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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城中文学校（DCS） 

Highlands Ranch 校区 

课程介绍 

 

地址：Rock Canyon High School， 5810 McArthur Ranch Rd, Highlands 

Ranch, CO 80124 

校长：马健；  助理校长：董睿睿 

电话：( 650 ) 898 - 7818 

ma.jian@denverchineseschool.org 

Highlands Ranch 校区师资力量强大， 无论是中文， 还是才艺课的老

师， 都经验丰富， 才华横溢， 勇于付出。 我们的宗旨是， 一定对得起

孩子们的时间和家长的信任。 

 

注册及优惠政策： 

1、 本校区将于 5/12 和 5/19 下午 2点和 3点，一共进行四场 Open House

活动。活动中注册交费可立即享受“早鸟”优惠！ 

2、 早鸟：5/19 之前注册交费，每个学生可获$25 减免。 

3、 同胞：$10 减免。如果一个家庭有多个学生同时在本校区上课，从第二

个学生开始每个学生可享受$10 Sibling Discount (家庭成员优惠)。

例如：两个学生的家庭可享受$10 减免，三个学生的家庭可享受$20 减

免。 

4、 网上注册选课请点击：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HSZYAjrojX3TLqcqLbVv05boJlZa

AKnujSCjBA4MS1k/   

 

开课及退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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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课，成人舞蹈课，儿童舞蹈课开课时间：2019 年 8 月 18 日。 

8/25 前退学, 退款 100% 

9/8 前退学, 退款 90% 

9/15 前退学, 退款 80% 

9/15 及以后退学, 无退款 

2、 其他课的开课时间为：2019 年 8 月 25 日。 

9/8 前退学, 退款 100% 

9/15 前退学, 退款 90% 

9/22 前退学, 退款 80% 

9/22 及以后退学, 无退款 

 

===================================== 

马立平中文课程介绍 
===================================== 

 

马立平中文教材学前班至十年级 

联系人： 董睿睿 电话：(720）377-5726 

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3:00pm - 5:00pm 

学费：$300/学年 

马立平中文教材是一套为第一代海外华裔青少年量身打造，深受学生

们喜爱的中文教材。这套教材及教学法是由毕业于斯坦福教育学院的马立平

博士在海外十几年的教学实验中经过无数次修改而研发出来的成果。优点是

教学思路多元化，课文符合学生年龄，内容生动有趣，可读性强，对学生具

有强烈的吸引力。详尽的网上课程指导和趣味作业练习更是赢得了学生们的

喜爱。丹城中文学校采用马立平中文教学法以来，在教师，学生和家长们的

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教学效果，家长满意度，学生人数等方面，都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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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班级 老师 教室 

学前班 李晓燕 3450 

一年级 王丹璐 3500 

二年级 高坚 3550 

三年级 杨慧 3700 

拼音班 张常青 5600 

四年级 吴冰冰 3800 

四年级增强班 芮美勤 3900 

五年级 宋辉 5450 

六年级 王辉 5500 

七年级 朱晓洋 5550 

八年级 张常青 5600 

九十年级 程英茹 5700 

 

AP 中文, SAT-II 中文 

指导老师：武翠荣 

联系人： 董睿睿 电话：(720）377-5726 

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3:00pm - 5:00pm 

学费：$300/学年 

自 2006 年开班以来， 很多同学取得了 SAT-II 中文 800 分及 AP 中文

5 分满分的满意成绩。本课程由经济管理学讲师，现丹佛大学教育统计博

士，具有八年教学经验的武翠荣老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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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班 

指导老师：石宪宗 CiCi 

联系人： 董睿睿 电话：( 720 ）377-5726 

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3:00 PM - 5:00 PM 

学费：$300/学年 

幼儿班年龄 2-4 岁，没有完成 Potty Training 的幼儿要求家长全课时

陪伴。本班由有香港蒙台梭利幼儿园中文教学经验的 CiCi 老师执教，集儿

歌、说唱、故事、画画、口语表达、音乐、跳操、动画、视频、游戏、交

流、手工、字卡、描红等活动，让孩子们爱上这两个小时的集体活动，培养

同学和朋友之间的感情，打好敢说、愿说、会说的学前基础，为将来入学做

准备。做好学前教育，垒好人生的第一块砖。 

 

