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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建华 
 
学期刚过一半， 您可能不会想到学校的各个部门已经在紧张地

忙碌着准备下学期的工作了。每学期语言课和文化课都有变动和

调整，教师也有变动和调整， 而这一切都要提前安排好以便注

册能顺利进行。尽管网上注册已经实行几年了，可是每次都有不

少人还要排队通过人工（学校实地）注册，我想可能是对注册的

时间和安排不太了解，这里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您只要查一下学校的最后一周是在什么日子就好办了。我们的惯

例是：倒数第二周学校实地注册，倒数第三，四周网上注册。倒

数第五周有关注册的所有信息要在网站上公布。在网上注册开放

之前的一周左右， 您应该收到由我们网站组发出的电子邮件，

内容包括您的注册帐号和密码。如果您在网上注册开放日之前的

两三天还没有收到这份电子邮件，请立即与网站组

（Registration@acls-ma.org）联系取得您的注册帐号和密码。 

 

在开放网上注册的时段内，您有了注册帐号和密码就可以上网直

接注册。对于语言课而言，注册秋季课程您可以有年级的选择，

没有班级的选择。在所有的学生注册完毕之后，我们将按照性

别、年龄尽可能均匀地分班。如果您想将您的孩子和他（她）的

朋友分到一个班，您可以给注册处发电子邮件提出要求，我们会

尽可能做调整，但不能保证。注册春季语言课就很简单，没有其

它选择。如果您有特殊要求，如换班，您需要先注册到原来的班

级，然后到学校实地注册时如有可能再做调整。对于文化课而

言，每学期都是新的，大家都有同等机会注册任何一门课。每一

门课一直注册到满额为止。当您注册完所有的课程后，一定要将

最后的一页注册表（Summary Page）打印出来，附在您的交费的

支票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寄给中文学校。您也可以在学校实地注

册时将注册表和支票直接交到注册处。 

 

需要注明的是，网上注册仅限于在校生。所有的新生都需要在学

校实地注册时注册。 

 

请记住以下时间表： 

网上注册：六月五日至十六日； 

实地注册：六月十八日，2：15 pm -4：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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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Spring Seminars Focu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semester, ACLS 
Seminar Committee (Yanni Gou, Hong Lee, 
Hanlan Liu, Lena Wu, and Sarah Peng) 
proposed two main themes: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health for the seminars.  In children’s 
education, we organized two wonderful 
seminars: High School Life and Parenting 
Discussion Forum.  Each of the two seminars 
had a panel of speakers, rich contents, and 
active dialogs between the speakers and the 
audiences.  The interests were so high that the 
seminar time was extended to one and a half  
more hours than the normal time.   
 
In health, one seminar was given on stroke and 
brain damage prevention by Dr. Jay-Jiguang 
Zhu.  The frequency of stroke occurrence goes 
up with ages.  So please watch closely to your 
parents.  The coming home message was in fact 
a single word: F [face] A [arm] S [speech] T 
[time].  The first three letters annotate the signs 
of stroke and the last lett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rompt treatment.  One more talk 
to come will target on childhood obesity.  Please 
keep in tune. 
 
We also had two seminars given by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cton Police Chief, Mr. 
Frank Widmayer, and lieutenant Mr. Daniel Silva 
on Acton Public Safety, and Mr. Walter Foster, 
Acton Chair of Board of Selectmen and Acton 
Town Manager on Town of Acton: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Acton has a 
state-of-art of public safety facility, great safety 
program among school/kids/police department. 
Mr. Silva also gave a few tips on child safety 
issues, such as car driving, internet, alcohol, 
drug, etc.  The one t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is the seminar on Town of Acton.  I learned so 
much on the history of Acton.  Acton was 
separated from Concord in 1735, grew first into 
a farming place, resort place, then an industrial 
town when railway was built in 1844, finally 
evolves into an urban city suburb town since 
Route 2 was built across Acton.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about 12% population in Acton 
now is Chinese Americans, ranked 10th in the 
state in terms of numbers.  The town has been 
carrying the tradition of town meeting, a freedom 
of voice.  Regarding to the involvement of 
Chinese in local public activity, Mr. Foster gave 
Acton Chinese community three suggestions: 
single liaison contact person between the town 
and ACLS, culture exchange such as sister city 
in China, and volunteering.  There are 200 
volunteer positions in the town of Acton.  
Participation was highly encouraged. 
 
