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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才团队 携手共进

赵振家(Bradley)校长：- 把教育当事业做

寄语：秋季是收获的季节，每年的十月也是英才丰收的季节，中
考生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告诉我们：中考成功了！
我一直窃喜，我怎么如此幸运，能有那么多优秀的孩子成为我的
学生。学生们，在校的，离校的，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学生学
习进步了，我会及时勉励，出现困难了，我会多加关注，直到走
上正轨。多年前的学生，上了心仪的大学预科、大学，会告诉我
一声，让我同乐；上了一流大学喜欢的专业，也会和我分享。
我忙碌着，并喜悦着。学生们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说，一
日为师终身师责。我会尽我的能力继续呵护，直到他们一个个茁
壮成长，成为社会的英才。

吴婷副校长：－ 爱心、热心、耐心

吴婷于2008 年加入英才学院，2012 年晋升为副校长。主要负责英才学院圣

劳伦分校管理以及英才国际部。

2001 年高中毕业，次年作为国际留学生，入读康考迪亚大学；2006 年毕

业，获得金融和经济两个学位，之后，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加入英才学

院以来，吴婷用她的爱心、热心和耐心帮助大家，得到大家的认可。

寄语：“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加入这个大家庭，和孩子们在一起是
最快乐的事，也带给了我很多的收获。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不断
的努力，不断的进步，做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有意义的
一个人。对于小留学生们，我想说，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
握好美好的时光，优越的条件，做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

马月春副校长：－ 爱生如子，爱校如家 

马月春于2012年3月加入英才学院，于2013年底出任英才学院副校长，分管

英才学院南岸分校和成人职业培训中心。

1986 年马月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于广东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从事英语教学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科班出身的马月春，善于把教育理

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从而摸索出校外教育教学工作的规律与特征，并推崇启

发式教学方法，她将这些方法很好的运用在英才教育中，受到了老师，学生和

家长的喜爱。

寄语：“孩子的教育要从小抓起。习惯和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
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
力，自学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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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教师风采及寄语
英才学院每年都有上百位富于经验的中外教师担纲教学任务，他们为英才学生的成长进步，呕心沥血。

每一位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教师。人事变动、版面所限，刊登部分教师的风采及寄语。

Mohamed Nabi（Math，Nabi老师2010年加入英
才，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数学老师之一）
A `l’occasion du dixième anniversaire du collège Èlite,  
j’aimerais bien féliciter les élèves, l’équipe administra-
tive ainsi que tous les enseignants du collège. Je tiens  
à remercier  le personnel pour l’effort considérable qui 
a été fourni afin de créer un environnement propice à 
l’apprentissage. Je remercie aussi les enseignants pour 
leur engagement et implication afin d’accompagner 
les élèves à la réussite. Et enfin, j’encourage les élèves 
de profiter de cette ambiance créée par le collège et de 
continuer de travailler avec sérénité et persévérance.   

Merci M. Nabi.

Nehal Maria （English）
“On Elite College 10th Anniversary,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my students, school staff and the director 
for their trust and belief in my knowledge. You all 
proved to be the best batch whom I met till date, 
let us make this day a day to remember forever and 
let us together celebrate! To my dear students, I feel 
lucky to call myself as the teacher of such bright stu-
dents, I am sure that you all are going to work hard 
with great sincerity and perseverance;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your prospering future.”

Adriana Sava 
Déjà 10 ans !
D’après un proverbe chinois ~ Toutes les fleurs de 
l’avenir sont dans les semences d’aujourd’hui`.~ , en 
pensant de la même façon M. Bradley notre directeur 
a eu la géniale idée de fonder une école d’élite à 
Montréal, de plus elle s’appelle Collège Élite. Avec 
cette occasion, je tiens à remercier tous mes élèves, 
leurs parents et le personnel de l’école pour leur con-
fiance et leur foi en mes connaissances. Ainsi, je me 
sens chanceuse d’enseigner à des étudiants brillants. 
J’aime travailler avec vous. Je vous souhaite à tous le 
meilleur pour votre avenir.
Merci beaucoup. Avec mes respects, Adriana Sava

滕新华-英才学院文学顾问，在创作了校长系列后接受盛邀。

寄语英才学院文学少年：由于工作关系，我跟英才的文学少年多有
接触，作为该校的文学顾问，我没少阅读孩子们的文学习作，而作
为他们的第一个读者，我们每每都会读到精彩与喜悦，特别当小作
者们在国内外写作比赛中大面积获奖时，我的心中便汹涌着骄傲与
自豪。

   英才文学少年中，有的是随父母移居蒙城，有的根本就是在
加国出生和成长，要求他们用中文表达，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

要告诉你们，中文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生动、最准确、最精炼的语言文字，你们拥有了它，就等于拥有
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相信你们能够做到。这是因为，英才的每个孩子都是英才！

陈昀煜（Mia， 2008年就开始在英才做义工 ，作为总导演策
划2013年英才夏令营“英才之夏”汇报演出，大获成功。） 

教师心语：三年了... 在英才的几个夏季无疑都是难以忘怀的。
夏令营的生活虽然充满了欢笑却也是满载汗水。因为说句实
话，孩子们的天性就是爱打闹的，所以我曾经懊恼他们上课
的不专心，不开窍，不努力。但是演出当天，他们杰出的表
现却深深地感动了我。 那一刻我发现原来我们之间早已有了
共鸣，孩子们其实和我一样地努力着，抱着同样的期待。。。
人的一生中能有多少次机会同时为那么多孩子感到自豪啊，那
种无与伦比的感觉令我欢欣鼓舞。让孩子们成为我们明天的骄
傲：这个梦想真的很美好！
因此，我由衷的感谢赵校长，感谢英才对我的信任，给我的鼓
励和栽培。很幸运能在英才学院度过那么多美妙的时光。同

