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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年只剩下这个周末的汇报表演了，我这个校长也就马上就

要交差了。回想这一年，要讲的东西很多，但无法在此一一罗

列各方面的具体事务，我只想就一年前上任时我们所做的校务

计划中的几个重点方面做个简短的总结。 

 

过去这一年，跟建校初期几年的快速增长不同，我们学校进入

了稳步发展的阶段，语言课保持在四百个学生左右，文化课有

近三百个学生。新老教师们互相切搓，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增

进孩子们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兴趣。尽管有些学生常讲不喜

欢去中文学校，但是同学们仍然每周兴致高昂地来到我们学校

专心听课，回家认真复习功课，按时完成作业。行政团队成员

团结一心、互相合作、勤勤恳恳地做好老师和学生们的后勤服

务工作。家长们除了每周送孩子们来上学，还积极参与保安值

勤，为学校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爷爷、奶

奶们下棋、打麻将、聊天、交友玩得不亦乐乎。我们学校的讲

座办的丰富多采、有声有色，在附近地区名声日涨，希望来我

校举办讲座的人已经够排满下一个学期了。这一年，尽管房租

上涨了一倍，但我们努力开源节支，在适当地提高老师和行政

人员待遇的情况下，仍能跟往年一样，继续保持适当的财政盈

余。 

 

我们学校现在有二十四个语言班，如何保证稳固的师资来源和

上乘的教学质量，是一个挑战性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设立了四个教研组。教研组长协助教务主任安排教学计

划，寻找应急的代课老师，帮助新的老师熟悉教学情况。每个

教研组的老师们可以经常在一起商讨、切搓教学方法和互相传

授教学经验。CSL (中文为外语) 的教学，一直是一个难题。年

初有些家长对课程的安排和进程有些抱怨。为了更好地了解和

满足 CSL 家长们的期望， 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由副校长

负责，教务主任、教研组长、任课老师共同参与， 定期与 CSL 

家长们会面商讨 CSL 的课程安排和教学计划的改进。经过这一

年的实践， 证明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通过这种交流，CSL 

家长们满意了，抱怨也大大减少了。在文化课方面，除了保留

往年的优秀项目之外，我们努力开创了一些很受欢迎的新项

目，特别是漫画、成人绘画、和音乐理论。另外为了满足老师

们的愿望，学校还专们给我们老师们开了健美操课。 

刘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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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并扩大中国人在社区的影响是我们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我们学校参加了一年

一度的国际文化日活动，向人们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展示了中国的优美舞蹈，与人们分享

了中国的美味食品。我们还举办了广受欢迎的中国春节联欢活动，为以后在本地举办中国日活动

积累了经验并打下了基础。另外我们也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公益事务，例如我们向 Acton 图书馆捐

款并赞助 Acton-Boxborough 中学足球场的建设。我们积极推动本地高中开办中文课。尽管由于

种种原因，在高中开中文课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我们积累了经验、有了更加明确的从基础做起的

目标。我们请来了州议员、镇警察局长和镇官员来学校向大家介绍本地的政治和社区事务并指导

我们如何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过去这一年，有关中文学校的新闻和活动介绍，多次出现在本地

的英文和中文媒体上。我们中文学校在本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 

 

学校是大家的学校，我们校行政人员是为大家服务的。保证和家长们沟通渠道的畅通一直是我们

努力的目标。对家长们的各种问题，我们总是尽快给予答复，能解决的尽快解决；一时不能解决

的，也会给予解释。对家长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总是认真考虑并尽可能地采纳。 

 

学校这一年的发展是和大家各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我们衷心地感谢老师们的辛勤教学，学生们

的努力学习，无数志愿者的无偿奉献，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和董事会的领导决策。我们尤其要感

谢普天寿理财公司、思科公司、好学区房产公司、老四川餐馆和长城投资公司对我们学校的一贯

财力支持。 

 

学好一门外语，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有切身经历的。我们的孩子要学好中文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希望大家要有耐心，坚持在家跟孩子们讲中文，尽量送孩子去中文学校学习。只要

坚持下去，他们一定会学好中文的。同时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和资助学校和社区的各项活动，为