It has been recognized that the seminar 
committee has been working as a team to 
consistently bring high quality seminars to the 
audience, every Sunday whenever there is a 
school day given the fact that all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are moms of one to three  
kids.  I can’t thank them enough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certainly the support from 
their families behind the scene. 

(by Hanlan Liu and the ACLS Seminar 
Committee) 

ACLS 向教师们送上母亲节的祝福 
 
五月十六日是母亲节。这天下午，长城金融公司

的杨存辉先生如往年一样及时地为中文学校送来

了一批红色的玫瑰花，向在学校里任教任职的妈

妈们送上节日的问候。 

趁着学校上课的间隙，校长刘玉明、副校长邓敏

带领教务主任简建华和文体主任左国英亲自到各

个教室，将鲜花送到每一位正在上课的老师手

上，让妈妈们感到无比温馨。 

【本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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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Bridge/FCC Plans a Lowell 
Spinner Game Night 

 
FCC Nashoba would like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to ACLS community through AC Bridge to attend 
this event. 
 
Please join us for what will prove to be a very 
good time and surely an American cultural rite of 
passage! 
 
BACK BY POPULAR DEMAND ---- THE 
SECOND ANNUAL LOWELL SPINNERS  
OUTING!!!!!    
 
FCC Nashoba has arranged to purchase a 
limited number of group tickets for the July 
12th evening game against the Mahoning 
Valley  
Scrappers. 
 
When:    Wednesday - July 12th 
 

Time:      7:05 pm (Gate opens at 5:30 pm 
for pre-game activities) 

 
Where:   Edward A. LeLacheur Park - 

Lowell, MA 
 
Directions: http://www.lowellspinners.com 
 
Tickets:  $4.50 per ticket (children under 

three are free - expected to sit on 
parents lap) 

 
Other: 

- The field has a kids area with a giant 

slide, bounce house, obstacle 
course, etc.  This was very popular 
last year. 

- The Spinnertainment for the evening: 
Jungle Encounters, 5-6-7-8 Dance 
Pre-Game Performance, New 
England Revolution Soccer Players 
& Promotions, Simon Says 

- A baseball cap giveaway for the first 
1500 kids!!!   

 
Rain Policy: In the event of rain, our group 
will be re-scheduled if possible. Hold on to 
tickets and instructions will be provided.  
The Spinners do not provide any cash 
refunds, only Spinners Dollars which can 
only be used in the 2006 season. 
 
To order:  
Send a check for $4.50 per person to  
 

Claudia Blass  
10 Old Stow Road,  
Concord, MA 01742. 

 
Checks should be made out to FCC 
Nashoba.  Please include a stamped self-
addressed envelope.  Tickets will be sent to 
you at the end of June. 
 
Questions: send e-
mail to 
claudiablass@com
cast.net    
 
Order quickly! 
Tickets will go fast!! 
 

Acton Chinese Professional Club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for their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s in organizing 
recent club activities: 
 

Xuan Kong, Hong Xiao, Michelle Deng 
 

Thank you, Xuan, Hong and 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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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学学区区地地产产公公司司
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1-888-430-5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我们是全职、专业的经纪（大波士顿地产专家） 

免费提供房屋估价、咨询 
We are the experts in good school towns 

We also provide assistance on 1031 Exchange for your investment properties 

陈宏光 

Frank Chen 

781-861-3993 

章鑫明 

Jim Zhang 

617-306-6993

周毅 

Charlie Chou 

617-653-0063

Ray Taraz 

781-861-3993 

赵磊 

Lei Reilley 

781-799-5499 

陈光伟 

Stone Chen 

978-371-8807

黄秀雄 

Peter Huang 

617-331-0883

蔡淑蓉 

Sue-Rong Tsai 

617-792-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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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中文教

师联系网会议 
 

由普源教师培训中心、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

和卫斯里学院东亚语言文学系联合主办的

“新英格兰中文教师联系网会议”于二 OO 六

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卫斯里学院召开。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教学材料和教学方法

与技巧。卫斯里学院东亚语言文学系的宋美

玲基金会中国研究主任马静恒博士给大家作

了有关“制作中文教科书的基本要素”的报

告。报告中她特地强调了介绍中国文化在中

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剑桥公立学校的石祖伟

博士讲了有关“学习理论和实用教学策

略” 。 

 

