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JOURNAL 

第七期 No.7 〇〇二 三年十月

www.acls-ma.org



NO. 7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〇〇二 三年十月 

本期要目 
 

• 校长的话 

• ACLS Board Meeting 

Summary 

• A Chinese School 

Opens its Doors and 

Hearts 

• 校园新闻 

• 教师之角： 
教师如何较好中文 

家长如何让孩子学好中文 
• 大众论坛 

有感而发 

最美不过秋色浓 

人生的高地 

• 生活园地 

• 小禾集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主编 陆青 

编辑 周麟 

编辑 刘玉芬 

 

来稿请寄 
newsletter@acls-ma.org 

 
Disclaimer:  
 
ACLS reserves the right to edit, 
publish, or not publish any 
submissions. ACLS owns the 
copyright of all the contents in 
its school journal. 
 

校长的话

十月里，秋高气爽。人说麻省美，美在金秋，一点不假。君不见河边路

旁那一片片变幻的红，仿佛是由一只神奇的画笔一夜染成。让人心旷神

怡。  

 

金秋里， 令人振奋的消息莫过于“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一艘小小的

宇宙飞船升空、航行、返回，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宇航员杨利伟的英姿

让我不禁想起了79、80年正在准备高考期间，一期《中学生》杂志封面

是一个女中学生身着宇航服的照片，带给我们多少美好的想往。多少人

从此下定决心要献身航天事业。 

 

金秋里, 球迷们谈论 多的要数 Red Sox 和 Yankee 了。我本人绝非棒

球迷，观看 Red Sox 比赛完全是因为投手 Pedro Martinez 的相貌和神

态酷似我远在中国的弟弟。Red Sox 败走麦城，用我丈夫的话说真是应

验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毕竟是集体项目，哪能过分依赖一个人

的天才发挥。仔细想想，办中文学校也是一个集体项目呀！ 

 

金秋里，我们中文学校这只小船从海上划过来。每个星期天，校园里歌

声、笑声、读书声，声声悦耳。让我想起朋友回国探亲归来，感慨国内

的热闹景像，嫌生活在美国人气不够。你要是星期天走进我们的校园，

这里绝对是人气十足！和早春二月时相比，我们的学校更壮大、更成

熟，活动也更丰富多彩了。孩子们在吸吮着中华文明的营养，象春苗茁

壮成长，好不让人喜爱！老师们辛勤工作，每次下课后，许多老师还坐

在一起交流总结，那种敬业精神真让人佩服。课外，家长会组织的“读

书会”越办越红火。会员们说古论今好不潇洒。用组织者之一利宁的话

说，读书会将会是她几十年后 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再看看我们每周

的讲座厅里，常常是座无虚席。如果你有兴趣，别忘了光顾合唱班的排

练。有名师指导，唱者听者都是一种艺术享受。 

 

在这里，我想多说说我们的家长们。大家都知道，在新学期还没有开

始，人们还在为渡假归来余兴未消时，我们的家长会和家长们已经开始

为开学做准备了。为了保持良好的校园环境，保证孩子们能在这里度过

安全的一天，我们每个星期天需要7-9名家长值班，维护校园秩序，协助

各方面工作。低年级还安排了Room Parents。我们把19个班的家长分成

19个组，每个组有一名负责人(Head Parent) 负责各种繁琐的事务。学

校能正常运行至今，家长会和全体家长的努力功不可没。在这里我想对

家长会刘裕民、王峰，19名Head Parent，以及全体家长表示衷心的感

谢！ 

 

感谢之余，我想给大家讲两件小故事。有一天，语言课下课了，一个准

备回家的小孩子的家长还没有来。我们的值班家长及时向学校行政人员

汇报，协助通知该家长，还提醒有关人员注意采取必要的安全保证措

施，那种认识负责的精神真让人感动！ 

 

为了避免教室里的凳子流失，学校作出规定任何人不得擅自把凳子拿到

教室外。感谢大家的通力合作！有一天，一位值班家长风风火火赶来报

告，发现一把椅子在某教室外，请示该怎么办。原来那是艾克顿初中老

师惩罚淘气学生的“罚坐椅”。要是中学里每个班再多几个淘气学生，

该多好呀！ 

 

后，请大家关注印有艺术家俞山设计的ACLS标志的运动衫(T-shirt 和

sweater shirt)出场。这些运动衫的设计、订购包含了总务主任小菊的

心血以及全体行政人员的合作。我们的校排球队已着装参加了比赛，人

们在赞扬我们队员的球技的同时，也都夸奖我们的校服漂亮别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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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Board Meeting Summary 
 
ACLS Board held a meeting on 7/13/2003 and the attendees are Harry Chen, Yufen Liu, Maura Valle, Feng Wang, 
Zeyang Wang, Shirley Xie, Bob Xiong, Eddie Zhang, and Jenny Zhang. 
 
The first item on the agenda was to elect a chairperson. Zeyang Wang was elected as the chairman by majority of 
members. 
 
The next subject was selecting the next principal for ACLS.  After a successful, groundbreaking semester, Harry had
expressed his desire of having a break.  As the vice principal, Eddie was naturally the best candidate to take over the 
job.  After a lengthy discussion, all members of board had agreed on this transition.  Eddie Zhang would take over 
the ACLS principal’s position and started the task of assembling an administration team after the meeting. 
 
Harry gave a brief summary of last semester.  For the administrators who have to be there on time every week, they 
got paid as language teachers even though they have to work from start to end when school opens.  The 
administrator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running the school.  Finding good teachers was not easy.  The pay for teachers 
is only symbolic.  The administrators worked very well, so did the Parent Council.  We need to encourage 
volunteers to serve the school and community.  Our school is local and parents are very involved.  FCC family is 
special in this school too.  We achieved a lot in school district and town.  We worked hard to find a location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good relationship with landlord even though we have minor issues with janitor sometimes.  
ACLS is not only for learning Chinese and also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Maura recently wrote an article about FCC and ACLS.  It will be published on FCC New England Journal.  FCC 
families in many communities nearby are very interested in ACLS and waiting for online registration.  The School 
really appreciated FCC families and FCC parents are doing a good job helping out in school. 
 
Financially, the school is in good shape.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is and will be given to the parents.  We need to 
discuss about the guideline for long term saving. 
 

 
十月金秋，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随着天气渐渐变凉，树上叶子的颜色变得五彩

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年红袜队经过五个多月

季后比赛中，在落后奥克兰体育家队两场的形

球迷们的兴奋心情推上了顶点。虽然在 后对

决赛，但今年的波士顿红袜队着实让大家兴奋
 
不光是看人打球，咱们中文学校里的一帮运动

们在校长的亲自带领下，出征 MIT 参加本地区

老牌的剑桥、牛顿等中文学校球队，并在小组

ACLS 队痛失进入决赛，取得名次的机会，但他
 

如果说在校外参加比赛的收获是培养

上一点一滴的进步。学生们

了三篇中等程度年级学生的

生的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

交出了作文“假如我是爸爸

笑——这分明是在告诉我们
 

走笔至此，抬头发

不也是诞生在这飞
 

秋天的收获 
季儿 

缤纷，人们的心情也随之起伏变化。先是波士顿的红袜棒球队，成

，一百多场的苦战，打进了美国职棒联盟的准决赛，并在第一轮赛

势下，扳回三场而赢得了美国联盟的决赛权。消息传来，把红袜队

纽约洋基队的第七场比赛中，红袜队功亏一篑，没能打进世界大赛

了好一阵。连我家六岁的小女儿都在叫，“Red Sox Rule”! 