办好我们的学校、扩大我们在社区的影响而努力。 
 

艾艾 克克 顿顿 中中 文文 学学 校校   

诚征中文课和文化课老师 
艾克顿中文学校位于波士顿西北郊的华人聚居的艾克顿(Acton)镇，学区好，学生素质高。学校成

立三年多以来，经过全体师生员工及家长们的共同努力，已具相当规模。目前学校有学生四百多

名，共设置中文课 27 班，文化课 30 班。为满足学校不断发展的要求，我们特向华人社区招聘中

文课和文化才艺课教学人才。 

 

有意者请电子邮件联系：principal@acls-ma.org 

欲知学校详情请访问 www.acls-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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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CCCLLLSSS   BBBOOOAAARRRDDD   MMMEEEEEETTTIIINNNGGG   SSSUUUMMMMMMAAARRRYYY   
   

JUNE 4, 2006 
 
The ACLS Board held a meeting on June 4, 2006. The attendees are board directors: Jindong Li, 
Yang Liu, Yuming Liu, Xianghai Liu, Virginia Taylor, Zeyang Wang, Bob Xiong, Li Yuan, 
Jenny Zhang. 
 
Michelle Deng, vice principal, attended the meeting as a non-voting member.  Yanni Gou, the 
vice principal for next school year, was also invited to the meeting. 
 
Yuming Liu Elected as Chairman of Board 
 
Current board chairman Zeyang Wang will leave the board for personal reason after this school 
year. Zeyang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forming ACLS and his continued and tireless effort has been 
instrumental to the prominent growth of our school. ACLS is indebted to his contribution.  It has 
been proposed to have Yuming Liu continue serving on the board after his term as principal of 
ACLS.  Yuming is willing to serve on the board after he hands over the principal position to 
Michelle Deng and the board has approved the proposal.  In the meeting, Yuming Liu was elected 
as next chairman by the board unanimously. 
 
In the last meeting, it was suggested t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in the local school district and 
community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ACLS.  Jenny Zhang had a proposal.  The board is in favor 
of her idea and Jenny will work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board to define the rules, criteria, and 
other details of this program.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It has been announced that Chinese AP test will be available in 2007.  Jindong Li and Virginia 
Taylor have done a lot of work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Chinese classes offered in AB 
school district.  After collecting Chinese AP related materials, listening to parents’ feedback, and 
hosting a not so well attended seminar, so far, it seems that not many parents and students, either 
Chinese origin or not, are showing a lot of interest in AP.  Chinese classes have been offered in 
several towns such as Concord and Denver.  Having Chinese class officially offered in the school 
district could make Chinese culture more relevant.  Parents who want to see Chinese classes 
offered in Acton public schools, can raise their voices in the school PTO and student surveys.  At 
this stage, ACLS will focus o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programs in town and school district 
and hopefully it can help bringing up people’s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the 
school district. 
 
Xianghai Liu is working with Harry Chen and GBCCA Chinese Music Ensembles to bring a 
Chinese concert to Acton this year.  The show will sell tickets to cover the basic cost.  Acton 
town’s chairman, Peter Ashton, vice chairman, Water Foster, of selectmen and culture committee 
have shown interest of cohosting the event with ACLS.  ACLS will take initiative to actively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events and will work closely with town and school district to host those 
events when there is such po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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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s Program in Organizing Stage 
 
Leo Yuan reported that a few grandparents are eager to see a senior program for Chinese elders 
in town.  Although such a program is not part of normal ACLS operation, school can provide 
some space and even funding to help promote it.  Such a program could benefit many 
grantdpar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 make such a program work, there has to be a few 
grantdparents to form a core.  Ms. Lin, Yuanhui, Harry Chen, and Leo Yuan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program and it currently is still at its organizing stage. 
 
Teacher and Summer All Families Outing 
 
ACLS is more than 3 years old and many teachers have been teaching since school started.  
Without dedication from all of our teachers, there would be no ACLS.  ACLS has allocated 
more resource to teachers’ programs including organizing an outing for teacher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he coming month.  Yang Liu has been helping organizing some of the activities. 
 
Parent Council has done a great job on maintaining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school this 
year.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a Summer Outing for families in ACLS and nearby town has 
been planned. 
 
