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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班 
 
陈康莲   Kanglian Chen      学前小班  Pre-K 3 
陈康莲老师是在我校任教六年的资深老师，其中五年担任学前小班教师。陈老师毕业于佛山师范大学，中

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管理本科学位。华夏纽约中心和南康州中文学校任教六年。在中国任教 15 年并多

次获得“优秀教学奖”。教过的学生在参加各种比赛中，为学校赢得了很多的金牌。在小学是备课组长，经常

帮助新教师备课。热爱学生，热爱工作，一直希望通过教书来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技能。 
 
吕滨  Bin Lu       学前中班一班  Pre-K 4 (1) 
吕老师具有外贸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和物流工程硕士学位。吕滨老师曾担任过大学辅导员，职责包括学生管

理，学习指导及心理疏导等工作。吕老师也曾在天津担任过高中英语教师。吕老师获得过中级汉语教师职

业资格证书和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吕老师热爱孩子，深受孩子和家长的喜爱。 
 
赖薇利  Weili Lai      学前中班二班  Pre-K 4 (2) 
赖老师毕业于湖南理工学院舞蹈编导系本科。选修心理学，教育学，具有教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证书。

擅长在中文加入音乐、舞蹈、律动教学，趣味识字，有爱心，爱钻研自制各种教具，寓教于乐。教过

“Mummy and me”，“轻松学中文”，“标准中文”等课程，教过 1-12 岁孩子。自 2013 年起在纽约中文学校、

CLP 和华夏纽约中心学校任教，深受小朋友和家长喜爱。 
 
宣宣  Xuan Xuan                  学前大班 （一班）Kindergarten (1) 
今年是宣宣老师第三年任教学前大班。宣宣老师具有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和北京大学艺术理论硕

士学位。曾在北京高校任教 2 年，宣宣老师非常重视中文教育，认为 “孩子们把中文运用如母语一般，是安

身立命之本----安身，是你如何成就你，中文是孩子们未来生存发展的技能之一；立命，是你为何要是你，

中文是孩子们沟通亲情的纽带，更是他们自我认知的根本”。宣宣老师教课生动活泼，以和学生互动为主，

深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 
 
程丽丽  Lili Cheng      学前大班 （一班）Kindergarten (1) 
今年是程老师第三年任教学前大班。程老师拥有麻省大学数学统计系硕士学位，北航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学

位，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学士学位。程老师在国内做过多年家教。在美期间，多次任中文学校家

长代表，非常关注中文学校的发展。程老师热爱教育，严格授课，每次课前都做充分准备。她相信中文和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美华人子女的一项独特财富。只要注意积累，合理利用，就会受益终身。程丽丽老师喜

爱孩子，善于和孩子交流沟通。她做家教和家长代表期间孩子们都喜欢和她做朋友。 
 
刘颖杰  Eiketsu, Ryu       学前大班 （二班）Kindergarten (2) 
刘老师今年继续任教学前大班。刘老师毕业于中国电大国际会计系。日本本科国际经营毕业后在朝日新闻

工作 6 年。美国 MERCY College MBA 毕业。现就职于日本贸易公司。 
 
刘老师在日本担任日本家庭的中文教师七年，在美国担任中文家庭教师 6 年，任教于日本，俄罗斯和混血

中国家庭。喜爱孩子，寓教于乐，对学前班教学有着丰富的经验，深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刘老师在纽约

中文学校任教学前班 5 年，教学方式方法多式多样，提高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深受学生和家长的

喜爱和信任。 
 
 
 
 



 

 
 
 

马立平中文 
 
陈希  Melodie Chang      马立平一年级 （一班）MLP Grade 1 (1) 
陈希老师是我校资深马立平及 CSL 老师。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硕士学位。上海二医大卫校外语教师。有多

年教学经验。教学经验及企业公关经历使陈老师擅长人际沟通，待孩子和蔼可亲，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In her own words: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Teaching is a lifelong learning process of learning about new philosophies and new strategies, learning 
from the parents and colleagues, and especially learning from the children. Children have taught us to 
open mind and heart to the joys, the innocence, and the diversity of ideas in the world. Because of this,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to smile with the new, cherish the old, and laugh with the children. 
 