五位来自不同学校的老师介绍了他们的教学

材料和教学经验。波士顿公立学校的 Tracy 

Tsou 介绍了对老师非常有用的教学评估法，

昆西学校的杨明老师介绍了如何将语文报的

内容引入教学中，尼丹高中的王玉文老师谈

了她对《你好》这本书的看法，柏茫特公立

学校的陈毅星老师现场演示了游戏“成交不

成交”，艾克顿中文学校的谢宁老师介绍了

她编写的教科书《ABC CHINESE WITH 

JACKIE》及其编写的指导思想。 

 

艾克顿中文学校董事会主席王泽养应邀与牛

顿中文学校 Jenny Yao 和新英格兰中文学校

协会的 Kun Chang 一起主持讨论了“目前中

文学校面临的挑战与机会”。 

 

我校教师史建英、彭卓瑞、刘小江、谢宁以

及王泽养出席了会议。他们一致认为这次会

议的内容对我们中文学校教学非常有益。 
 

【谢宁 提供】 

The New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Network 

Conference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on Saturday, April 29, 2006 
in Wellesley College, and hosted by Primary Source,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Elementary Schools, and The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Department of Wellesley College. 
 
The focus of this conference is on the teaching 
material and teaching technique. In her presentation 
“Essential Factors to Make a Chinese Textbook”, Dr. 
JingHeng Ma, Mayling Soong Chair of Chinese 
Studies from The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Department of Wellesley Colleg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Dr. ZuWei Shi from 
Cambridge Public Schools addressed “Learning 
Theory and Some Practical Teaching Strategies.” 
 
During the panel presentation “Teaching Material 
Sharing”, five panelists shared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racy Tsou 
from Boston Public Schools discussed the use of 
Assessment Rubrics in a public school setting; Nancy 
Ming Yang of Upper Quincy School, Boston, shared 
her experience on how to incorporate content from 
monthly magazing “YuWenBao”(Beginner edition) 
in her class; Yuwen Wang from Needam High 
School gave her assessment of textbook  Ni Hao; Star 
(Yixing) Chen of Belmont Public Schools 
demonstrated a game she played with her students 
based on the popular TV show “Deal or No Deal” 
(Please see a separate article fo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ame); and Ning (Jackie) Xie of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ntroduced her own textbook “ABC 
Chinese with Jackie” and shared her thoughts in 
making it. 
 
Zeyang Wang, Chai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CLS, was invited as one the three panelists (the 
other two panelists are Jenny Yao from Newton 
Chinese School and Kun Chang from 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chools) to lead the 
discussion 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hinese Heritage Schools.” 
 
Jianying Shi, Zhuorui (Sarah) Peng, Xiaojiang Liu, 
Ning (Jackie) Xie and Zeyang Wang from ACL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This conference is very 
helpful with our teachings,” many of them said. 

(Jackie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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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siiaann  MMaarrkkeett 亚亚洲洲超超市市  
 

南北杂货  海鲜水产 蛋禽肉类 速冻面食 蔬菜瓜果
豆腐酱料 甜点饮料 新鲜面包 厨具  餐具  电话卡 

还有中文报刊供选购 品种多样 清洁卫生 质量上乘
 
自制卤味，川菜，凉拌菜，色香味美，价格适宜，质量上乘。
选用无胆固醇食用油，不添加味精防腐剂, 请放心选购:  

卤香元蹄 五香牛腱 夫妻肺片 麻辣牛筋 盐焗鸭翅  

五香耳片 红油肚丝 卤香鸡胗 五香鸡杂 蒜泥白肉  

卤香猪手 卤香凤爪  卤香鸭掌 红油耳片  红油猪皮冻   

香辣豆干丝    糖醋萝卜丝 盐水鸭  五香燻鸡 五香燻兔  

     
     自制面食:  韭菜合子 葱油饼   烧饼   芝麻饼   肉夹饼   手工水饺   北京特产驴

打滚   

 
AAssiiaann  MMaarrkkeett  Waltham Store   

411 Waverley Oaks Rd.，Suite 150 Waltham, MA 02452 

Tel: 781-788-8878，Fax: 781-788-9188 
*亚洲超市（Waltham）店在剑桥中文学校斜对面，在 60 号公路上进入第一排商店后面 