 

Members of the ACLS 2006-07 Board of Directors 



No. 33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六年六月 

5 

 

AAACCCLLLSSS   VVVOOOLLLUUUNNNTTTEEEEEERRR   AAACCCKKKNNNOOOWWWLLLEEEDDDGGGEEEMMMEEENNNTTT   
 
The ACLS Adminstration would like to express its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for their outstanding volunteering works done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HEAD PARENTS 
  
Tim Sloane, Chunwei Wang, Josephine Nip, Zoila Ricciardi, Qi McIntosh, Ying Wang, Zhigang Wang, 
Hairong Zhou, Grace Gao, Weishi Xia, Donghai Ma, Fugen Li, Qin-Fan Zhu, Zhidong Lu, Wilkie Lam, 
Tsui Kung, Shuyun Wu, Mei Yong, Cuie Hu, Frank Feng Wang, Puming Zhan, Lingya Zhou 
 
SEMINAR 
  
Hanlan Liu, Hong Lee, Lena Wu, Yanni Gou, Sarah Peng 
  
SUMMER PICNIC 
  
Guoying Zuo, Zeming Wang, Lena Wu, Zeyang Wang, Ida Wang, Yang Xiao, Jindong Li, Harry Yao, 
Harry Chen, Kevin Wu, Qunkai Mao, Yilun Zhang, Yi Zhang, Robert Zhang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Carolyn Luo, Kaihua Xiang, Dewi Win, Yan Yan, Susan Zheng, Ying Wang, Deb Swanson, Jian Zhang, 
Hongmin Chen, Weiping Chen, Lynn Lin, Yue Yan, Michelle Deng, Donghai Ma, Shuguang Zhao 
 
BOARD MEMBERS 
 
Zeyang Wang, Xianghai Liu, Leo Yuan, Jenny Zhang, Jindong Li, Virginia Ross-Taylor, Yang Liu, Bob 
Xiong 
 
STUDENTS HELPERS 
 
Alexander Cheng,  Yilun Zhang, Tina Tang, Michael Zhang, Lucy Li, Robert Zhang, Amelia Hu, Yuan 
Kang, Shuyue Zhou, Bobby Liu, Neville Sun, Andrew Xiao, Joanna Ma, Charlie Ma, Wendy Chen, Lynn 
Liu, Yi Zhang, Charles Zeng, Lynn Duan, Rhonda Duan, Victoria Chu, Charles Lee, Jiayan Xu, Tina Sun, 
Jing Fu, Bo Wang,  
 
CLASSROOM HELPS AND OTHERS 
 
Rachel Zhang, Xing Hong, Sunny Li, Kathy Ma, Kaihua Xiang, Harry Chen, Xueyan Zhang, Chun 
Chang , Sharon Pei, Yao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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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校女子篮球队迎战牛顿中文学校女篮纪实 

周翎亚 

 
6 月 4 日，ACLS 女子篮球队邀请牛顿中文学校

（NCLS）女篮来我校进行了一场紧张激烈的友谊

赛。 

 

ACLS 的 7 名队员和 NCLS 女篮的 12 名队员下午两

点开始在我校室内球场做赛前热身准备。半小时

后，裁判李育民一声哨令，比赛正式开始。NCLS

队配合有序，开场首先得分。ACLS 队利用身高优

势，控制篮板球，急起直追。整个过程扣人心

弦，高潮迭起。我校女篮的场外指导王锋不时请

求暂停，给场上队员指点战术。NCLS 队也是频繁

换人，力保场上队员精力充沛。我校女篮领队

Bob Xiong 时时给双方队员送水，照顾周全。校

长刘玉明及其他多位管理人员也到场助威、拍

照。更有由我校女篮队员家属（丈夫们和孩子

们）及学生家长组成的拉拉队，在场外欢呼呐

喊。整个球场气氛热烈。经过一场 50 分钟的酣

战，我校女篮以 3分之差败北，比分为 16：19。

双方队员赛后友好握手、合影留念，并约定秋季

开学后，我校女篮去牛顿中文学校再战。这次我

校 7名参赛队员是：Alice Chi，荣燕，绍艾米，

陈芳雯，李劲冬，姜一珂，周翎亚。 

 

