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缅省中文学院
            M A N I T O B A  A C A D E M Y  O F  C H I N E S E  S T U D I E S

        时光荏苒，岁⽉悠悠，转眼间2020年已渐⾏渐远，崭新
的2021年正向我们款款⾛来。  相信刚刚过去的2020年在每
个⼈的⼼中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肆虐的疫情让世界前
进的脚步放缓，也让⼈们的⽣活和⼯作⽅式发⽣了变化。缅
省中⽂学院的教学⼯作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为了不辜负学⽣和家⻓们对缅省中⽂学院的信赖和厚望，
疫情期间我们集思⼴益，迅速转变思维⽅式，边培训边教
学，边实践边总结。经过半年多的摸索与尝试，⽹上教学取
得的很⼤的进展与突破。在这⾥，通过李⽉树理事⻓和王群
峰校⻓的畅谈，你可以感受到中⽂学院⼀直在努⼒，始终求
发展的根基；在这⾥，通过倾听⽼师们对⽹上教学⼯作的⼼
得体会，你可以感受他们的默默付出和职业⻛范；在这⾥，
通过学⽣们取得的优异成绩，你可以感受孩⼦们的成⻓进步
与家⻓的⽀持配合。2020年尽管疫情让我们承受了招⽣减少
的压⼒和教学⼯作与经费不⾜的困难，但我们始终坚信“守得
云开⻅⽉明”。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和社会各界爱⼼⼈⼠的⽀
持，2020年的各项⼯作在逆境中取得了累累硕果。
       展望2021年，我们信⼼百倍。让我们绽开最灿烂的笑
容，给新的⼀年增添灵动的⻛景。让梦想不断延伸，脚步依
旧执著。让我们⼀同播下2021 年希望的种⼦，乘着和煦的春
⻛，不断努⼒，继续前⾏！

BY FANGYAN ZHENG

2021年新年寄语:
郑⽅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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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好！
       在圣诞节和新年来临之际，我谨代表中院理事会全体成员向⼤家致以节⽇的问候。祝⼤家在节假期间安全
愉快，在新的⼀年⾥，⼼想事成幸福安康！今年我们中⽂学院经历了⾃1974年建院以来所遇到的最⼤的挑战。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家在三⽉份被迫离开了学校，我们的正常课堂教学⾯临着不能按计划进⾏的局⾯。⾯
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我们中院⼈没有选择退却和被动的等待。理事会果断确定了坚持办学的⽅针；
⽼师和助教们在王群峰校⻓和校委会的正确领导和⼤⼒⽀持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很快地组织开展了⽹
上教学⼯作。经过努⼒和实践，⽹上教学得到了家⻓的积极配合和同学们的积极参与，确保上学年度教学任务
在6⽉份按计划完成。
        在暑假期间，我们精⼼计划和安排新学年的教学⼯作，为是否能回校上课作了两⼿准备。⾸先对教师进⾏
⽹络教学⽅法进⼀步的培训， 把⽹课变成了⾮常有效的教学⽅式。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当许多学校还在为是
否停课和继续开学进⾏争论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出了正确决定，即⽆论疫情情况如何我们教学都要继续下去。
我们向家⻓郑重承诺，每⼀个班级，只要有⼀个同学来上课，我们的教学活动仍然会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进⾏
下去，哪怕学校要承担经济损失。俗话说：天道酬勤，我们的努⼒终于有了回报。⽬前我们有60%以上的学⽣
在上⽹课。⽽且我们有些班级学⽣的数量⽐上学期有所增加。除了幼⼉班以外，中⽂各个班级的教学活动仍然
照常进⾏；⽽且我们数学班⾮常受欢迎,学⽣⼈数仍在继续上升。
         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离不开各位⽼师和助教们的⾟苦付出。虽然你们承受着新冠病情的压⼒，但仍然把
学校的教学活动有声有⾊开展下去，并有所创新。 在此，我代表理事会和校委会向你们表⽰由衷的敬意和感
谢。你们是⾟勤的园丁，你们不仅传授知识，还播种希望，你们的⾟勤付出，成就了学⽣们的进步和成⻓。 你
们是中院的基⽯，是中院的希望。
        另外，今年我们中院和国内有关机构正式签署了⽂件，设⽴中⽂学院国家级中⽂⽔平测试中⼼。 并在12⽉
份成功举办了第⼀次HSK考试。国家级中⽂⽔平测试中⼼的设⽴是我们中院持续发展的⼀件⾥程碑的⼤事。这
不仅规范了中⽂教学，促进了学⽣学习中⽂的积极性；同时对坚持中院的办学⽅向，达到⻓远⽬标， 其意义是
⾮常深远的。
        我们相信，疫情结束以后，⼤批同学将回归学校，对中⽂学习和其他学科的的需求也会增加。我们⼀定要
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不断加强教师队伍的培训，备⾜教学书籍和辅导材料，以迎接更新的挑战。
        总之，在学校和⽼师的共同努⼒下，在家⻓和学⽣的⽀持配合下，今年我们中院向社会交出了⼀份令⼈满
意的答卷。 展望未来，我们信⼼倍增，希望中院的明天会更美好。
        谢谢⼤家。

