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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十月，中考牵动着魁省千家万户人的心。当孩子们收到了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也是全家人激动无比的时刻。英才的中考学生和家长都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告
诉我们，分享喜悦。电话、电邮、函件，有些亲自来到办公室报喜。这也是英才教职员工在常
年的辛勤工作之下，集中收获的时节。孩子、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为孩子展开璀璨
的人生道路。

家长来函选登：
赵校长：您好！
我是Edward	Cai	的妈妈。Edward	能在2011年被6	所名列前矛的中学录取，包括Jean-de-	Brebeuf
和国际中学，是跟您的辛勤耕耘分不开的。我和Edward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仍然始终如
一的关心，支持和鼓励他。我在此再次表示衷心感谢您和您的学校老师们对Edward的培养。相
信您和英才会不断地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学生。

Good evening Mr. Zhao: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s to you that Bernadette Ng is accepted into the enriched program of Jean-de-la 
Mennais. I know that her success owes a large part to her study in Elite College last year and during the 
summer session. I hope equal success for her brother Nathan Hoi Kit next year.
with regards,
Alfred Ng & Renee Chan

Bonjour Elite College,
C’est avec gratitude que je m’adresse à vous pour vous dire que mon fils Renato a réussi l’examen 
d’admission au secondaire du Collège Saint-Louis de Lachine.
Je vous remercie et je vous félicite pour la qualité de votre programme éducatif.
Cependant, mon fils Renato a participé aussi aux examens à l’école Sainte-Anne de Lachine et Jean de 
Brébeuf, mais sans succès. On m’a dit que les bulletins de notes (4e et 5e années) sont très importants 
pour réussir à ses examens. Et c’est vrai qu’il a commencé à avoir de bonnes qualifications à partir de la 
seconde moitié de la 5e année de primaire. On pense que chaque école détermine différents poids par 
rapport à l’évaluation des examens et des bulletins de notes.
Cela dit, on devrait préparer nos enfants dès le 3e primaire, au moins.
Merci de nouveau et bonne journée,
Renato Neyra

赵老师：	你好！
晓枫已被	Brebeuf,	St-Anne录取！谢谢英才的培训帮助！他能进哥哥的学校，我们也放心了！
祝一切好！
唐卫青	(注：晓枫的哥哥申枫也是英才学生)

我们全家衷心感谢英才的栽培，袁道辰不负赵校长的督促和鼓励，考上他心仪的REGINA，在
之前也收到COLLEGE	LAVAL的录取。
祝英才桃李满天下！	(注：	袁道辰2010.9进入欢迎班，2011年就中考成功)

赵老师：
我们星期一下午从网页上查到王雪华被Regina-Assumpta学校录取的信息。
我们一家都很高兴。	王雪华在英才学院学习以来，生活习惯和学习态度的很多方面都有很大进
步，这和赵老师对孩子们的细致工作，体贴关心，教导有方和英才学院教职员工的努力工作分
不开的。不只是孩子，我们做家长的也在赵老师的指导下受益匪浅。谢谢你们！
此致	敬礼！
杜方

您好，赵校长：
很久以来就想给您写邮件，今天就这个机会向您表示由衷的感谢。弋洋，在您的大力帮助下，
获得了考试的成功，已经被Brebeuf	和jean	eudes录取。
在他取得考试成功之前，我已经预见到了这个结果，因为您和英才学院给了我信心。
记得我曾经和您说过，您就是弋洋现在的导师。这是因为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充分认识到，一个
人如果寻找到自己真正的导师，今后的人生之路将会踏入捷径。我很庆幸，我也很幸运能够遇
到您，您这位弋洋成长路上关键一步的导师。再次代表全家以及国内的家人向您表示感谢。
相信英才学院今后会更快的发展，继续保持领先的水平。
附：那天，看到您的微博，您感叹，为什么总被人模仿，又不能说同行什么。我想这才是您的
本色，这才是英才学院的优势，永远站的最高看得最远，永远领导这个教育行业的发展。我们
值得庆祝，值得开怀大笑--我们为孩子找到了开启成功之门的金钥匙。
弋洋和爸爸妈妈向您问好。
于雪松	Montreal