时，我祝愿英才学院越办越好，前程万里！愿学校十年的心血能换来孩子们未来无尽的光彩！

从左：孙歆来，刘珩，吴婷，赵振家，刘美敏，马月春，孙莹莹 后排从左：刘珩，Daniel，陈昀煜，赵博阳，羊凯雯，孙歆来，侯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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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钦（英才学院南岸校区中文教师）： 
2013年8月，王老师在赵振家校长、中国驻蒙总领馆的推荐下，到天津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参加国务院侨办组织的“2013华文教育•教师研习欧
美多媒体班”，顺利优异结业。
教师心语 ：英才十年风雨，培育桃李满园。愿与各位同仁齐心协力，用
爱心滋养希，用努力求取进步，为校史添彩！

王新颖（法语欢迎班老师， 王老师老师来自于法国，
在法期间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王老师风趣的教学风
格，多年的执教经验，很受学生们的喜爱）
教师心语 ： 我期望同学们能把学习法语当作攀登、逾
越一座秀美的山峰! 而最美的风景就在峰之巅!...
祝愿你们每一位，经过辛勤、不懈地努力，有朝一日终
能享受一览众山小的幸福。
而我作为法语老师，更因为能够为你们的进步带路而感

到巨大的骄傲和幸福！真诚地感恩我的学生们带给我这样无价的精神收获!

邱蕊（法语欢迎班老师，邱老师2011年加入英才，一
直担任法语欢迎班初级班及中级班老师，是新移民孩子
们真正的法语启蒙老师。）
教师心语 ： 在英才工作已经一段时间，最高兴的就是
听到又有同学提前走出欢迎班，考入理想的学校。身为
欢迎班的一名老师，看着孩子们对法语了解的从无到
有，对陌生的外国文化的慢慢适应和融入，避开弯路，
以最快的速度走出欢迎班进入正常班，我感到无比的高
兴和骄傲。借学院十周年校庆机会，我祝英才学院所有同学在英才的帮助下，扬帆远航，尽早
到达自己理想的彼岸。祝愿英才学院越办越好，承载着学生的理想，承载着家长的希望，承载
着英才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祝福不断前行。

Stephanie Gordon (English, Math, Animation)
I would like to begin by congratulating Elite College on 
its 10 year anniversary, and by saying what an honor it 
has been to teach at Elite College for the last few years.  
 Elite Colleg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 high quality 
educational curriculum in mathematics, English and 
French. Students at Elite College have the benefit 
of learning three languages, make new friends, and 
participate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uch as dance, 
swimming, and art. 
 I have been fortunate to meet many children and have 
seen them become confident and mature students. As 
a teacher in the Quebec school system,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students at Elite College are some of some of the highest achieving, most hardworking and eager 
students that I have ever come across. Their families should be proud of their accomplishments as they con-
tinue to excel. 
 I believe that Elite College has attained 10 years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in part to the hard work 
of Bradley Zhao. He never ceases to amaze me with his energy, passion and determination. He works closely 
with the students, their families, and teachers to create a successful partnership, while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I wish Elite College my most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and I wish many more years of success 
to Elite College, my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Stephanie Gordon, B.Ed.,M.Ed Inclusive Education
McGill University, Stephanie Gordon

Alireza Azizkhani (English)
Dear Mr. Bradley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t I appreciate all the kind things 
that you have done for me since I met you.
Today, when I heard that you had given a check to the 
French teacher Mojtaba to sympathise with his mother’s 
death, I sincerely felt proud of working for you. I promise 
to do my best in order to meet your expectations. It’s 2:20 
am and I am preparing a worksheet for my class. Howev-
er, I feel neither tired nor sleepy, but inspired by your kind 
and generous behaviour.

Frederic Rosmy(French)2004 Tuan Duc TRAN(French)2004 

Dalila Sebkhi（French，Dalila 老师不仅是学生们的好老
师，更是小朋友们的好朋友，她亲切、活泼，热爱每一个
孩子）
Bonjour,
Quel plaisir de travailler avec vous mes petits princes et 
princesses. La fin de l’année scolaire 2013- 2014 approche, je 
vous souhaite de très belles vacances.Votre enseignante qui 
vous aime beauc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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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ana Acostioaei(Math) Miruna Bogdan(French, 左一) Geanina Cracium(Math, 左六)2006

赵阳阳(法语)2005夏令营 游力(校长助理)2006

来自毛里求斯的Julie Wong (French) 程晓燕(欢迎班法语)

AbdelKamel Faridi(French)2006夏令营 Samira el Mouffoq(Math)

鄭倩如Cheng Chien-ju(欢迎班法语，左一) 郭婕(绘画，中间)

Lauren J.  Rogener(English)，Kelly Griffiths(English)，Lyon Leshley(English)，赵振家 Julian Quek(绘画)

Meziane Samya (Math) Nicole Taylor(English)

Hania Nesnas (Math) Samira (French左一), Belgacem (Math后右三), Vishwanee (Math后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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