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若：暨南中文学前班

1984年从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
小学教学工作。在华夏任教14年。

她亲切而温馨的教学方式深受小朋
友们的喜爱。积极阅读与幼教相关
书籍，做到寓教于乐。她善于与小
朋友交流，喜爱幼教工作，是小朋
友眼中的大朋友。

华夏总校 2 0 2 1春季学期中文老师介绍
孩子开始学习中文，有一个好的领路人或启蒙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启蒙者就是我们的老师们。一个
好的老师，可以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中文，视上中文学校为乐事。对于在北美出生长大的孩子
来说，这甚至比教给他们一些汉字更为重要。华夏中文学校就拥有一批这样的优秀老师。她们热爱中
文教育，热爱孩子，富有教学经验。这里登出的是春季任课老师们的简介。

王秋雁老师：暨南中文二年级

在华夏任教了13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

经验。她在教学中常利用图片，视频，
动画等多种低年级学生喜闻乐见的工具
及参考资料，详细讲解课文内容。并将
一些地理、历史、自然等知识穿插其中，
从而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

李叶欣老师：暨南中文二年级

美国教育学硕士、持有德州认证标准全科
老师（EC-6）及标准中文老师（EC-12）教
师资格证。擅长结合中美两国的教育理念。
教学中强调用美式课堂活跃的教学手段调动
学生积极性并发展批判性思维，同时传承中
式教育中对学生的高期待、严要求。本学期
以暨南大学的教材为基本进度，运用美式课
堂的教学手段，中西结合地为孩子讲授中文
课。强调活跃的课堂及勤奋的练习。

张颋老师：暨南中文三年级、
马立平中文四、六年级

她有多年的中文教学经验，在华夏工作4年，
先后任教过马立平教材学前班至六年级，
暨南教材的低年级。她热爱孩子、 热爱中
文教学的态度深获好评。她的课堂气氛活
跃，生动，教学形式丰富，多样。她的责
任心极强，课前精心备课，课后密切督促，
巧妙构思形式多样的教学内容，让孩子们
可以在欢乐轻松的环境中学习中文。

李佳霖：暨南中文三年级

任教多年，是一位对孩子有亲和力的老
师。在教学当中，和孩子们像朋友一样
相处，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在课堂上
充分调动每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位
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的老师。

何莎老师：
暨南中文一年级、二年级

汉语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
学专业毕业，35年教龄。具有
丰富海外教学经验，因材施教，
教学形式灵活多彩，幽默风趣
有亲和力。善于对不同年龄段
和文化背景的学生进行教学，

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

苏丽娜老师：暨南中文学前班

苏老师有17年的中文教学经验，
主要方向1低龄幼儿中文。她对

幼龄儿童的中文素质培养有独
特的理解，对幼龄儿童的基础
学习和沟通方式也颇有心得。
根据多年教学经验，苏老师善
于观察每个孩子的性格特征，
并在和家长沟通的基础上因材

施教。

黄培红老师：暨南中文一年级、
二年级

毕业于师范大学。在华夏任教十
几年。她指导的学生在各类比赛
中多次获奖。她教学经验丰富，
在教学中注重娱乐于教、师生互
动、生动多彩的教育活动，如游
戏、情景交融、词汇记忆训练和
技巧结合，在动看听说读练的实
践中让学生热爱中文、学好中文，
一直深受家长和学生的喜爱。



赵蓓老师：暨南中文三、四年级

教育专业毕业，有19年中文教学的经验。

在课堂上善于利用新鲜有趣的教学技巧紧
紧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特别注重激发孩
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非常喜爱和小朋友
一起快乐的学习中文，并努力让孩子们保
持学习中文的热情，是位深受学生和家长
的欢迎的老师。

孙英辉老师：暨南中文三年级、CSL

曾在国内重点高中担任过8年的英语老师，
教过3届高三毕业班，深得学生喜欢。来
美国后在Montessori 教过3年的幼儿园，
在美南新闻做过主持人工作。完成了德州
教师资格证考试的培训课程。中文课堂中
她采用多种方法教学，如角色扮演进行口
练习，使用小组活动或游戏学习中文，力
求寓教于乐，以使学习生动有趣。

张婷老师：暨南中文五年级

师范大学毕业，在中国教书多年，在华夏
任教也已经8年了，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在中文教学中擅长运用游戏、竞赛、情景
朗读、角色表演等寓教于乐的方法提高孩
子学习中文的兴趣，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