我校女篮在学校支持下，主要由学生母亲及来校

学中文的学生组成。该队在成立不足两月的情况

下，勇于挑战已成立多年、并有比赛经验的牛顿

队，而且还在寻找更多的比赛机会，真是虽败犹

荣，勇气可嘉。 

 

目前，我校女篮仍在努力吸收新队员，壮大队

伍。如果您有兴趣加入，请与周翎亚联系，email: 

lingyaz@yahoo.com。 
 

 

ACLS 向社区活动项目捐款 
 
为增进与社区互动，扩大 ACLS 在本地区的影响，

最近我校向 AB 高中运动场有关机构 Friend of 

Leary Field 捐赠了五百元，用以帮助他们在高

中校园扩建多功能的体育运动场所。 

 

为此，Friend of Leary Field 特致函我校表示

感谢。 
【校行政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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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的教育讲座 

吴铭 

 
有关教育孩子的讲座是艾克顿中文学校丰富多彩

的各类讲座题目中最经久不衰的内容之一。作为

移民的家长们在异国他乡开垦新的生活，他们在

奋斗多年后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便自然地寄希

望于下一代。在文化多元性的环境下，如何使孩

子们身心健康发展，为将来的事业和生活打好教

育基础，是摆在每一位父母面前的重大课题。 

 

建校伊始，学校领导就很重视教育讲座的展开。

最早的教育讲座是请几位出色的在校高中生，和

他们的父母来一起讲述他们的成长中遇到的问

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学校还多次邀请了波士

顿地区的教育专家沈安平博士来讲授儿童的心理

素质培养，以及家长怎样和学校配合来解决孩子

在异国语言异国文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高中四年是美国十二年义务教育中的重头戏，也

是孩子们升入大学走向社会的必经之路和关键环

节。学校的“讲座委员会”在最近的两年中尝试

让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们现身说法，讲述他们四年

学业中的苦和乐，成功与教训。这些高中生的家

庭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但都是华裔后代，有着

和 ACLS 学生们家长们共同的文化背景和面临的问

题。2005 年度的这一讲座着重介绍高中四年的课

外活动和社会实践。2006 年度的讲座则侧重于高

中四年的课程设置和选课、换课等问题。说到

底，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升学——在有限

的四年内，选什么样的课，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才能最大限度地优化接受最好大学教育的可能

性。这两次讲座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全面地回答了

这些问题。 

 

AB2005 毕业生姚瑶，最近两年分别为学校提供了

两次关于美国大学申请的讲座。她的介绍包括数

据图片和自己的亲身感受，内容翔实生动具体。 

 

在过去的一年中，Acton 华人社区在网上出现过

不少关于教育孩子的讨论。为了给家长们提供一

个面对面交换心得体会的机会，“讲座委员会”

在 2006 年组织了一个有六位家长抛砖引玉的“圆

桌讨论会”，题目是由家长们自拟的一些日常生

活中需要面对的教育问题，比如“怎样培养孩子

的自信心”，“父母怎样和孩子沟通”，和“怎

样持之以恒地做好一项课外活动”等。会上大家

参与的热情和讨论问题的深度均前所未有。 

 

短短三年半时间，ACLS 的教育系列讲座为社区做

出了一定贡献。这首先归功于家长们的积极参

与，同时也和历任讲座组织者——张翼、周麟、

蔡江南、刘汉兰，以及诸位“讲座委员会”成

员——的努力分不开。如果说这三年半里我们的

讲座有什么进步的话，最明显的进步就是使之日

益从“精英化”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讲人慢慢从教育专家和被顶

尖学校录取的学生变为家长们自己和各个成绩档

次的学生；我们讨论的内容也从以考试升学为主

逐渐发展为包括考试升学在内的注重全面素质培

养的话题。随着大家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教育系统

了解的增多，我们今后的讨论会越来越深入。在

这个藏龙卧虎的社区里，希望有更多的家长们参

与系列教育讲座和它的组织工作，使这一有益形

式的活动能龙腾虎跃长盛不衰。 

 

老四川向 ACLS 捐款奖励中文学习 
 
为鼓励学生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老四川餐馆李

中、刘翠瑜再次向 ACLS 捐赠五百美元建立中文学

习奖学金。这已是老四川连续第四年向学校捐

款。 

 