高燕和  Yanhe Gao      马立平一年级 （二班）MLP Grade 1 (2) 
高老师今年继续任教马立平一年级。高老师来自北京，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曾在北京任教 6 年。2010 来
美之后，在纽约地区担任家庭教师，任教于美国，俄罗斯，犹太及混血的中国家庭 6 年。对成年、少儿至

中学生的中文学习有着丰富的经验。熟练的读、说和写作能力。在课上注重渗透中国的传统、历史和饮食

文化。在纽约中文学校任教 3 年，一年级马立平和二年级标准中文。 在南威中文学校任教一年（一年级美

洲华语）， 在 Scarsdale middle school 曾任教六年级 Easy step Chinese。 ABC 语言中心任教 Larchmont 
学区课后中文班 2 年。 希望自己能在华夏和各位同仁一起学习，贡献一份力量，同时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茅海燕  Haiyan Mao       马立平二年级 （一班）MLP Grade 2 (1) 
茅老师是马立平低年级资深老师，曾教过马立平一年级和二年级。茅老师性格开朗、热情，喜欢小孩子。

在她过去的工作经验中，她进行过对中专生的授课，也进行过对企业内部员工的大量培训工作。而过去的

几年，作为一个全职妈妈，茅老师非常了解小孩子在情感上的需求，善于和他们沟通，理解他们的思维方

式，并且拥有爱心和耐心。 

二年级孩子们的年纪都在 6-7 岁左右，茅老师认为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培养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和养

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才是 重要的。所以她的教学理念是开心快乐学中文！茅老师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

方式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茅老师通过唱儿歌，做游戏，猜谜语，看图片以及小朋友可以自己进入角色

等有趣的课堂活动，让学生们做到边玩边学。 

顾捷  Jie Gu       马立平二年级 （二班）MLP Grade 2 (2) 
顾老师今年继续任教马立平二年级。顾老师毕业于上海机电工业大学，热爱教育事业，有一定成人及青少

年的教学经验。曾经在上海曼克顿广场培训部从事成人培训课程。移民南非后在经商期间，任教于南非东

开普省中文国际学校，期间发觉了中文及中国寻根文化对华裔青少年的重要性。更激发了对中文教学的热

爱。注重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同时拓展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寓教于乐。 
 
姚绍宁  Shaoning Yao                              马立平三年级 （一班） MLP Grade 3 (1) 
这是姚老师第三年教马立平三年级。姚老师 2006 年获得美国博士学位，先后在 IBM 和 Globalfoundries 半

导体高科技研发部任职。曾在苏州担任两年班主任，教授过高中数学，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姚老师热爱

中文教学，在 2016 -2017 学年中协助马立平二年级教学，2017-2019 学年任教马立平三年级，对其教学方

法和课程内容非常熟悉。 
 
徐弋丰  Yifeng Xu       马立平三年级（二班）MLP Grade 3 (2) 
徐老师是我校资深马立平老师，曾教过马立平 6、7、8 年级。徐老师毕业于江西师大。在国内曾任教于江

西弋阳师范附小语文科目，任教时间长达 10 年。2006 年来美后曾在纽约北京中文学校教过学前班、一年

级和二年级。2010 年在新泽西爱迪生新东方中文学校教课后班及暑期班一年级至四年级，教材为暨南大学

出版的《中文》。徐老师同时在 2013 年至 2015 年的周六任教于若歌教会中文学校的学前班，教材为《美

洲华语》。 



 

 
        
陈绍平  Shaoping Chen          马立平四年级  MLP Grade 4 
陈老师是我校资深马立平老师。曾任福建省省重点中学历史科教师，具初中高中与高考教学经验。举办过

省级，市级公开课，教案曾获市、地区级二等奖。论文曾获市、地区级优秀奖。有多年在美学习生活工作

经验。在教学中，善于应用学科知识分析教材，进行中美文化比较，引导学生理解掌握。注重规范性教学

以达全面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注重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直接与间接兴趣；及注重以教师的

言谈举止和教育的方式方法来体现对学生的尊重与爱护。 
 
芦艳  Yan Lu            马立平五年级  MLP Grade 5 
芦艳老师获有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学士学位，有多年的中文教学经验。芦老师注重孩子们基本功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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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课堂上非常注重对中国文化的

渗透, 在讲解生字与课文时经常引入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因此，她教过的班级既有扎实的基本功又有

丰富的知识面。 
 
屠开林  Kailin Tu           马立平六年级  MLP Grade 6 
屠老师是我校资深老师。屠老师今年继续任教马立平六年级。 之前五年，屠老师在我校担任美洲华语二年