AAssiiaann  MMaarrkkeett  Westborough Store  
229 Turnpike Rd Westborough, MA 01581 
Tel: 508-898-0066，Fax: 508-898-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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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母亲节 

丹心 

 
“母亲的慈爱，好比和煦的阳光，永远地永

远地照着你的心。 

谁关心你的饥寒？谁督促你的学业？只有你

伟大慈祥的母亲！ 

她永不感到疲劳，她始终打起精神，殷殷地

期望你上进。 

为了你她尝尽了人世的艰辛。 

她太疲劳了，你不见，她的额上已刻上一条

条的皱纹？ 

可是你，怎样报答母亲的深恩？“ 

 

这是一首伴随我从小到大的歌曲。每当唱起它，

我就会想起千千万万的母亲，以她们无私的爱，

代代相传，繁衍着人类，教育着下一代。母爱无

私，不图报偿。每次唱起这首歌，心中充满尊敬

和感激。 

 

但是，现在常听到父母们抱怨：孩子越大越不懂

事，一点不知父母辛苦，真没有良心……。真的

是现在孩子变坏了吗？为什么同样含辛茹苦对待

子女，却总觉得失去了什么？ 

 

我感到，根子还在我们自己。我们小时候，不论

是家庭、学校、文艺作品甚至歌曲，随时提醒

你，怎么报答你得到的爱。而现在我们的父母，

真正是“无私”地付出，却想不到教育子女懂得

感激。所以他们以为如今的“享受关爱”是天经

地义，理所当然的。殊不知，对子女是需要

“教”的，不但“身教”，还要“言传”。三字

经起始就说“养不教，父之过”（当然，这里的

“父”应指父母、长辈）。若说现在父母“不

教”，大家一定很委屈：送孩子学这学那，开车

接来送去，忙也忙死了！可是，仔细看一下，让

他们学的不外乎是文化知识，体育技能，艺术才

能，而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以至关心、爱护、

帮助别人，都是需要“教”的呀！孩子不会生来

就懂这些，我们做到了关心、爱护他们，也要让

他们“感受到”，并且懂得“感激”

（appreciation）。这样，他们从小会以“感激的

心”对待世事，且又会得到满足与喜乐。 

 

我们曾对四岁年龄的小孩进行过“关心，爱别

人”的教育，当小小的孩子，看到母亲蹲在地上

洗鱼，马上端了一张小板凳请妈妈坐下；一个小

男孩看到奶奶气喘、咳嗽，马上送上一杯水，还

对爷爷说：快别吸烟了！看到母亲累得在椅子上

睡着了，拿条小被去给她盖上，可惜人太小，够

不着，爬上椅子却不小心摔了下来……这些不是

天生的，是“教”的结果！ 

 

母亲节要来了，我很感谢每年有这样一个节日，

让我们体会和感激母爱。但是，不可能天天过

节，天天送卡片、鲜花和礼物，把这节日作为一

个提醒，教育孩子从生活中体会成人对自己的

爱，也从而学会去爱和关心别人，这样的母亲节

将会更有意义。 

 

我当 Judge 

J137 

 
年初本想写篇小文章谈谈自己的感想, 后来打消了

这种想法。有的家长已是老 Judge 了，跟着孩子

四年，从不间断，也没见他们写什么。我刚刚当

了几回，就这么多事。是不是他们感想太多了，

写不出来；或是经历太多，已没感想了。不管怎

样吧，有感想总比没有强，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

下，请千万别见怪。 

 

女儿跟着大伙儿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演讲与辩论

队，时不常要到别的学校比赛。起初她提过让我

去当 Judge，我没答应。我怕自己英语不灵，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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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能力差，冤枉才子。还有，自己开车记路不

行。乘校车吧，一整天就搭出去了。但又经不起

劝说，“这星期就差一个家长了，否则学校要被

罚款的”。是的，学校组织这种活动，又不收

费，自己只贡献点时间做点义务还是应该的。 

 