【校行政 提供】 
 

2005-2006 Recipients of Annual 
ACLS Good School Realty Award 

 
The nomination for second annual ACLS 
Good School Realty Award has just been 
completed.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re the 
recipients in each of the award category: 
 
Language Class Teacher: 
Ming Liu, Rixin Li, Xiaojiang Liu, 
 
Cultural Class Teacher: 
Judy Holmes 
 
Administration: 
Jill Lu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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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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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儿童舞蹈教学交流总结（1） 

朱碧云 

 
自 2002 搬进 Acton 开班教儿童舞蹈四年多以来，

一直在调整教学方向，不断总结，提高质量。我

本人出国多年，深知华侨的生活不易。中国儿童

这几年多起来了，生活也好起来了，自然大家需

要创造好的文化生活了。我这”老”艺人又被推

上了前台，回了本行。我要感谢 ACLS 和 CCLS 中

文学校对我在儿童舞蹈教学上的支持和帮助。很

高兴有机会和学生、家长们聊聊我的舞蹈教学。

请多多指点。 

 

1. 我认为舞蹈教学是提供一个文化服务，一周

才一小时的班课时，为了不误人子弟，必须

因才施教，要有标准。注重中国舞的基本

功，以群舞为主的现代中国舞，是综合了中

国戏曲，民俗，体操，武术和芭蕾动作，是

综合了中国文化的美学和音乐。在注重幼儿

和儿童的启蒙教育的同时，逐步引进舞剧和

独舞训练项目。学中国舞是一种文化的品

味，是一种生活的情趣，不是完全的技巧和

数字概念, 这和体育是不同的。舞蹈是各民

俗，民间的传统文化。 

 

2. 学中国舞，需要家长理解，选择适合自己孩

子的班，知道自己孩子的舞蹈身体条件，不

要急于成才。理解孩子心理。学中国舞是一

种文化的品味，一种生活的修养，急不得。

过大的压力，可获也可失。任何一种运动，

孩子需要时间的训练，和毅志，责任的训

练。3到 10 年。孩子需要在课堂中得到互

学，互助。练，看，听，问，答，缺一不

可。 

 

3. 我们要理解北美的教学条件，尽可能不缺

课。在管理上，因为中国舞在北美的商业化

可行度难，历史短，学生少，普及教育为

主，经费少，课时少。孩子生活优越，方向

多，可退度大，在教学中的鼓励与严厉的可

行性也很矛盾。需要家长的配合，鼓励参与

中国文化在北美的发展。目前我的教学是以

小学部年龄为主，是以大帮小，以强带弱。

我深深感到我的学生们，她们很爱中国舞，

很爱着这个群体，很爱惜她们的才华。中国

人的形体更适合中国舞的技巧设计。中国舞

的音乐是学中国语言的精华。中国舞也是我

们学生在国外校园，社交的特点和根。 是我

们的自尊， 可享用一生。 

 

4. 舞蹈教学是训练学生体形的舞姿、力度、体

能、软度、技巧和节奏感、内心情感、艺术

想象，等等。训练学生参于各社区的舞蹈演

出和比赛，演出是学习的汇报，是提高自信

心，培养参于社会心，团体心的机会，但是

过多了也是时间有限，会影响教学进度。通

过不断的总结，我们目前在各社区的帮助

下，在前两年的启蒙教学中，发现了舞蹈艺

术人才，重点培养，参于麻省舞赛，获得金

奖，值得鼓舞。今后需要家长和学生，老师

进一步的友谊合作，多交流，坚持训练，提

高教学质量。为了孩子们，为了我们每天的

生活。 

 

谢谢大家的友谊合作！ 

 

【教学通讯】 
 

在我们中文学校教素描绘画的张继善是理科出

身，现在靠编计算机程序谋生。但为了提高教学

质量，让小朋友多才多艺，他仍挤出时间积极创

作。提高自身水平。他的大部份作品是水粉画

（Gouache)。由于水粉颜料是水溶性的，所以比

较方便快捷。他的小部份作品是油画。油画制作

时间较长。通常要经过素描草稿研究，打素描底

稿，铺底色，层层罩染等等许多步骤，一幅中等

大小的油画需一个月的业余时间。要等半年才能

晾乾。还要经上光固定等程序。比较繁琐，这就

是为什么油画成本较高的原因。 

 

这里选登他新近的作品，请广大学生家长批评指

正。有的画作装上镜框，是成熟的产品。看彩图

请参看电子版。 

 

张继善将在中文学校秋季学期开讲素描。冬天时

再讲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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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 １８Ｘ２４英寸， 布面油彩。
On The Yangtze River, 11X24 Inch, Oil on 
canvas. 