健将们也没闲着。趁着哥伦布节长周末的星期六，校排球队的队员

华人的排球联赛。他们穿着崭新的校队球衣，如初生牛犊，迎战

赛里显示了实力。虽然 后由于联赛组织者记分上的错误，使

们的球技，他们所代表的 ACLS 的精神风貌，让人刮目相看。 

嘛！ 

体育精神，那么在学校里，我们的 大的收获就是每个学生在中文

的中文习作，则是这点滴进步的证明。 在本期校刊中，我们选登

作文。这三篇文章语言通畅，描述生动，用词贴切，表现出这些学

三年级 A 班的学生们在老师的要求下，发挥他们丰富的想象力，

（妈妈）”。读着这一篇篇还很幼稚的文字，不由得让人哑然失

做父母的他们对我们的期望

现窗外竟已是漫天飞雪。时间过去得真快呀，回想我们中文学校，

雪的季节里吗！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我们的收获可真不小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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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NESE SCHOOL OPENS 
ITS DOORS AND HEARTS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creates a 
special synergy between the Chinese-American 
and FCC communities 
 
By Virginia Ross Taylor and Maura Valle 
 
[This article about the creation of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s co-written by two of its founders. At 
times when the story is written using the first person, the 
author involved will be identified.] 
 
Every Sunday afternoon during the school year the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 in Acton undergoes a dramatic 
metamorphosis. To enter it is to feel like one is entering a 
corner of China. In the cafeteria, Chines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converse in Mandarin; others sit at tables in 
the lobby reading Chinese newspapers. In the gym adults 
do Tai Chi while nearby is heard the steady thwack of a 
Ping Pong ball. And children-nearly 400 of them -children 
of Chinese families and FCC children- are in every 
classroom, learning to speak and write Mandarin or trying 
out Chinese dance or calligraphy. 
 
On Sundays, this school becomes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2, the idea of having such a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n the Nashoba Valley area was 
but a gleam in the eye of a very busy and idealistic FCC 
mom. I (Maura Valle) had gone to visit my sister's lovely 
parsonage in western Massachusetts. At the time, the 
parents of Ayi-Huang Huiping, an honorary auntie of my 
daughter, were visiting from Fujian province. This becam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y daughter Nell (Eleanor Isabel 
Fufang), then three years old, to meet her wonderful nie-nie 
and yie-yie visiting from China. They spoke no English; 
Nell spoke no Chinese. Instead, Nell ran all over the sunny 
garden with Yie-yie for hours, communicating by gestures. 
 
The afternoon was magical. As I watched my daughter that 
afternoon, I thought about how grateful I was to know 
Huiping, who has given me such invaluable advice over the 
years about maintaining my daughter's connection with her 
Chinese heritage. When I'd asked her what would be the 
greatest gift I could give Nell from the land of her birth, out 
popped the last thing I really wanted to hear, but somehow 
knew was the answer. "The language," she said without 
hesitation. 
 
 My heart sunk. Oh dear, I thought to myself, we'd have to 
do that. But at the same ti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in doing 
this sprang to mind. Not only was I "too old"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but how could we do this, even if we wanted to? 
 
Others can and do disagre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our 
children learning Chinese, but my goal is to expose Nell, as 
much as I can, to this stunningly beautiful language. Should 

Nell decide when she is older to stop studying Chinese, 
having this foundation in her early years will be beneficial 
if and when she decides she wants to learn Chinese again. 
And we now know, too, that learning to speak Chinese 
employs both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the brain because of 
its musical tonalities. 
 
TRANSFORMING AN IDEA INTO ACTION 
 
When I got home, I immediately talked to my area FCC 
colleagues about the idea of creating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There were certainly enough young children in 
FCC to start local classes for them. But, another important 
goal for me, was to meet more of the local Chinese 
American families so as to expand our circle of friends for 
our multicultural family. (My husband, John was born in 
Italy and our younger daughter, Aamaris Claudia Lorena, 
was born in Guatemala City. Aamaris might learn Chinese 
even before she learns Spanish.). Soon I heard about a 
gifted Chinese-American émigré who also had the same 
gleam in his eye and was going to create a serious and 
excellent local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given the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our nearby communities. 
I called Zeyang Wang and he immediately welcomed us, as 
FCC famil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of this school. 
There was never a moment's doubt about what we have to 
shar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Doing this project has been inspiring and motivating. The 
Chinese-American leaders of this school are visionaries, 
who see the school as a place for multicultural learning. 
They want people from their community to have ways of 
learning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y are so interested 
and loving towards our children who have no Mandarin 
spoken in their homes. 
 
LESSONS LEARNED ONCE THE SCHOOL BEGAN 
 
Soon I (Virginia Ross Taylor), joined forces with Maura to 
coordinate FCC's involvement during the opening semester 
of school. We were privileged to work with Chinese-
American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who matched a bold 
vision for the school's beginning with the hard work and 
commitment to achieve it. For other FCC parents who 
might participate in launching a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n 
their communities, our experiences in becoming part of 
ACLS may be useful.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 was in developing an ease of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American administrators 
know far more English than we know Mandarin, yet few 
settle into speaking English with a great deal of comfort. 
This mad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FCC difficult at times, and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pick 
up nuances in each other's expressions. As the semester 
progressed,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grew steadily 
easier. 
 
There were other aspects of school life that Chinese parents 
and FCC families tended to handle differently. FCC 
families (including my own) were less regular with 
attendance. Sometimes classes fell on Mother's Da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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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s Day, and FCC families had other plans for these 
special occasions. When it was explained that many 
families travel on those days to honor their parents, respect 
replaced doubt about such holidays. It also often seemed 
that FCC families tend to be more over scheduled than 
Chinese families during non-work hours. 
 
The FCC adult representatives also seemed to have more 
constraints on  
meeting times. FCC families generally had fewer times 
available for midweek meetings than other members of the 
school community. This might happen, in part,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the ACLS school administrators are men, 
whereas most of the FCC members involved are women. 
Cultural differences surfaced, too, around meeting times. 
What an FCC parent rep might interpret as "in a few 
months or weeks or days," often meant "this Thursday 
night" to our Chinese colleagues.  
  
Once we understood our cultural differences, we 
approached these moments with humor. And observing 
these differences during a semester is helping us to plan 
more realistically for when classes begin again. 
 
Figuring out where to place the FCC children in language 
classes posed an academic challenge. Part of the motivation 
FCC parents had in enrolling their children in Chinese 
school was to help them to mix with other Chinese 
children. Some FCC parents felt strongly that their children 
should be placed in language classes according to age or 
school grade level and mixed in with children whose 
families speak Mandarin at home.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we found this arrangement 
worked best in classes wher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FCC kids. Even in those classes, however, our 
children had considerably greater difficulty with their 
homework. In Chinese families, parents were able to help 
with Mandarin homework and the Chinese families, in 
general, had more rigorous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s 
performance on homework assignments. 
 
As the semester progressed, the Chinese teachers 
generously donated time and expertise to help our children 
keep up. One teacher and several assistants came to the 
local public library one or two evenings in the middle of 
each week to offer assistance with homework. Another 
teacher helped American parents learn pinyin so we could 
help our children recite lines of poetry and songs. 
 
Right now, FCC children represent close to 10 percent of 
the nearly 400 children who are enrolled in the school, so 
we feel the attention devoted to the needs of children from 
primarily English-peaking families has been extremely 
generous. The receptivity of the ACLS administrators to 
FCC was underscored during the recent vote to convene a 
School Board; Maura, as the FCC representative was 
elected to the nine-member board with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votes. 
 
Meetings are being held between ACLS administrators and 
FCC representatives to figure out how best to handle the 

very different challenges FCC children confront in learning 
Mandarin. Next semester two of the school's teachers with 
exceptional dedication and sensitivity will teach beginning 
and intermediate level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is arrangement will allow many of the FCC 
children to continue with their current teachers, while the 
course expectations will be more realistically tailored to 
their circumstances. Any Mandarin-speaking families 
comfortable with the more relaxed pace will have the 
option of having their child participate in these classes as 
well. Moreover, all the children from Mandarin-speaking 
families as well as FCC will participate together in other 
school activities and in culture classes-including 
calligraphy, chess, ping-pong, dance, and martial arts. 
 
SEEING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On the first semester's last day of Chinese school, parents 
beamed with pride as children performed on stage in the 
auditorium. Those of us involved in its beginnings thought 
about how exciting and rewarding our experiences have 
been. We marvel at the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of 
members of the local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who 
are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getting this school up and 
running in a matter of months. And FCC families have 
been warmly welcomed into this school community. 
 