到比赛学校后，先开 Judge 会议，本人是从来不

注意听的观众，现在可得认真。不但认真听，还

一句一句地钻研发给的手册。学校很大，要去

Judge 的教室又距离很远，所以要好好分析教室分

布图，免得迟到。还有，当 Judge 必须备有跑表

（stop watch)。有一次，学校领队没带足够的跑

表，自家本来有一块的，女儿忘了带。这下我可

急了。一起做 Judge 的家长劝我用手表看时间。

我这人懒散惯了，手表已一年多没电池了。教室

里一般有表的，但不能撞运气，万一坏了或不准

呢？后来，在等进教室之前，硬着头皮向隔壁教

室的 Judge 老头借了一块 ——他恰巧有一块多余

的。我从不记人的脸，在熟人家门口可以聊天，

但到图书馆就不敢打招呼了。有时想，要是让我

做犯罪现场证人，保准认错人。当时我就留了个

心眼，怕过几小时后忘了他的模样，记下了他的

Judge 号。等比赛结束后，想还跑表，可怎么也想

不起来那位 Judge 长什么样了。只有靠大喇叭找

人。当我还给他表时，他在脑门上抹了一下 —— 

意思是急得出了一头冷汗。 

 

那些参赛的孩子真是太优秀了，光是这种参与精

神，就使你感动不已。有的孩子口才真好，你不

能不联想到许多政治家外交家是从小就开始练习

的。有回先生同去，他对我说“闺女可能不行，

得不着名次。你看那些女孩，一个个象小老虎，

那眼神那口才”。我说贵在参与嘛！有的孩子特

别客气有礼貌，帮搬桌椅，出门时还不忘说

“Thank you”。我也回报以“Good luck”。 有

一位男生，黑人，他表演得太精彩了，简直就是

话剧演员。我被他的故事打动了，还流了几滴眼

泪。虽然女儿预先叮嘱我多次，不要 Judge 演讲

内容，我还是给了他个小组第一名。当然也有差

的，比如另一位男生，讲 Iraq 战争，他站在那儿

整整十分钟，一个手势也没有，枯燥极了。我给

了他最后一名。后来我又可怜他，如果将来竞选

州长或总统什么的，讲得可要生动些呀! 

 

自己女儿从来没得过什么名次，但每次都信心十

足。她的演讲内容是希拉里的演讲词，已经背了

一年多，还常让我帮她背。有一次，我开玩笑，

如果希拉里知道你背她的讲稿，她会多么感动

呀！女儿说“有人背同样的东西背好几年呢！”

这些孩子确实很用功，认真。背那些政治性的东

西是很难的,连贯性太差。我劝女儿找些故事性强

的，看一两遍就能记住个大概的。她执意要讲号

召力强的东西。也许只有这样，自己的意志得到

了锻炼吧。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这些学生都非常有教养，他

们互相鼓励，互相祝贺,互相谦让。比如演讲的次

序，经常有让给别人先讲

的。他们常常对参赛对手说

“Good job” 和 “Good 

luck” 等。这些孩子不但有

才气，口才好，心灵也很

美。自己虽然去 judge 他

们，但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

很多美好的东西。 
 

 

孩子的诗园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给我的母亲 

（英）斯蒂文森 

 

母亲，请你读我的诗篇， 

为了爱惜那难忘的时辰， 

你也许会再一次听到 

地板上孩子的小小脚步声。 
 
 

To My Mother 
 

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 
 

You too, my mother, read my rhymes 
For love of unforgotten times, 

And you may chance to hear once more 
The little feet along the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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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侦探 
——你能破案吗？ 

 

苹果小偷 
 

小方家的院子里有一棵高高的苹果树，树上

结满了又红又大的苹果。最近，小方发现树

上的苹果越来越少了，可是她自己没有吃多

少呀！肯定是

有人在偷吃苹

果。有一天，

小方放学回家,
看见两个男孩

在她家的院子

里，鬼鬼祟祟

的，正在吃苹

果呢！这两个

男孩就是大卫

和杰克，小方

的邻居。大卫又高又瘦，他的胳膊和腿又细

又长。杰克呢，是个小矮胖子，还特别壮。

两个都不是好孩子。小方生气地跑过去，对

他们说：“你们俩是不是在偷吃我的苹

果？” 

 

大卫说：“没有啊！这些是我们自己从街上

买的苹果，我们是一边走一边吃。”说完

了，还嘻嘻地笑。杰克又说：“我们怎么能

摘到你的苹果呢？你看看这棵树多高，我连

最低的苹果都够不着。” 

