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 刊

第 1 期 (2010-2011 学年)

总第 16 期

2010 年 9 月 25 日

海澳中文学
校

新学年寄语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和家长们：
你们好！经过两个多月轻松而愉快的暑期生活，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学
年。首先感谢这几年来大家对海澳的鼎力支持和协助。新学年，新气象，我们
欢迎老同学返校;欢迎新同学，新家长及新老师们加入到我们海澳队伍中来。希
望在新的一学年里继续得到大家的协助和支持，希望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学
校，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今年我校在教学上有了比较大的变动。HAYWARD 和OAKLAND 两个分校改用
了由国家汉办监制，北京华文学院编制的《汉语》教材。该教材的最大特点是
实用性和系统化。其所选用的内容和句型都是同学们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
同时也更加注重孩子们的品质教育。许多课文后的阅读材料包含了中国文化知
识及成语，谚语等。且主课文没有拼音，这样更有利于同学们对生字，词组的
认读和掌握。总而言之这是一套相当不错的教材。当然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如书写作业练习册只有一本等。我们老师将隔周编制书面作业并结合其配
套光盘作业以弥补其欠缺。另外我校还自编了一套生字/词卡和对话练习材料给
每位同学。这样同学们在听说读写上就有了较为全面的练习和提高。FREMONT分
校继续使用由斯坦福中文学校出版的《马力平中文教材》。实践证明这是一套
相当行之有效的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我们继续强调兴趣教学。如利用电脑,
幻灯片以及场景教学，学术比赛等各种方法。 努力提高同学们学中文的兴趣。
课堂教学固然重要，但家长的督促辅导也必不可少。因此还是希望家长们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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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继
续热心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尤其是根据家长值班表, 提前10分钟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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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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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land 和 Hayward 使用新教材《汉语》
New textbook <Han Yu> for Oakland and Hayward

Oakland 实行两期制
Two Sessions for Oakland branch this year

具体时间为：
中文: 1:00-3:00 PM (Session 1)
3:00-5:00 PM (Session 2)
才艺: 2:00-3:00PM (Session 1)
3:00-4:00 PM (Session 2)
9 月 18 号召开了新学年第一次家长会
The first parents’ meeting has been
held on Sep 18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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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家长们也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感谢家长们的支持与信任。我们将
和学生、家长一起将海澳办得更好。
安全 Safety
家长在停车场接送孩子时一定要慢速行驶
在15/mph以下。Oakland分校的家长一定要
到各教室来接送 孩子。否则需要到学校
办公室办理有关手续。

该教材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委托北京华文学院为海外
华侨华人学生学习汉语而编写的。在设计全套教材的
总体结构和容量时，充分考虑了小学生的接受能力，
并且注重基础阶段汉语教学的系统性和实用性,是一
套相当不错的教材。
聘请潘庆彩老师为 Hayward 分校行政主
Kathy Pan is the administrator of Hayward branch

潘庆彩老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教于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和日本和光交易株式会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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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举行学术比赛
Academic Competition will be held in Nov.2010

我校将于11月在全校范围内举办朗诵、演讲、作
文、认字、书法、绘画等一系列学术竞赛活动。参
赛办法和竞赛规则上与往年基本相同。学术比赛采
取自愿报名的形式，老师将在课堂上给予适当的辅
导。请各位家长帮助您的孩子做好准备。获奖的小
朋友将在春节联欢会上给予颁奖，以资鼓励
海澳新网站开通 www.haiao.org
Haiao has a brand new website

海澳中文学校新网站于本月开通，全新的界
面和内容希望能提供给学生以及家长更好的
服务。

家长值班 Parents on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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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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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梅老师
赵老师于2003年，完成清华大学“新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的
学习，获得在职研究生学历。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对外汉语教
师”专业，获得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同时还拥有电视节目主持人
资格证书。
赵老师曾在北京任电视教育节目编导和记者；教授各国驻京大使馆
工作以及驻京外国企业工作的外国人及其子女学习汉语和中国文
化。她有着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学和外事礼仪经验。来美后，赵老师
继续热忱教授中华文字和文化。她对学生充满爱心、耐心和细心。
重视让学生在趣味娱乐中学习汉语。课堂教学生动饱满，深受同学喜爱。

王海玲老师
王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她出身于教育世家。自幼酷爱儿童文
学，小学和中学期间，常常获得作文大奖。一九九一年赴美后，继
续深造并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信息系统博
士候选人资格。九五年任德州农工大水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九
八年移居北加州硅谷地区并先后任职多家高科技公司。
二零零四年以后，王老师本着多年来对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兴
趣，开始投身于中文教育行业，先后从事海外中文教材的编写和推
广，至今乐此不彼。与此同时还选修了加州州立大学中文教学相关课程。王老师还曾经
HOMESCHOOLONG 自己的两个孩子。她今年开始加入了海沃 FREMONT 分校中文教学团队，希望能够与
各位老师交流和分享海外中文教学的心得和经验，对湾区华人子弟的中文教育尽上自己的绵薄之
力。

李娟老师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李老师却执着地选择了艺术
作为她的专业并在这条道路上一走就是二十三年。她毕业于上海某幼儿
师范学校。并于上海一小学任教美术课达五年之久。之后她又攻读了室
内设计学位并成为了一名国际注册室内陈设设计师同时也被聘请成为了
上海同济大学室内陈设原理课的讲师。来美后李老师又修完了她的第三
个学位“心理学”。她认为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每个人不管他
处于什么阶段他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发现和展示自己的艺术，也许他
需要学的只是一点点技巧。绘画是除了语言，形体，声音和文字之外的另一种交流工具。用画笔交流的人是
内敛的，而从小就能有机会开始学习的人是幸运的。她为有幸去教那些幸运儿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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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开选修课
New Elective classes
Hayward：家长和学生舞蹈班:

Oakland/Fremont：
奥林匹克数学:

该班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扎实
舞蹈基础的许珮漪老师任教。

奥数是中国传统的算术方法。奥数注重学
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有它独特的
解题思路和方法。

成人班:10：20-11：20AM
(学费： $12.00 /小时)
少儿班： 11：30-12：30PM
(学费： $9.00 /小时。)
招收对象：
成人班：所有成人
少儿班：小学 K-6 年级
地点：学校礼堂

奥数能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有趣;通过
动手、动脑和智趣题的学习培养学生学习数
学的兴趣和自信心，对孩子逻辑思维、空间
想象力、抽象思维提升有极大助益,为中学期
间的数理化学习打下很好基础,是超前教学。
招收对象小学 1-6 年级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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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kland 分校

Winton Middle School
119 Winton Ave
Hayward, CA 94544

Laney College
900 Fallon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星期六 Saturdays

星期六 Saturdays (Two Sessions)

中文: 9:20am – 11:20am
才艺: 11:30am – 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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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Saturdays

中文: 1:30pm – 5:00pm

中文: 1:30pm – 3:30pm

才艺: 2:00pm – 4:00pm

才艺: 3:30pm – 4:30pm

联系电话 Tel :
邮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510) 589 - 0156
(510) 498 - 1118
Haiao Chinese Academy
传真 Fax :
P.O.Box 1796
(510) 280 – 0817
Union City, CA 94587
电子信箱 Email：
haiaohayward@yahoo.com
网址 Website:
www.haiao.org
海澳中文学校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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