That final day of class was a special day for our children, 
too. Fufang (Nell) Valle (four years old) and Xiaochun 
(Catherine), Taylor (aged five), giggled together on stage in 
pretty dresses. They performed - in Chinese - by reciting 
their names and ages, and then with their pre-kindergarten 
class did a long poem and sang,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with appropriate gesticulation. Virginia's 
daughter Ning Anna, then eight) performed with the first 
graders, as each class offered a unique performance. 
 
 What has made this learning experience so wonderful is 
that the language program is embedded in so many other 
activities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While the children are in 
language class, adults can take classes in ballroom dancing 
or participate in the T'ai Chi Club, do aerobics or play Ping 
Pong. When language classes end at 3:40 for the children, 
they begin for parents with "Beginner Chinese for Adults," 
while children (and in some cases, adults, too) can 
participate in a range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Chess, Arts and Crafts, Chinese Brush Painting, Dancing 
and Perform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Flower Arranging 
and Ping Pong. Weekly seminars are offered, sometimes in 
Chinese, sometimes in English. Parental participation is 
expected, and parents participate monthly as "class mom" 
or "class dad" and serve as "security parents" at least once a 
semester. 
 
FCC parents who took "Beginning Chinese for Adults" 
have been so enthusiastic about the course and the 
instructor that most have already registered for the fall 
semester. The school setting has been a wonderful and 
natural place to get to know non-FCC parents. Each 
Sunday, FCC parents set up an "English Corner" in the 
cafeteria, and volunteers are available during the children's 
class time to help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improv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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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skills. We soon recognized that the 
Chinese speaking adults' needs ranged from very basic 
English conversation to fine-tuning writing skills, so we 
offered to conduct beginning and intermediate courses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he fall. The corner was 
truly valued and the FCC parents who led the groups were 
so dedicated and committed. A couple of Chinese mothers 
have now expressed interest in learning about American-
style cooking.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s only beginning, yet 
already it has set in motion a myriad of ways to enjoy our 
FCC identity as Chinese-American families formed by 
adoption within the larger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There is a special feeling in these school hallways. Truly 

serious learning is occurring, hard work, and some fun but 
disciplined activities as well. But, this school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what makes it special is the synergy of 
this new Chinese-American multicultural school. All are 
welcome. 
 
Virginia Ross Taylor and Maura Valle worked on the co-
founding of ACLS. Maura serves as an ACLS board 
member, and Virginia is a member  
of the administrative team. Both are FCC/NE parents: 
Maura lives in Maynard with her husband, John, and two 
daughters, Nell and Aamaris  (almost two). Virginia lives 
in Acton with her husband, Bill, and their daughters, Anna 
Ning and Catherine Xiaochun. 
 

校园新闻 
 
 
 
 
课外活动点滴 
 
讲座 
 
开学以来，学校的专题讲座已经举办了五次。这些讲座内容涉及广泛，吸引了不少听众。 
 
九月十四日，ACLS 请来了水利专家梁恩佐教授，为大家做了题为“让黄河水流清”的专题讲座。梁教授用大量文字和

图片，结合他的个人经历，向听众介绍了一项筑坝拦泥的治河方案； 
 
九月二十八日的中国大陆问题专家高新的讲座还没有开始，已经在 Acton Chinese 论坛上引起了小小的讨论和争议。高

新在讲座中对中国 高层两位领导人温家宝和胡锦涛的客观介绍和分析，引起了听众们的极大兴趣； 
 
十月五日，ACLS 学生家长，家住 Acton 的钱红医师为大家介绍了不少常用药物的使用常识，让听众们受益匪浅； 
 
十月十二日，Framingham 中文学校的吴留存老师为大家介绍钢琴的购买和维护知识，风趣而生动，引来听众的阵阵笑

声； 
 
十月十九日，好学区房地产的 Frank Chen 先生的波士顿地区房地产分析和投资讲座，内容丰富，听众踊跃提问。 
 
每次讲座的听众平均人数在 40 人左右，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空间不大的小餐厅成了家长们获取和交流信息的好去处。
 

读书 
 
在 Miaochen Wu 的领导下，他的小组成功地协助图书馆申请到了两万美元的购书基金（详情请看上期校刊）。后期工

作也在他的主持下顺利进行，这其中包括： 
 

• Bob Chen 和 Miaochen Wu 起草感谢信给图书馆和 Susan Paju 
• 分派选书、杂志和 DVD 的义务人员 
• 安排和协助图书馆中文图书展览 
 

另外，中文读书会每月活动两次，每次有大约 8－10 名读书爱好者参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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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 teaches IM class in ACLS. She is a Chinese 
teacher in a large private boarding school, 

 
  
教师之角
Northfield Mount Hermon School located at western 
MA. She has taught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or four years in NMH. Ann has received her 
education in three field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Library 
Science. She gained her first BA degree in Library 
Science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and the second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Then, Ann decided to 
have her education extensively and was accepted 
into a masters program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by passing competitive national examinations in 
China and earned her first Masters degree in 1990 
from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Then she 
lef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rolled in the Human 
Development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where she received her 
second Masters degree and a Doctoral degree in the 
field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艾克顿中文学校部分教师及助教自

我介绍 
（续上期） 
 
刘小江 四年级 B 班教师 
 
我叫刘小江， 这学期担任四年级Ｂ班中文教师。很高

兴能在这里从事中文教学，衷心感谢学校给我提供这个

机会。 

 

我与中文学校有着较深的感情。 因为，我曾在新泽西

州的华夏中文学校教过中文，而且自己的孩子也在那里

学过中文。我很了解中文学校，它不仅是孩子们学习汉

语拼音、简体汉字、标准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学堂，

也是华人在异乡交友相聚、解除乡愁、丰富业余生活的

地方；我也比较了解这里的孩子，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在

这里出生长大的，家长希望他们掌握、了解自己的母  

语和文化，但是有些孩子在这里学汉语存在着畏难情

绪，有的甚至对中文学习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不能把他们等同于中国长大的同龄孩子。期望、要求

过高，会使他们产生压力而厌倦学习。因为，他们毕竟

缺乏一个自然学习语言的过程和环境。 

For years, Ann has been interested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expressive patterns that develop 
along with an individual's cognitive and social 
developmental stages. She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xpressive patterns of 
native English and Chinese speakers and believes 
that one's cultural experiences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one's speaking and even thinking 
patterns.  

 

作为中文教师，面对我们的艰巨任务之一是：怎样激

发、培养孩子们学中文的兴趣；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教

学，循序渐进，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在以前的中文教学

中，我曾有过经验和教训；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取长

补短，多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努力探索新方法，不断

提高教学水平。 
She really enjoys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tries to use the knowledge and methodology gained 
from her educational training in her teaching 
practice. Ann Meng （孟渝民) 中等程度年级教师 

 

On weekends, Ann likes to do things with her 
husband, Hua, such as visit friends, go fishing, read, 
and listen to music. She also likes to spend time 
with kid, pets, plants and flowers. 

Susan Yao  (Yao Yao) CSL TA 
 
I have been going to Chinese school since I was 4.  I 
just graduated from Chinese school and wanted to 
help out. I'm now 15, 16 next Saturday (October 4). 
I am a student at the Acton-Boxborough High 
School-- grade 11. Born in Shanghai, China. 
 