 

小方往上看，杰克说的是有点道理。苹果树

太高了，周围又没有梯子。可她看了他们俩

一眼，恍然大悟。小方说：“杰克，你只要

站在大卫的肩膀上，就能摘到苹果了！” 

 

杰克生气地说：“那咱们试试看？” 
 
于是，大卫站在树底下，杰克爬到他的肩膀

上，把胳膊往上伸。最低的苹果离他的指尖

还有五六英寸，他确实够不着苹果。 
 
“看见了吧，” 大卫高兴地说，“我们没撒

谎。” 

 

尽管如此，小方认定是这两个男孩在偷吃苹

果。她最后终於想出个好办法让他们乖乖就

擒。 

 

请你动动脑筋：大卫和杰克是

怎么偷吃苹果的呢？  

 

答案见下期。 

  
    

 

中国签证，香港签证 
旅行证，中国护照延期 

www.usChinaVisa.com 
 

 

最高服务质量 
Email Reports 
Web Tracking 

FedEx Shipping 
 

And Low Rate 
$19.95 a Service

主
要
服
务
回
头
顾
客

新
客
户
靠
朋
友
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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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州老人福利简介 

亦会 整理 

去年秋天，中华耆英会黄彩虹女士，应邀到艾克

顿中文学校介绍有关美国老人的福利，现将有关

部分摘要如下。 
 
以下所介绍除特殊注明外，老人福利均指65岁以

上的福利。 

 

（一）联邦福利：由联邦资助或管理 

    

1) 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SSI): 一定要是美

国公民或1996年8月22日之前到美并拿到

绿卡者，才可享受。2005年金额为单身

$700多，夫妇$1000左右。 

 

2) 粮食卷，有SSI者同时享受，专买食品

用，单身自住每月$40左右，两夫妇只有

20多美元。 

 

3) 联邦医疗保险（红蓝卡）。 

 

4) 老人公寓，有绿卡并在62岁以上者皆可申

请。租金一般为个人收入的1/3，如无收

入可由子女写信证明每月支付多少生活

费，再以1/3收取。 

 

（二）麻州福利：对象为已有绿卡者 

     

1) 现金补助（EAEDC): 视个人情况而定。

申请地点为各市的过渡援助部(TDA),也可

打电话 1-800-249-2007或上网 

www.mass.gov查。 

 

2) 麻州医疗补助，俗称白卡，是medicaid的

一种，卡的外表都一样，但内分有许多

种： 

            

a) limited(限制类），发给65岁以上有绿

卡者，可免费看急诊。 

 

b) essential(必要类），有EAEDC者，或

担保人经济平均收入已到贫困线200%

以下者，可享受。可免费看病，取药

只需交$1-3 的费用。 

 

c) standard（标准类），绿卡满五年以

上者可升级至标准类，可以不付看病

交通费，可免费住护理院（nursing 

home) 

 

没有绿卡, 甚至没有身份者都可以向大医院或医疗

中心申请FreeCare, 可享受免费治疗。有药房的医

院或中心还可有免费药。 

  

申请EAEDC可能会牵涉到原保证人的经济担保问

题，政府保留有追回现金补助款的权利，但医疗

及公寓等其它不属于现金补助部分不追回。 

 

有关福利可上网www.ssa.gov 或电话：中华耆英会

找黄彩虹女士（Wendy Wong）(617)357-0226 分

机233。 

 

另外补充两点： 

 

1) 如果已有红蓝卡，其part A (医院保险）

及part B(看医生）part D等要付款，有白

卡者由州政府白卡内付，不必自付。 

 

2) 关于入籍考试： 

50岁以上，获绿卡超过20年；可用中文

考 ，100道题 

    

55岁以上，获绿卡超过15年；  同上 

    

65岁以上，获绿卡超过20年，可用中文

考， 25 道题    

   

伤残，痴呆者有医院证明者可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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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Your 
Recomemdation 
 
The contractors/service providers listed here are 
recommended by our fellow Chinese living in 
and around  this area. Most of them are posted 
in the Acton-Chinese Yahoo group. ACLS and its 
Journal are not paid nor endorsing these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AUTO SERVICES 
 
Auto Body Shop 

Quinns Auto Body  
76 Powder Mill Road, Maynard 
978-897-8168 
Mike and Cathy, Owners 
 
