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8 学年度秋季学期才艺学校新增课程介绍
各位家长，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夏天！
新学年又要开始了。经过多方努力，学校今年新增了很多才艺选修和培训课程。所
有课程介绍请访问圣路易现代中文学校网站 www.slmcs.org。本周六（7／22 1:30 PM 4:30PM）学校将举办校园开放日。届时学校管理团队成员和部分课程的任课老师将亲临
现场回答您关心的问题。欢迎大家前往关注。新开设课程简介如下：

成人电子琴班
这是为想实现自己演奏一件乐器梦想的成人而设计的一门简单易学的入门课程。教学任务
与目的是： 1. 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分阶段的熟悉并掌握电子琴的原理及结构、电子琴
的基础知识、启蒙的基础训练； 2. 如何在弹奏过程中正确的演奏，怎样保护手指减轻重
力达到轻松学习、练习； 3.按计划针对每一位学员进行“因材施教”的指导和方针来进行实
战性的模拟和培训； 4.学习课程分阶段性质的进行向上攀升，从初步启蒙阶段的培养对
于电子琴的接触到对于基本功的练习并巩固，全面培养学员识谱、乐理、伴奏和视奏 能
力。大家都知道，电子琴的学习离不开音乐的理论知识，正如学习其他的技能一样。所
以，在课程中将乐理知识和电子琴理论技巧相结合，让大家充分的在轻松、愉悦的心情和
氛围中，潜移默化的体会电子琴领域中的奇幻世界，并充分的享受音乐海洋给我们的日常
生活带来的无限美好和乐趣！（适用电子琴 1-3 级），掌握初级双手合奏技巧，使学员具
备初级曲目的识谱能力，建立节奏感和培养音乐修养。

主讲老师： 叶丽。叶丽毕业于哈尔滨艺术学院音乐系，拥有多年的器乐表演及教学经
验，精通电子琴教学，并通过实践使教学和表演艺术相结合，具有独到的教学特色。

民族乐器琵琶：
琵琶，中国民族乐器，弹拨乐，有着两千多年历史。通过琵琶教学，使学生能够扎扎实实
的掌握好本专业练习的基本步骤，技能和技巧，在短时间内，达到能够弹奏小型乐曲。

主讲老师： 叶丽。叶丽毕业于哈尔滨艺术学院音乐系，拥有多年的器乐表演及教学经
验，精通琵琶教学，并通过实践使教学和表演艺术相结合，具有独到的教学特色。

折纸剪纸中国结:
剪纸和中国结是中国最古老的并深受人们喜爱的民间艺术之一，在中文学校开设“剪纸和
中国结”这门中国传统手工艺课，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及创新能力，还可
以让学生亲身体验剪纸和中国结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无穷乐趣，向学生介绍与展示中国传统
文化的独特内涵，让学生了解到绚丽多彩、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所表现的浓郁的文
化情结，从而感受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同时也是对这一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我们将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学习折叠剪
和刻刀剪，以及简单绳结。主讲老师：刘晓燕。刘晓燕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中文老师。除了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外，刘晓燕老师在每年暑假期间，自费回国参加各种培训，其中包括
具有中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术培训班，希望将中国的传统手工艺术分享给在美国长大的孩
子们。

葫芦丝演奏:
葫芦丝是中国传统乐器。是傣族同胞唱歌跳舞时的伴奏乐器。从汉朝流传至今。它声音优
美，小巧玲珑，容易学习，深受人们喜爱。本科教授基础演奏指法，从演奏简单歌曲开
始，同时也教授简谱知识。

绘画课
少儿写生手绘 (4-6) : 针对 4-6 岁孩子的特点开启趣味启蒙学习，通过易到难的学习，提高

孩子对美术的兴趣，提高孩子的专注度，并激发孩子在作画过程中大胆地表现自我感受，
培养孩子对于绘画的自信，让孩子在绘画中得到健康的情感宣泄与满足。强调的是“过程
艺术”的重要性，不要求让孩子画出“像”的作品，真正起到探索、体验和表达的过程。 教
学内容：写生 手绘 （彩铅 水彩 油画棒 综合材料）
写生创作(7-14): 让学生学会如何去观察对象、再现对象、表现对象、丰富对象，提高孩子

造型的手段和能力。让孩子的感知与绘画能力、技巧在观察中不断强化、提升孩子的审美

和艺术鉴赏力，为以后的艺术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学内容：写生 创作 （铅笔 钢笔
水彩 炳西 综合材料）
成人绘画(I & II): 成人班 零基础（对绘画感兴趣就可以） 教学目标：通过绘画回到当下，

