻辑清晰的作文，学校和老师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感谢海澳让有着悠远历史的

中文伴随着孩子成长， 使得孩子一生优雅且充满诗意。二十年的成长， 二十年的辛勤

努力， 必将化作一路芳华。 

 

 

❖ 谭凯锋、刘宛佳、李泽睿、Geo Sano & Kaiya Sano、黄颖儿、陈敏淇 、陈敏

懿、陈子沄、张骊、刘天蕾、席胤哲、圆圆、周嘉宝、吴芮潼、黄心如、王悦仪、李遨

斯、梁瑶颖、小语、傅嘉媛、傅祉安、李心瞳、赵悦然、吕凱筠、吕凱钲、李心语、毛而

文、连子若、肖张怡、刘嘉祺、张茵、邓安娜、毛一诺、李天心、李晓宝、张真瑜、陈韵

吉、郑安若、黄祉寓、雷南南、李恩桐等同学家长也为校庆发来了祝贺，因篇幅所限，恕

不一一刊登。 

 

 在此对家长们对海澳的关心厚爱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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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纳百川，澳聚英才”。海澳从 2002

年建校开始到现在整整 20 年了，20 年来学校

一步一个脚印，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和学

生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青

睐与如潮好评。 

      算起来我在海澳教学已经有 18 年了，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老老师了。这 18 年里，我看着

海澳从几十个学生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几百名注册学生，经我教过的学前班学生 18 年来累计也有

3-400 名之多，我教的第一班学生现在已经 20 多岁，该大学毕业了。教育是技术，更是艺术；教

学需要技巧，更需要责任。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一次课堂的精彩呈现，都是老师

课下默默耕耘的结果。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的教育项目，中文学校普遍收费偏低，做中文学校

的老师可以说是钱少、事多、责任大。18 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也会有疲惫倦怠想放弃的时候，但

学生们学业上的成长进步带给我的欣慰和成就感，和那种发自内心对教育的的热爱和对孩子的喜

爱，以及海澳大家庭的和乐融融，又一次次让我重振精神，继续在路上。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家长的支持，老师的教学更离不开家长的配合。让我们共同努力，

让海澳变得更好，我们再来庆祝海澳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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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mont 分校学分四

班  郑忺 

 从二年级开始，我就成

为了海澳的一名学生。从此，

几乎每周六我都会开心地跟着妈妈去海澳上中文课。通过无数次地坐在海澳的教室内吸吮知识的乳汁，

我的中文学习之旅收获满满，储存了很多珍贵的记忆。 

     我在海澳的第一个收获是中文听说读写水平的提高。在不知不觉中，我不但已经能用普通话跟中

国人或者讲普通话的人进行日常对话，而且已经能用中文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了。这个收获跟海澳的领

导们、老师们以及志愿者们息息相关：年复一年，他们为了给我们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中文课程以及安全、

温馨的校园环境付出了多少努力啊！ 

      我在海澳的第二个收获是学好中文的乐趣。比如，我在海澳 2015年春演的舞台上跟同学们一起

表演了一个话剧，虽然因为我的话筒没有声音，观众没能欣赏到我的演技。又如，我在海澳 2019 年春

演的舞台上跟同学们一起表演了一个相声，刘老师说我精彩的演出拯救了整个相声。同时，我还是那次

春演的主持人之一，家长们都在妈妈面前称赞我口齿清楚、沉稳大气。再如，2019 年春季我代表海澳

参加了北加州中文朗诵比赛，虽然因妈妈搞错了评分标准而导致我没得奖，但我却收获了从未有过的体

验。最后，良好的中文水平让我交到了查云溪、梁子瑜、黄展涛和韩文等母语为中文的朋友及刘迦勒和

Vincent 等母语为英文的朋友。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远离了我的生活，但如果我从小没学中文的

话，我就不会遇到他们，不会拥有那些宝贵的回忆 。 

    我在海澳的第三个收获是运用自己的中文能力实实在在地帮助到了两个高中同学。在上学期开学

时，我九年级的数学课堂里出现了两个中国学生，一个是两年前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另一个是两个月前

刚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显然，他俩的英文水平都比较低，听不懂印度裔老师的数学课。看到他们焦急的

模样，我马上问老师我能否坐在他俩旁边帮他们翻译，老师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从那天起，我每天都会

帮助他们翻译老师的授课内容、测验的题目和跟这堂数学课有关的其他信息。虽然我的中文口语怎么样

都比不上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在讲跟数学和历史有关的话题时总是磕磕绊绊，但这两个中国学生能