Hansen Auto Body 
5 Willow Street, Acton 
978-263-6606 
 
Aotu Mechanics 
 
Acton Gas Garage 
Intersection of Great Road (Rt.119) and Main 
Street (Rt.27) 
 
Mike 
24 Common Street, Waltham 
781-891-8680 
 
HOME IMPROVEMENT 
 
Bathroom Remodeling 
 
Chen, Xin-Ren  617-834-1466 
Master Zhang  617-834-1466 
Ma, Lin-Bin  617-388-1601 
 
Fence Installation 
 
Jacky Shi 
Jack’s Home Improvement 
617-953-7311 
 

Hardwood Floor Finishing 
 
Long Nguyen  800-348-9990 
 
Lawn Mowing 
 
Kevin   978-855-0672 
 
Gutter Cleaning 
 
Joseph Bovaconti 
Marlboro Gutter Cleaning and Installations 
66 Farm Road, Marlboro 
508-481-0666 
 
Plumbing 
 
Wayne Landry  978-502-3989 
 
Air Conditioning Services 
 
Sanford Temperature Control 
http://sanford.com/ 
 
DENTAL SERVICES 
 
Pediatric Dentist 
 
Dr. Mingchun Chien 
290 Baker Ave., S-200, Concord 
978-369-6249 
 
Orthodontics 
 
Dr. G.H. Zhang 
Orthodontist, P.C. 
616 Boston Post Road, Sudbury 
978-443-8393 
 
PIANO SERVICES 
 
Piano Tuning 
 
Wu, Liucun  508-904-9235 
liucunwu@msn.com 
 
Piano Moving 
 
A Plus Mt. Auburn Piano Movers 
603-883-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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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刘小江 
 

 

 
之二 

 
                             

田思遥 
 

4 月 16 日  星期天  阴 

 

妈妈说了，春天来了，我们可以外出活动活动

了。 

 

今天，妈妈、爸爸、弟弟和我去波士顿坐观光

车。今天的天气不冷不热。外面很热闹。要去波

士顿就需要坐地铁，所以我们先坐红线地铁，再

坐橙线，最后坐蓝线，……终于到了观光车站！

在观光车上，我和妈妈看见了好多樱花树。我以

为樱花树只长在 Washington D.C.呢! 樱花好美

啊！有一次，当观光车停在 Charles 河边时，我

们一家人就下车了。我们只走了一会儿，就看见

了远处的 Charles 河。这时，旁边有很多天鹅。

我一回头看见妈妈把手伸进包里，拿出一袋干面

包。我和弟弟就拿来面包去喂天鹅。在回家的路

上，我们觉得坐绿线地铁也会很好玩儿……，所

以我们就坐了蓝线、红线和绿线地铁回家。 

 

今天真是太好玩了！  

  

┈┈┈┈┈┈┈┈┈┈┈┈┈┈┈┈┈┈ 

 

殷博文 
 

           4 月 25 日  星期二  阴 

 

上个月爷爷带我到外面去找春天，只找到一些春

天的影子。春天像害羞的姑娘，躲藏着不肯出来

见人。 

 

现在，迎春花开了，黄黄的，黄得像金子；梨花

开了，白白的，白得像雪；樱花、桃花、杜鹃花

也开了，很美，美得像彩霞。 

 

啊，春姑娘花枝招展、大大方方向我们走来。 

 

┈┈┈┈┈┈┈┈┈┈┈┈┈┈┈┈┈┈ 

                               

张洁泥 
 

4 月 26 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课间休息时，出来玩儿了。天气

很暖和，我们觉得现在确实是春天了。花儿都开

了，有红的，还有黄的，很好看。因为对花粉过

敏，我时常打喷嚏。我们跳来跳去玩 Tag ，虽然

出了很多汗，但是玩得很开心。 

 

┈┈┈┈┈┈┈┈┈┈┈┈┈┈┈┈┈┈ 

     

                                  孔令文  
 

4 月 24 日   星期一    雨 

 

最近天气暖和了，很多花树都开花了。我家门口

种的几棵花树上，已经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真

好看！草地变得绿油油的。早晨，一群群鸟儿在

树枝上飞来飞去。它们还来草地上找食儿吃。春

天真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