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现代中文学校夏季学期新课程介绍 
 

好消息！现代中文学校将于即将到来的 2020 夏季学期隆重推出一系列崭新课程。中文部将为您

准备弟子规，古诗词和成语故事；才艺部将有书法入门，水墨画写意，公共演讲，魔术，少年击

剑入门，数学百题拉练等多个新课程。另外，还将分别与韦伯斯特孔子学院和全美中文学校协会

联合主办丰富多彩的线上夏令营。请在注册时关注课程介绍。夏季学期将于 5／31/2020 开始, 注

册窗口将于本周六（5/16）8：00PM开放。 

 

 少年及成人书法入门与进阶 
 ID 课程代码: DW12A_20U (少年书法入门-8 岁以上)，DW12B_20U(成人书法入门与进阶) 

 Date 日期 : Friday 

 Start Date: 6/5/2020 

 次数: 8 

 Session 时间: DW12A_20U (少年书法入门-8 岁以上) - Session 6,  2:25 pm – 3:15 pm 

                        DW12B_20U(成人书法入门与进阶) -  Session 11, 7:00  pm – 7:50 pm 

 Zoom 教室 : To be notified 

 教师 : 刘隼, 著名艺术教育家，画家。自幼学习书法、绘画，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曾任武汉

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课程简介：中国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一种文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 一种传统艺术. 中国书法的五种主

要书体是，篆书, 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中国书法以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为工具。中国书法艺术

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和无声的乐。 学员将学到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

（分布、行次、章法, 字法， 笔法， 墨法等内容,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字体开练。同学们还有机会

学习怎样欣赏书法作品。例如，点画线条(力量感, 节奏感, 立体感). 空间结构 (单字的结体, 整行的行气, 

整体的布局). 神采意味 (书法中的神采是指点画线条及其结构组合中透出的精神, 格调, 气质、情趣和意

味)。 

 

 弟子规 Di Zi Gui  

 课程代码 ID：CHCDZG_20U 

 日期 Date：5/31-8/9 

 次数 Times：10 次 

 时间 Session：Session 1，10:00 am - 10:50 am 

 教师：孙进 

 课程简介：人类为什么可以脱颖而出?我们从小学到，因为使用了工具🪓，借助外力人类更方便地获

取能量。然后，火的使用，即可驱赶野兽，烧烤又提供了人类更多营养，滋养壮大人类大脑。但是现代

智人是如何战胜其他人种的？答案是更加强大的合作能力。为了更好地合作，一代代先人们积累起来点

点滴滴的行为规范，它们穿过岁月，沉淀在血液里。于是，人类在漫⻓的进化过程中，进化出来了道

德!如何找到我们这个阶段的人类文明的道德编码，有没有能够传承给下一代的武林秘籍? 让我们还是

从传统文化着手，得到新的启发，培养、强化孩子心中的道德要素，孩子们未来就能在社会中与人和谐

相处，甚至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少年若天成，习惯成自然。” 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学习

《弟子规》，探索经文背后隐含的深刻道理，在我们掌握数理化术的体系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化道的智

慧!道用一体，为娃扬帆，保驾护航! 

 



 水墨画写意 (10 岁以上及成人） 
 ID 课程代码: DW12C_20U 水墨画写意-花鸟山水初阶(10 岁以上及成人)， 

 Date 日期 : Friday 

 Start Date: 6/5/2020 

 次数: 8 

 Session 时间:  Session 12, 8:00 pm – 8:50 pm 

 Zoom 教室: To be notified 

 教师 : 刘隼, 著名艺术教育家，画家。自幼学习书法、绘画，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曾任武汉

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课程简介：中国水墨画，是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独特的传承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中国的水墨画具有东方特有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角度，包含的中华文化深厚的内涵与情感寄托。水墨画，

包含人物，山水和花鸟三大种类。此次开设水墨画，是圣路易斯地区首次开设相关课程，大家有系统完

整的学习中国画的山水和花鸟画。 

 

 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夏令营 Chinese Storytelling Summer 

Camp  (5/30-8/27) 
 课程代码 ID，日期及任课教师 

课程代码 日期 任课教师 

CST01A_20U 05/30-06/13 方育红 

CST01B_20U 06/14-06/28 孙进 

CST01C_20U 06/29-07/13 刘晓燕 

CST01D_20U 07/14-07/28 孙葆青 

CST01E_20U 07/29-08/12 车济凤 

CST01F_20F 08/13-08/27 李赛男 
 

 课程简介: 由中国侨联主办，地方侨联承办，全美中文学校学会组团，举办”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

夏令营。从 5030 日到 8/27 日一共六期，每期二周。根据报名情况分为少儿组（6-13 岁）和少年组

（14-18 岁）。每期营员微信组班，由一位班主任老师负责指导。每天在班群里推送 2-4 个中文故事

（视频或者音频故事 10-15 分钟）。每个故事配有相应活动，如录制视频，打卡写字，改编续编，语音

展示，营员互动等。此外，地区风景名胜，人文历史等资料也会包括。由班主任老师与营员商量的课程

时间 zoom 连线完成活动和互动。 

 

 

