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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将于 3 月至 4 月在全校范围内举办

2007-2008 学术比赛即将展开
2008-2009 学年在校生及新生注册开始
我校将于三月进行一对一家长面谈会
我校开办 Castro Valley 课后中文班

海澳三分校同庆新春佳节
海澳老师谈教学
父母就是最好的老师

海 澳 简 讯
 在校生重新注册和新生报名工作将在
Hayward, Oakland 和 Fremont 三所分校同
时展开。在校生的重新注册将从 3 月份开
始；新生报名将从 4 月份开始。凡在 5 月
17 日前注册的在校生都可免去＄25 注册
费。在校生家庭如果介绍新生到本校就
读，可获得学校的学费折扣优惠（必须持
有学校的学费折扣券，并不可与其他优惠
同时使用）。介绍新生越多，获得学费折
扣越多。详情请与学校管理处联系。

朗诵、演讲、作文、认字、书法、绘画等
一系列学术竞赛活动。本学年的学术竞赛
在参赛办法和竞赛规则上都有较大的变
动。本次学术比赛将采取自愿报名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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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比
赛内容、规则、评分标准及预赛、决赛时
间, 请留意学校的通知。

 为了使家长能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学习情
况，加强老师与家长们的交流，并配合学
校完成下阶段的教学工作，我校计划分别
于 3 月 15 日和 22 日两周的第三节课
（ Hayward 分 校 : 11:20am-12:20pm,
Oakland/Fremont 分校: 3:30pm -4:30pm）举
行以各班为单位的家长会。各班老师将与
家长一对一面谈。具体面谈时间请留意本
班老师的通知。

 为了满足广大小学生课后学习中文的需
要，我校在 Castro Valley 的 Independent
Elementary School 开办了课后中文班。 这
个课后中文班主要面向学前班及一、二年
级的学生。每周星期一至星期四下午上
课，时间为 1 小时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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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澳三分校同庆新春佳节
辞旧岁，迎新春，海澳中文学校的校园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Hayward, Oakland 和 Fremont 三家分
校分别举办了盛大的新春联欢会。师生、家长及各界朋友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
在联欢会上，张赛珠校长首先致新春贺词。张校长介绍了学校在过去一年里的蓬勃发展，描绘了未来的
发展蓝图。同时感谢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和老师们的辛勤耕耘。
海澳各分校的学生、家长、老师及来宾同台献艺，奉献出精彩纷呈、喜庆祥和的文艺节目。

在 Hayward 分校， Lisa 表演艺术学校小朋友们的新年喜庆舞蹈拉开
了演出的帷幕。诗朗诵《新年到》为我们带来了新春的祝福。合唱《 小鸟
醒来了》，儿歌表演唱《上学歌》、《找朋友》，小话剧《小鸡找妈妈》、
《十二生肖的故事》、《老鼠开会》，诗朗诵《小好奇》，相声《百家
姓》，三句半《拜年》，精彩的节目一个接一个，表演充分体现了同学们在
中文学校的所见、所闻和
所学。卢丽莎，黄燕菲同
学的古筝表演，优美和
谐，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
族音乐在海外的传承和延续。沈灿老师和绘画班
同学们的现场作画，更为联欢会增添了几分热
闹。海澳的同学多才多艺，海澳的老师也是能歌
善舞。袁慧老师给同学们讲述了《骄傲的小公
鸡》的故事，娓娓动听，是小朋友们的最爱。家
长排舞队表演了充满青春活力的排舞，仿佛又回
到了二十年前。

Hayward 分校

Fremont 分校
冯宇清、黄琦莲表演
的功夫舞蹈一出场就赢得了
阵阵掌声；罗家驰、刘婷同
学的钢琴表演余音绕梁、三
日不绝；美国 女孩 Joy 和
爸爸合作演出相声，让人忍
俊不禁；罗家驰、陈中豪的
魔术表演更是出神入化、美妙绝伦，不仅如此，他们
表演的小话剧《皇帝的新衣》迎来了台下观众的阵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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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笑。孩子们精彩的演出 ，也感染了家长，他们有的高歌一曲，有的舞姿翩翩。由家长和老师们共
同演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将联欢会推向高潮。两位小主持罗家驰和袁清燕同学，在葛老师的带
领下主持风格风趣、幽默，台下笑声不断。

Oakland 分校

身着节日盛装的小朋友们
和家长们欢聚一堂。新春联欢
会同样高潮迭起，精彩不断。
学前班的小朋友伴随着轻快的
音乐，高歌朗诵《拍拍手，好
朋友》。幼儿班的属相歌，一
年级的诗朗诵，三年级的合
唱，四年级的课本剧，精彩的
表演博得满堂喝彩。老师轻盈优美的舞姿和家长深情动人的歌声更成为新春联欢会一道靓丽的风
景。
演出结束后，各分校又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钓鱼、弹球、猜谜语等等，都是
同学们非常喜欢的游戏。学校还为同学们准备了大红包欢庆新春。
海澳的校园，春意浓浓，喜气洋洋。海澳愿把这份新年的喜庆带进千家万户，带进每
一个人的心田。

(撰稿：谢淑颖、葛岚、袁慧)
<><><><><><><><><><><><><><><><><><><><><><><><><><><><><><><><><><><><><><>

父母就是最好的老师
五/九年级

姜峥 老师

海澳老师谈教学
每次我问学生为什么来中文学校学中文， 最多的回答是“父母让我来的。” 这些诚实的
孩子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厌学情绪。也常有家长来抱怨，孩子不能自觉完成中文作业，希望老师
能再多给学生些压力。
我们面对那些个头快和自己一样高或者已经比我们高的大孩子，总是很容易感到他们对朋友的认
同，对社会潮流的敏感，而对师长的话好像越来越不屑，事事有主张。在学中文这件事上，谁才
是最能引导他们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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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验是----父母是最有力的导师。世上最爱孩子的莫过于父母，也只有自己的父母最
有耐心和爱心引导孩子们进步。回想我们自己成长的经历，是不是正印证了这一点？
我有时也觉得自己像没人听的录音机，说来说去都是耳旁风，学生根本没听见。可是，有
时他们也会把作业做得格外出色，让我很是骄傲。原因很简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培
养孩子养成学中文的兴趣，就能改变家长和老师步步紧盯的被动。
想让这学年变成轻松、愉快的开始，就从愉快的聊天开始。讲什么？讲讲为什么您一定要
让孩子坚持学中文。你真实具体的理由，就像 12 岁又回到中文学校的皓就是为了能和妈妈讲中
文。讲讲我们自己在学外语时有过的烦恼，讲讲我们从“HOW DO YOU DO” 开始的英文学
习。还有很重要的是讲讲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六年级的蒙因为中文书的
帮助，在学校的历史作业“秦始皇” 大受老师夸赞，由此开始自觉阅读中文书。豆豆姐弟俩就
是为看懂姥姥讲的<<西游记>>开始学认字的。再讲讲中国的发展和
未来，讲讲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用中文，讲中文，讲讲 AP 中文考
试，讲讲你身边正在学中文的老美同事。能讲的话题太多了。只要
能激发孩子学中文的兴趣，我们都要试着讲给他们听。
当然，有时我们做父母的也会觉得自己很唠叨。在合适的时
候，用适当的方法，我们的老生常谈一定会影响孩子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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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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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5 Santa Clara Street # 238
Hayward, CA 9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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