赵校长及英才的老师们，
你们好，在这里我和我先生忠心地向你们表示感谢！欣澜已经得到三个学校的录取通知：st-
anne，st-Louis，st-nom	de	marie。其实我们在孩子五年－六年级的学习过程中，并没有感觉到
压力，也没有费太大的辛苦，欣澜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英才学校有最大的功劳。
再次感谢英才学校对欣澜的栽培，并祝英才学校越办越好！
于欣澜家长

赵校长：
您好，我是刘雨璐的妈妈，今年刘雨璐报考了三所中学，分别是Regina，国际中学，J-Eudes，
现在已经全部接到录取通知！刘雨璐取得的成绩与您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再次感谢您！
也非常感谢英才为孩子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希望英才可以越办越好，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刘雨璐家长	11月3日	(注：刘雨璐来加拿大1年就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被所有顶尖中学录取，可
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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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Mr. Zhao,
I am delight to share a good news with you that Liu Daoheng, my son, has been accepted by three school: 
Saint-Louis, Laval International School and North-Dame College.
We, the whole family, are so grateful for your contribution and efforts on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also 
we are great appreciated for your high quality of teaching.
Thanks again!
Mr. Xiang Dong Liu Mon, 7 Nov 

Zhenjia,
     Jonathan is accepted by College Jean De La Mennais in the enriched program, and also is accepted by 
College Durocher St-Lambert. I think we could consider the enriched program of Jean De La Mennais.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with consideration of Royal West Academy early acceptance 
since this school is best match for Jonathan. However the Royal West Academy is too far from his home. 
It takes more than one and half hour to go there one way. I will let you know which school he takes after 
we have final decision.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 help and great training from the Elite College. I can not image Jonathan 
with French as second language get enriched French program (60 students of 750 applicants) without 
great training from the Elite College. Best regards,
Yan-Ru, November 7, 2008

赵校长:	您好!
这是一封迟到的感谢信,	确实太忙了!
首先要感谢英才学校给了我孩子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在我和我太太忙于事业的同时,	我们有可能
让我孩子孟奇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最终,	孟奇能够如愿的第一时间被Jean-Brebeuf,同时
也被几所不同的学校第一时间录取(国际中学,Notre-Dame)。这说明，我们决定让孟奇在5年级就
进英才，以及参加英才的夏令营及冲刺班的决定是正确的。
把孩子交给英才绝对放心，英才不愧是一流的培训学校。谢谢！
郭孟奇的家长:	郭一军	张云	2008/12/3

英才的老师每一个都很好。我非常喜欢，我还要到英才读书”--	小学在英文学校，仅在英才参加
一年法语补习，考取一流法语私校的于利(Lina	Yu)如是说。
2007.11.02	于	利的母亲严宁转述

2008年10月1 日，当地最大的法文电视台“ASTRAL MEDIA CANAL D”采访英才学院

2009年4月期《华夏财富》撰文封面人物: 赵振家：振兴英才教育的学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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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家校长和英才学院分别接受魁北克最大的法文报纸La Presse记者Catherine Handfield和
Robert Skinner等的采访，报道于2014年7月8日头版头条发表，接着一个几乎整版的内容。

•	 2004年康大中国学生会龙承煊记者发表“赵振家：善用时间的成功者”报道

•	 2008	年《路比华讯》采访英才学院校长赵振家先生	--“谈2008最新魁省中学排名”	

•	 2011年《侨星谱》发表“赵振家：心系祖国播文化	情牵中华育英才”	

•	 2011年5月18日赵振家校长接受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采访-谈魁北克移民子女教育问题	

•	 2012年《路比华讯》发表记者Larry	Thai先生采访赵振家校长专稿“校长的名字叫责任”