中院理事⻓： 李⽉树   

亲爱的同学们，尊敬的家⻓，⽼师和助教们，以及中院的义⼯们：

理事⻓新年致辞
PRESIDENT'S MESSAGE FOR THE NEW YEAR

李月树 博士
Dr. Yueshu Li
缅省中文学院 理事长
President of MACS

Dear students, respected parents, teachers and teaching
assistants, and volunteers of Manitoba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 (MACS), 

Holiday greetings to everyone. On the occasion of Hannukah, Christmas,
Kwanza and New Year,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eason’s greetings on
behalf of all the Executives of MACS. I wish you all safety and happiness
during the holidays, and wish you a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new
year!

This year, our Academy has experienced the biggest challeng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74.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everyone was forced to leave the school in March. Our normal classroom
teaching is facing a situation where we cannot proceed as planned. Facing
the threats and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epidemic, we at the academy did
not choose to retreat and wait passively. The executive board decisively
determined the policy of adhering to the teaching plan; our teachers and
teaching assistants, under the leadership and of Principal Qunfeng Wang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school committee, overcame unimaginable
difficulties and quickly organized teaching to transition to online. After hard
work and practice, online teaching has received the active cooperation of
parent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ensuring that the teaching tasks
of the previous school year are completed as planned in June.

During the summer break, we carefully planned and arranged the teaching
for the new school year, and made two-handed preparation for whether
we could return to school in the fall. First, teachers are further trained in
online teaching methods, turning online lessons into a very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school year, when many
schools in the city were still arguing about whether to suspend classes and
continue school, we had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to continue teaching
regardless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while keeping our students safe. We 

solemnly promise to parents that as long as there is one student in each
grade, our teaching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tablished teaching plan, even if MACS has to bear financial losses. As the
saying goes: God rewards hard work, and our efforts finally paid off.
Currently, more than 60% of our students are taking online classes.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some of our classes has increased from last
semester. Except for the kindergarten classes,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Chinese classes are still going on as usual; and our math class is very
popular,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continues to rise.

In addition, this year our Academy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 in China
formally signed an agreement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ing center for the Chinese Academy. And successfully held the first HSK
test in Decemb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ing center is a milestone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our
Academy. This not only regulate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but also
promotes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adhering to the school's direction of
running the school and achieving long-term goals.

We believe that after the epidemic is over,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will
return to school, and the demand for Chinese learning and other subjects
will increase. We must be fully prepared both mentally and materiall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the teacher team and preparing
teaching and tutorial materials to meet the updated challenges.

In short,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school and teachers, with the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of parents and students, this year our academy has
delivered good results despit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epidemic.
Looking to the future, we are more confident and hope that our academy
will have a better tomorrow.
Thank you all,  