拼音速成班 

指导老师： 张常青 

联系人： 张常青 电话：（303） 960 - 1656 

hr.mlp.8th@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2:00PM - 2:50 PM 

学费：$125/学年 

拼音班虽然不同于传统的中文班，但在孩子学中文的道路上它的价值

一点也不逊于真正的中文班。身为 ABC 的家长，我们都听说过在海外出生长

大的孩子学习中文的种种困难。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最难的莫过于写

了。但是，在如今只要您的孩子学会了拼音和中文阅读，那么写的困难就会

迎刃而解，写会变得和读一样轻松。现在电脑、手机及其它各种电子设备的

普及，使孩子们实现了用拼音输入的方式写中文。一般的孩子如果会汉语拼

音，那么马立平中文学到六、七年级，就能够比较自然地通过拼音输入的方

式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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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三十个课时就能掌握一样令孩子终生受益的中文工具——汉语拼

音，多划算！还没学的孩子快来中文学校报名吧！ 

 

成人中文班 

指导老师：孔恩 

联系人： 董睿睿 电话：( 720 ）377-5726 

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3:00 PM - 5:00 PM 

学费：$300/学期 

成人中文班以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有意了解生活文化，日常生活用

语，实用口语等为目的的学生们为对象开放，由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孔恩老

师带领，亲临体会汉语的趣味特色，领略中华语言汉字之美。孔恩老师学习

中文七年之久，期间在中国旅居一年。他对于成人中文的学习和中国民俗文

化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经验。孔老师带领的初级趣味双语课程以趣味生动活

泼的教学方式，带领学生们畅游中国美景，美食，趣闻，趣事为教学目的，

以学习汉语语音、口语和会话为主，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运用一些身势

语言，加上丰富的面部表情，让学生们感觉亲切快乐，并无师生间的距离

感。 

在过去一年里，同学们在体验汉语的同时，能做到运用符合中国文化

的方式进行生活交流。课堂教学以中英双语进行，课堂教学以练习会话为

主。老师和助教以标准的发音给学生提供充分的练习口语的机会。为了帮助

学生更好地掌握中文词汇，老师在 Quizlet 上创建了和教材同步的字卡。受

到学生们的喜爱。为了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老师结合每节课的内容，找

出相应的视频以丰富学生的中国背景知识，并向学生介绍中国的美景，美

食，传统习俗，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寓教于乐是本课程的教学宗旨。

除了正常的课堂教学，老师们还结合传统节日，让学生品尝月饼，粽子，汤

圆。教学生包饺子，向学生展示精美的剪纸和中国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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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平四年级增强班 

指导老师：芮美芹 

联系人： 董睿睿 电话：( 720 ）377-5726 

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3:00pm - 5:00pm 

学费：$300/学年 

新增“加强班”是为四年级至初中年龄段的孩子开设的特殊班。目的

是为了让这批因为各种原因在四年级之后没有坚持读下来的孩子有个地方可

以继续学习中文，不至于让中文断得太久，长此以往就更加找不到合适他们

的位置了。我们希望给这些孩子几年的缓冲期，经过美芹老师特殊方法的训

练，让孩子们不但能在下一年跟上年五级普通班进度，而且还可以成为班上

拔尖或直接跳级的学生。这是我们对“四年级加强班”学生们的期待。美芹

老师会根据学生个体的实际情况个别教导、批改作业。美勤老师说：“我对

这个班的学生们有信心重新拾起对汉语的热情。经过去年一年的训练，同学

们一起交流，共同思考，共同完成了不少 projects。他们现在情同手足，互

相帮助，互相关心，一起表演，一起分享心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美芹

老师想法新颖，以原课本内容、功课及考试为主，视听影评写作为辅，顺势

激发孩子们自我表达的意愿和兴趣，描述自我心理活动，增强自我表现和自

我提高的欲望，学起来会很有意思的。美勤老师的课集美术、动画、音乐故

事于一体，学生们要求对视听影评做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感悟，为将来写作

打好基础。对于年龄较长的孩子报名加强班是个优势。这门课针对 9到 14

岁的有一定中文听说读写功底的孩子开放，遵循马立平的教材，减慢马立平

教学速度，同时引进其他生动有趣的教学内容，给孩子们提供轻松快乐有效

的学习平台。 

 