Hope that's enoug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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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何教好中文 儿歌： 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绕着太阳跑。 
 地球大，月亮小，月亮绕着地球跑。 
 大山大，石头小，大山上边有石头。 刘敏慧 
 大树大，禾苗小，禾苗长在田里头。 

我首先谈一谈现有的中文学校的特点：  小孩多，大人少，小孩走路不要跑。  
  大象大，老鼠小，老鼠爱往大象鼻子里跑。 
1。 大部分中文学校，每星期只上两节课。学了一些知

识，放了一个星期也忘得差不多了。如果为了不忘光，

就得多留作业，让学生反复练习，只写 AB 作业，是学

不会的。 

 
（四）以故事形式教生字：让学生在听故事时考虑老师

讲的是哪个字。如“泥”字，故事：一个探长，在水边

发现一具尸体，尸体下边有一把匕首。 
  
2。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玩放在第一位，又不喜欢中文

学校，别说多留作业，少留都不想写，尤其看到每个字

写一行，一看就烦了，根本就不安心写。临上学前敷衍

了事，这能学好吗？ 

（五）用猜字、儿歌的形式讲生字： 
 

1。在猜字中，采用形象的比喻、拟人的手法吸引儿

童。 
  
3。学校的一切工作人员，都是临时的，大部分人有正

式工作，家务劳动繁重，人的精力时间都有限，没法把

精力用到教学中去。 

如儿歌“看、后” 
   

看：小手弯弯挡着眼，你要往哪看？ 
  后：横撇竖撇一张口，我要看后头。 
4。学生年级越高，学习程度差距越大，学生不会的地

方越多，对学习越不感兴趣。再加上不懂或不会说中国

话，给学生学好中文又带来难度。中国老师课堂不像外

国学校方法多，所以不能吸引学生。有些学生学了几

年，都不识几个字。 

丽：两道眉毛连一起，两只眼睛没有闭，大大

的黑眼睛，长得真美丽。 
猜字：“捉”：一只手，一只脚，你可跑不了。 

 
2。 用猜字的形式，以旧带新，以旧巩固新，以新复习

旧。  
5。有的老师认为，小学教材这么简单，上课除了读读

课文，写些生字，也没有什么可钻研的。 
 

猜字：“鸡”：小鸟、小鸟、又来了，你就不是鸟。 
 儿歌：小鸟小鸟没有脚，落在山上变成岛。 
6。家长对孩子学中文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学不学两

可，又不升学考试，也不影响将来找工作，学生高兴就

学，不高兴就散。 

 
3。用猜字、儿歌的形式区别生字： 

 
 儿歌： 如“左、右、有”： 
7。我们的老师有高深的知识，但对小孩子，儿童语言

说不好，儿童心理摸不透，儿童实际水平看不准。 
一横撇出头，二是左，口是右，月儿钻进去，这

就念有。 
 猜字： 如“铅、船”： 
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

教学质量，这就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两个都是几和口，一个金来一个舟，要想写字它

会有，没桥过河不发愁。（  ），（  ）。 
  如“床”： 
我们的教材只是一个骨架，教师如何把骨架充满血肉，

让学生学习起来不但不觉枯燥，反而觉得有兴趣，变厌

学为爱学，这又需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坐字外边有了广，变成一座房，广字有木就能

躺。 
 

 4。在猜字过程中，掌握笔顺及笔画名称： 
教师如何教好学生：  
 如“我”：撇、横、竖钩提，斜钩撇点不是你，是

（  ）。 （一）以图带字：一册（1-7）是看图识字，上课时边

出图边教生字。1Ｂ孙颖老师用电脑把书中的图放大，

挂在黑板上，学生有新鲜感，学得就带劲。 
 

如“长”：撇横竖提钩，这字长（zhǎng）长（cháng）
了。  

（二）把书中的图编成儿歌：这就使死的图变活了。学

生边学字，边学儿歌，活跃了课堂气氛，又练习了说

话。 

 
5。在猜字中，记住偏旁部首名称： 

“爷”：父字头，单耳朵，这人一定是老头。 
  “母”：卧人喝海水，越喝越觉苦，他们跑

掉了，只剩一个母。 （三）用学生的话编成儿歌：通过读儿歌，不仅巩固了

生字，扩大了识字量，增加了知识面，又培养了朗读能

力。 
 
6。以猜字形式来分清概念： 

例如识字曲：（上中下，左右，大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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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人字下，点横折，不是明也不是昨。 
 “伯”：爸爸的哥哥是白人。 
 “叔”：爸爸的弟弟叫上小又。 
 
7。通过儿歌突破难点： 
  
如 “步”：下面少字少一点，上面上字多一

竖，要想走就迈大步。 
 
8。用儿歌的形式进行字的归类： 

  
如“坏、还、怀”：三个不，找部首，提土坏，走之

还，来了小竖心，把它抱在怀。 
 
（六）用连线的方法， 让学生认字：有连字变成一个

词，连数量词，给一个部首连成一个字。 
 
（七）扩词：每课书后，有读一读部分，有些词以一个

字带出许多词。上课时，学生只读印象不深，让他们抄

一遍，写了也不一定动脑筋。如果以扩词方式，代替抄

写字词，学生动了脑，还不觉得枯燥无味。 
 
（八）用偏旁归类的方法：这种方法，既巩固了生字，

旧字也得到了复习，我们可以让学生做一些活动卡片，

积累字词。我们有的班已经在做这项练习了。 
 
（九）用反义词的形式加深对字的理解。 
 
（十）用加部首去部首再组词的方法，开发智力，并巩

固学习字词。 
如：“京”加部首： 
  景 

  京  凉 
  惊 
 
 去部首： 纪（己）（自己） 
   倒（到）〔到来〕 

 
（十一）加一笔成为一个新字： 
  如：么（公）、月（用）、头（买） 
 
（十二）加部首再加部首： 
 如：土—圣—怪，可—奇—寄 
 
（十三）扩展与替换：每册书的每篇课文后，都有扩展

与替换部分。如果学生只读一读，没有什么印象。我把

主项印出来，让学生练习，这项内容就落实了，不至于

流于形式。 
 
以上是在课堂练习中采用的一些方法。只有字词学得

好，记得牢，才能为写作打下有力基础。1B 孙颖老师

不仅采用以上练习内容，自己还设计了许多有趣的家庭

作业，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我们的《中文》教材，都是一些资深人士，知名的语言

专家，根据儿童年龄、心理、以及生活环境等特点精心

编写的。教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一定的目的要

求，有一定的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我们教课时，

要尊重教材内容。我们所采用的一切方法，都要围绕着

教材内容，为了让学生学会，突破难点，掌握重点，完

成教学目的要求来做。我们的老师才华横溢，能力非

凡，在教学中一定会创造出更多更新颖的方法来，把学

生中文教好。 
 

家长如何让孩子学好中文 
刘敏慧 

要想让孩子学好中文，首先家长对学中文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要有深刻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有信心，有决心，

让孩子学好中文。 
 
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我们应该也有责任把它传

下去。每个海外的佼佼者们，哪个不是中国文化的小宝

库？如果不把这些珍贵的知识教给我们的后代，岂不是

一件憾事？我们的黄皮肤，不管在这里住了多少代，人

家还是把咱们当成中国人看待，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实。如果我们只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而不会说自己的

母语，人家绝不会为此高看咱一眼。 
 
我们的孩子上了大学，外国人知道他们是 Chinese， 出
于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敬仰，可能会问他们一些关于中国

的问题，如果他们一无所知，自己会觉得非常尴尬。在

大学里举办一些大型活动，如果让他们当翻译，而他们

却无法胜任，这时候他们才会知道不会中文损失有多

大。 
 
学中文，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件唾手可得的事，而许多

人却把它轻易地扔掉了。在国内的孩子，还在学两种语

言，而在国外这些宝塔尖的尖子们，只会说一种话，这

是一件多么滑稽的事呀！ 
 
一．如何引起孩子数度的兴趣呢？咱们可以拿出学托

福、GRE 的本领来，在教孩子读课文或读其他读物

时，专门给孩子准备一盘录音带，读熟了把它录下来。

这样一盘下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进步。教师可以每周轮

流收几个人的录音带放给同学们听，这就促使他们认真

练习朗读了。 
 
4A 的刘玉芬老师给学生留了录音的作业，让学生下次

上课带来。黎町、张珊思、王乔怡等同学将作业交给了

老师。他们读得感情充沛，有声有色。尤其是王乔怡读

得非常好。老师看到同学们这样认真，家长这样配合，

非常高兴。有些孩子不会说或说不好中国话，家长采用

这种方法，让他们多读多录，一定会有成效。 
 
给孩子买一些中文刊物，帮他们读。《语文报》这个刊

物很有趣味性，读、写、练的内容安排得恰到好处，家

长和学生共读，对学生读写能力的提高一定会有很大帮

助。 
 
1B 的孙颖老师把语文报上的小故事印发给学生，作为

家庭作业，让家长教孩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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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班全班都订了《语文报》，人手一册。许玲老师在