的老师。

蒋珊老师：暨南中文三年级

蒋珊老师生于北京，长在北京。讲一口
标准的普通话。她1993来美，1998开
始教中文至今已有二十几年的教龄。一
堂课下来，她能将全班同学的名字到背
如流，而且对每个同学的性格、长处、
中文基本了如之掌。她善于因人施教，
鼓励和启发同学的积极性。蠃造一个轻

松愉快的学习环境。

孔红老师：暨南中文五年级

在华夏任教12年，是一位学生和家长都喜爱
的老师。她善于结合教学内容设计一些简单
有趣的游戏和活动，让孩子们可以在欢乐轻
松的环境下学习中文、喜欢中文。她善于总
结，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课堂内容让孩子们
觉得通俗易懂。她非常注重学生们的基本功
的培养和练习，对字、词、句的掌握在趣味
学习的同时又有严格的要求。

王美琴老师：
暨南中文六、十二年级

中国语言文学和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在华夏
任教17年，她教过的学生曾在各类比赛中多
次获奖。她非常善于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教
学，结合图片、音像等情景交融手段，使孩
子们更加容易在特有的趣味中学习。同时在
课堂上采取引导、刺激、渲染等方法来营造
学习中文的良好气氛，并能耐心地帮助、辅
导、鼓励和表扬学生，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
和兴趣。她的丰富的教学语言，亲和的亲和
的教学风格深受广大学生的喜欢和认可。

王淑杰老师：
暨南中文六年级、马立平中文八、十年级

毕业山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专业，在国内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多年，在华夏学任教12年。
她对教育工作充满了热情，对华文教学有着
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她知道如何以循
序渐进的方式带领孩子进入中文知识的海洋。
她善于组织课堂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建立良好的教学氛围。她的讲课风格深获好

评。

镇文嘉老师：暨南中文七年级

在大学期间主修英文教育学和心理学。
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在华夏工作3年。
她具有极佳的亲和力中文读音准确清晰、
提倡寓教于乐的授课方式、常以讲故事
的形式上课与孩子们无缝交流、引导互
动式教学、课堂气氛活泼、理论结合实
际、教书育人、因材施教。可以成为学
生和家长的好朋友。

陈晓英老师：暨南中文七、八年级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在华夏任教十几
年。所教的学生多次在各项比赛中获奖。
她工作负责，备课认真，积累了丰富的
教学和课堂管理经验。在课堂上善于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她的教学理念是“陪
伴学生撷取知识和文化，助力学生成就
最棒的自己。” 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喜
爱。

吕雅莉老师：暨南中文八、九年级

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在中国被评为十

佳教师，曾获优质课一等奖，并且是国
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教学风格活泼
多样。在课堂上善于调动学生积极性，
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采用对话、 朗读、
表演等形式让学生有极高的兴趣进行中
文学习。她在教中文的同时还注重培养
学生文学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是位不
可多得的好老师。

孔毅老师：暨南中文八年级

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从事中文教育20

多年，在华夏任教3年，教学经验丰富。
他热爱中文教学，对教材有透彻的了解
和研究。他了解teenage孩子的心理，
教学不拘于形式，生动活泼，在课堂上
与学生互动良好，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王兴平老师：
暨南中文十、十一年级、AP中文

他主修的是新闻和传播专业，曾在北京
新华通讯社工作，现是休斯顿大学客座
教授，在华夏任教25年。他的中英俱佳，
是大孩子的良师益友。他的教学风格是
严谨中带有轻松，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放
松心情，引导学生们跟着教学的思路走
但绝不枯燥。他的课堂注重培养学生对
中文读写的兴趣。

徐敏老师：暨南中文九年级、
中文阅读写作、HSK四、五、六级

在华夏任教25年来，她不仅教中文高年
级送毕业班，还教HSK4級、5級和6級。
教学中，她注重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和
趣味性的引导，使学生们既获得了课文
知识，又扩大了知识面。历届学生在各
类比赛中纷纷获奖。在辅导HSK17年
来 ，她的学生有获得去中国各大院校
游学一个月的殊荣，也有获得600美金

高额的奖学金，还有荣获清华大学免试
的机会，为华夏赢得了很多掌声与荣誉。

陈勇老师:

马立平中文一、四年级

教育管理专业毕业，副研究员职称，有
多年中文教学经验。教学理念是:今天
不走，明天要跑。告诉学生们很简单的
道理，就是两个字---坚持。记住做任何
事情都要贵在坚持，持之以恒，就会有
所收获，在学习中文中尤其重要。并且
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教学相长。

黄慧敏老师：马立平中文二年级

具有中国教师资格证书和香港教育局的
注册教师证。在华夏任教一年，虽然年
资尚浅，但教授中文课的经验在10年以
上。她的教法灵活，循循善诱，以学生
的学习需要为前提，懂得如何激发孩子
们学习中文的兴趣。课堂形式灵活多变，
釆用小游戏、儿歌的创造情景等方式，
营造轻松愉快的课堂学习环境

吴亦东老师： CSL

作为一名有着38年历史的资深教育工作者，学生们爱称呼
她为Ms Grace. 她了解中西教育的差异，善于针对双语、
英语背景家庭的孩子开展教学。在教学中有耐心和细心，
善于发现学生们学习上的困难而给予及时的帮助。她懂得
如何及时表扬鼓励，增强学生学好中文的信心，热爱教书
育人，她的魅力所在就是培养学生的兴趣，摆脱枯燥的灌
输式教育。

居伟琳老师：
马立平中文三、八、十年级

从1994年开始一直从事语文教学，在华夏工作12年。
她教学经验丰富，是华夏做示范教学的老师之一。她
对于教学，一直抱着因材施教的宗旨，本着以学生为
本，一切从学生快乐学习为主进行着中文教学。在教
学中以与学生互动，让被动教学变成主动教学为目的，
对学生进行教学。让学生每节课有所获，每节课有所
得。她的教学风格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肯定。

蒋知勤老师：马立平中文九年级

理科愽士且文科背景广，中英文俱佳。海外华文教学
16年。拥有海外华文教师证书。她脑子活、点子多、
心肠热、口才佳。教学生动活泼奇招迭出，关心学生、
理解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又能放下架子，让孩子无
拘无束畅所欲言。真心喜爱学生，热爱海外中文教育
事业。她的学生都很喜欢她。

王敏老师：马立平中文五、七年级

科班出身的中文老师，在华夏近二十年的教学中，历年
荣获多项活动奖。华夏使用马立平中文教材至今整整十
年，从带第一批一年级班级开始于今年带领着第一届学
生们圆满毕业。历年指导的学生们在数项征文大赛中荣
获一，二等奖，学生们在中文AP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
绩。

喜爱和尊重学生，热爱中文教学，教学时根据学生的特
点精心设计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教师为导作教学宗
旨；以学生的小组合作教学为主，注重乐学教学，情境
教学；教学方式多样又踏实有效。

老师董延兰： CSL
华夏从事中文教学20余年。在总校，教4-10年级的中文和
CSL班。在梨城分校是跟班走，秋季教2， 4， 6年级，2016

年送走了一批毕业生（4年级-12年级），其中有两位学生获
中文二等奖学金资助，进入了美国常青藤名校学习。1987年
9月,在重庆市-重点学区小学任教。1988年9月-1994年7月, 送
走一批从小学1-6年级的学生，并担任了这个班的语文教师兼

班主任工作，承担实验教学改革并兼任年级全学区语文教研
组长、语文教研员。于2012, 2013连续两年参加了休斯顿大
学研究生课程Startalk Texas Teacher Program 学习，并获得了
汉语教学为第二语言教师证书。

黄舒琳老师 汉语拼音

黄老师:小学高级教师，曾任 校总辅导员，校教学及德育主
任。 93 年福州师范毕业，后进 修于福建省教育学院汉语言文
学专业。27 年丰富的教育教学 经验，被评为“福州市优秀辅
导员”“市骨干教师成员”历年 荣获“区优秀辅导员”“区
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授课深入浅出，风趣生动，特别擅
长运用儿童心理学因 材施教，引导孩子从“要我学”转变为
“我要学”，坚 信培养兴趣比“填鸭式”教学实用高效。活
泼生动的教 学风格，强烈的责任感，深受家长及孩子们的喜

爱!



春季新生班
教师：黄舒琳

上课时间：星期六2:00-4:00pm



学前班中文
星期六：9:00-!1:00Am

教师：陈若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上课时间：4:00-5:00pm









上课时间：星期六，
2:00-4:00pm

任课教师：王秋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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