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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澳中文学校
校长新学年寄语

新 学 年 寄 语

海澳简讯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和家长们：

¾ 我校召开新学年家长会
你们好！经过两个多月轻松而愉快的暑期生活，我
¾ 家长值班提示
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学年。首先对这几年来大家对海澳的
¾ 应急情况演习
鼎力支持和协助，我们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新学
¾ 今年学校将设立“优秀出勤奖”
年，新气象，我们欢迎老同学返校，欢迎新同学，新朋
¾ Castro Valley 中文课后班招生
友及新老师们加入到我们海澳队伍中来。希望在新的一
¾ 袁清燕同学获中国文化竞赛优秀奖
学年里继续得到大家的协助和支持，希望我们的同学，
¾ 海澳网站需要您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的学校，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¾ 学校征集春节联欢会节目
今年我们在教学上基本上还是延续去年的标准, 同
时也在上学期末家长和学生的调查结果以及老师教学实
诗中有月：中秋古诗欣
践的基础上, 实行因材施教的原则, 适当地作了些调整
赏
以给老师们更大的教学空间。比如将原则上一年一册半
(18 篇课文) 的教学内容改为根据实际情况老师可以教
新老师介绍
授 16-18 篇课文等。其中变动较大的是 Fremont 分校,
今年已全面使用马立平教材。实践证明该套教材对学生
海澳老师谈教学
学习中文效果相当不错。其次作业的份量原则上要求按
浅谈如何具有优秀教师的特
每天 15 分钟来布置。这样同学们既不会觉得作业太多又
性
能巩固所学的中文知识。另外我们在中国文化知识的传
授上也作了适当的调整。要求老师尽量结合课文的内容
来介绍中国文化, 使得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内能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和文化。课堂教学固然重要，
但平时家长的督促辅导也必不可少。因此还是希望家长们继续每周在百忙之中抽出些时间来帮助孩
子们复习中文功课。实践证明家长的协助在孩子们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孩子们的中文学习离不开我们的家长, 同样我们中文学校的成功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和协助。
希望大家热心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尤其是根据家长值班表, 按时到校, 负责安全和秩序。让我们
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学好中文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为孩子们的未来尽一份力。
最后欢迎各位老师、家长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祝大家有一个愉快而充实的新学年。
海澳中文学校校长 张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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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新学年的第一天进行了班级和学校
的家长会。各班老师向家长们介绍了本学年的
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并回答了家长的问题。张
校长代表全体教职员工欢迎同学们到海澳学习
并感谢家长们的支持与信任。同时，家长们也
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
和学生、家长一起将海澳办得更好。
随着学校的迅速发展，家长值班对学校的
运作越来越重要。希望各位家长根据家长值班
表, 提前十分钟到学校办公室签到并领取值班
背心。值班家长主要负责校园安全，特别是上
下学期间停车场附近的安全。如有特殊情况不
能值班，请提前一周通知学校，以便重新安
排。
为了使学生熟悉应急措施，保证学生在校
期间的安全，学校将于 9 月 27 日进行一次紧
急情况演习。希望家长能够与学生在演习前一
起阅读有关应急措施。联系电话如有变动，请
及时通知学校。

我校自去年在 Castro Valley 开办中文课
后班后，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欢迎。今年的课后
班面向 Castro Valley 及附近地区，除中文课
外，还增加英文和数学辅导。有关报名详情，
请与学校办公室联系。
Fremont 分校的袁清燕同学在中国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组织的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知识竞
赛中荣获“优秀”奖。她将应邀参加国务院侨
办举办的夏令营。此次竞赛，全美各地约有一
千三百名学生参加, 16%的学生获得“优秀”
奖。在此学校向袁清燕同学表示祝贺。
海澳网站是我校对外的一个窗口。如果您
愿意发挥您的特长，帮助维护学校网站，更新
网页内容，请与学校联系。
我校将于明年一月底举办春节联欢会。请
您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展现您表演天赋的机会。
表演形式不限，节目时间在五分钟之内。请将
节目尽早上报到学校办公室。