 成语故事 Chinese Idioms  

 课程代码 ID：CHCCH_U20 

 日期 Date：5/31-8/9 

 次数 Times：10 次 

 时间 Session：星期日 Session 2，10:55 am - 11:45 am 

 教师：车济凤 

 课程简介：通过经典的故事学习成语，让学生认识历史，了解中华民族传统。以此丰富学生的词汇，培

养学生对语言的感受、领悟能力和想象能力，从而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和鉴赏审美能力。适合四年级到

八/九年级的学生学习。 

 

 

 

 



 古诗词 Chinese Ancient Poetry  
 课程代码 ID：CHCSHCH_U20 

 日期 Date：5/31-8/9 

 次数 Times：10 次 

 时间 Session：星期日 Session 1，10:00 am - 10:50 am 

 教师：车济凤 

 课程简介：通过读、吟、歌、舞、画等方式学习古诗，让学生认识历史，了解中华民族传统。以此丰富

学生的词汇，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感受、领悟能力和想象能力，从而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和鉴赏审美能

力。适合四年级到八/九年级的学生学习。 

 

 

 公共演讲 （Public Speaking） 
 ID 课程代码: PS01A_20U 

 Date 日期 : Saturday 

 Start Date: 6/6/2020 

 次数: 8 

 Session 时间:  Session 11, 7:00 pm – 7:50 pm 

 Zoom 教室 : To be notified 

 教师 : 刘敏，SIUE 传播学教授，从 02 年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开始参与公共演讲教学.现负责 SIUE 研究生

助教工作。 

 课程简介：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我们，在公共演讲时应该怎样才能做到更加自如得体？怎样使用幽默或

者时事文化话题缩短我们与同事客户或其他听众之间的距离？八个星期的课程内，除完成几个提纲式演

讲作业以外，课堂上还将请同学们参与各种“即兴演讲”的练习，目的是为大家提供练习提升演讲口才

与信心的机会。英文授课。每周六（7 点到 8 点）。6/6 至 7/25 共八周课程. 课上将练习 informative, 

persuasive, celebratory/special occasions, and entertaining 等不同类型的演讲。每周一次课前需做三十分钟

左右的课前准备。 

 

 

 暑期数学百题拉练（A Hundred Math Problems） 

 ID 课程代码: MA99A_20U 

 Date 日期 : Friday 

 Start Date: 6/5/2020 

 次数: 8 

 Session 时间:  Session 10, 6:00 pm – 6:50 pm 

 Zoom 教室 : To be notified 

 教师 : 郭振华 

 课程简介： 暑期数学百题拉练， 面向五年级以上偏爱数学的同学。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 不间断对知

识的追求。 方式: 每周发给 10 道题， 题目因人而异，力求难度适宜， 不超出已学到的内容。学生按要

求做题， 随时通过网络提问， 每周上一节网课，交作业， 教师批改后返还给学生。 

Middle and high schoolers gifted in math are usually too busy to tackle difficult math problems during the 

whole school year.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work 100 math problems using their leisure time. You 

are to be given 10 problems each week. You will find that many math problems involving only simple algebra 

are quite challenging. Web meeting once per week. You can ask questions any time using modern 

communication tools. Submit your homework on a weekly basis. 

 

 



 魔术入门（Make Your Own Magic） 
 ID 课程代码: MG01A_20U 

 Date 日期 : Sunday 

 Start Date: 5/31/2020 

 次数: 4 

 Session 时间:  Session 6, 2:25 pm – 3:15 pm 

 Zoom 教室 : To be notified 

 教师 : Robert Linnenbom 

 课程简介：This class will meet once a week for four weeks. In each class you will learn how to make and 

perform your own magic tricks. The supplies you will need are common household objects including things like 

playing cards, heavyweight paper, glue, envelopes, paperclips, a ruler, coins, a handkerchief, and a cup with a 

handle. You’ll also need a helper for your performance. 

 

 

 Fencing for beginners 击剑入门 
 ID 课程代码: FE01B_20U and FE01A_20SU 

 Date 日期 : Wed and Sun 

 Start Date: 5/31/2020 

 次数: 16 

 Session 时间: FE01A_20U (age 6-9) - Session 3, 11:50 am – 12:35 pm 

                        FE01B_20U (age 10 and up) - Session 4, 12:40 pm – 1:25 pm 

 Zoom 教室: To be notified 

 教师（ The head coach）：Hossam Hassan, is a talented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oach with 30+ years 

of experience. He holds nine certifications and degrees from the French Fencing Feder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e was the National Coach for Egypt from 2002-2004, and during his time 

with the team, his Women’s Foil team swept the Arab Nations Championship competition. Later that year, his 

Men’s Foil Team qualified for the 2004 Olympics Games in Athens. He has been coaching in the St. Louis 

region in the past 15 years and produced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ranked fencers throughout the years. A 

number of his fencers got in the Ivy league colleges and continue to compete in all levels of fencing 

competitions. 

 课程简介：Are you looking for an exciting new physical activity for your child? Fencing is a great mind and 

body workout and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physical chess." It i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martial art of fighting 

with blades”. It develops athleticism,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sportsmanship,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is 

beginner class,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basic footwork,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with sword in every class. All 

equipment is provided. No prior experience required. If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pursuing this sport further, 

they have a chance to include fencing as a uniqu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for their college ap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