Yueshu Li, President, Manitoba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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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新年好！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很⾼兴和⼤家⼀起回顾2020年学校的⼯作情况和教学成果。⾸先，我要感谢各位⾟
勤奉献的⽼师和助教，是你们在疫情的艰难时刻把教学计划按时保质地完成，不仅保障了学中⽂学习的连续⽽
且受到了⼴泛的好评。 其次，我要感谢各位家⻓和学⽣们对学校的⻓期⽀持和信任，这些是学校发展的基础和
动⼒。
        2020年疫情从春季开始⼀直延续到当前，可是疫情没有阻挡学校发展的进程。 我们的远程⽹络教学开展
得平稳⽽顺利，这不仅得益于春季⽹络教学的经验，⽽且也有暑期⾥对⽹络教学的进⼀步完善，包括对新教师
进⾏了系统的培训。除了保持13个中⽂班的稳定运⾏外，我们对数学班进⾏了扩建和细分以便更好地实⾏教
学。⽬前，数学班有原来的3个级别增加到现在的4 个级别。我们还引进了新教材准备对数学班进⾏更系统的改
⾰以满⾜将来发展的需求。
        在保证各项教学⼯作照常运⾏的基础之上，我们在学校的管理和建设上还有许多创新和突破。2020年7-8
⽉份，我们组建了包括理事⻓，校⻓和⼏位资深优秀教师在内的教师⾯试⼩组，采⽤中英⽂双语提问和标准的
评分制度，在学校历史上⾸次把教师⾯试程序规范化。通过这次⾯试聘⽤的教师都基本具有正规师范教育或对
外汉语专业证书，在⼀个学期以来的教学实践中均体现了较⾼的业务⽔平和课堂组织能⼒。
        为了进⼀步提⾼学校的竞争⼒和满⾜⼴⼤家⻓的需求，学校申请了汉语⽔平考试的考点资格并于9⽉份获
得了汉考国际的正式授权。申请从春季筹备开始直⾄暑假完成，整个过程⽐较曲折起伏，经过多⽅努⼒协商，
我们最终成功获得了全部考试形式和类别的授权。我们计划以考促学，不仅要提⾼各位学⽣的学习积极性，更
要把教学和考级联系起来，让教学⽬标明确化，教学成果更加量化。从⻓期来看，汉语⽔平考试中⼼的成⽴必
将促进和规范教学，进⼀步提⾼学校的核⼼竞争⼒。我们的⾸次HSK考试已经以居家⽹考的⽅式在１２⽉１２
号成功举⾏，详细情况请参考考级教研组⻓王爱萱⽼师的总结报告。
        在对外推⼴⽅⾯，学校今年全⾯更新了⽹站结构和内容，加⼊了很多详细的信息和图⽚。 更重要的是我们
与⾕歌达成了协议，学校将以⾮营利组织的⾝份免费参与⾕歌的⼴告推送，这样可以确保我们的⽹⻚出现在搜
索结果的最明显位置。另外，我们也加⼤了微信宣传的⼒度，委托专⼈负责制作出精美的帖⼦，结合各⼤平台
⼀起推⼴。实践标明，这些⾮常有助于学校招⽣和HSK考级宣传，不仅吸引了本地学⽣⽽且让我们有了外省的
⽣源。
        当然，受到疫情的影响，学校和社会的各⾏各业⼀样也有⼀些困难。 因为许多家⻓和学⽣还是喜欢教室上
课，尤其是低年级的学⽣，所以今年的招⽣有很⼤的挑战，学⽣数量相⽐去年有⼀定幅度的减少。我们在保持
教师待遇和教学⽔平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缩减其它不必要开⽀来度过这个特殊时期。我相信所有的困难都
是暂时的，学校的发展才是永恒的，只要我们⼀起努⼒，中⽂学院就⼀定会越来越好！
        最后，我再次感谢各位⽼师/助教，家⻓和学⽣们对学校的⽀持！ 祝愿⼤家新年快乐，⾝体健康，万事如
意！

校⻓:王群峰  

尊敬的各位⽼师/助教及家⻓，亲爱的同学们：

校⻓2020学校⼯作回顾及2021新年致辞
2021 NEW YEAR'S MESSAGE FROM THE PRINCIPAL

王群峰
Qunfeng Wang
缅省中文学院 校长
Principal of MACS

Dear students, parents, teachers, and teaching assistants:

Happy new year!

The first term of 2020-2021 just ended and it is the time for us to celebrate
and share what we accomplished.

Fir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eachers and teaching assistants for your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in the difficult time of the pandemic. You not only
ensured the continuous learning of Chinese for all students but also
provided consistent quality of teaching.  Seco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parents and students for their long-term support and trust in the academy,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and driving force of the academy's development.

The 2020 pandemic continued from the spring to now, but it did not stop
the progress of our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online teaching has been
conducted smoothly, which is not only due to the experience learned from
the last year but also the systematic training of new teachers in the
summer. In addition to keeping all 13 Chinese classes, we have expanded
our math classes. Currently, the math class has increased from the
previous 3 to the current 4 levels. We have also introduced new teaching
materials to systemic reform of mathematics classes to meet the needs of
futur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excellent routine teaching activities, we had many innovations
and breakthroughs in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July 2020, we
established a teacher interview committee,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principal, and several senior teachers, to conduct formal interviews of new
teachers.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academy’s history to standardize the
teacher interview process using bilingual (Chinese and English) interview
questions and scoring systems. The teachers employed through this
interview not only have formal education diplomas and experiences but
also demonstrated a high level of teaching,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 skills in the past semest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hinese school and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we applied for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in the
summer and became the officially authorized testing center by Chinese
Testing International in September. Currently, we can hold both internet-
based tests and traditional paper tests. The types of tests we can host
include The Youth Chinese Test (YCT),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the Oral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K), and the Business Chinese Test
(BCT). We expect to promote the enthusiasm of learning through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and link the teaching with the test levels, which
will set clear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quantify the results. Our first HSK
exam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December 12th. Please refer to Ms. Wang's
HSK test summary report.

We also made a lot of efforts on the promotion and advertisement. The
school website was updated with a new structure and content with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nd pictures. More importantly, we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Google that we can have a free advertisement on the
Google search engine, which ensured our web page always appears on the
top of searched results. In addition, we have enhanced Chinese social
medial promotion by professionally designing WeChat posts and working
closely with local Chinese media. These are proved to be very effective in
school admission and HSK test promotion because we not only attracted
local students but also reached out to students from other provinces.

Of course, similar to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businesses, our school
encountered some difficulties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s many parents
and students still prefer classroom teaching, especially in the junior
grades, this year's enrollment is less than last year’s. I believe that the
difficulties are temporary, our school will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as long
as we work hard together.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teachers / teaching assistants, parents, and
students once again for your support to us. 

