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17日 7 - 8:30pm Zoom Meeting

ID：7994612411

实际参加会议的会员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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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候选人介绍 (Board Member 
Candidates)

2. 董事会工作总结 (Board Report)

3. 校务工作报告 (School Report)

4. 家长问题解答和交流 (Q & A)

5. 新当选董事公布 (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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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颖 (Ying Ding)

彭晔 (Ye Peng)

汪海霞 (Haixia Wang)

曹颖 (Ying Cao)

高伟 (Wei Gao)

王海滨 (Haibin Wang)

陶君彦 (Junyan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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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董事 (张嘉辉校长、史慧芳副校长、

莫小平财务长、唐澎会计)

活动组 (王海滨、唐文亮)

家长教师组 (陶君彦、纪华)

通讯宣传组 (汪海霞、钱俊)

董事长 (李孝亭)

副董事长 (丁颖)

秘书长 (彭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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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月一次董事会，讨论和解决学校的问题

2. 重视家长的任何问题和意见，让家长满意

3. 中秋节和教师节给老师和义工发慰问礼卡

4. 春节给老师和义工发慰问礼卡

5.    支持校方组织各项学生作文、朗读、演讲比赛等，提高了

学生奖金发放标准

6.    疫情下使用学校的部分存款支持各项活动和补助教师

7.    组织捐款活动，订购了学校衬衫，发展学校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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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捐款过程由董事会的13名董事实时监督

2. 捐款总额和捐助人的名单会及时公布

3. 捐款免税信由财务长开出，没有收到的话请

及时询问任何董事

4. 计划每年组织捐款献爱心活动，支持中文学校

发展，开发衬衫、挂历、水杯等学校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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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局通知秋季恢复实体课，鼓励打疫苗，采取

积极的防疫措施

2. 更多的学生返校上实体课

3. 更多的家长和志愿者到中文学校教课或做义工

4.   校庆45周年

5.   新一届董事会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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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务报告

 本学年概况（张嘉辉，校长）
2020～21 School Year General (Jiahui Zhang, Principal)

 校内外比赛（史慧芳，副校长）
School Contest (Megan Huifang Shi, Vice Principal)

 毕业生及HSK考试（季新磊，教务长）
Graduation and HSK Test (Xinlei Ji, Director of Studies)

 学生情况（廖小红，注册主任）
Students and Classes (Xiaohong Liao, Registrar)

 教职员工（赵海宁，人事主任）
Teachers (Haining Zhao, HR)

 新网站注册（张汉舟，网络管理）
New Online Registration (Hanzhou Zha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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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务管理

 校长--------------张嘉辉

 副校长-----------史慧芳

 教务长-----------季新磊

 注册主任--------廖小红

 人事主任--------赵海宁

 网站主管--------张汉舟

 训导主任--------张汉舟（兼）

 总务长-----------暂缺

 宗旨：服务于家长，服务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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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学年概述

 网络教学

 班级设置
o EC班（阳阳中文）
o 中文班

 A系列（暨南中文普通班，1册/学年）
 C系列（马立平中文）
 D系列（暨南中文标准班，2册/学年）

 毕业班
o 更新《匹兹堡中文学校学籍管理制度》（2020）

 信息交流
o 家长微信群

 董事会的支持与监督

 新学年展望
o 准备恢复实体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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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外比赛

School Contest

史慧芳（副校长）

Megan Huifang Shi (Vice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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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学年校内和校外比赛活动

I. 秋季学期的比赛活动
1）语言课方面：

---校内朗读比赛
低年级组 ( 从K1到五年级，包括 EC 系列）
先班级内部预选赛，然后校级决赛。
共46名学生获奖。PCS颁发奖状和奖金。

---校内现场作文比赛
中/高年级（六年级和以上）
无预选赛，直接进入决赛
共59名参赛选手，34名学生获奖。PCS 颁发奖状和奖金。

2）文体课方面：
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无比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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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学年校内和校外比赛活动

II. 春季学期：
1）语言课方面 ---校外比赛活动：

• 2021全球华裔青少年作文大赛：
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
共收到 33 个国家 296 所海外华校和华教组织的参赛作品 1600 余篇。
PCS从五年级开始，以班级为单位，11位老师历时2个月，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写作能力。
最后按规定选送11篇文章，获得优异的成绩。
包括4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1个优秀奖，2个参赛奖。