理解我试图表达的意思，说我的翻译对他们非常有用。在我的努力下，两个月后，他们的成绩就提高了

很多，他们也因此成了我的朋友。 

    在我看来，学好中文的好处至少有三个。第一，学习一门语言，就一定会同时学到言该语言的族群

的文化，因此，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会学到很多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学习和了解一种新文化丰富

了我的人生体验，也让我对这个世界和他人更加宽容。第二，把中文学好了，就能跟更多的人——尤其

是在中国的亲戚——良好地沟通，这种感觉多好啊！两年前，我都还是用吴语中的宁波话跟过来看我的

外公外婆沟通的，虽然现在我已经不会讲宁波话了，但至少还会讲普通话啊！第三，如今，中国已成为

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对于像我这样在西方长大的孩子来说，掌握了中文，不就等于给自己增添了一份实

力，增多了一个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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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ward 分校五年级   麦景强 

 

      不知不觉我已经在海澳学习中文六年了。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因为我和我的家人都是说广

东话。对于我来说学习普通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刚开始的时侯我是很讨厌的。当我被妈妈逼着我

上海澳中文学校之后，我就开始改变了我的想法。

因为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和热情的老师，在

老师耐心和有趣的教导下认我慢慢的爱上了中

文。为什么我喜欢中文，因为现在我可以看中国

电影，理解他们说什么。它将来还可以帮助我更

轻松地找到工作,而且这是我的第一语言，所以

学习中文会让我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 

今天我想借着庆祝海澳中文学校建校二十

周年学生征文活动来抒发一下我对海澳的感谢。

首先我想感谢创办海澳中文学校的校长，谢谢为

我们提供了学习中文的一个机会和平台。第二我

想谢谢海澳的每一位老师，因为在他们的热情的

教导下让我爱上了学习中文。谢谢老师们的辛苦

付出。最后我希望将来海澳会变得越来越好, 希

望它能像星星一样发光发亮，让更多的孩子能学

中文。 

 

 

 

 Fremont 分校 7 年级 连子若 

     这是我第一年在海澳读书，所以我和海澳

的关系还没有那么好，但我已经喜欢上了我的老

师。我现在上七年级，班主任是管激老师。 

     管老师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因为她总是

非常开心的教我们中文。她会详细把课文里的每

个词汇都讲清楚，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课文的意

思。她改作业的时候，会详细指出我们可以做的

更好的地方。我班上的同学们上课不喜欢发言，

所以管老师会想办法让我们讲话。 比如她会问

我们放假的时候有什么安排，喜欢的颜色和平时

喜欢做什么。她想出很多办法和我们交流。在我

们的作业本里，她还会写上“加油”两个字， 希望

我们继续好好写作业。我非常喜欢管老师，希望

二零二二年继续在她的班上学习。 

 

 

 Fremont 分校-五年级  张家粱 

       我非常喜欢我的中文学校海澳。海澳是

一个有趣的、优秀的、让人学习快乐的中文学校。

通过学习海澳的课程，参加海澳的活动，和老师

与同学的沟通与交流，我的中文水平提高了很多。 

海澳的课程使得我的中文学习道路更加顺利。通

过课文的学习, 我了解了很多中国的历史、文化、

还有成语故事。例如我正在学的五年级课本，整

本书都是中国名著《西游记》。另外，每篇课文

里有新的词汇和语法，这些内容有助于拓展我的

词汇量和提高我的写作水平。课后作业有两部分，

各有各自的特点：一部分是网上的，网上有听文

章和朗读录音，这部分帮我练习听和说中文。另

一个部分是纸上作业，有对错题和问答题，这部

分帮我练习了阅读理解。所有这些内容把海澳的

中文课知识变得越来越丰富，我学习起来就格外

有兴趣，所以中文水平就提高的特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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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澳形式多样的活动帮助我把学到的中

文应用到日常生活里。我喜欢的活动分别是：春

节联欢会和各种各样的比赛。在春节联欢会上，

有的小朋友表演中国舞蹈、有的小朋友表演课文

或古诗朗诵、还有的小朋友唱中国歌曲。各种表

演让我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另外，海

澳主持过丰富多彩的比赛。我参加过的比赛包括

朗诵比赛、讲故事比赛、和写作比赛呢！在这些

比赛中，我不但巩固了学到的中文知识，而且更

加提高了学习中文的兴趣。 

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下，和老师或同学

交流很方便。在课堂上，老师讲课非常认真、非

常条例、有问题可以随时提问。通过老师们详细

地讲解课文，我觉得我对课文的理解更上一层楼。

如果课后我还有问题，我就 email 老师，老师就

会很快地给我解答。上课或下课，我都可以和同

学们交流关于课本的知识。通过和老师与同学的

交流，我的中文水平提高了。 

谢谢你，海澳！为我提供一个学习中文的好

环境；谢谢你，海澳！让我遇到优秀的中文老师；

谢谢你，海澳！让我和爱学中文的小伙伴结拜而

行。 我爱你，海澳！

                                       