 

=========================================== 

文化、才艺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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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阅读写作强化班 

指导老师： Sue Ann Burger 

联系人： 董睿睿 电话：( 720 ）377-5726 

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A 班：1:00pm - 1:50pm，4/5 年级学生 

B 班：2:00pm - 2:50pm，初中学生 

学费：每班$200/学期 

英文写作是学生们必须掌握的重要技能。指导老师将对学生精心指

导，提高学生对写作的技巧，和表达思想的兴趣。孰能掌握阅读写作要领，

报课才知晓！ 

 

踏歌儿童舞蹈 

指导教师: 张梦雪 

联系人：孙翔   电话：(303) 408-1460 

sun.xiang@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A 班：1:00pm - 1:50pm，针对有一定基础的学生 

B 班：2:00pm - 2:50pm，针对初学学生 

学费：每班$125/学期 

由专业舞蹈老师教授基础形体训练和中国古典舞和民族舞。小雪老师

具备丰富的儿童舞蹈教学经验，深谙孩子们的心理和身体特点，擅长用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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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的语言向孩子们解释动作要领。通过小朋友们基础形体训练和规范的舞

蹈动作训练，提升儿童整体对音乐和动作的感知，从而体验艺术的魅力。 

 

儿童中国画 

指导教师: 庄重 

联系人：董睿睿 电话：(720）377-5726 

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1:00 - 2:50pm （仅秋季学期开班） 

学费：每班$250/学期   

庄重老师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一直对国粹国画有着浓厚的兴

趣和自然感知。她在上海学了八年的国画技巧与创作，师从岭南派画家学习

中国传统的写意山水，花鸟虫鱼等基本画法。她通过多年的绘画和练习，感

悟与习得，边学边创作，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笔墨风格，绘画技巧和心

得。 

少儿绘画班，庄老师将带领小朋友学习基础的配墨调色，教小朋友如

何用笔，如何下笔，如何染色，如何掌握力度轻重和墨汁的浓淡。初级国

画，易学易懂，上手快，循序渐进，寥寥几笔就能勾画出多姿态的动物静

物，梅兰竹菊。在提高绘画兴趣的基础上，使孩子了解笔墨运用与造型的常

识,逐渐地掌握国画的基本画法，为学好国画打好基础。 

 

青少年演讲班 

指导老师： Kyle Burger, Michael Huggins 

联系人： 董睿睿 电话：(720）377-5726 

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1:00 - 1:50pm 

学费：$12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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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交流和演讲能力对生活和工作都至关重要。本课旨在给青少年

提供一个可以安全演讲，向老师和同学学习，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的平台。该

课程邀请丹佛有经验的演讲家来点评和辅导，并由高年级学生对新成员提供

支持和帮助。演讲形式包括有准备的演讲、即兴演讲、演讲点评，等等。 

 

葫芦丝俱乐部 

指导老师： 李君琪, 李真琪 

联系人： 李发明 电话：( 720 ) 257 - 4103 

famingli@yahoo.com 

时间：周日 1:00pm - 1:50pm 

学费： $80/学期 

葫芦丝是来自云南的一种中国传统乐器。本科从零基础开始，这是一

个学一门乐器的好机会。如果你是基本水平，李君琪和李真琪会在这一年中

教给你一些基础和几首歌曲。如果你知道怎么吹葫芦丝，你可以跟其他人一

起步步高升。葫芦丝可以从 Amazon 购买。俱乐部有成人帮助维护课堂。 

 

Java 编程班 

指导老师： 沈伟 

联系人： 董睿睿 电话：( 720 ）377-5726 

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2：00pm - 2:50pm 

学费：$125/学期 

Java 编程班由丹佛大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硕士，从事软件开发和信息技

术近 20年，长期担任企业系统架构师的沈伟老师教授。沈老师有志为培养

下一代华人精英尽力，亲自为对 Java 编程技术感兴趣的初高中学生编写教

案教程。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授学生编程基础，简单实用的算法，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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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程序设计。旨在提高学生对计算机技术的兴趣和为 AP Computer 

Science 作准备。 

 