在各项学术比赛之外，学校将设立“优秀
出勤奖”，对不缺课，不迟到的学生给予奖
励。希望家长能够按时送您的孩子到校上课。

诗中有月：中秋古诗欣赏

望月怀远
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祝每一个海澳家庭合家团圆，中秋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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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琬琦 老师

新
老
师
介
绍

马琬琦老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并在上海市任
中学教师 10 余年，有丰富的中美教学经验。 马老师热心教学，喜爱孩子。教
学上善于表达，有耐心。工作责任心强，有良好的沟通和合作能力。
马俊 老师
马俊老师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和日本府立大学的比较中日教育系，获得
硕士学位，并在日本取得了教师资格证。有多年的外国语教学经验。她善于引
导和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上有一套自己的独特方法。
金晓霞 老师

金晓霞老师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系。曾在北京任小学教师达 14 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
验。她亲切和善，善于和孩子沟通。 授课流利酣畅，活泼生动，讲解层次分明，语言简洁准
确。
赵启明 老师
赵启明老师毕业于中国科技经济管理大学和马来西亚
工艺学院。曾在北京洋话连篇语言培训中心任教师长。同时
还多次参与教案编辑和大型英语演讲。 赵老师的教学风格
自信，热情，并富有较强的创新和组织能力。
潘庆彩 老师
潘庆彩老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曾在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教授会计。后去日本，并在日本和光交易株式会社
教授日本员工中文。来美后, 专修会计, 获得硕士学位。工
作之余，在学校做义工，并对小孩作课后中文辅导。
潘老师喜欢孩子，热爱教书。她认为中文不仅可以让远
居海外的孩子们学习他们父辈的语言，还可以让他们了解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也可以让在美国出生的小孩子更好地和
父母沟通。

有关海澳教师的详细介绍, 请登陆学校网站: www.hai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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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具有优秀教师的特性
葛兰 老师
海澳老师谈教学
在美国，中文被列为与阿拉伯文、韩文、日文一起的四大难学语言之一。如何让海外的孩子
轻松学好中文，是家长和教育者共同关心的话题。而谈到这个话题，施教者——教师在中文教育
中的角色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如何具有优秀教师的基本特性呢？
首先，做一个热爱教育的教师吧！有了爱，教育就有了快乐，就有了要做好的动力。而教师
就是以自身的榜样引导着学生。师生徜徉在爱的海洋中，知识的小船才能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
彼岸！
其次，做一个永不自满的教师吧！优秀的教师总是渴望汲取新东西，扩展自己的知识广度和
深度。这样的老师自然知识渊博，深受学生的爱戴。不仅如此，由于他们自身是优秀的学习者，
所以他们也培养终身的学习者。
再次，做一个教学方法灵活的教师吧！教师面对的学生总是各种各样的；教师要传授的知识
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教学中方法灵活，才能游刃有余，达到理想的学习目的。
最后，做一个有幽默感的教师吧！这样的教师总能把课堂变成一个快乐的地方，让学生们留
恋、向往，让学生们在开心中忽略中文学习的困难，达成师生共同追求的效果。
愿教师们用太阳般的光芒照耀着孩子们通往中文教育的阳光大道！

***************************************************************
 Hayward 分校

 Oakland 分校

 Fremont 分校

Winton Middle School
119 Winton Ave
Hayward, CA 94544

Laney College
900 Fallon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Best Friends Learning Center
42080 Osgood Rd, Suite # 1
Fremont, CA 94539

星期六 Saturdays
中文: 9:20am – 11:20am
才艺: 11:30am – 12:30pm

星期六 Saturdays
中文: 1:30pm – 3:30pm
才艺: 3:30pm – 4:30pm

星期六 Saturdays
中文: 1:30pm – 3:30pm
才艺: 3:30pm – 4:30pm

联系电话 Tel :
(510) 589 - 0156
(510) 498 - 1118
传真 Fax :
(510) 498 - 8778
电子信箱 Email：
haiaohayward@yahoo.com
网址 Website:
www.haiao.org

邮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Haiao Chinese Academy
P.O.Box 1796
Union City, CA 9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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