级老师，深受学生和 家长喜爱。屠老师拥有 Pace 大学 EMBA 学位、 英语学士及美国会计学学士学位。屠

老师在 2017 年参加了国际华文教 师职业能力认证的培训，在《汉语知识与能力》和《汉语教学实践》项

目上都达到了高级水平。 屠老师个性开朗活泼，擅于运用多媒体教学，博采众长，寓教于乐， 注重学生学

习兴趣的开发和自觉性的培养。深谙“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激发孩子们学习中文的热情的同时， 尊重

发挥学生的个性，并以此鼓励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张岚  Iris Zhang             马立平七年级  MLP Grade 7 
张老师今年继续任马立平七年级老师。张老师在华尔街银行任职多年。曾任中国著名出版社哲学编辑和高

校教师。热衷子女教育。担任过辩论课教师，我校各种中文课代课教师和任职美国高中辩论队教练。在我

校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多年。深入参与当地美国学区的教育活动。非常了解本校学生的特点和成长环境。深

信需针对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的特点进行中文教育。张老师擅长激励学生内在的学习热情，注重教授举一反

三的学习方法，信奉快乐学中文。 
 
刘静  Jing Liu 新老师            马立平八年级  MZHY Grade 9 
刘老师拥有物理博士学位，现任大学助理教授，有多年教学经验，擅长和学生互动，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

因材施教，学以致用并寓教于乐。她热爱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文学，深感中文和中 国文化的学习对学生

的语言和个性发展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周悦涵  Yuehan Zhou             马立平九年级  MZHY Grade 9 
今年是周老师第三年教毕业班，其中两年是美洲华语毕业班老师。周老师毕业于中国第三军医大学，内科

医生。来美后长期从事医学专业研究工作。 自幼喜爱中文语言文学, 对古代汉语、诗词以及中国古典文学

有着广泛的兴趣；能够准确阅读理解和赏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以及把握不同中文体裁的写作，如现代诗

歌、散文、记叙文、人物专访、新闻等， 部分作品曾发表于美国当地的华文报刊，并且热心参与当地的汉

语教学，并有两年以上的古代文言文、诗词、现代汉语及会话教学经验。 
 

美洲华语 
 
吴逸菲  Yifei Wu   新老师                 美洲华语一年级  MZHY  Grade 1 
吴老师现任马立平二年级助教及代课老师，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吴老师是大学本科在读生，热爱中国

文化，认为学习中文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更多机遇。吴老师热爱孩子们，具有亲和力以及责任心，曾做过外

国孩子们的中文家教。 
        
 
 
 
 



 

 
 
 
Tracy Zhao                美洲华语二年级  MZHY Grade 2 
赵老师今年继续任美洲华语二年级老师。赵老师拥有国内硕士文凭，曾在全球示范孔子学院智利圣托马斯

大学孔院工作过三年。教授过少儿班、HSK 辅导班、汉语桥辅导班、成人初级班、中级班、文化俱乐部等

多种课程。使用过多种教材，如《快乐汉语》、《跟我学汉语》、《当代中文》、《体验汉语》等。大学

时曾在安徽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给印度学生、韩国学生、埃塞俄比亚学生、阿富汗学生以及加拿大学生做过

汉语辅导。工作认真，有耐心，深受孩子家长喜爱。赵老师西班牙语流利。 
 
王庆红  Kim Wang                 美洲华语三年级  MZHY Grade 3 
王庆红老师是我校资深教师，有多年中文教学经验。吉林大学英语本科，纽约市立大学计算机硕士。具有

长期纽约市立大学（CUNY）教学管理经验，曾担任教育主任，高级实习生项目主管；现任纽约警局高级

行政分析员，主管申请人医疗评估项目。 2016 学年担任我校教务长。有丰富的教学和课堂管理经验，教学

工作认真负责，多年来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尊敬和喜爱。 
 
殷常红  Scarlet Yin      美洲华语四年级  MZHY Grade 4 
殷常红老师是我校资深教师，有多年中文教学经验。殷老师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并留校任教，日本长

崎大学药学硕士。来美后一直在纽约医学院从事肿瘤及传染病检测和研究。殷老师拥有丰富的《中文》、

《标准中文》及《美洲华语》三套教材教学经验，并曾经在日本高中教学两年。殷老师热爱学生，认真教

学，受到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殷老师相信 “To teach is to touch someone’s life forever!” 
 