 Fremont 分校六年级     林雨欣 

       这是我在海澳学习中文的第三个年头。

在这三年当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从神话故事到

章回体小说，我认识的中文字越来越多。 

      我还记得三年前的夏天，第一次去海澳面

试，老师翻开了课本让我朗读，我很紧张，因为

上面的字我几乎全都不认识。刚刚开始学习中文

的时候，我总是一边写着字一边大哭，嘴里还不

停的念着“中文好难啊！中文怎么这么难学呢！” 

虽然一开始的中文学习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但

是在老师和父母的鼓励和教导下，我还是咬牙坚

持了下来。慢慢的我发现那些原本陌生的方块字

渐渐变得熟悉起来，原本讨厌的中文也变得可爱

起来。我能够独立阅读越来越多的中文书籍和文

章， 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

的兴趣。 

     现在我对中文的学习越来越积极和主动，

每次做作业也越来越轻松、用时越来越短，能用

中文和中国的亲人们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感谢海澳让我学到了那么多中文知识，希

望我的中文水平越来越好，将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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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mont 分校六年级李彦欣 

  我是一年级时去海澳学习中文的，那个时候

我特别不喜欢学中文，因为对中文没什么了解，

感觉没意思，所以一点兴趣也没有。到了学校后

发现，有好多我熟悉的小朋友都在这里学中文，

而且老师上课也非常耐心和亲切。书本上的课文

也让我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了一些了解，特别

是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和故事让我记忆深刻。我在

这里慢慢地喜欢上了中文，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我现在已经六年级了，我不仅学会了拼音和

造句，而且还会语法的使用和写作文了呢！现在

也对中文越来越感兴趣了，海澳每年还会举行很

多活动和比赛，老师每次都会鼓励我们参加，希

望我们多一些展示中文的机会。 

 现在，我长大了，渐渐地知道学习中文对我

有多重要。我将会在海澳中文学校继续努力地学

习中文，并且要学好中文。感谢海澳中文学校提

高了我们的中文程度，提高了我们对中文的兴趣。 

                                        

 

 

 Fremont 分部学分四 连子锴 

 

我现在是海澳学分 4-2 班的学生，于丽娜老

师是我的班主任。于老师以前在一家旅游公司工

作，去过许多国家，还写过几本关于那些国家的

书。于老师喜欢在课上放跟课文相关的视频， 介

绍中国各地的小吃和风景， 我觉得这让中文课

更有趣了。于老师要求我们把关键词汇写在卡片

上。每个词必须标上拼音，偏旁部首，和解释。

这使得我复习单词更加容易了。在最近的一次海

澳作文比赛里，于老师还自己花钱奖励班上获奖

的学生。 

虽然在海澳只上了几个月的学，我已经交到

了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黄展涛。开学第一堂

课，黄展涛坐在我的后面。他穿了一件黑外套，

带着一副眼镜。于老师觉得他的中文说得相当不

错，所以就问了他不少问题。通过黄展涛的回答，

我更多的了解了他。比如，他两年级从中国搬到

了美国，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下课以后，我

发现他的个子很高，比我高整整一头，我们俩很

有话讲。比如，我们都喜欢谈高中校园里的事情。

之后，我们会经常在课间聊天，渐渐成了好朋友。

还有一次，黄展涛带了一副牌。下课以后，我们

就和别的同学打斗地主，大家都很开心。 考试

之前，我们会互相帮对方复习和听写单词。有黄

展涛这样的朋友，我感到学中文更有意思了。 

海澳有好的老师和同学， 是个学中文的好地方。  

 

 

 

 

 

因篇幅所限文章只能选登，在此感谢

所有为本次征文投稿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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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510) 894 – 1038  （Mon.-Fri. 10am-4pm） 

 

 (510) 589 – 0156      

    

电子信箱 Email：admin@haiao.org 

网址 Website:     www.haiao.org 

Mailing Address: 

 Haiao Chinese Academy 

 P.O. Box 1596 

 Fremont, CA 94538 

 

校庆 . 新春联欢会视频链接

https://youtu.be/Iiv6F

ey71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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