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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班/PreK / K
马尔罕

PreK

周洁琪

亲子班
/PreK

我校学前班资深教师，二十五年华夏教龄，在幼儿中文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深受学
生和家长的欢迎。来美前一直从事学前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来美后服务中文学校至今。荣
获海外优秀华文教师奖。
美国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二十年教学经验，IB 认证老师，曾在联合国国际学校等多所学校任
教，教过 3 岁到高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课堂管理经验丰富，有帮助特殊需求的学生的经
验，擅长手工、唱歌、舞蹈等。

马悦

K

桥港大学教育学硕士，哈尔滨师范大学对外汉语专业本科。来美国前，曾在一所语言培训
学校做中文老师。来美国后，曾在多所中文学校任中文老师。多年对外汉语教学经验，性
格开朗，教学风格活泼。 普通话证书一级乙等。

马怡男

K

本科毕业于辽宁大学。持有华文教师证书。来美后一直从事与幼儿相关的工作，对幼儿语
言能力开发以及生活规范的建立，均有一定经验。同时兼顾中文私教，学生的年龄段为 216 岁，在与学生的接触中，对各种家庭和文化背景下学生的中文教学都有一定的经验。在
华夏任教的 5 年中，分别担任过 PREK、MLPG1 和 MZHYG2 的老师。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好
评。

刘晶晶

K

多年小班教授中文经验，中文夏令营老师，教过多套不同教材，不同年龄段学生包括高中
生。曾任我校美洲华语二、三、七年级老师。注重培养学生对中文的兴趣和热情，非常有
亲和力。

马立平 (MLP)
韩璐璐

马立平 G1

早年师从于著名钢琴家朗朗的同一启蒙教授-沈阳音乐学院的朱亚芬老师，曾多次在省市级
的大型比赛中获奖。后因热爱新闻事业，大学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记者，之后在电视台前
沿工作，培养了很强的洞察力，亲和力和沟通应变能力。来美以后，继续深造学业，硕士
毕业后选择在高强度的四大会计事务所磨炼自我。现在很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宝贵时间和
对教育的浓厚兴趣，选择做兼职音乐和中文老师。教育理念是快乐的学习，因为兴趣才是
最好的老师。 希望通过我的经验和努力，会使孩子们自然的喜欢上中文，爱上中文。持有
华文教师证书。

李隽

马立平 G1

毕业于北京美语言学院天津分院，专业商务英语。在美有 8 年 CSL 教学经验。 在中国有
10 年 ESL 的教龄。对双语言教学理念是实用和兴趣的双向结合，以游戏和实践的形式教
授引导学生学习非母语类语言。

金平

马立平

有多年的中文教学经验，对孩子很有爱心和耐心，并且很喜欢和孩子交流，有丰富的教学
和课堂管理经验，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持有华文教师证书并在公立学校教书。

G1/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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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谦云

马立平

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出国前是水电专业高级工程师，现在某医学院研究实验室工作。我
校资深教师，二十年华夏教龄，持有华文教师证书，多次获优秀教师奖，其中包括全美中
文学校协会优秀教师奖。曾担任两届华夏教务长。有多种教材教学经验，对孩子有爱心、
耐心和责任心，注重培养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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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

赵威

马立平
G2

韩晓英

马立平
G3

本科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中科院研究生，曾任教于内蒙古科技大学四年，也有多年大公
司高层管理经验。多才多艺，组织多项社区活动。中文功底深厚，能掌控课堂。
有十多年教龄。有多年华夏中文教学，英文学校课外中文教学和私教的教学经验, 熟悉多套
中文教材。尤其在汉语拼音，汉字结构和学生作文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韩老师教
学认真负责, 深受学生和家长尊敬。借用家长的评价: 韩老师既有中国老师的认真严谨, 又
有美国老师的情怀。持有华文教师证书，并荣获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优秀教师奖。

宿罡

马立平
G3

硕士学历。持有上海市高中数学教师资格证，十年在美中文教学经验。在美国公立
私立中小学任教多年，持有美国 K-12 中文教师资格证。目前是美国公立高中在职
中文老师。热爱教育事业，教课充满激情，课堂设计创新不断，善于激发孩子的学
习的主动性。

雷天敏

马立平
G4

湖南大学毕业。在中国当过 5 年的语 文老师。在纽约教过 十多年的 After-school 的中
文。曾任教纽约市双语教学学校和特殊儿童教育学校。现任一公立学校双语助理老师。出
身教育世家,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喜欢孩子,热爱教育。备课认真,讲课生
动活泼。力求多样化教学。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气氛中学习中文。荣获 2022 华夏优秀教师
奖。