郑琦   Melissa Zheng       美洲华语五年级  MZHY Grade 5 
郑琦老师是我校资深老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学士/世界经济研究所硕士，纽约州立大学商业管理硕士。

历年来在美国几家银行任高级主管。 郑老师曾任华夏纽约教务长，教育副校长，董事长以及华夏总校董事

长。郑老师在我校有八年中文教学经验。郑老师热爱中文学校和中文教育，用各种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 认真听取家长的意见，深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她相信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认为每一个孩子都很优秀， 只要肯付出努力， 都可以学好中文。   
 
李菱                                                                                                 美洲华语六年级 
李老师是我校资深美洲华语老师，其中五年任美洲华语一年级老师。李老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

文学专业，曾任吉林日报报业集团城市晚报编辑，文学功底深厚；来美后，获加州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教加州华夏中文学校多年，深受学生喜爱，多次获优秀教师称号。李菱老师热心教育，希望从一点一

滴做起，从一撇一捺开始，激发孩子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帮助孩子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找到

乐趣。 
 
黄伟庆   Weiqing Huang                  美洲华语七年级  MZHY Grade 7 
今年是黄老师第三年任美洲华语七年级老师。黄老师毕业于中国北京医科大学，到美国后做医学科学研究

工作。自 2016 年起在我校任教美洲华语七年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运用课堂教材的内容，根据同学们

的特点，循序渐进，并听取家长们的意见，认真教学，注意培养同学们对中华文化及学习中文的兴趣。黄

老师喜爱中华文化，具有熟练的中文英文口语及书面交流能力。2017 年参加了有关“中华文化以及汉语教

学实践”的培训工作，并通过了“国际华文教师职业能力认证”考试。愿意继续在华夏中文学校教学，为传播

中华文化尽力。 
 
王桂敏  Guimin Wang      美洲华语八年级  MZHY Grade 8 
今年是王老师第三年任教美洲华语八年级班。王桂敏老师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系，留校任教，在此期

间多次获年度优秀教师奖。1997 年在北京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做博士后。2000
年来美。先后在洛克菲勒大学和纽约大学做医学科学研究。2010 年起在 Montefiore 医院病理科做分子病理

检测。本人一直从事医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有教学经验，熟练掌握中文，并有较强的英文口语及书面交流

能力。热爱教育，喜爱中华文化，希望能在华夏中文学校教学，为传播中华文化尽力。 
 
 
 



 

 
 
 
待定        美洲华语九年级  MZHY Grade 9 
 
 
张海歌  Haige Zhang                   AP Chinese 
张老师今年继续任教高级中文班。张老师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来美后长期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工作。张海

歌老师是曾在我校任教 3 年，在 NYCS 任教 7 年的资深老师。任教《中文》、《标准中 文》、《美洲华语》

以及 AP Chinese。擅于运用多媒体教学, 注重对阅读理解、口语、听力和写作 四种语言技能的综合训练。

在激发孩子们学习中文的热情的同时,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吸收及灵活运用能力，深受家长学生喜爱。 
 
CSL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张淑娥/Zoe Zhang          CSL Beginner 
I come from a small town in southern China. I enjoy sharing Chinese culture and customs. My biggest 
advantage is I have a lot of patience. This is my second year teaching CSL Beginner class at Huaxia. I 
enjoyed teaching this class very much last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eaching this class again in the fall.   
 
吴艺苑   Yiyuan Wu        CSL Intermediate 
吴老师拥有 Rutgers 大学统计硕士学位。在大学时做过助教以及替补讲师。吴老师在新泽西课后学校担任

过三年级中文老师，ESL 老师，课后数学以及英文辅导老师。吴老师喜欢图文并用， 通过游戏发展学生想

象力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乐趣，根据学生的基础循序渐进教中文。 
 
蔡筱笛/Phoebe Cai          CSL Advanced 
Graduated from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Ms. Xiaodi Cai owns a bachelor degree in English and a 
master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 She is passionate in building community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She taught in Huaxia New York for a few years, and was the Dean before the School 
split. She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Westchester New York Chinese School, and had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Her teaching style is very engaging and creative, 
which are loved by her students. 

蔡筱笛老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拥有英文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热心为社区服务，传播中华

文化，曾在华夏纽约教授中文多年，也曾担任教务长。是威郡纽约中文学校的创建人之一。蔡老师有多年

教授二外中文的经验，授课形式生动，深受学生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