I wish you all a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 

Qunfeng Wang, Principal, Manitoba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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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2020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活都发⽣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在加拿⼤中部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有这样⼀

群华⼈，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推⼴中华⽂化，规范汉语学习的道路。

他们，就是缅省中⽂学院的领导和⽼师们。

      疫情影响着⼤家⼯作和⽣活的⽅⽅⾯⾯，中⽂教学也是⼀样。但是，
办法总⽐困难多。线下教室关闭，我们就转线上。平时2个半⼩时的课，
我们拆分成录视频、在线答疑、⽹络会议、设计作业等多种形式，也要

确保教学质量不滑坡。⽼师们花费的时间精⼒⼤⼤增加，不仅要重新学

习⽹络授课技术，还要想⽅设法让课堂⽣动有趣。但是，没有⼈抱怨。

每每开会讨论，⼤家都积极热情地分享经验，为中⽂教学和学校发展献

计献策。中院⼈对汉语教学的执着尽显于此。

       中院⾛到了2020，迎来了她的第46个年头，如何将她继续发扬光
⼤，不负前⼈，不辱使命是这⼀届中院⼈的课题。随着新移⺠的增加，

⽹络中⽂教学的兴起，汉语教学的⾛向规范，我们亟需引进具有影响

⼒、权威性的中⽂考级来直接服务我们曼尼托巴省的中⽂学习爱好者。

因此，在这个不平凡的2020的春天，我们开始了汉语⽔平考级资格的申
报筹备。这⼀过程，历时整整六个⽉。

B Y  A I X U A N  W A N G

        申请过程⼀波三折，功夫不负有⼼⼈。
        作为曼尼托巴省最⼤的中⽂教育⾮营利组织，创办46年却未曾举办过

中⽂考级。随着本⼟汉语学⼦的增加，友校的迅速发展和竞争，也让中院⼈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压⼒。2020年3⽉，在理事⻓李⽉树的⼤⼒⽀持

下，校⻓王群峰⼀边着⼿进⾏线下⾄线上的教学转型，⼀边带领着⼏名⻣⼲

教师，向中国汉办递上了第⼀封申请，希望能获得举办汉语考级的资格，让

⼴⼤中院学⼦及曼省⼈能够有⼀个更加规范、便利的地⽅考查中⽂学习效

果。但是，由于地域限制，我们的第⼀次申请以失败告终。

        俗话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撞到了就绕着⾛。虽然申请被拒，校⻓和⽼

师们⼼中对汉语考级资格的迫切愿望却挥之不去。经申请团队仔细研究发现

曼省⻓期以来没有计算机⽹考的考点，于是我们决定重新整理资料，以申请

⽹考为主递交了第⼆次申请。同时为了筹备考点，理事会预算了⾜够的资⾦

来采购40余台设备，⼜多⽅寻找合适的场地，积极表明我们想做好，能做好

特别报道：       
                     直⾯挑战，不畏困难，新服务带来新⽓象

缅省中⽂学院成功举办⾸次H S K汉语⽔平考试
Special report: MACS successfully held the first HSK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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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萱
Aixuan Wang
汉语考级教研组长
Group Leader of HSK
Test and Training



的实⼒和决⼼。因为我们对市场的考察认真细致，执⾏上有计划和

预算，态度诚恳积极，加上中院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汉办才

决定重新考虑我们的申办资格。终于在今年夏天，缅省中⽂学院同

时获得了汉语⽔平等级考试机考、笔考的举办资格，⽽且是曼省唯

⼀可以举办计算机⽹络考试的考点。⾃此，我们可以正式对外宣

布，缅省中⽂学院成为了中国汉办、汉考国际旗下的⼀个正式考

点，同时具备汉语⽔平考试HSK、汉语⼝语⽔平考试HSKK、⻘少
年汉语考试YCT、商务汉语考试BCT的机笔考的考试资格。
       积极宣传考试服务，克服困难筹备⾸考。
       考试资格具备之后，中院领导提出希望，于2020年底前举办⾸
考。为了让我们来之不易的考试服务尽快地传达给每⼀个热爱汉语

的曼省⼈，根据⼯作需求我们迅速成⽴了汉语考级宣传组，从卧⻁

藏⻰的师资队伍中抽出专⼈全⾯对官⽹、微信和⾕歌进⾏设计、编

辑和推⼴。9⽉26⽇，中院的考级服务正式对外官宣，我们得到了
合作伙伴的⼤⼒⽀持，曼省各⼤华⼈媒体平台纷纷进⾏了报道宣

传，⾕歌推⼴也全⾯启动，很多学⽣和家⻓纷纷来电来函表达了对

汉语考级的浓厚兴趣。

       我们原定于年底分别举办两场现场考试，⼀次笔考和⼀次机
考。但是由于曼省第⼆波疫情的来势汹汹，考试场地的安排和报名

变得⼗分不确定。这时，汉考国际为了解决全球疫情影响的实际困

难，推出了新形势下的新模式——居家⽹考。我们决定抓住这次机
会，积极申请开通居家⽹考资格。最终确定，12⽉12⽇举办居家⽹
考作为我们考点的⾸次汉语考试。

       考前考后精⼼服务，⾸次考试圆满举⾏。
       为了确保第⼀次HSK考试顺利进⾏，同时也是第⼀次举办居家
⽹考这种全新的形式，中院成⽴了专⻔的考务组来落实考前准备、