演出之前１（１１Ｘ１５inch),水

粉。私人收藏。 
Before the Show. Gouache 

童年的阿娇。

１１Ｘ１５

inch，水粉。 
Girl In 
Childhood 
Memory, 
Gou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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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女挤牦牛奶， 布面油彩
Milking the Yak, oil on 
canvas, 10x14inch 
 

立托顿农场。11X12 Inch, 
水粉。 
Littleton Farm, Gouache 
 

西塘。１８Ｘ２４英寸， 

布面油彩。 
West Pond Village, 18X24 
inch, oil. 

【张继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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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 三班学生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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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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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师出高徒 

刘玉芬 

 

我已经一年多不教课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突然间不喜

欢教学了。我想是因为我该讲的都讲得差不多了,当老

师已不再那么神秘了。 

 

刚开始想当老师的劲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起初，学生

报名人数不多，只有 80 来人，想当老师的人可不少。

我们开了个会，大概分了班级，老师全到位，正好没有

了我的份儿。我那失望劲儿可想而知。回家后给 Harry 

发了长长的 Email，发了一阵牢骚，并抱怨别人为什么

不谦让些。其实别人想当老师，是因为大多数在国内就

教过学，他们想继续奉献。而我呢，虽然号称师范毕

业，除了那半年教育实习，从没登过讲台，一直觉得很

遗憾。曾给国内同学聊起，如何回国找个老师的位置当

当。老同学说，现在都专攻考大学，你恐怕不称职。所

以，当我得知我们要成立中文学校，我第一个愿望就是

想实现自己的“老师”梦。我想将自己多年的想法和孩

子们一起讨论讨论。 

 

我选择了教四年级，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已懂事，可

以配合教学，但还没有反抗精神。下面举两个例子谈谈

我自己的教学,以及孩子们是如何跟我一起学习中文

的。 

 

有一课生字有个燕字，我想起了大雁，就和大家讲起了

大雁冬天南徙为什么排成人字，如何省力等，又如何艰

难地飞行上千里。然后想起了一个问题，就问大家哪种

鸟智商最高。全班非常踊跃，猜什么的都有。我说乌鸦

是最聪明的。随后问大家：现在有很多 nuts, 比如核

桃等，乌鸦的嘴嗑不开，但又想吃，怎么办呢？同学们

想啊想，我给了些提示，终于一位男生想出来了。“把

核桃叼到马路上，让汽车压碎不就可以吃了吗？” 这

时，全班已彻底忘记了在干什么，待我们回头一起读生

字燕时，看大家的面部表情即知道这个弯转得太大了，

好像回到了另一个境界。 

 

还有一课讲种子。我们讲了种子发芽必需的条件，如

水，土，空气，温度等。接着联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

以及如何保护环境，我们都应该天天节约用电，用水，

少制造垃圾等。我让大家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怎样来做

到保护环境。一个女生举手说，“我们可以在纸的背面

也写上字”。少砍一棵树！这简直是最好的回答了。 

 

有次期末考试，因为没时间拿回家批改，即在教室当场

给分。先交上的都是得满分的，他们满脸的兴奋，也即

趴在那儿看我批改别人的卷子。突然，有一位同学没得

100，她又偏偏在场。我注意到她脸上的不高兴，我也

开始难过上了。既然奖品已买好，名次也无所谓，何必

要太认真呢？不如让她回去改对，又知道自己错在那

儿，也让她拿 100 分，那不更好吗？所以那回期末考

试，全班都得了满分，皆大欢喜，每人都得到的同样的

礼物。很多家长不明白，我为什么反而奖励差生，我说

优秀生已经吃到了精神食粮，平时得到了口头表扬, 作

文在课堂上念了，作业又得了 A+。差生应得到点儿物

质奖励吧。也许这是我的问题所在，我太希望每人都高

兴，不愿意把任何学生拉下。 

 