课堂上指导全班同学一起做报上的练习。这样下来，学

生程度就比没有做练习的进步较快。 
 
生活在英语环境的孩子家长大多给他们买英文书刊，从

没吝啬过，那么中文刊物更不能放在第二位上。 
 
二．采取提前学的方法，对学好中文帮助很大。 
我跟家长说，咱这本书学一年，不学三个学期，比规定

提前半年。我又怕学生吃力，在放假前，我把第二学期

（8-14 课）的课堂练习内容发给家长，一式两份，一

份作为暑假作业，另一份开学后老师讲课用。2C 班王

茜家长，赵慧婷、陈筱竹等同学的家长积极协助，把印

好的练习一沓一沓整整齐齐带到学校，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在期末家长座谈会上，家长和学生坐在一起，我说开学

后，根据暑假作业的好坏，发奖品和奖状。我们的奖状

只有十张，这学期我们不发了。开学后，班里同学交来

的作业都写得非常整齐，我不忍心只发十张。施漪波的

妈妈把暑假作业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孩子一字没写。

到了开学，她妈妈直道歉。孩子不好意思，连头都不敢

抬。哪知下一个星期天，一到学校她就把作业交给了老

师。哇！18 页！半年的课程，她一个星期就写完了。

冲着这种精神，也得得奖啊！奖状不够我就到处找寻，

刘玉芬贡献了两张，老校长把老底都搬出来了，还亲自

送到我们教室。可是还差一张。 后，许玲老师巧夺天

工，用电脑帮忙，做了一张复制品，与原来的相媲美。 
 
三．我认为学中文越早越好。 
学中文应该在学英文的前头。在孩子们还不知道英文容

易学的时候，当然就没有中文难学的感觉了，这时学中

文 好。因为年龄小，写字比大孩子要费劲些，但是学

下去很快就会产生兴趣。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韩中昊，

是从 K 班转来的, 我提出 1A 班要提前一个学期把书学

完，他父亲有些担心，怕孩子跟不上，想转到别的班。

在暑假中，韩中昊的家长让他每天做一页中文，一页英

文作业。在做的过程中，他对中文产生了兴趣，反而不

爱做英文作业。在父母的督促下，韩中昊因为提前学了

一遍，老师讲的他都会，上课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全班同学斗志昂扬，学习劲头非常高涨。班里有几个五

岁的孩子，功课都是尖子。这里我要说明一点，韩中昊

父母都上班，有两个孩子，家中没有老人，每周五和周

日晚上还有教会活动，时间不比任何人宽裕。 
 
班里还有一个学龄前的小孩，他在公立学校上

Kindergarten。他把一年级的练习内容都做完了，并因

此对中文产生了兴趣，成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在学校

里经常教白人小孩学中文。例如他写一个“草”字，让

白人小孩在旁边写个“grass”。 白人小孩写 1、2、
3、4、5，他在下边写出中国数字。尤其是“日”字，

英语写了两个词：day/sun，可见他对这个字的理解很

透彻。在学校里自己没事干，经常写一张纸的中国字带

回家，发了《语文报》高兴得带回学校去做，就象多会

做似的。这就看出他对中文的喜爱。 
 
我编了一套 1-5 册练习内容，教师可以上课作为课堂练

习用，家长也可以把它作为给孩子的自学内容。在编

时，根据儿童心理及儿童学得快忘得快的特点，用儿童

所喜爱的语言、方法使学过的字可以举一反三，采取多

种方法进行练习。每课书都有一或两页练习内容，练完

以后每课书的字就在孩子的心里扎下了根，不容易忘

记。《语文报》上每期连续刊登了 1-5 册的内容。我们

用的《中文》教材，一共有十二册，家长算好时间，如

何在上高中之前把它学完，对升大学被名校录取，会有

很大帮助。希望我们趁孩子还不忙时，把中文学习抓

紧，想尽一切办法，调动孩子的积极性，让孩子把中文

学好！ 
 

小知识 国庆节 
史建英 

10 月 1 日是中国的国庆节。为什么把这一天定为国庆

节呢？ 原来，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的。因此每年的 10 月 1日便定为国庆

节。今年是第 54 个国庆节。 
 
在这个日子里，我们来一同认识多一点中国吧。 

 

【国 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首 都】：北京 Beijing 

【面 积】：9,596,960 平方公里 

【人 口】：1,287,975,468 人 —— 12.9 亿 人 

(2003) 

【语 言】：华语 Chinese 

【民 族】：大约有 56 个民族，大部分是汉族。 

【货 币】：人民币元 

【国 歌】：《义勇军进行曲》 

【国 旗】：五星红旗    

 

            
 

【国 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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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欣赏和喜欢的是这秋色。我不禁感慨自然界对色彩

的配置和应用是多么神奇。想象炎热的夏日，若是头顶 
大众论坛

盖的、地面铺的是这般红黄颜色，带给人的只能是更加

的燥热，所以那时自然界给自己装扮成冷调的绿色。到

了这清凉的秋天，自然界就开始逐渐调和进红黄色，让

人们感到一些暖意。这样的着色和用意，胜过任何画

家，难怪画家也得照着它模仿、写生，从它那里受启

示、得灵感。 

 
 

有感而发 

丹心 
  
我 喜欢的画也是主题为秋色的， 好是能表现厚薄和

层次的油画。这画要不大不小，横宽竖窄。中间要有一

条不宽不窄不忙的青石路，由近到远，两旁是不高不矮

不朽的枫叶树，树干要强劲，树皮要粗糙，树冠要丰

满，两边的枝头，树叶在路的头顶互相碰面、交织一

起，彩色的叶子一半挂在树上，一半密密麻麻撒落在路

面的近处，路的远处还留着一段青石面，它的光亮会衬

托叶子的斑斓。 

我的老美邻居是一位忠实的“自然之友”，每年都为保

护自然环境做无数的义工。每次她来邀我一同散步，都

要带上好几个塑料袋，把路上见到的废纸，空盒，空水

瓶，啤酒罐，可乐罐一一拾起。特别是经过一个学校，

更让我们“满载而归”。她说她曾对有关方面谈起，对

方说除非多收些税，雇一个人每天专门清扫道路，保持

环境整洁。她说，这并不是好办法。关键是怎样制止这

些乱扔的行为。这就需要“教育”来发挥它的职能了。 
 

回想起多年前在康州 Greenwich YMCA 工作时， 每次

午餐后教室里的垃圾桶就满出来了。咬了一口的苹果，

喝了一口的果汁，整支的香蕉，甚至没开封的三明

治 …… 统统扔进了垃圾捅。只有甜点被吃下去了，每

天回家，家长一看 Lunch Box 空的，怕孩子不够吃，

明天再多装一点，结果扔得更多 ……。我们从小受的

教育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

力维艰”。看到这种情景，即使不是我的，也感到十分

心痛。我对校方建议，要求孩子把没吃完的东西带回

家，可以使家长知道孩子到底吃了多少，既关系到孩子

的健康，也避免太多的浪费。和许多华人家长谈起，大

家都有同感。说孩子好的没学到，浪费倒都学会了。擦

一下鼻子，抓一大把纸。不会正确的方法，擦到鼻子边

象猫胡子，还亮晶晶的 ……。我想面对这些生活在蜜

糖中的孩子，虽然不能“忆苦思甜”，至少应该告诉他

们一 些“节约”的道理吧？ 不说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饿

肚子，至少也要让他们懂得，为爱护”Mother 

Nature”，为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少制造一些垃圾，

应该从小做起。这是功在大家，利在自己的好事。如果

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行动起来，从我做起，我想我们的生

活环境将更加美好的多。 

我总想出个奢侈的价格买这样一幅被框架好的油画。我

不在乎这画是否出自名家，只求这画是我喜欢的构图和

贴近浓浓秋意的着色。每当我匆匆欲买的时候，丈夫

就会不知是真吝啬钱还是假鼓励我：“你自己画一幅

么！” 于是，我就总想找几天合适的时间，找个安静

的地方写生或临摹一幅这样的油画。在还没有这个水

平、没有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下，我就会对摄影技术比我

好的丈夫说：“你应该拍这么一张风景！” 于是，他

就总想先武装一下他那半自动相机的镜头以便相片的分

辨率能达到足以使它放大了还清晰的高度， 再找时

间，景致，以及心境。这样原因来理由去的，我们家至

今没能拥有这样一幅满意的秋色作品。 

 