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 

指导老师： 马健 

联系人： 马健 电话：（650） 898-7818 

ma.jian@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2：00pm - 2:50pm 

学费：$125/学期 

本课将带你穿越 4000 年中国历史，同时介绍中国文化的诸多侧面，例

如：茶道，玉文化，古建筑，饮食文化，餐桌礼仪，中国功夫，等等。本课

将展示今天的中国人的思维以及行为方式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演变而成的。

本课的授课对象主要针对于试图理解和寻找自己的血脉之根的在美国出生的

华裔青少年，想去中国旅行或者进行商务活动的各国人士，以及当年因为高

考而过度繁忙以至于没有闲暇去领略自己灿烂的文化的前中国高中生们。这

是所有想了解中国以及它的伟大文化的一个机会！ 

本课的指导老师马健博士目前为科罗拉多大学斯普林斯校区副教授。

在加入学术界之前，马健博士曾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软件公司担任

高级研究员。他的博士学位是在亚利桑那大学的管理信息系统系获得。在此

之前，马教授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以及在

北京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 

 

竞赛数学班 

指导老师：由在 AMC 和  Mathcounts 州里获得名次的四位高中生和有经验

的数学竞赛指导老师：Derek Li; Rui Wen; Stephen Zhang; Vivian Zheng

任教。 

联系人： 董睿睿 电话：(720）377-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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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2:00pm - 2:50pm   

A 班： 2-3 年级;  B 班：4-5 年级； C 班：初中 几何 + 代数 2  

学费：每班$125/学期 

面向小学生的竞赛与兴趣数学班，分别为小学低年级和小学高年级喜

爱数学的孩子开启了一扇通往美丽数学花园的大门。这两个班的任课老师都

是高中生，但他们自己从初中开始都已在 Mathcounts、AMC、州里各种数学

竞赛、甚至 AIME、ARML 中战果累累，几年下来积累了丰富的数学学习和竞

赛经验。 

如果您的孩子也对数学感兴趣，并且希望能多了解一些课堂之外的数

学（对简单数学问题的深度思考以及竞赛数学的训练），那么欢迎您带孩子

到这两个数学班来试试！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用孩子们能接受的语言，方

法教课，你会惊讶于教学效率。本班不但有数学学霸哥哥姐姐们的亲力亲为

指导，以此来潜移默化影响初学者的数学思维，而且老师的家长们有时也会

参与教学过程，在教室里帮助维持课堂纪律，以保证教学效果。 

 

机器人初级班 

教师：王辉   电话：(832) 535-9378 

wang.h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2:00pm - 2:50pm 

学费： $125/学期； 材料费： $135 

机器人初级班是为 5岁到 7岁的儿童设计的趣味机器人课程。每一套

机器人组件中包括不同种类的标准预制件，和特制预制件，比如中央处理

器，触摸传感器，红外传感仪，蜂鸣器，发光二级管等。学生们将学习动手

组装自己的机器人，编程部分是通过趣味读卡机完成。每一个学生在一个学

期里将组装 12 到 15 个机器人，系统地学习和认识各个机器人的不同结构和

特点。学生们将在学期末分组演示自己的作品。机器人课程采用以问题为导

向的教学方法。指导教师在教授学生们机器人原理及编程知识的同时，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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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判断各种解决办法是否有足够理据，使

学生们在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如何交流和积累知识。 

 

机器人编程初级班 

教师：王辉   电话：(832) 535-9378 

wang.h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2:00pm - 2:50pm 

学费：$125/学期； 材料费： $135 

机器人编程初级班是为 9岁以上的青少年设计的机器人组装及编程课

程。每一套机器人组件中包括一个中央处理器，一个直流电动机，一个传感

器和许多其它配件，学生们将学习动手组装自己的机器人。编程部分是通过

拖放式的图形界面完成，对于初学者非常易上手和有趣。每一个学生在一个

学期里将组装 10 到 12 个机器人，系统地学习和认识各个机器人的不同结构

和特点。学生们将在学期末分组演示自己的作品。机器人课程采用以问题为

导向的教学方法。指导教师在教授学生们机器人原理及编程知识的同时，鼓

励学生们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判断各种解决办法是否有足够理据，

使学生们在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如何交流和积累知识。 

 