回想起那两年，我确实对学生有点儿松，根本不严格。

经常和他们聊当前时事，社会问题等,还谈论过数学，

就是对他们学习中文严格不起来。有时也想让他们写五

遍生字，生词，后来有改成两遍，只怕他们边写边发烦

躁，完不成作业。“严师出高徒”是几千年不变的真

理，难道我能改变它吗？几个月前，一位女生的小作文

被登上了报，我见到她妈时提起此事。这位妈妈说“还

不是你教的结果！”。我知道这和我无关，但话又说回

来了，有谁可以抹掉那一年半的师生关系呢？所以我总

结了一下，宽师也出高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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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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过桥上   
 

一天晚上，明明和爸爸、妈妈 还有爷爷一起出去散步。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他们只带了一个手电筒。忽

然，一只又大又凶的狗熊从树林里跳出来，直奔明明家人。全家吓得赶紧往家跑。一会儿来到一座桥，桥

又长又窄，最多能让两个人过，两个人还必须拿着手电筒。每次过完桥，一个人得把手电筒送回另一边。

明明跑得特别快，两分钟就能过桥。爸爸更快，只用一分钟就过得去。妈妈不敢跑太快，五分钟能过桥。

爷爷老了，走得非常慢，十分钟才能过去。两个人一起过桥，必须按最慢的人的速度过桥。狗熊快要追上

明明家人了，他们要赶快过去。 

 

请你想一想，做做算数，他们至少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全家都过桥？ 

(最快需要17 分钟) 
 

上期苹果小偷- 答案 
 

小方对两个男孩说：“你们俩换个位置，大卫站在杰克的肩膀上！” 两个男孩的脸色一下就变白了。杰克

慢慢地下来，大卫磨磨蹭蹭地爬到他肩膀上。“好，”小方说，“现在让大卫伸伸胳膊呀！” 

大卫的胳膊比杰克的长多了，一伸就够着了高高的苹果。两个男孩对小方道了

歉，灰溜溜地走了。 

 

 

 

 

 

谢谢你，陆青阿姨！ 

 

陆青阿姨就要卸任了。在这里我想要感谢她一年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最初是陆青阿姨的想法在

校刊里开辟一个面对同学们的栏目。在编辑这个栏目的过程中，她经常提醒我出稿，还给我出主

意。使我从中得到了很好的中文练习。谢谢你，陆青阿姨！ 

 

 
 

 
 
 
 

【康原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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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nese Game 

 
By Star Chen 
Belmont Public School 

 
Source of the Game: 
 
Deal or No Deal is a television game show. The basic format of Deal or No Deal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cases 
(usually 26)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amount of money. Not knowing the sum of money in each case, the 
contestant picks one case which potentially contains the contestant’s prize. They then open the remaining cases, one 
by one, revealing the money they contained. At predetermined intervals the contestant receives an offer from the 
bank (run by “The Banker”) to purchase the originally chosen case from the contestant, the offer being based on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he contestant’s case. The contestant must then decide whether to take the deal from the bank, or 
to continue opening briefcases. If they decide not to take the deal and reveal low values then the next bank offer is 
likely to be higher (as the contestant’s case is proven not to contain these low values). Alternatively they risk 
revealing higher values, lowering future offers from the bank. 
 
Objectives: 
 
This game can be used for vocabulary practice or character recognition. 
 
Materials: 
 

o 26 folders and with extra credit written in it; 
o Vocabulary or characters taped onto folders; 
o A chart showing all the extra credits; 
o Marker 
o Magnets to stick folders onto blackboard. 

  
Human Resource: 
 

o Teacher: extra credit banker; 
o 3 students as folder opener, marker person to cross out numbers and a host asking “_______”. 