•	 2012年国务院侨办《中国华文教育网》刊登赵振家校长作为华校校董、校长代表致谢的

新闻。

•	 著名作家飘尘永魂在《路比华讯》上发表“英才学院访问记”

•	 2012年到2013年间，《七天》报刊登了滕新华老师撰写的英才学院赵振家《校长系列》

：“校长的午餐”，“校长的电话”，“校长的一天”，“校长的心愿”，和“一个小留学生的成

功之路—记英才学院副校长吴婷”，“英才有个马老师—记英才学院副校长马月春”

校长的一天

滕新华

2010年6月25日清晨，蒙城公路上

	 太阳刚刚升起，赵振家就开着他那辆老爷车在路上跑，这个时段路上人少车少，头脑又
特别清醒，他刚好利用这段有限的时间梳理一下纷乱的思绪，并进而做出决定：是赶赴首都渥
太华参加胡锦涛主席的接见呢，还是留在蒙特利尔，主持英才学院夏令营的开营日？
	 赵振家是一位成功人士。在国内时，他在学术、科研、教学、管理等领域多有建树。移
民加国后，又对丰富华人生活、增进加中友好、弘扬祖国文化、支持北京奥运、培育华裔英才
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而更加值得称道的是他那深沉的爱国情结，他说，越是离开祖国的怀
抱，越是热切地挚爱着祖国这片热土。
	 作为一名爱国的教育家，赵振家受到广大旅加华人华侨的拥戴和社会的认可，被授予加
拿大杰出华商-创业精神奖，两次受到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的亲切接见。这次胡主席访加，
有关方面又邀请他作为华人华侨代表，参加胡锦涛主席的接见。
	 赵振家激动万分，能代表华人华侨向祖国亲人倾诉海外赤子久远的思念是他的梦想，这
梦想果真如愿以偿，不仅是自己人生旅途的一段特殊经历，更是祖国给予他的无尚荣光。
	 但是，赵振家想到了英才学院，想到了英才夏令营的开营日，想到了夏令营里孩子们一
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而每当想到孩子，想到这些稚嫩的花朵，他便体察到自己肩头沉重的责
任和使命，而这些比个人的荣誉更加神圣更加重要。
	 他得到营地去，主持英才夏令营的开营日。
	 前方出现了叉路口，一条路去首都，一条去英才。他沉思一下，然后果断而有力的踩了
一脚油门。	

早晨8点，夏令营营地

	 赵振家跳下车，大步流星地跨进营地办公室。
办公室里一片繁忙，开营日的工作虽然万绪千头，但忙而不乱，紧张有序。从各部门负责人到
副校长，从助手到志愿者，整个团队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着，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赵振
家开门见山，向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从学前班到高中各班的教材是否都已放到教室，各
班的课程表是否都已贴到教室，	各教室的冷气设备是否都已打开放冷，给学生热饭的微波炉是
否全部到位，准备让学生放自带饭的箱子是否已放到个教室门口，饮水机和厕所已否明确标示
方向，确保学生安全的红色隔离锥是否已放到道路上，路上指导和负责安全的人员已否到位，
各楼层的安全员到位没有，	一日三餐能否保质保量，重中之重当属学生的健康与安全，一旦出
现情况是否准备了相应预案……赵振家一口气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他这人就这样，事无巨细，
婆婆妈妈。
	 副校长向他汇报，由于英才学院、英才夏令营教育教学成果显著，上千个学生心想事成
考取了一流名校，而且在著名学校里的表现相当突出，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各种比赛夺金抢
银，成为各个学校的佼佼者，所以本届英才夏令营学生人数上了一个新台阶，并针对新情况新
形势和管理人员的新理念新认识，制定出新计划新目标，除英语、法语、数学的各级提高班
外，还开设了阅读与写作班、复习迎考班、强化班、竞赛班、精品班、辅导班、升中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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