考中运⾏和考后回访的⼯作。考前⼀个⽉，考务组的领导和监考⽼

师们学习了⼤量资料，组织了多次视频培训，每名监考⽼师都通过

了汉考国际的考官资格认证。考前⼀周，我们组织了所有参考考⽣

分两批进⾏了考前培训，从设备调试、考试流程到考试纪律、考后

服务等都做了详细的讲解和说明。精⼼准备的培训资料和考前答疑

让考⽣们从惧怕考试，⽆从下⼿做到了⼼中有数，信⼼满满。

       12⽉12⽇，考试正式进⾏。HSK⼆、四、六级的考试上午9点
开始，监考⽼师们在7点半便早早地来到了⽹络监考室开始准备。
⼊场检查，设备调试，系统登录，⼀切都进⾏得很顺利。虽然有个

别考⽣遇到了技术困难也都在监考⽼师的耐⼼指导下⼀⼀解决。

        所有由于系统原因和技术问题导致的漏题均在考后予以了补
时。中午只休息了半个⼩时，我们⼜开始了下午⼀、三、五级的监

考⼯作，直到下午4点，最后⼀个考⽣离场，⼤家才松了⼀⼝⽓。      

 ⼀天下来，共有30余名考⽣参加了考试，整场考试
井然有序，⽆⼀违纪⾏为，缅省中⽂学院⾸次举办

HSK考试圆满完成。      
        考后，为了解⼤家对此次考试⼯作的感想和建
议，中院考务组向每位考⽣发送了调查问卷。反馈

结果令⼈欣慰，⼤家都对此次考试服务表⽰满意，

并期待每年能多组织⼏次考试，强化对中⽂学习效

果的评估。      
       考试结果捷报频传，考教结合任重道远。
       随着此次HSK考试成绩的公布，我们欣喜地看
到，曼省中⽂学习质量已经达到了⼀定的⽔平。经

统计，此次共有校内外30余名考⽣参考，其中中院
在校学⽣15⼈，考试合格率100%，还有⼏位考⽣获
得了满分。⾸考结束，中院的考务⽼师们也全⾯总

结了这次的经验和问题，相信在未来的考试中，我

们会更⾃信，更成熟。

       未来，中院将继续加强与汉考国际的全⾯合
作，以考促学，考教结合，以汉语等级考试来带动

中院教学⽬标的明确化，教学过程的标准化和教学

评估的规范化。我们还将建⽴曼省汉语考试学习测

试中⼼，开发考级相关课程，开展汉语教师的培训

与考核，将缅省中⽂学院建⽴成⼀个考、学、研⼀

体的教育机构，全⾯完善我们的中⽂教育服务，更

好地服务⼴⼤中⽂学习爱好者。

汉语考级教研组⻓：王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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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院数学班历史
        2016年，在学⽣家⻓的多次建议以及在校⻓的策划与⿎励下，中⽂学院的数学班由
我和另⼀位⽼师⼀起开办起来。

        开办之初只设有两个班级，报名情况⼀般，分⼯较模糊，教学规划仅按学⽣已掌握
数学知识来设计。经过⼀学年的努⼒，数学班积累⼀定名⽓，2017年学⽣报名数量呈现
井喷，给予我们压⼒同时更多的是动⼒。于是在2018年通过和王校⻓的讨论，成功开办
了第三个班级来应对不同年级段的学⽣。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数学班转变思路与
教学模式，成功转型为⽹络授课。另外，我们在原有的3个班级的基础上新建了数学提⾼
班，吸引来更多的学⽣和学⽣家⻓们报名参加，得到了家⻓与学⽣的⼀致好评。

        中⽂学院数学班⼀步⼀个脚印，通过不懈的努⼒，每年都取得⻓⾜进步，提⾼知名
度，培养良好⼝碑，⼤有成为中院⼀⼤特⾊课程！紧随中⽂班的脚步，为中院课程的多
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定的贡献。

        中院数学班⽬标
        中⽂学院数学班⽬标明确，以严谨的教学宗旨与规范的教学模式，打造曼省唯⼀⾮
营利性数学教育机构，帮助幼⼉⾄8年级的孩⼦们打好数学基础，理清数学概念，培养数
学思维，为学⽣们即将⾯对的更⾼深的学习与课程做好准备。