魏萍

马立平
G4

杨志耕

马立平
G5

中文教学硕士，美国公立学校全职中文教师，持纽约州 k-12 年级教师资格证书。多次参
加马立平、美洲华语教材及对外汉语教学法讲座和培训。耐心细致, 认真负责, 了解幼儿特
点, 善于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有系统完整的教学方法和思路。乐于倾听沟通, 与家长及时良
性互动。针对不同年龄背景的学生, 准备了丰富的课件资料和教学工具, 课程安排由浅入
深, 循序渐进, 寓教于乐。课堂上, 孩子们有充分展现和参与的机会, 多媒体, 游戏, 故事, 手
工等多种教学形式穿插。课外, 注重家长的反馈和建议。关注每个孩子的进步和成长。
华夏资深教师，二十多年教龄。教过多种教材、不同年级包括 SAT 中文。善于培养学生学
习兴趣，授课风格诙谐灵活，很能吸引年轻人。他认为让孩子愿意学是最重要的。北京
人，个人兴趣广泛，爱好照相、艺术、画画、运动等。荣获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优秀教师
奖。

张东莉

马立平
G6

刘又玲

马立平
G6

现任 HXGNY 六年级马立平老师。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复旦大学，赴美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商
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热爱教学，喜欢在教学中引入不
同形式的活动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原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硕士、纽约州立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在全美和国际学术期刊、会议发表多篇论
文。以“青年英才计划”引进上海同济大学艺术传媒学院任教，教授新闻、播音主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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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传播等课程，多次荣获校级及院级教学竞赛优胜奖。同时教授小主持人培训课。将书本
知识与实际运用有机结合，通过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在帮
助他们打好中文书面知识基础同时，也注重提高学生熟练而准确地运用中文进行口头表达
的能力。

李志平

马立平
G7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硕士，在浙江大学工作多年。普通话证
书二级甲等。有多年教学经验，善于发现每个同学的特点。秉承“兴趣是学好中文的催化
剂，坚持是通往成功的必经路”，着力将课文内容与中国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相结合，激发
同学中文兴趣的同时，为他们进一步探索打好基础。

杨波

马立平
G7

何荷

马立平
G7

台进强

马立平
G8

傅耘

马立平
G9

在美国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本人热衷于儿童教育事业发展，对华裔家庭儿童的中文教育
格外重视。本人主张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中文，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鼓励学
生对中文活学活用，备课认真负责。所教学生的文章多次在学生刊物《小语世界》和总校
《华夏园地》上登载。
西安翻译学院本科毕业，目前纽约州大学教育专业在读。曾任教某中文学校，5 年美国中
文教学经验，拥有较丰富的线上和线下的教学经验，善于激发学生，喜欢和学生互动，强
调在快乐中学习。
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学士， 广州暨南大学比较文学硕士，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硕
士。有多篇研究中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论文在国内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也曾有多篇创作的
诗歌、散文和人物通讯在报刊上刊登，有较强的国学功底。曾做过国内高中教师，来美后
有数年教授美国学生的经验。秉承寓教于乐，“给孩子一碗水，老师必须有一桶水”的理
念，愿倾囊所授，把您的孩子培养成有一定中文沟通能力，热爱中华文化的学生。在华人
教育界积极参与活动，获 2022 华夏总校优秀园丁奖。
早年去日本留学, 毕业于日本亚洲大学。加入华夏大纽约之前, 曾在纽约两所顶尖私立中学
任中文课老师, 教六至十二年级非继承语学生学习中文。十几年来私教学生不断, 积累了大
量海外中文教学第一手经验, 拥有 Hunter College 中文教师资格证及国侨办颁发的海外华文
教师证书, 并多次获得华夏优秀教师奖。傅老师自华夏大纽约成立以来, 从一年级一路教到
九年级, 有着丰富的针对各个年龄段孩子的教学经验, 认真负责, 外松内紧, 有一套管理学生
的方法, 是我校资深教师, 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美洲华语 (MZHY)
邓立红

美洲华语
G1

赵若冰

美洲华语
G2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持有华文教师证书。来美后一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注重培养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因材施教，课堂上除了基本授课内容还准备了丰富的拓展
内容，深受学生和家长的认同与喜欢。
曾任美洲华语二、五年级老师，六年级马立平老师。赵老师艺术设计硕士,多年专业设计
师。持纽约州教师执照。任教于州立及私立大学,教授系列艺术设计课程。有丰富教学经验,
启发学生创意,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成长。

杜静

美洲华语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杜静老师在华夏中文学校任教即将进入第五个年头。她曾先后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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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于北京和纽约的国际媒体广告公司，精通品牌媒体策划及互联网媒体广告的策划与执行。
近些年从事美国多种族文化教育和文化游学活动。她崇尚自律、自主学习的教学理念，在
课堂上以学生为中心，擅长鼓励、激发学生们对学习语言的兴趣，并致力于通过文化作为
载体的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