用自己的方式观察 表达，通过绘画让我们生活更自由 喜悦，更好的与孩子沟通 教学内
容：写生 水彩 彩铅 丙烯或油画

主讲老师: 叶丹丹，毕业于（1990-1994 年）湖北美术学院 师范教育系水彩专业，
曾任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任美术专业老师，教授色彩，素描专业，所带的班级学
生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在北京进修于-杨飞云艺术工作室，油画专业. 叶老师在自己开创
画室的五年中，为学生策划举办过 2 次画展，在画展中孩子们的画可以销售，销售的金
额孩子们一部分自己留下，另一部分捐出帮助河北山区学校的学生修建蓝球场和浴室。孩
子和家长在活动中收获满满，体验到爱与爱的流动，孩子感受到可以用自己的兴趣爱好帮
助自己和他人，体验到他们自己的力量。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艺术从业者或是艺
术家，但对于艺术和生活的热爱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受益终生，并拥有属于自己的自信！
让孩子们和成人对绘画本身产生兴趣，拥有发现美、表现美的能力，热爱绘画，热爱自
然，热爱生活。发现自己是独特性。拥有属于自己的开心和幸福快乐，让孩子和成人在绘
画中回到当下，体验自由和创造。 让 生活与绘画挂勾。

拉丁舞 -- 少儿拉丁舞 （4－9 岁）and 少年拉丁舞 （10 岁以上） :
伦巴(Rumba) 伦巴起源于古巴，音乐为 4/4 拍，速度每分钟 27 小节左右。伦巴舞的特点
是：音乐缠绵，舞态柔美，舞步动作婀娜款摆。古巴人习惯头顶东西行走，以胯部向两侧
的扭动来调节步伐，保持身体平衡。伦巴的舞步秉承了这一特点。原始的舞蹈风格，融进
现代的情调。动作舒展，缠绵妩媚，舞姿抒情，浪漫优美。配上缠绵委婉的音乐，使舞蹈
充满浪漫情调。 恰恰(Chacha) 恰恰起源于墨西哥，音乐为 4/4 拍，速度每分钟 31 小节
左右。每个数字站一拍，其中恰恰各占半拍。恰恰恰，音乐有趣，节奏感强，舞态花俏，
舞步利落紧凑，跳起来活泼可爱，在全世界广泛流行。 牛仔(Jive) 牛仔舞是一种节奏快，
耗体力的舞。在比赛中牛仔舞之所以被安排在最后跳是因为选手们必须让观众觉得，在跳
了前四个舞之后他们仍不觉得累，还能很投入地迎接新的挑战。它流行于美国南部。牛仔
舞手脚的关节放松、自由地舞蹈，身体自然晃动，脚步轻松地踏着，且不断地与舞伴换

位，转圈旋转。其音乐节拍为 4/4 拍，速度每分钟 43 小节左右。也正是因为它的音乐欢
快、舞态风趣、步伐活泼轻盈的特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主讲老师: 刘子萌 Zimeng Liu，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国际标准舞学院, 英国国际舞
蹈教室协会院士, 中国国际标准舞协会职业教师, 连续四届东北三省锦标赛职业拉丁组冠
军, 泰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拉丁组季军, 清华大学特聘 Salsa 舞教师.

小学数学竞赛:
开设这个预备班的初衷是想与更多的家长和对数学有兴趣的小朋友分享这两年来。
由于大多数孩子从六年级开始便更多的把比赛重心转移到 AMC 以及 Math count, Math
Olympia 的准备中，因此，这门课程主要针对三，四，五年级对数学比赛感兴趣的同学。

教师简介：李宇丹，四川大学计算机 学士， 会计硕士。

代数 I/II 竞赛数学
MATH Competition (Class Size: 12; Period 5; Print/Online Access: $25; textbook extra)
Sunday
This is a talented MATH class for grades 9-10 students. We will use Math League
online system for practicing contests, and students could also participate six annual
Math League High School Contests and one Algebra I Contest. We will also practice
contests from AMC/10, and students could also participate AMC formal contests with
own expenses organized by parents. We will cover only selected solutions during the
class and focus on key concepts and tips.
Pre-req: Attended MC8 or higher class with good grade and class behavior, won any
math competition in the past, or pass a sample contest.
Textbook: Algebra II Through Competitions ISBN-13: 978-1489512628

Instructor Leo Liu has a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Penn State University, MBA,
and BS in EE. He was an IT Professional (Senior Manager, Lead Architect, and IT

Consultant) at IBM for over 20 years. He taught man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Chess classes at several US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He won a MATH Competition at 8th grade. Dr. Liu joined SLMCS in
Fall 2015 with Grade 8 Math and High School Math Competition classes. He added a
Middle School Math Competition class in Fall 2016. He also planned to add a more
advanced Math Competition class in Fall 2017.
His students dominated the 2017 Math League Missouri Mathematics League Grade 8
Contest for both individual and school competition

