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guage Class Name
Preschool
K
1

2

3
4
5
6
7
8

CSL-Preschool
CSL-K (Youth)
CSL-1 (Youth)
CSL-2 (Youth)

To teach
《幼儿汉语》第一二册全部
《中文》第一册：1-12 课
《中国文化常识》：民俗（36-76 页）；《中国地理常识》：中国概览（1-24 页）
《中文》第二册：1-12 课；第三册：1-2 课
《中国地理常识》：锦绣山河（25-82 页），交通水利（83-96 页），资源与环境（97-106
页）
《中文》第三册：3-12 课；第四册：1-4 课；《汉语拼音》：1-12
《中国文化常识》：古代科技（103-125 页）；《中国地理常识》：历史名城和现代城市
（107-164 页）
《中文》第四册：5-12 课；《汉语拼音》：13-18；第五册：1-8 课
《中国文化常识》：语言文字（126-137 页）；《中国地理常识》：旅游胜地（165-232 页）
《中文》第五册：9-12 课；第六册：1-12 课
《中国文化常识》：民族（1-35 页），工艺美术（214-243 页），文物（244-260 页）
《中文》第七册：1-12 课；第八册：1-6 课
《中国文化常识》：文学（138-161 页），艺术体育（162-189 页），古建筑（190-213 页）
《中文》第八册：7-12 课；第九册：1-12 课
《中国历史常识》：中国古代史（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1-72 页）
《中文》第十册：1-12 课；第十一册：1-6 课
《中国历史常识》：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 73-146 页）
《中文》第十一册：7-12 课；第十二册：1-12 课
《中国历史常识》：中国近代史（147-196 页），现代中国（197-216 页）
《幼儿汉语》第一二册全部
《快乐汉语》第一册：1-12 课
《中国文化常识》：民俗（36-76 页）
《快乐汉语》第一册：13-24 课
《中国地理常识》：中国概览（1-24 页），交通水利（83-96 页），资源与环境（97-106 页）
《快乐汉语》第二册：1-12 课
《中国地理常识》：锦绣山河（25-82 页）

CSL-Beginner 1 (Adult)
CSL-Beginner 2 (Adult)

Advanced Chinese for HS
Beginner Chinese for HS

Elective Class Name
Math, Language & Culture
Math 1 (5-7 years old)
Math 2 (7-10 years old)
Math 3 (>9 years old)
(Fall semester )

English Speech & Writing
(middle school or above)
(Spring semester)
Art, Music & Dance
Art 1 (5-7 years old)
Art 2 (>6 years old )
Chinese Dance 1 (4-6Years
old)
Chinese Dance 2(7-9Years
old)

《中文听说读写》（Level 1 Part 1, 1st half）
《中国文化常识》：selected topics by teacher
《中文听说读写》（Level 1 Part 1, 2nd half and Level 1 Part 2, 1st half）
《中国文化常识》：selected topics by teacher
《中文听说读写》（Level 2 Part 1）
《中国文化常识》,《中国地理常识》,《中国历史常识》：selected topics by teacher
《中文听说读写》（Level 1 Part 1）
《中国文化常识》：selected topics by teacher

To teach
加减乘除，混合运算，速算等
数学四则混合运算和基本几何概念
(1) help students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and sharpen their problem solving skills; (2) provide
intensively practical training for students (with middle school level of math competence) to
get ready for math competitions (mathcounts,AMC8) and ahead of grade level.
(2) 中学数学基础理论，技巧，和数学竞赛。

Increase English vocabulary; improve writ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Assignments include
vocabulary and writing. In class each student has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presentations.
增加英文词汇量；提高写作水平；培养表达能力。作业包括词汇和一篇老师命
题的作文。上课时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到台上宣讲，来锻炼表达能力使学生在讲
台上收放自如。
学习用彩色铅笔，蜡笔和水彩创造性绘画，学习基本色彩理论
学习书法，白描，中国画，工笔重彩，定格动画
基本了解和掌握中国舞蹈技巧
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舞蹈技巧

Chinese Dance 3(>10Years
old)
Chinese Paper Art(>10Years
old)

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舞蹈技巧

Chinese flute (竹笛) (>6
Years old)
instrument – Zither (古筝)
(>6 Years old)
CSR Youth Choir (6-15 years
old)

结合喜闻乐见的动物、人物及卡通形象，传授剪纸 （papercutting）、纸刻（paper
sculpture）及折纸（origami）入门技巧。旨在学生动手能力开发的关键阶段，培养学生对艺术
的感知能力、欣赏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并在引导下设计与制作自己的作品。
了解二胡的乐器特点和基本方法，学习演奏简单的二胡演奏曲目。优秀学员将被选入罗城华
人民乐团。成人和儿童都可参加。
了解竹笛的乐器特点和基本方法，学习演奏简单的竹笛演奏曲目。优秀学员将被选入罗城华
人民乐团。成人和儿童都可参加。
了解古筝的乐器特点和基本方法，学习演奏简单的古筝演奏曲目。优秀学员将被选入罗城华
人民乐团。成人和儿童都可参加。
学习基本的乐理知识，学习联系合唱曲目。曲目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歌和其它优秀的儿童
曲目。

Other
Chess(>6 Years old)

了解和掌握国际象棋规则和下法

Chinese instrument – Erhu
(二胡) (>6 Years old)

Chinese aerobics(Adult, 成人
有氧健身操)
Spoken English/Chinese(free)

包含中国舞蹈元素的健身操
和 UR 或高中学生学习或练习讲英语或汉语 （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