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路易现代中文学校（SLMCS）

SLMCS 秋季课程推介之三 （8 月 19 日）
叶丽 (Li Ye)
国风民乐
KB11D_21F 成人电子琴课（高级） Keyboard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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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11C_21F 民族乐器琵琶(中级) Pipa – intermediate
BP11B_21F 民族乐器琵琶(高级) Pipa –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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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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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链接：
https://youtu.be/8Sn9TGh1wFQ
https://youtu.be/lTj-ndEx-jM

圣路易现代中文学校（SLMCS）
刘敏 (Min Liu)
PS02A_21F 政府职能及公共演讲 （高中） New Hybrid Government, civics, and public
speaking

This is a course designed for Asian 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local government and
practice presentational skills tied to specific topics of
civic/public life. The course requires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ite visits (4 to 6pm) on 09/16, 09/30,
10/21, 11/11, and 12/09. During these site visits,
students will meet with leaders of St. Louis
governmental agencies, and engage in direct
dialogue with local leaders such as St. Louis County
Executive Dr. Sam Page, and St. Louis Mayor
Tishaura Jones. Participation in all 5 site visits is
required for all students. In weeks without site visits,
the class will meet via zoom on Thursdays at 7pm.
Other requirements include: research about issues
of public life (policing, public health, public safety,
social justice, public education, economic policy, etc)
in St. Louis, and presentations based on personal
research.
Prof. Min Liu,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圣路易现代中文学校（SLMCS）
容卓奇 (Zhuoqi Rong)
弘扬国技，永葆活力
-容卓奇老师 2021 秋季特别开设成人乒乓球课及青少年乒乓球课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对于华人来说，男女老少都可以挥上几拍子。许多海外的华人在居家的地
下室摆放一张乒乓球桌作为平时锻炼身体的器材也算是一景。在这里的乒乓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
动，而且成为社交，沟通的一个桥梁。乒乓球也是一项老少咸宜的运动。
除了能锻炼全身的肌肉，改善体型，同时也帮助增强心肺耐力及身体的敏
捷度。对久坐及一直盯着电脑荧幕的上班族跟学生，可以有效的舒缓眼睛
的疲劳及压力。
圣路易现代中文学校拥有巨大的教师，场地和设施优势，过往的乒乓球课
程总是吸引了大批的乒乓球爱好者。乒乓球课程不仅帮助学员们提高了技
术水平，又通过小球以球会友，结识了众多新朋友。
圣路易现代中文学校的容卓奇老师是专业教练，在乒乓球教学圈已经是家
喻户晓。当你见到容老师的时候，你无法想象他已经是位七十多岁的老
人，他的灵活性和精力可以和许多的年轻人一拼。容老师在现代中文学校
从事乒乓球教育已经快有十年了。他曾经是前乒乓球国手、世界冠军江嘉
良的启蒙教练。不论您是初学者还是已经有多年的经验，容老师都会根据
学生的程度个别指导。课程内容包括基础技术指导(近距离及中远台的正反
手搓球，攻球，拉球; 发球及接发球)，一对一定点及多点的多球训练，以
及比赛策略及实战经验。他教学认真，因材施教，言传身教。无论你是乒乓球的新手还是征战无
数的老将，你都会从他的教学中获益。
希望我们在中文学校的乒乓球教室再次见到新老面孔。
PP01A_21F 成人乒乓球 I PingPong(Adult) I
PP01B_21F 青少年乒乓球（I） Pingpong(Youth I)
PP01C_21F 成人乒乓球 II PingPong(Adult) II
PP01D_21F 青少年乒乓球 (II) Pingpong(Youth II)
PP01E_21F 青少年乒乓球 (III) Pingpong(Youth III)

圣路易现代中文学校（SLMCS）
朱明辉 (Minghui Zhu)
太极乾坤 万物皆道
TJ01A_21F 陈氏太极（初级) Tai Chi Chen Style Beginning
TJ11C_21F 陈氏太极（高级）Tai Chi Chen Style（Advanced)

太极拳是一种心身俱练、神形双修的保健运动。它通过调心、调气、调身等一系列调整人体阴阳
的对立统一的运动，以内固精神、运行气血、畅通经络、协调脏腑、活动肌肉筋骨，使人正气旺
盛，阴平阳秘，内外调和，达到保健祛病、益寿延年、自强不息之目的。此课教授和练习基本陈
氏老架太极拳，分别招收零基础学员和进阶学员。

朱明辉 - 六岁开始学习功夫， 十年后开始学习太极。在圣市教授陈式太极 10 余年， 最近作为社区的形象，
Channel 5’s Show Me St. Louis 专门采访了她。 她的学生获奖的有 Traditional Wushu Tournament 2007’
并获得两枚金牌。
MingHui Zhu was only six years old when she started learning GongFu. Ten years later, she started
learning Taichi.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she has taught Chen-Shi style Taichi in St.Louis. Recently she
has become the community’s model citizen. Channel 5’s Show Me St.Louis has interviewed her. Some of
her students have achieved high ranking awards such as two gold medals in the 2007 Traditional Wushu
Tournament. During Sunday, she will be instructing the Adult Chen Style Taichi classes.

相关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a-gtqs4_Y

圣路易现代中文学校（SLMCS）
胡彤 (Tong Hu)
音乐之生 桃李天下、
VO11B_21F
VO11C_21F
VO11D_21F
YS01A_21F

成人声乐中级班 Vocal Music I (Adult)
成人声乐高级班 Vocal Music II (Adult)
成人声乐初级班 Vocal Music III (Adult)
长江艺术团合唱团 Chorus

胡彤，女高音歌唱家；来自于风光秀美，景色旖旎的浙江杭州。胡彤女士毕业于杭
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修声乐，师从著名的声乐教授曾宪恩先生。毕业后从事音乐及声乐教学工作，曾获浙江
省教师声乐大赛第三名。来美后，多次在各地举办的华人声乐比赛中技压群芳，获得第一名。1999 年曾获美中
区华人歌唱大赛第一名，同年获全美华人歌唱大赛优秀奖。胡彤女士的歌声甜美而大气，音质清亮而婉转，她的
高音部轻松而嘹亮，常常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这位看似婉约柔弱的江南女子，竟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音乐能
量。她在乐句处理上的流畅，换声点的转换自如，连同歌唱线条的完整，使得一首歌唱罢，常让人回味无穷。她
的演唱一直为当地华人晚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胡彤女士自 2005 年开始在圣路易现代中文学校教授声乐。她的学生中有儿童，也有成人。通过胡彤老师的指
导，学生们在演唱技巧和表演能力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深受学生们的喜爱。经过多年的教学积累，胡彤老师
已是桃李满天下。除教授声乐以外，胡彤老师还担任圣路易长江艺术团合唱团团长及声乐指导，并兼任圣路易中
国人协会理事，组织并参与了当地的各种大型华人活动，及晚会。并多次举办音乐讲座和各种类型的音乐会，为
繁荣和促进社区中华民族音乐的普及和发展，默默地贡献微薄之力。

（圣路易现代中文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