秋色之美，也一定要亲自出去看看，才能更好地体会。

身入其境，会感到自己也是这美的一份子，至少能感应

一下上苍创造的这份色彩美。感谢我们住在美国的东北

部，秋天到处有这样美的风景可观光。 

 

平 

要出去踏山观景，我 喜欢邀一两家朋友一同前往， 

似乎那美景光自己看太可惜了。和朋友一起，赏景之

余，美聊、美食一番，颇为惬意。于是，前两天，就和

朋友一家一起光顾了邻州的景点：Loon Mountain。 从

Acton， MA 到 Lincoln，NH 的两小时路程

中，外面的景致让你无法不去欣赏。由东

南往西北的 93 号路，两旁的树叶开始还是

绿中夹红，逐渐变成红黄为主，阳光一

照，红的娇艳，黄的灿烂。我们越往西北

行，秋色越浓，行到开阔的地段，远山是

青，近山是彩，一幅红橙黄绿、层林尽染

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 

 
 

美不过秋色浓 
亚平 

当一丝丝的凉意一天天地悄悄亲近人

们的时候，我们已不知不觉地被带进

了 美的秋色世界。秋天真爽，夏季

积赞下的燥热自然而然地消失了。秋色真美，树上的叶

儿就象十五六岁的少女，越长越多彩，从那俏丽的嫩

黄、雅致的橘黄、到各种的红，色彩斑斓，秋风吹过

时，一片片象飞舞的彩蝶，飘落在大地上歇息，色彩依

然，恬静优美。 

 

一路好景致好心情，很快就来到了目的

地。在山脚下，我们刚从车里出来，立刻象被罩上了彩

巾，全身印得美丽起来。迎面而来的，是光彩夺目的五

彩山。坐着缆车上山的顶端，视野越来越开阔，俯瞰下

面，多彩的秋色竟还有碧水衬托，格外清新。眺望远

方，近处的彩山竟有远处的名山倚仗，相当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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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在高山 
 

我已厌烦了海边的微风 

我痛恨大城市的糜烂的生活 

哼哼叽叽的酸曲使我昏昏欲睡 

缺乏锻炼的肌体一厥不振 

 

我向往那雄伟的清凉山 

返回的路上，夕阳笼罩着秋色，是另一番朦胧美。我让

大儿子数数这秋天的颜色，他竟能指出一片紫色来，我

一看，尽管有些模糊，那的确象紫色。 

 

是啊！这美的秋色岂只是红橙黄绿。 
 

人生的高地 高耸入云的山峰使我砰然心动 

我虽自小生活在海边团泊洼地 

但我的心在高山 

 

我愿作一只山鹰 

 

张善继 
 

我生在一马平川的海滨，但却喜欢爬山。由于有了女

儿，已经两年多没能去我喜欢的丛山峻岭。今年夏天，

女儿两岁半，终于可以返回我心仪的山巅了。 

翱翔在雄伟的清凉山巅 

聆听松涛阵阵 

痛饮山间清泉 

 

我愿我是千年古庙 

怀抱参天大树 

身靠绝壁悬崖 

冷眼看着过往尘世 

 

我宁可是个高深老僧 

绝去凡俗杂念 

只管扫净古刹庭院 

领悟人生的真谛 

 

我要翻过九十九座梁 

淌过九十九条溪 

走上几十里 

挑回一汪清泉 

 

我愿站在高高的绝壁上 

放开嗓子高唱山歌 

从遥远的山谷里 

聆听传来我的回响 

 

我要以采药为生 

我带足乾粮 

在林中找灵芝草找上七七四十九天 

渴了就喝清泉 

困了就在山洞里和野兔为伍 

浑身是灌木刮的伤痕 

但我的心气高昂 

信念坚定 

 

我可能会掉下悬崖摔死 

我可能走不出森林而饿死 

我可能找不到泉水而渴死 

但我不会半途而废 

我的心会留在高山上 

 

【注】清凉山脉乃太行山脉的支脉，横贯北京西郊，较

著名的地方包括北京西山。 

 

有了女儿，一切和以前都不一样了。我们原来的两人的

REI 帐篷也不适用了。在 REI 新买了个四人的 Base 

Dome 4 全天候帐篷。为了让女儿白天能在外面玩儿，

还买了个很大的 screen house。可以把野餐桌罩起

来，像个大厅，不让蚊虫进来。我还配备了把锋利的军

用匕首，随时挎在腰间，以防野兽。以前没有女儿，心

想让狗熊吃了就吃了吧， 现在呢还要想着保护女儿。 

 

八月的一个周末我们来到了佛蒙特南部的 Townsend 州

立公园。只剩下 后一个野营位子了。我和妻子忙着搭

帐篷，铺气床。女儿很兴奋，她坐在野餐桌子前，举着

旅游宣传册子，大叫：“This is my jungle book!” 

第二天，我们决定去爬山。Bold Maintain 高 1680 英

尺，并不险峻，但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就要困难些了。

要带上她爱吃的食品，牛奶，diapers。给她抹好深林

驱蚊剂。然后牢牢地把她固定在背架上，光背带就要系

上七八个。我要走在前面，爱人在后面照看着女儿。女

儿已经开始懂事，知道林子里有小动物。一路上不停地

用她独特的中英文问：“Where 小动物们 go?”不一会

儿，就迷迷糊糊靠在保护带上睡着了。 

 

有人说，人生如爬山，永无止境。而我们呢，只是出来

旅游消闲，寻找一个人生的 Higher Ground, 爬到山顶

而止，不求“一览众山小。” 自己爬山就够难了，如

今我背着三十多磅的女儿。到了艰难的地方，简直就是

一步一步地向上蹭，浑身被汗水浸透。但到了山顶之

后，遍览远处来时经过的公路，桥梁，松涛阵阵，清风

习习，看着女儿在大石头上雀跃欢呼，心里十分惬意。

我想起进山时遇到一对老夫妇，看到我背着女儿进山，

对我们说：“You gonna carry her all your 

life。” 我时常想，我们的生活这么多年，就象这爬

山，翻过一座，又见一座更高的。有了儿女，翻山会更

难。但乐趣会更多。成就感越大。        

 

作为文章的结尾，我把在北京上大学时的旧诗附上。那

是登北京西郊清凉山之后，有感于祖国的壮丽河山，作

了歪诗一首，今天献(丑)给大家，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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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The Experts! 
 

Sell/buy a house in good school towns 

call GOOD SCHOOL REALTY, INC.! 
 

We have experts covering Acton, Andover, Brookline, 
Lexington, Newton, Sudbury, Wayland, Weston and 

many other towns with excellent public schools!  
 

Look forward to our Acton and Newton offices soon.
 