儿童跆拳道班 

联系人： Page Carr 电话:(720)270-7032 

邮箱： pagescats71@gmail.com 

时间：周日 2:00pm - 2:50pm 

学费： $125/学期 

指导老师: Charity Alexander、Page Carr  

本课指导教师为专业跆拳道教练，有多年跆拳道练习和教学的经验。

希望通过跆拳道训练培养学生们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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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歌舞蹈团 StepIntoMelody Dance Studio 

指导教师：丁蕊 

联系人：孙翔   电话：(303) 408-1460 

sun.xiang@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3:00pm - 5:00pm 

学费：$360/学年 或 $200/学期 

由荣获 2018 国际桃李杯铂金大奖的踏歌舞蹈团领队丁蕊老师指导，丁

蕊老师在中国时曾参加解放军艺术学院青少年舞蹈培训。 

踏歌舞蹈团以教授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为主，注重融和现代

元素于中国传统舞蹈艺术中，在取材，选曲，编排和表演上都达到很高的水

准。希望怀揣中国舞梦想的学员能在这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团队，体验中国

舞之美。 

踏歌舞蹈团将开设非表演班和表演班。目前非表演班和表演班的上课

时间和内容不作区别, 学费相同。上课时老师会对两个班的学员一样要求和

纠正动作，没有区别。如果报名人数多,两个班将在不同时间段分别上课。

非表演班以学习舞蹈和健身锻炼为目的，不对出勤和课后练习及化妆作要

求。建议工作或家庭非常繁忙的学员考虑参加非表演班。同样的学习机会，

不会因为时间问题而有责任和负担。表演班有参加各类演出的任务，需要学

员保证每次上课和排练不迟到早退。上课和排练请假总计不超过三次。如有

特殊情况，如生病,回国或出差等，能够在回来后自觉地找同伴或老师补课

并达到要求。因为踏歌舞蹈团的舞蹈有一定的难度和动作要求，为了达到表

演的标准，在每个星期两个小时的课上认真学习以后，需要学员课后平均每

天至少利用二十分钟练习和复习。另外要求表演班的学员平时练习化妆技

术。每次演出前排练时会由本团首席化妆设计师统一讲解演示当次演出的化

妆要求和使用颜色。演出当日由演员自己负责化舞台妆。 

非表演班和表演班的学员在学期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换班,但要在老

师为演出任务编排队形之前。由非表演班转为表演班的学员需要通过老师的

考察。 



14 
 

 

太极班/木兰班 

指导老师： 孔献华 

联系人： 孔献华 电话：( 720) 548-7199 

dong.ruirui@denverchien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2:00pm - 3:00pm 太极班 1：24 式杨氏太极拳（适合初学者）；32式太极剑 

3:00pm - 4:00pm 太极班 2：24 式杨氏太极拳（适合初学者）；32式太极剑 

4:00pm - 5:00pm 木兰班：木兰操(适合初学者)；木兰长惠剑 

学费：每班$125/学期 

丹城中文学校武术班创办于 2000 年。孔献华老师从 2001 年开始在本

校区教学以武术，舞蹈相结合的木兰拳功夫及历史悠久的太极拳功夫。由孔

献华老师教授的木兰拳，刚柔并济，武舞相融，是一种集体操，舞蹈，拳术

于一体的武术动作。其行动展缓，姿态优美，伴随音乐锻炼吐纳之道，并且

对腰腿、关节、心脏及失眠等疾病也有辅助治疗。 

 

广场舞班 

指导教师：张梦雪 

联系人：张薇  电话：(303)601-6841 

wzhang9750@gamil.com 

时间：周日 3:00pm - 4:00pm，8/18 日开课 

学费：$125/学期 

广场舞是融健身和娱乐为一体的集体舞，以娱乐身心为主要目的的一

种有氧健身运动。应广大家长和老师要求，丹城中文学校这学期将开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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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班。来吧！让我们一起随着活力四射的音乐节奏，在快乐的舞动中充实自

我，享受生活。 

 

瑜伽班 

指导老师：Erin Lee 

联系人： 董睿睿 电话：( 720 ) 270-7032 

dong.ruirui@denverchineseschool.org 

时间：周日 4:00pm - 5:00pm 

学费：$125/学期 

 

GYM 家长球类活动室 

RCH 室内体育馆（篮球和羽毛球）为喜爱运动的家长们开放。使用费：$40/

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