        中院数学班规划
        要创办好有规模，有影响⼒的数学班，有⼏点仍需改进和完善。⾸先，对内必须要
规范教学⼤纲，系统划分知识点，设定教学书本的使⽤，准备⾜够题库供学⽣锻炼；其
次，对外要加⼤宣传⼒度，吸引更多⽣员，未来再聘请⼏位数学教师加⼊我们的团队，

拓展更多班级，扩充后备⼒量。

       2021-2022学年，中院数学班计划扩充⾄5个班级。因此我们准备使⽤全新的数学教
材进⾏系统的教学。经过仔细研讨和多⽅⽐较，最后教研团队选中了⼀套北美地区最为

推崇的数学教材。此套教材已在北美享誉盛名多年，并常年位居被推荐教材前三位。我

们选中的教材分设6个级别，分别为主课本，习题册与应⽤题专项训练习题册共计18本书
册。因为题型⾮常具有针对性，能够很好的帮助学⽣攻克加拿⼤数学教学中的薄弱环节

（如：题型太简单，内容太直⽩，缺乏⽂字题锻炼）。
        此套教材的18本书可以细分为三本⼀个等级来配套使⽤，题型完整，特点鲜明，难
度由浅⾄深，⾃成体系，⾮常具有针对性。毫⽆疑问，中院相信使⽤这套教材可显著提

⾼数学班教学质量和强化课后习题练习。我相信学⽣们在学习过此套教材后，会深深的

爱上并理清各年级所学数学知识。

        中院此次选材⾮常⽤⼼，我相信这套教材会对数学班的学⽣们和未来数学班的新⽣
们产⽣深远积极的影响。

        中院数学班未来展望
        对于中院数学班的未来规划，我希望班级的设置可以稳定在6 - 8个班级。并借鉴中
⽂班的教学模式，由浅⾄深地学习数学基础知识，在学⽣进⼊⾼中之前，为他们数学知

识储备保驾护航。另外在卓有成效的基础下，开展数学竞赛班，带领学⽣参加竞赛，拿

到通往重点⾼中和⼤学的敲⻔砖。

        同时，我们会通过各⽅努⼒，逐步提⾼对数学班的教学投⼊，扩⼤数学班的组织规
模。具体计划包括采购合适的书本教材，引进优秀的教师⼈才，扩⼤对外的宣传，等

等。

        最后，希望在学院的⼤⼒⽀持下，数学教研团队能够利⽤这套全新教材进⾏教案改
⾰，提升教学⽅法，吸引更多学⽣来学习，为中院数学班的发展踏出坚实⽽重要的⼀

步！

BY ZHENGHAO ZHU

缅省中⽂学院数学班的总结与计划
SUMMARY AND PLAN OF MATH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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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浩
Zhenghao (Max) Zhu
数学教研组组长
Group Leader of Math Classes



P H O T O  B Y  M A R T I N  R .  S M I T H
圆满地完成了，同时良好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家⻓和学
⽣的认可和好评。在经过⼏个⽉的⽹络教学实践后 , 
 做为成⼈⼀班的中⽂⽼师 .  ，我逐渐摸索了⼀些经
验，借此机会与⼤家分享。     
      ⾸先，要充分利⽤⽹络教学软件的优势。现在⽹
络课堂的软件功能⾮常好，以zoom课堂为例，可以
分享事先准备的PPT，各种⽂档，⽹络资源等等。另
外还有⽩板功能，教师可以随时在板上写任何东西，
就像在教室中⼀样。如果需要分组练习和讨论，还可
以使⽤分组功能，随机组成不同的⼩组。这些基本上
满⾜了课堂教学的要求。我在教学中，就会使⽤这些
功能，另外⽹络摄像头是开的，可以清楚地看到⼤家
的⾯部表情，从这些肢体语⾔中，可以领会到学⽣们
是不是听懂了所讲的内容，然后调整教学的速度。
      其次，要精⼼设计教学⽅案。不管是⾯对⾯的课
堂教学还是虚拟的⽹络教学，教学⽅案的设计都是⾮
常重要的。相⽐之下，⽹上教学更需要有⾮常合理的
教学安排，在掌握学⽣的学习需求的情况下，确定教
学⽬标和教学难点，合理分配时间进⾏教学。我教授
的是成⼈基础班，⾯对的对象是没有中⽂基础的成⼈
学⽣。 我现在的教学内容是汉语拼⾳。 学拼⾳的难
点是声调。所以我就设计了⼤量的练习，课堂上要求
百分之百的互动，每个⼈都要张嘴发声，只有这样我
才了解⼤家的接受程度。另外汉语教学不是单⼀的⾏
为。我的拼⾳教学和汉字的认读，汉字的书写和⼝语
练习及⽂化教学是紧紧联系在⼀起的。这样，学⽣们
不会感到枯燥⽆味，教学的要求也是由低到⾼，循序
渐进。教学内容由易到难，使他们有挑战性。我的⼀
个学⽣曾感慨地说：“我现在的中⽂学习⽐我从前上
学时都要⽤功得多”。 可⻅科学严谨的教学⽅案是多
么重要。
      最后，要消除距离感，拉近和学⽣的亲密程度。
学⽣对⽼师的认可程度，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态度。师
⽣之间的共鸣，可以强化彼此的认知。 我在课堂教
学时要时刻关注教学进度是否合适，不时地征求⼤家
的意⻅。同时互相沟通的渠道是畅通的。⿎励学⽣发
表个⼈意⻅，提出不同⻅解。及时批改作业，回邮
件。同时作为⽼师，要时刻武装⾃⼰，要保证有充分
的知识储备来回答学⽣的问题。
      ⽹上教学，有空间的距离。所以⼀定要有实实在
在的东西可以看得⻅，因此，教学PPT的制作是⾮常
重要的。课后要把PPT发布出来，这样⽼师 不但可
以有条理地传授知识，同时学⽣可以在课后反复浏
览，复习所学的知识。
      以上只是我的⼀点体会，欢迎⼤家批评指正。我
也会不断地摸索，争取做⼀名合格的成⼈中⽂基础班
⽼师。