Call 1-888-430-5900 or visit our website 
www.GoodSchoolRealty.com to sign in for automatic 

marketing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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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官当然知道什么是少许。这将减去我把这道菜重

做一遍，并量来量去，称来称去，和记来记去的痛苦。 

理

美

响

这

顾

户

個

 

如

1

p

2

3

资

4

退

到

每

作

资

应

龄

丟

积

家

如

5

账

（

6

延

寿

話

我

一

诉

“

说

w
 

生活园地

而且，就算我这样做了，您对这一串数字也不一定上

心。您也许和我一样，看菜谱时对佐料的用量一律以

“少许”蔽之。 

 

财知识 
 
以下是我的白斩鸡做法： 

如何度过经济低潮 用料：Perdue 牌母鸡一只（如果鸡没买对，做不好吃

您别怪我），生姜、大蒜少许，白糖、酱油、醋少许，

辣椒油、花椒油少许。 
国长期的经济萧条不仅对美国本土居民有非常大的影

，对新移民來说更是难以估量的打击。如何度过目前

个困境將是对新移民的一個考验。作為一个财经投资

问，我想就具体情況讲一点有关如何调整你的投资帐

方面的见解。由于投资是因人而异，所以此文只是一

概括。 

制作过程： 
1。将整鸡洗净，切去边缘处大油； 
2。烧半锅水，把整鸡放入水中，鸡背朝上，要让水没

过鸡背。 
3。当水完全沸腾时，撇去浮油和浮沫。 
4。在水沸腾 5-10 分钟后，将火关小（小至使水处于开

与不开之间），然后盖上锅盖焖 20 分钟。 
果你丟了工作，有哪些必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一定要仔細阅读公司給你的失业文件（employment 

ackage），充分了解你的劳工权力。 
5。将整鸡取出，放置于空气中或冰箱内凉透，然后斩

成 2 寸长、3/4 寸宽小块码入盘中（如果有香菜末撒上

一把效果更好）。 
。改写工作简历，找工作。 

。确认一些 終日期：劳工福利截止日期， 后的工

日期，与公司有关的福利截止日期…… 
6。把切成细末的生姜、大蒜与白糖、酱油、醋按比例

拌好，放入一只大碗中，如果酱油太咸可加一些水。然

后加入辣椒油、花椒油（没有现成的辣椒油和花椒油，

可把少许干辣椒和花椒粒放入热油中炸至变色。然后再

将油倒入拌好的佐料碗内）。 

。调整你的投资账户： 

休金投资是一项长期投资，对于年轻家庭來讲有 20

30 年投资积累時间。一但你确定了你的投資組合，

年 1或兩次的调整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你丟了工

，你的投资組合应从高风险向低风险调整，现金值投

比例应增高。子女教育基金是中期性投资，投资組合

取決于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和子女的年龄。随著子女年

的增长，投资組合应从高风险向低风险调整。如果你

了工作，你可以考虑暂时停止教育基金投资。你需要

攒现金來应急。个人投资账户的投资因人而异。一般

庭的应急现金应有足够应付 3到 6个月的正常开销。

果现金存款过低，个人投资应调整到现金值投资。 

7。在用餐前将碗中佐料均匀的淋在鸡块上即成。 
(李月提供) 

  四川回锅肉 
“四川回锅肉”是川菜家常风味的代表作。许多远离家

乡的四川人，每当品及此菜，都会顿起思乡之情。难怪

有人将它喻为四川人的“家乡菜”，四川菜的“头

菜”，是不无道理的。 

 。转换雇主提供的退休金账户 401K 到你的个人退休金

户(401K ROLLOVER)。好处是你可以有完全的控制权

使用、投资选择广、集中管理等）。 

烹制回锅肉，看似平易，但要使片片肉呈灯盏窝状，好

看又好吃，却大不易。其关键一是煮肉时断生即可，忌

煮过葩，二是下甜面酱时火候不宜过大，三是必须加提

味的配料。原料成菜色泽红亮，肉片柔香，肥而不腻，

味咸鲜辣回甜，有浓郁的酱香味。 

。劳工福利截止后的家庭保障：如医疗保险(公司福利

伸或私人购买)，人寿保险(个人购买短期或长期的人

保险) 。如果你的公司提供汽车和房屋保险福利的

、你要与保险公司联系。  

 主料：猪腿肉400克 （长城金融集团 孔繁林提供） 

  配料：莲白100克，青椒100克 

拿手好菜 
调料：郫县豆瓣25克，甜面酱10克，酱油10

克，素油50克  
  

制法  
(1) 将肥肉相连的猪腿肉刮洗干净，放入汤锅内煮至肉

熟皮软为度，捞出冷透后，切成5厘米长，4厘米宽，

0.2厘米厚的片。 

白斩鸡 
一向标榜咱们中国人“模糊数学”好，不用老美的那

大套量具照样能做出可口的饭菜。当我不无得意地告

两个女儿有人要我写白斩鸡的菜谱时，大女儿说，

Now, how can you get it right without measuring?”我

，不怕，不就是“少许”嘛。小女儿问：“Mom, 
hat is ‘少许’？” 

 

(2) 炒锅置旺火上，放入素油烧至六成熟，下肉片炒至

吐油，肉片呈灯盏窝状时，下剁碎的豆瓣炒上色，放入

甜面酱炒出香味，加入酱油炒匀，再放入素菜颠锅炒断

生起锅既成。 

（老四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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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禾集  假如我是妈妈 许露 
  
假如我是妈妈，我要做科学研究。我要买个大房子。我

希望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要天天给他

们做作业。我要有一个小狗和一个乌龟。我想做一个好

妈妈。 

 

三年级学生习作 
 

  
假如我是妈妈 朱秋爽 

假如我是……  
 假如我是妈妈，我会每天到书店去。我会买一栋好房子

来读书。我也会买很多读书用品。然后我会坐在书房里

读我 喜欢的书。我会去参加一个读书俱乐部。在我的

空余时间里我会去煮饭和买东西。我希望我是一个亿万

富翁，这样我可以买很多的书，放在书架上。如果我有

孩子，我会带他们去摘水果同时享受大自然。 

三年级 A 班  

指导老师 颜越 
 

假如我是爸爸 吴弘毅 
 

 假如我是爸爸，我要和一个漂亮的女子结婚。我是一个

语音识别或者游戏软件工程师。我的太太是个考古学

家。我们有一对双胞胎男孩。我要他们努力学习英文和

中文。他们一起用计算机和一些高科技玩具。他们要学

武术，象棋和乐器。 

假如我是爸爸 吴晨 
 

假如我是爸爸，我除工作外还跑步。我也可以开车，还

可以玩游戏。我可以做好吃的东西给我自己和家里人。

我挣钱买房子，还有新的红汽车。  

 假如我是妈妈 许洋 
如果我是爸爸 简路缤  

假如我是妈妈，我要我的孩子们天天做作业。我带全家

去旅游。我们要去巴黎，加纳比海，中国长城，北极和

南极。我会养很多动物，有小猫，小狗，苍鼠，小鱼，

和小鸟。我要画画赚它一百万。算了吧，我还是不想做

妈妈。做个有梦想的小孩子 好。 

 

如果我是爸爸，我会买很多好吃的，我会很早的起来上

班，我会看好多电视。我不会跟妈妈嚷嚷。我会带我的

孩子去玩。我会给我的孩子买好多玩具。我会让我的孩

子学算术。我会给我的孩子买一个电视。 

  

假如我是爸爸 

 沈皓天 

假如我是妈妈 崔乐怡  
 

我会驾驶一架飞机，我会让我的小孩坐在里面。我会给

我的小孩买很多玩具和好吃的东西。我会带我的小孩子

去动物园，儿童公园，中国的长城，长江，黄山，黄

河，北京和迪斯尼乐园。我还会带我的小孩去她的朋友

的家。我会教我的小孩中文。我会带我的小孩去游泳。 

 

假如我是爸爸，我就得去干活。我会做医生，帮助病

人。我会跟我得儿子打网球。假如我的儿子做错事情，

我不会打他或对他喊叫。我会跟他好好讲道理。我有时

间就会跟我的儿子玩。 
  

假如我是爸爸 林云 
 

我会买 好的服装给我儿子，所以他的鬼节就会过得很

高兴。我每月会给他买糖果，所以他就会很高兴的。我

会住在佛罗里达和带我的儿子去迪斯尼世界，所以他能

天天开心。我天天会给他做玩具，所以他能天天在家里

玩。我会给儿子买一个大房子，给儿子放许多玩具。我

长大以后要当一个很好的爸爸。 

 

假如我是妈妈 刘华 
 

假如我是妈妈，我希望我有两个女儿。我会让她们弹钢

琴，也去中文学校，所以她们会讲中文。以后她们回中

国能跟亲戚对话。我让她们去跳舞，因为跳舞好看。我

也会给她们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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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爸爸 陈昊卓 李梦昀 
  