• 2021 全球朗读比赛：个人报名参赛，PCS 提供协助

• 2021 主持人大赛：个人报名参赛，PCS 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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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学年校内和校外比赛活动

II. 春季学期：
2）语言课方面---校内比赛

---校内看图讲故事比赛
低年级组 ( 从K1到五年级，包括 EC 系列）
先班内部预选赛，然后校级决赛。

---校内演讲比赛：
中/高年级（六年级和以上）
按国际规则和标准。先班级内部预选赛，然后校级决赛。

3）文体课方面：
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无比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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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学年其它活动

• 2020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

四位学生参赛

• 第三届全球华文学校网络春晚

国乐演奏“Always With Me”，指导老师：杨瑾

• 大匹兹堡地区华人春节联欢晚会

PCS 送出2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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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及HSK考试

Graduation and HSK Test

季新磊（教务长）

Xinlei Ji (Director of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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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学年中文学校毕业生

o 历年来最多的一次，13位毕业生申请。

o 由于疫情影响，今年的毕业答辩定在5月15日或16日，用ZOOM
远程进行。

o 每位学生有15分钟进行答辩（包括5分钟回答问题）。

o 鼓励毕业生申请中文学校的中华文化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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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HSK居家网络考试

o 由于疫情影响，今年汉考国际第一次举办HSK居家网络考试。

o 学校经过申请，将在4/24举办HSK居家网络考试。

o 报名踊跃，HSK4、5、6级共33位考生。

o 今年又有5位老师通过了汉办组织的汉语考试主监考认证，其中新增A

级总监考资格老师2人，B级监考资格老师3人。目前在职老师中有9人

具有汉语考试监考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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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情况

Students and Classes

廖小红（注册主任）

Xiaohong Liao (Regist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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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班级数: 44

语言课班级：29 （暨南A 11，马立平 8，暨南D 7，中文非母语 3）
文体课班级：15 （孩子班 11，成人班 2，亲子班 2）

注册学生总人数: 247

语言课人数：230 人
文体课人数：179 人

学生入学最小年龄：4岁

学校开放日:

05/02/2021，需提前注册。

2021 春季班级开设和学生注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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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课学生课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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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课学生年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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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课学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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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员工

Teachers

赵海宁（人事主任）

Haining Zhao (Human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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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老师及班级情况

语言课班级及老师：29个班级（27位老师）

文体课班级及老师：15个班级（4位专职老师，9位兼职）

助教：10位（包括7位毕业生义工）

新学期招聘计划：5～6位语言课老师

近期面试老师：语言课老师 3 位

文体课老师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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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教师

2021 三年 五年 八年 十年

姜宁 陈雪松 陶琤 郭群晖

王颖如 卢晓睿

赵虹 武彩霞

杨芮

张汉舟

张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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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注册

PCS Online Registration

张汉舟（网络管理）

Hanzhou Zha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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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Registration

● Rewrote PCS website to support online registration and more
○ Moved to new webhost (fastdomain -> interserver, lower cost, higher 

configuration: shared host -> VPS)

○ Django web framework, Postgresql database

● Online registration system 
○ Parents can add register classes for students

○ Teachers can edit syllabus online, and view students registered for own 
class

○ Board members with permission can publish news/reports online 

○ School staff can setup semesters, classes etc, also get various reports about 
registrations etc. 

○ Open for testing. Please help to test.

○ Plan to use starting 2021 fall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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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1)

https://pittsburgh-chinese-school.org/registration_docs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yW168cWCLCNbLFB
aeSP2DHQ1g9hqWkudtC-TejSvyI/edit?rm=mi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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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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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报名和付费

2. 高年级学生选班和教学

3. HSK考试注意事项

4. 财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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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新当选董事 (6人)：

丁颖、曹颖、彭晔、王海滨、汪海霞、高伟

候补董事：陶君彦 (1人)

监票人：李孝亭、唐澎、纪华、唐文亮

投票会员人数31人，符合《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选举结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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