        ⾯对以上情况，如何因材施教？我认真地进⾏了思考和探索。⾸先需要制定符
合学⽣多级基础的教学⽬标，以期学⽣都学有所获，激发持续学习的动⼒。其次，

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让所有学⽣都可以参与其中。尤其利⽤学⽣多级基础的

特点，安排基础好的学⽣引领活动，基础弱的学⽣可以模仿学习，再给予后者机会

展⽰，强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此外，制作教学过程清晰、教学重点完整的课

件。上课时，课件辅助学⽣了解教学意图，理解学习任务，⾃我检视学习效果；课

后我上传课件⾄Google Classroom后,学⽣利⽤课件回顾学习内容，巩固学习成
果。最后，布置多层次的作业，有些作业为了夯实所学内容，有些作业为了进⼀步

提升，还有⼀些是培养每周中⽂阅读习惯……
        ⼀个⽉的中⽂教学体验，新鲜也⼼动，因为学⽣的新⾯孔，教学的新内容；更
因为与学⽣真诚、愉快的互动。

教师⽹络教学⼼得体会
Teachers' Experience of Online Classes

七年级 胡晓霞：
By Xiaoxia Hu (Grade 7)
        九⽉，我怀揣⼆⼗年教学经验带来的⾃信和对海
外中⽂教学的憧憬，开启了缅省中⽂学院七年级中⽂

课堂的序幕。⼀个⽉的⽤⼼教学后，有了许多“⼼”体
验。最深刻的体验在于学⽣中⽂基础的多级化，学习

⽬标的多元化。    
        开学第⼀课，我以⼗⼆⽣肖为主题，开展听说读
写的教学活动，多维度地了解学⽣中⽂基础。有的学

⽣理解活动要求，顺利完成任务；⽽有的学⽣看不

懂、也听不懂中⽂。学⽣对中⽂学习的期待更是多种

多样。他们的相同点是都来⾃华⼈家庭，了解⼀些中

国⽂化。另外，年龄相仿，所以认知⽔平相似。

成⼈⼀班 曾⽟芳：
By Yufang Zeng (Adult
Level 1)
        中⽂学校⾃今年四⽉份
以来开始了⽹络教学。⾯对

着教学模式的改变，中⽂学

院尽最⼤努⼒去培训⽼师，

先后⼏次召开了⼏次⽹络会

议来商讨研究⽹络教学的要

求.  经过中⽂学院领导和⽼
师们的共同努⼒，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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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络教学⼼得体会

        

Teachers' Experience of Online Classes

怎样利⽤⽹上教学平台？如何调动学⽣⽹上学习的积极性？成了摆在我们⾯前亟待解决

的⼤问题。

        从今年三⽉末以来，我尝试⽤微信视频和zoom会议软件这两种⽅式进⾏⽹上教
学，收到了⼀定的教学效果，同时也发现了⼀些问题。下⾯我就⽹上教学的⼏点体会分

享如下。⽹上教学的优势：

        ⼀是省去了家⻓们疲于奔波之苦，保证了上课的准时和⾼出勤率。
        ⼆是结合学习内容，可以充分利⽤多媒体进⾏⽹上教学分享与互动。课后将相关的
视频资料分享给家⻓，再由家⻓督促孩⼦进⾏课后复习。

        三是利⽤微信语⾳功能进⾏⼝语和朗读训练。以图⽚的形式上传家庭作业，便于⽼
师及时纠错，掌握每个学⽣的学习情况。

        四是利⽤ ⽹络教学软件的⽩板功能教授拼⾳和汉字，感觉和课堂⾯对⾯教学没有
太多的差异。五是⽹上教学时家⻓可以随时关注孩⼦的学习情况和教学内容，便于及时

发现问题、及时与家⻓沟通。

        尽管⽹上教学有诸多优势，但是也存在很多不尽⼈意之处。
        ⼀是⽹上教学不可控的问题。⽐如利⽤⽩板教学时，低年级学⽣喜欢乱写乱画，不
能集中精⼒学习。会影响课堂秩序。