声乐及表演
音乐剧表演入门: 这门课包括视唱练耳, 和基本表演技巧和声乐技巧。加强学生的演唱基本

功，在训练学生的呼吸，咬字和教授基本的演唱技巧外，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课程会
根据学生的情况来具体安排曲目和课程进度。年龄要求 12 岁以上.
声乐入门: 这门课包括视唱练耳和声乐技巧。加强学生(AGE 5-12)的演唱基本功,训练学生

的呼吸, 咬字和教授基本的演唱技巧。课程根据学生的情况来具体安排曲目和课程进度。

教师简介: 张佳葆，来自湖北武汉。曾就读于法国佩皮尼昂音乐学院，毕业于威斯康辛大
学麦迪逊分校，并取得声乐表演硕士学位。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参加当地合唱团和麦迪
逊大学歌剧团，并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出演 Don Curzio，《法斯塔夫》中扮演
Bardolph。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他同时也在 UW-Madison, Community music lesson 担
任声乐指导教授学生并保持自己的声乐工作室。 Jiabao Zhang, a tenor who got his
Master of Music 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His major is vocal
performance. He moved to St. Louis this May after graduation. He is interested in
performing in both choir and operas as well as teaching vocal techniques. He had the
chance to perform in a few opera shows in UW-Madison, and he has been teaching
voice lessons 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community music lessons since
2016. He is the principle singer in Bach Society of St. Louis and American Chamber
Choral. Jiabao will join the upcoming operas in Winter Opera in St. Louis as chorus
member.

JAVA Programming and algorithm JAVA 网络编程入门
让孩子们学一点计算机编程和数据库的知识有许多好处： 一定程度上开发孩子的理性思
维，增加孩子对数学与其它自然科学学科的兴趣。 学习编程知识后，很容易写出一些小
程序，这能给孩子带来极大的成就感，甚至还能用于“耍酷”。 从小就接触编程，如果大学
选择了相关专业，学习起来会更有自信。

教师简介: 张瑞楠, 先生教授计算机类课程多年, 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他的课程深入浅
出，孩子们喜欢学习这方面的技能，对培养他们自然科学方面的兴趣有很大帮助。

太极
32 Yang Style Tai Chi Sword 32 式杨式太极剑: 三十二式杨氏太极剑是一种观赏性很强
的武术健身运动，剑术灵活多变，造型优美。适合各种年龄段的人学习。（学员需自备
剑） 32 Yang Style Tai Chi Sword 32 Yang Style Tai Chi Sword is a spectator martial
arts fitness exercise with a variety of fencing tactics and graceful gestures. This is fitted
for people from all ages (students need to bring their own swords).
42 Tai chi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tandard form 42 式太极拳（国际标准太极拳竞赛
套路): 42 式太极拳是国际标准太极拳竞赛套路。以杨式太极拳为主，吸取陈式、吴式、
孙式太极拳之长，动作严格规范、舒展大方。是大众强身健本、修身养性的热门套路。
42 Tai chi Form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tandard Form 42 Tai Chi form is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tandard form combines movements from Chen, Yang, Wu
and Sun styles of Tai Chi Quan. This is a very popular form for competition as well as
for personal health benefits.

教师简介: 杜新生, 自幼随父学习太极拳，师从多位名师，是杨氏太极拳的第六代传人，
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多次获得国际及国内太极拳比赛冠军。是原江苏省的太极拳教
练、江苏省抗衰老学会武术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助理、中医高级保健师、中式营养烹饪
国家高级技师。 他有着丰富、独特的教学太极拳的方法，根据太极阴阳五行和中医保健
的原理，在针对人体如何抗衰老、防病、帮助人们提供健康水平方面有着多年、丰富的经
验。 他来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市教太极拳四年，收到了当地师生们的一致高度好评！今

年他移居到圣路易斯，希望也能帮助到更多的太极拳爱好者！ 他的教学特点：使人真正
感受到太极拳不是简单的运动，而是一种动中求静的气功，移动的瑜伽，天人合一的冥
想!!!

