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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澳中文学校
新 学 年 寄 语

校长新学年寄语
海澳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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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这几年来大家对海
澳的鼎力支持和协助，我们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新学年，新气象，我们欢迎老同学返校，欢迎新同
学，新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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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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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新学年家长会
家长值班提示
学校统一编辑印制生字卡
幼儿班采用《幼儿实用教材》
海澳教师积极参加进修培训
我校计划开办成人中文班
我校将增设少儿围棋课
Hayward 分校家长太极拳班及健身
舞蹈班开始活动

今年我们在教材和教学上都有了较大的调整和变
动。教学计划上, 我们将原先一年学一册书改为一年
学一册半书。我们作此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同学
们认到更多的中文字, 学到更多的中文语言和中国文
海澳老师谈教学
化知识。同时, 如此调整也使教材本身的内容和同学
由教材更新所联想到的
们的认知相符合。要学的东西多了, 学生和家长的负
担自然也就增加了。对此我们也适当采取了一些措
新老师介绍
施。如给每册书都配上字卡, CD 等，以帮助同学们认
读并记住生字。教材上, 我们今年使用的教材是暨南
大学的最新修订版。每册书从原来的十四课减少到了
十二课。同时增加了英文注释和练习题数量。有些课
文的难易程度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当然这里还是希望我们的家长们每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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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支持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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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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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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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谢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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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培训班。冯倩薇老师通过了加州教师
CSET 中文考试。

海 澳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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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作越发重要。希望各位家长根据家长值班表,
按时到校。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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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配合本学年教材更新，进一步提高全
校的教学水平，学校特别编辑印制了新教材的
配套生字卡片。这也将为老师的教学带来极大
的方便。
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使同学们能更快
更有效地掌握所学的知识，我校许多老师积极
收集各种教学资料, 争取各种培训和提高的机
会。袁慧老师参加了东湾大学举办的中文教师

我校幼儿班今年采用由林丽卿老师根据多
年教学经验编写的«实用幼儿教材»。这套教材
根据学前幼儿的认知规律和教育经验，将重点
放在听、说训练上，配有亲切有趣的画面，集
认图和识字为一体。同时根据生活中的情景，
身边常见的实物，通过简明通俗的语言，以对
话的形式为孩子们开辟了轻松有趣的学习中文
以及各种知识的有效途径。
为了满足成人学习中文的需求，我校计划
开办成人中文班。成人中文班采取中英双语教
学，旨在为广大家长提供一个学习中文的机
会。请有兴趣的家长尽快与学校办公室联系。
在已有的绘画、数学等才艺课的基础上，我校
今年计划增设少儿围棋课。请有兴趣的家长与
学校办公室联系。
Hayward 分校由家长自发组织的太极拳班
和健身舞蹈班已经开始了。时间为星期六上
午。请有兴趣的家长届时参加。其他家长如有
兴趣组织一些家长活动，请与学校联系，学校
将予以配合。

<><><><><><><><><><><><><><><><><><><><><><><><><><><><><><><><><><><><><><>

由教材更新所联想到的
海澳老师谈教学

一年级 肖红 老师

在新学期教师会中，校长颁布新学期的教学目标时，给每位老师发下了中文课本。
今年华文学院对课本及练习册进行了非常好的改进，不仅加上了英文翻译还配上了可爱的卡
通。对学生来讲，中英文对照能够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教材和练习的内容，也能够帮助他们更直观地
了解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而卡通形象无疑给孩子的学习增添了乐趣；对老师来讲，这样的改进减
少了许多以前必需的解释及翻译工作，从而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中文本身及相关文化方面的教学
上。同时新版课本及练习册增加了大量有针对性的练习，这对帮助学生掌握所学内容将有极大的促
进作用。通过不断地重复练习，学生的中文读写能力将会有一个飞跃式的提高。
我们中文老师在教学上也应像新课本一样进行不断更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并且我们应根据
学生的不同背景制订切实有效的教学计划，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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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清 老师 (Hayward & Oakland 分校， 三年级中文老师)

新
老
师
介
绍

张雪清老师毕业于广州市幼儿师范职业学校和广播电视大学。于广州和珠海等
地任教中、小学语文近 10 年。并于 1998 年取得广州市小学一级教师资格。
2000 年来美后，在 Laney College 进修至今。张雪清老师能说英语、国语、
粤语。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和专业培训为张老师的海外中文教学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杨爱华 老师 (Hayward 分校， 二年级中文老师)
杨爱华老师毕业于北京中央财经学院。1984 至 1988 年任中央财经学院金
融系助理讲师。热爱教育工作，富有爱心和耐心。了解学生心理，讲课通俗易
懂，发音标准，口齿清楚。在多年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受学生喜欢。

万文芝 老师 (Hayward 分校，六年级中文老师)
万文芝老师毕业于辽宁师范学校。在国内任中学中、英文教师 30 余年。曾被
评为优秀班主任及省优秀教师。2001 年来美后一直在斯坦福等多家中文学校任
教。在中国及美国都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葛岚 老师 (Hayward & Fremont 分校， 四年级中文老师)
葛岚老师毕业于中国吉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在多家公司从事管理及教学工
作十余年。为人质朴率真，性格简单开朗，亲和力较强，具强烈的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尤其喜
欢探索儿童心理，研究儿童教育。提倡“六心”理念教学（爱心，专心，热心，耐心，细心，童
心），注重对儿童学习兴趣、方法、习惯的培养。辅导的学生曾获“全国小学生读写大赛”一等
奖。
黄颉 老师 (Oakland 分校，四年级中文老师)
黄颉老师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曾在广州市多家小学任语文教师。精通国、粤语，
对小学语文教学有丰富的经验。2004 年移民美国，继续从事中文教学，在多家课后及中文学校
任教。黄颉老师对学生有爱心和耐心, 热爱音乐、舞蹈和朗诵，对编排儿童歌舞节目有较强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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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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ao Chinese Academy

海澳中文学校

 教授汉语拼音、简体字
Hanyu Pinyin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周末中文班

 强化中文口语
Oral Chinese

Preschool – Grade 12

 培养中文阅读及写作能力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定期举办中国文化专题讲座
Chinese Culture Seminars

 开设各种才艺课程

三家分校为您服务


Hayward 分校



Electiv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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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5 Santa Clara Street # 238
Hayward, CA 9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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