美洲华语

上海国际大学双学士, 密歇根大学硕士, 南加州大学硕士和博士。马立平教材认证老师。兼
任于威郡私人中文学校及中文课后班。多年对外汉语教学经验。教过多套中文教材和不同
程度及年龄段的学生。注重寓教于乐、学以致用。了解不同家庭和文化背景的学生, 善于与

G4

他们交流和沟通。教学细致认真，喜欢穿插多种互动活动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
施维

美洲华语
G5

汤晓蕊

美洲华语
G6

陈敏

美洲华语
G7

陈纪元

美洲华语
G8/马立平
G8

林宇

美洲华语
G9

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专业，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又获硕士学位后，一直从事
健康保险领域工作，有在美国和上海多家健康保险公司任职经历。热爱中文教学，有很强
的责任心。擅长拓展课本之外的内容， 并激发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 希望中文可以成为他
们了解中国文化与情感的联结。
曾任美洲华语四年级和马立平三年级老师，香港公开大学中文传意文凭及副学士学位，曾
为大公司做员工的普通话培训。曾在香港海怡学校任中文老师。在教学期间，针对学生的
不同中文程度，背景编写适合学生的教程、考试试题等，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一直喜欢
中文教学，力致提高学生学中文的兴趣。在努力完成教学课程外也积极推广课外的知识。
希望能让学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礼仪和习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硕士,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博士。有超过 20 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经
验，其中包括 10 年在纽约华夏的中文教学经验，曾任教马立平五年级。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本科，在大学四年级即有在海淀走读大学讲授经济学基础科课程
经历。同时从 1992-2005 年纪元老师有十余年在北京的财经主播经历，是国内第一批网络
直播，电视直播主持人，多次在各地主讲经济市场分析，并在多家财经杂志报纸办有专
栏。纪元老师于 2004 年参与编纂了国内第一部汽车营销课程，给北京的吉利大学本科生讲
授。有丰富的授课经验。一年半之前加盟兰玉纽约团队，致力于中国文化及国内品牌在海
外的推广与发展。曾任教马立平四、八年级和课后班。
华夏资深优秀教师，现任某大学医用汉语教师，热爱中文教学，多年大学和中文学校教学
经验，对教材有透彻研究，教学方式生动活泼。在中文学校长期教授高年级，了解 teenage
孩子心理，对学生极富爱心。曾带过多届毕业班。注重教书且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和家长
欢迎。荣获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优秀教师奖和 2017 优秀海外华文教师奖。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SL) / AP Chinese
Nichols CSL 口语课 I
Bridgwat
er /欣茜
雅

As a multilingual teacher, Cynthia Nichols Bridgewater knows the ins and out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she has worked with all ages ranging from toddlers to
high schoolers. She is a big fan of natural and meaningful language training and knows that
students come with a range of different needs and abilities. She holds a B.A. in Chinese
Studies and has spent eight years living and working in China. Also, she holds an MSc in
Education and enjoys teaching students of all learning levels.
欣老师有多年语言教学的经验，有幼儿教育(Child Development Associate)的资格认证，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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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认真负责。来自德国的她曾就读于中国北京大学，在中国生活过八年。她获得了汉学学
士学位和教育硕士学位。

Jun Lin /
林骏

AP Chinese

Dr. Jun Lin is the founding Principal of Huaxia Greater New York. He served as the Associate Dean
and 7th grade teacher at Huaxia 2011-2012, and initiated the education assessment system to
assure the outcomes of learning Chinese. He is a tenured professor at a Business School in the
SUNY system. He applies his training in his teaching with an active learning and outcome-driven
style and is well received by his students. H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standard tests
such as the Major Field Tests sponsored by ETS, and recently extended his interests to AP exams
by College Board. Prof. Jun Lin started practicing Chinese Calligraphy at a very young age. He has
been very active in regional and school calligraphic clubs. His work has been on various
exhibitions back in China.
林骏博士是大纽约华夏的创校校长。早在 2011-12 学年担任华夏副教务长和七年级老师起,
着手教育评估系统的建立, 以保证学习中文的成果。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中担任一所商学
院终身教授, 应用其专业培训, 他的教学注重主动学习和成果驱动风格, 深受学生喜欢。 他
对标准考试手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熟悉 ETS 旗下的学科测试, 并把兴趣延伸至美国大学委
员会的 AP 考试。 林骏教授幼年开始练习中国书法。他一直活跃在社区和学校的书法俱乐
部, 作品曾在国内的各类书法展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