少林武术班
成人少林健身防身班 Shaolin Gongfu (Adult): 少林功夫强体健身，防身班 - 虽然现在是
和平社会，但是不定什么时候会遇到特殊情况，你不去招惹别人，但别人不一定什么时候
会惹到你，或者遇到麻烦和对方有身体摩擦，这时候你所学到的功夫防身术，擒拿，就能
够马上用到了。平常可以以健身防身的目的来锻炼，它可以使你的身体强壮，抵抗能力增
加，身体灵活，反应敏捷，协调能力，都能够得到很大的提高，它比在健身房所学到好处
要多面话，包括广泛，它又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Shaolin Gongfu Basic 少年少林功夫基础班: 青少年儿童正处于身体和心理飞速发展的时
期，学习少林武术不但可以强身健体，帮助成长，还能锻炼培养优秀的武德精神，具体说
来，学习少林武术有以下五大好处： 1、健体： 现代社会压力大，青少年儿童学业负担
重，平时缺乏足够的锻炼。而少林功夫主要以套路为表现形式，武术动作的踢腿、马步、
弓步、手臂动作的冲拳、推掌等动作， 可使幼儿的肌肉和力量得到增强，肌健、柔韧、
肌肉的弹性得到提高，从而增强幼儿的体力和柔韧性。2、启智： 少林功夫以禅武双修为
宗旨，练习武术可给大脑许多良好的刺激，通过练习，不单是骨骼肌肉的发达，更是空间
感知，经验，类型、识别等右脑功能的综合发挥，因此非常有利发展幼儿的空间转换，形
体感知等右脑功能，提高了其形象思维和创造力。3、育心： 武术需要通过变换方向的动
作来明确方位，可发展幼儿的空间知觉。此外孩子们还要主动想办法克服练习过程中的各
种困难，这可锻炼意志、培养勇敢精神，让孩子们学着正确地看待人、事、物。 4、知
礼： 武术练习者把“礼”也作为训练内容，强调“礼始礼终”，这就要求武术练习者在练习技
术的同时，通过同长辈、教练、老师、队友，鞠躬施礼，使武术练习者成发自内心和行礼
习惯，养成恭敬、谦虚、友好、忍让的态度和互相学习的作风，并培养其坚忍不拔的意识
品质。 5、自信： 现代社会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一些儿童胆小，情绪消极、易哭。
甚至不会与同龄小朋友沟通，通过练习武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自信心明显增强了，性
格也变的活泼开朗许多，这对于一个儿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综上所述，孩子们通过练
习少林武术，可以充分锻炼身体，发展智商、情商，健全人格，促进身心全面成长。学武
术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大脑供氧量，刺激大脑皮层神经，有助于智力开发，可以增强体

质，培养良好的品德，学武术首先要懂得积累经验，虽知武术的每个姿势、动作，非是练
几遍就能学会的，必然经过不断调整中的重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是千锤百炼、易
熟难精，深究入髄、 铁杵成针，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要想达到预期目标，就必须一点
一滴地积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所谓“积跬步而至千里”是也。武术运动其动作包含着屈
伸、回环、平衡、跳跃、翻腾、 跌扑等，人体各部位几乎都要参与运动。系统的武术训
练，对人体速度、力量、灵巧，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要求较高，人体各部位“一动无有
不动”，使人的身心都得到全面锻炼。实践证明，对外能利关节，强筋骨，壮体魄；对内
能理脏腑，通经脉，调精神．武术运动讲究调息行气和意念活动，对调节内环境的平衡，
调养气血，改善人体机能，健体强身十分有益。习武不止可以有健身功能，还是一种极好
的休息方式，须知道劳动工作之余，周身疲乏，练习武术，不仅可以舒筋活络，通和血
脉，解乏去困，更可以从精神上降压解虑。

教师简介: 释行麒、嵩山少林寺第三十二代弟子，中国武术六段。自幼习武，至今已有近
三十年，擅长少林拳、少林大刀、九节鞭、月牙铲、硬气功等。多次参加国内外比赛均获
得冠亚军。 曾出访欧美、东南亚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武术演出和文化交流。多次
为国内和海外政要领导献艺演出。 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和各卫视电视台的晚会演出。是
世界演艺中心唯一大型中国风情秀（PAN DA）的功夫编导，是少林大型功夫剧（少林武
魂），（少林传奇）和（少林雄风）的编导，并带领该团出访欧美和东南亚。为让少林功
夫走向世界。Huayin Zhu, his Buddhist name is Shi, Xingqi. He belongs to the thirtysecond generation of disciples of Shaolin Temple in Songshan, band six of Chinese
Kung Fu. He practiced Kong Fu for over 20 years since he was a kid. He is very good at
Shaolin boxing, Shaolin broadsword, Nine-section whip, Crescent shovel and Hard
Qigong. He visited over 30 foreign countries or areas such as Europe,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for Kung Fu performan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Many times he
performed on stage for China's leaders and foreign dignitaries. He performed many
times in the gala performance on CCTV and a number of satellite programs. He is the
Kung Fu director of the world’s only large-scale Chinese customs show "Panda". He is
the Kong Fu director of Shaolin's large-scale show "Soul of Shaolin", "Legend of
Shaolin" and "Shaolin's glory" too. He led the team visit Europe,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