我的爸爸是个教授，我长大了以后，也想当个教授。我

的爸爸在 MIT 工作。我的爸爸是个能源专家。我想在

HARVARD 教植物。我的爸爸很努力工作，我也想很努力

工作。我不想当坏人。我想当好人。我想跟我的爸爸

样。我的爸爸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的名字叫李梦昀。我今年十一岁。我是六年纪小学

生。我非常喜欢打篮球和踢足球。我还喜欢吹长笛。我

喜欢的动物是大熊猫。 

 

李涣菁 
  

假如我是爸爸 熊笛 我的名字叫李涣菁。我六岁半了。我在 Marriam 上二

年级。我喜欢画面，唱歌，跳舞，骑自行车。我家里有

一个小妹妹，她一岁半了。我老跟她玩。我很喜欢我的

妹妹。 

 

假如我是爸爸，我要成为好莱坞的演员! 我要买一部跑

车和演电影! 我要努力工作，挣钱和帮助穷人。假如我

是爸爸，我要成为科学家，发明和制造自己的机器人。

它会制造汽车。 

 

戴安娜 
  

假如我是爸爸 乔艾伦 我叫戴安娜，我今年八岁。我在 Abbot 小学上三年

级。我喜欢黄颜色。我也喜欢踢足球，唱歌和跳舞。我

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业余时间我喜欢

看电视，读书，玩玩具和跳皮筋。我喜欢中文学校。 

 

我会去专心的挣钱。我要每天打电话跟爸爸和妈妈。每

天我会给我妈妈很多钱。三点钟我每天会回到我的家。

我会买游戏给我的孩子玩。我会教他们很多东西，如果

他们不知道。我会看我的孩子有没有做他的作业。我会

与我的孩子做朋友。我会跟我的孩子玩。我会用我的钱

买好吃的东西。 

 

闫海石 
 

我叫闫海石。我出生在美国。我今年九岁了。我中文学

了一年了。我 喜欢的颜色是红色。我家有四口人。爸

爸，妈妈，姐姐和我。 

 

假如我是妈妈 Kathy 
  

假如我是妈妈，我会送我的孩子去 好的学校。我会叫

她们努力学习。我会教她们学习中文和算术。我会给她

们买很多好玩具。我会教她们弹钢琴和踢足球。我希望

做个好妈妈。 

王天哲 
 

我的名字叫王天哲，男，今年十岁。我在 Conant 小学

上五年级。我是中国人，来美国已经快七年了。父亲王

波是个工程师，母亲吴晓是个会计师。我喜欢学习，运

动和旅游。 

 

  
 

 
自我介绍 

  
三年级 B 班 中等程度年级学生习作 
指导教师史建英 

  
指导老师孟渝民 阳阳 

  

小狗茉莉 我的名字是胡俊枫，大家叫我阳阳。我生在 Boston, 

今年八岁。我长大得很强壮。我们家有三口人，爸爸，

妈妈和我。我们的房子是蓝色的。 
康原 

 
 

我有一只可爱的小狗，它的名字叫茉莉。它是一只浅黄

色的 Labrador Retriever, 长得很漂亮。茉莉有两只亮亮

的大眼睛和一个黑黑的鼻

子，它全身的毛都是浅黄

色的，有一点发白。我们

的邻居都说茉莉长得十分

美丽。 

吴越 
 

我叫吴越，我喜欢红和黑。我喜欢骑自行车。我也爱

玩。我喜欢跟 David 玩。我喜欢游泳，爱吃糖，放风

筝。我也爱洗碗，我也爱看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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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和茉莉一起玩。有时候我把它的一个玩具藏起

来，让它去找。它会走来走去，这儿闻一闻，那儿看一

看，尾巴翘得高高的。我的小狗非常聪明，每次都能找

到它的玩具。只要是我大声表扬它，它就特别高兴，总

要把头抬得高高的，摇着尾巴向我跑来，那样子可爱极

了。 

另一个地方是 Nova Scotia 的首府，Halifax。Halifax

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街上有很多商店，有人在街头演

出，有人用粉笔画画，还有人玩魔术。街上有卖衣服、

卖礼品的商店，很多好玩的去处。那天是我们在 Nova 

Scotia 的 后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就坐船回美国

了。回到家以后觉得气候很不一样。加拿大的空气很

冷，很湿，风也很大。可是回家以后却很热。 

 
茉莉有的时候也很淘气。有一次，我在训练它的时候，

我让它躺下，它突然跑到另一个屋子里去了，叼起了一

个玩具。我假装很生气，没有理它。茉莉在屋子里跑了

几圈以后，发现了我没有跟着它，就放下了玩具来找

我。它走了过来，看着我，好像在说：“你看我拿了一

个玩具！为什么不来追我？”我往前走了一步，它就又

叼起那个玩具跑了。我没有去追，过了一会儿，茉莉走

会（回）来，乖乖地坐在我面前，好像在说：“我玩够

了，现在要听你的话了。”搞得我哭笑不得。 

 

今年夏天我度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暑假。 

 

全家足球比赛 

刘腾 
 

三个月前的一天我爸爸突然对我和哥哥说：“让我们踢

一场家庭足球比赛。我一边，你们一边”。爸爸开汽

车，我们一起去了 School Street 足球场。我们一到

足球场，我们就练传球。 

 
养一只狗很好玩，但是也很辛苦。有茉莉做（作）伴，

生活真美好。 
  
第一场比赛 

去 Nova Scotia 
 

马梦 刚开始我和哥哥一直跑，赢了一个球。我们就感到累

了。我们靠在球迷柱子上休息。可是爸爸一点不累他就

冲过来，我们跑向他，要挡住他。可是他躲开我们，进

了一个球。我们很累，喘不过气来。我们很慢地冲到爸

爸的球门。在路上他把球抢了去，又进了一球。我们很

着急，想跑快一点，但跑不动。爸爸又把球截走了。他

跑到我们的网前，又进了个球。他回头一看，看到有两

个人躺在地上。爸爸走近一看，发现那两个人是我和哥

哥，在地上像死了一样。 后爸爸赢了，五比一。从那

一天起，我们每天都去踢球。 

 

今年暑假我去了一个又美丽又好玩的地方，叫 Nova 

Scotia。Nova Scotia 是加拿大的一个岛，很有名气。

到加拿大旅游的人，除了到大瀑布以外，还到这里，因

为这里和大瀑布一样美丽。岛的一边是青翠的高山，另

一边是蓝色的大海，漂亮极了。 

 

这儿不仅风景美丽，

还盛产海鲜，又多又

新鲜，尤其是龙虾和

干贝，好吃极了。 

 

我们这次是和别人一

起去的。我们坐的船

叫 Scotia Prince。

船上到处是闪闪的亮

灯，在黑夜里很迷人。船很大，里面有赌场，娱乐厅，

小商店，理发店，还有睡觉的地方。 

 

以后的比赛 

 

在第三次比赛时，我的妈妈也来踢球了。那一天，爸爸

妈妈一边，我和哥哥一边。我爸爸越跑越快，一连进了

四个球！我和哥哥开始传球。爸爸跑来跑去总是抢不到

球。我和哥哥先赢了，五比三。后来爸爸也想出了一个

手球。我气得大

叫。然后我们也

把球踢到他手

上。后来我和哥

哥总是赢。 

 

照相 

办法。他把球踢到我们手上，使我们

 Street 

球场很美。有

 

我们的房间不太大，一边是一个上下床和一个洗手间，

另一边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床后边还有一个小窗

户，可以看见大海。 

 

第二天早晨一吃过饭就到了 Nova Scotia，我们在船上

一共过了十二个小时。我和其他几个小孩儿晕船，所以

开船的时候我们都跑到了外面的甲板上玩。 

 

School

足
 一天我们带了照

相机，照了许多

像。 
在 Nova Scotia，我们一共去了很多地方，其中两个地

方我很喜欢。一个是山，又高又可怕，山上风也很大，

开车上去很危险。站在高高的山上可以看见蓝蓝的大

海，风景很美丽。我们在山上照了很多照片。然后我们

又从山上开到山下。下山以后再回头看时，我们好像是

从云里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