        ⼆是学⽣容易受到家⾥环境或⽹上其他⼈的影响，⽽分散注意⼒。
        三是⽹上教学存在不能直接指导学⽣的情况。⽐如学习汉字时，受空间的制约，不
能逐⼀对学⽣的书写情况做出明确的指导。

        四是⽤⽹络教学软件功能的局限性。因为⼀次课从召集学⽣到课堂教学必须安排紧
凑，才能在40分钟内完成。所以每次上课必须提前10分钟做好准备。
        针对上述问题，我边教学边想办法加以解决。
        ⾸先，通过讲故事、书写、唱歌、卡⽚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教学⽅式，增加课堂的趣
味性，以提⾼学⽣学习中⽂的兴趣爱好。

        其次,通过密集型的提问和及时的表扬，充分调动学⽣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
保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

        再次，布置作业时，突出每堂课的学习重点，让家⻓了解学习进度，帮助学⽣复习
并完成作业，达到教与学的和谐统⼀。同时通过微信朗读、微信上传作业图⽚、定期考

试等形式，考核和检验学⽣课后复习及完成作业的情况。

        最后，通过与家⻓的沟通,及时掌握学⽣的学习动态。注重学⽣平时中⽂学习的⽅
法和能⼒的培养；同时经常⿎劲打⽓，让每个学⽣学习中⽂的热情不减，绝不让⼀个学

⽣掉队。

        这学期，中⽂⼆年级强化班通过⽹上教学学习了拼⾳和部分中⽂第⼆册的内容，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学⽣可以⽤拼⾳打字在⽹上进⾏交流了。在今后的⽹上教学中，我将

不断学习和应⽤更好的⽹上教学平台，并综合运⽤，以便把⽹上中⽂教学落地实处，不

断提⾼⾃⼰的教学⽔平，实现教学相⻓。

五年级 姜佳丽：
By Jiali Jiang (Grade 5)
        我叫姜佳丽，现在是缅省中⽂
学院五年级的任课教师。我来加拿

⼤已经两年了，这期间⼀直在曼尼

托巴⼤学读研。在此之前，我在国

内的本科专业是对外汉语教育，现

在的研究⽣专业⽅向也是第⼆语⾔

教学。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学有所

⽤，能够有机会在加拿⼤教当地的

⼩孩⼦学习中⽂。

        幸运的是来到温尼伯以后，我
接触到了缅省中⽂学院，这是⼀家

公益性质的中⽂教学组织，他们很

欢迎有相关教育背景的志愿者来这

⾥⼯作。于是从2019年9⽉到2020
年3⽉，我在中⽂学院做了两个学期
的⾼级助教，主要是帮忙任课教师

进⾏课堂教学和辅导孩⼦们完成课

后作业。同时，我也在结合⾃⼰的

专业知识，向有丰富教学经验的⽼

师们学习教学⽅法，通过担任代课

教师等⽅式不断积累⾃⼰的实际教

学经验。经过这两个学期的锻炼，

从2020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我很荣
幸的由⾼级助教转为正式的任课教

师，教五年级的孩⼦学习中⽂。

        ⾃⼰独⽴授课的感觉和当助教时
完全不⼀样了，作为任课教师，要做

的课前准备往往⽐课程时间多的多。

每周教学内容的安排，补充资料的选

择，课后作业的批改和反馈等等，都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思去完成。我

们班都是10岁左右的孩⼦，正是爱玩
好动的年纪，所以在备课的时候不仅

要考虑他们对知识点的吸收能⼒，还

要结合他们的兴趣爱好，尽量做到寓

教于乐，激发他们学习中⽂的好奇⼼

和学习动机。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

⿎励和肯定他们，只有当孩⼦有了成

就感和⾃信⼼，他们才能够更加积极

主动的学习中⽂。

        通过这段时间的教学，我深有体
会的⼀点是不能急于求成，语⾔学习

不是⼀朝⼀⼣的事情，是⼀个不断积

累的过程，要稳扎稳打，学过了不代

表学会了，重要的知识点要不断的重

复不断的复习回顾，只有他们能熟练

使⽤这些知识才能算是学会了。

⼆年级强化班 郑⽅焱：
By Fangyan Zheng (Grade 2 - Intensive)
        众所周知的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创，也改变
了⼈们的⼯作和⽣活⽅式。为了不影响⽇常教学⼯作

的正常进⾏，缅省中⽂学院的教学⽅式也由课堂⾯对

⾯授课转为⽹上视频教学。这对学校、⽼师和学⽣⽽

⾔⽆疑都是重⼤的改变与挑战。如何进⾏⽹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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