 
How to Play: 
 

o Divide students into groups; 
o First group will choose a folder to keep, then open 6 folders by calling out the characters on them; 
o Marker person crosses out the numbers in the folders from the chart; 
o Teacher offer a bargain extra credit; 
o Host asks “______” 
o If ___ they take the extra credit; if ___, they continue opening the next 5 folders before the next offer, until 

they say ___. 
o After one group, take out the characters, reshuffle and tape them randomly onto the folders so next group 

could keep pl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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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史建英 

我想发明…… 
 

黄小丽 

 

我想发明一个会唱歌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很好因为你

想学唱歌你能听机器人唱，你也能和机器人一起唱歌和

跳舞。 

 

王昊 

 

我想发明一个新的电子仪器。我的电子仪器会送一人到

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想发明这一个电子仪器因为它不

用油，这是我要发明它的原因。 

 

韩圣雪 

 

我要发明一种机器人。我要发明机器人照顾你的宠物。

你不在家的时候，机器人就照顾你的宠物。 

 

我要这样做，因为中午的时候，你的宠物会饿，机器人

能给它吃的，也能和它玩儿。 

 

李凯林 

 

我想发明新电池。这是一种人力电池，装在走步机或自

行车上。人们一边运动一边为电池充电。这种电池可以

用来点灯，这样我们可以节约能源。 

 

方杰瑞 

 

我想发明：我想发明一种时间倒流器，因为我想看见过

去的事情。我的发明是别人没有的。 

 

金燕楠 

 

我想发明一个机器鲨鱼，因为我喜欢鲨鱼。鲨鱼可以帮

我游泳，我们能游到很远的地方。它还可以帮我做各种

事情。 

 

李逸民 

 

我想发明一个机器叫 DNA—转变计算机数码。它能把人

的大脑信号和计算机连起来。人就变成计算机里作为虚

假人和计算机病毒作斗争。这机器就可以将病毒杀死，

同时人不会受到损害。 

 

黄雯迪 

 

我想发明一个笔，这个笔里头又有字典，这个字典有

99，999，999，999，999，999，999 个字。这个笔的

名字是：带字典的笔。它不是一个书，它是一个笔，里

面有一个电脑字典。 

 

朱乐乐 

 

我想发明机器人，帮我干活。它叫“高兴”。高兴什么

事情都能干。我想发明高兴，因为我就不用干活了。 

 

张海遥 

 

我想发明魔术屋，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扫把，它会清洁房

子。你的房子也会打开门、窗户，还有灯。它还可以做

很多东西。如果房子破了，它还可以变成了又大又好的

新房子。这就是我想发明魔术屋的原因。 

 

任汉瑞 

 

我想发明水果味的维生素，放在水杯里，用水冲着喝，

就像喝果汁，味道好，有营养，有利于人们健康。 

 

 

三年级 C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汤爽 

长大了做什么 
 

应晓真 

 

我长大要做个画家，因为我喜欢画画儿。我也想画的爸

爸和妈妈。我要成为一名有名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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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迪 

 

我长大了想做一名动物保护者。我爱动物，不要人们去

伤害它们。我觉得动物很可爱，它们还可以帮人们做

事，和你一起玩儿。所以，我长大后想做动物保护者。 

 

戴思东 

 

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是我最热爱的是科学。我喜欢学科

学，所以喜欢读科学书。我已经开始设计一个小火箭。

长大以后，我想做一个科学家。 

 

刘美琪 

 

我长大以后想做一名兽医。我很喜欢动物，所以我想做

一名兽医。我可以帮助生病的动物治病。我也喜欢看动

物玩儿。我现在就很想有一只猫。 

 

陶然 

 

我长大了做个动物医生，如果我的 Annebelle 不舒服

了，我就给她看病。所以我现在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

名好医生。 

 

李雪萌 

 

我长大了要当发明家。我要发明一个能穿越时空的机

器。人们坐在里面，可以飞回到过去，去看看古代的中

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还要去看埃及人是怎么建金字塔

的。 

 

戴思源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一名汽车设计师，因为我喜欢用

Lego 设计汽车。我还喜欢用工具做东西。我想做一个

机器人。现在我想当一名工程师，我开始读科学书和计

划做一个机器人。 

 

四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刘小江 

作文： 

写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或一次活动，题目自定。  
 

学游泳 
殷博文 

 

我最喜欢的活动是游泳。现在自由泳、仰泳、蛙泳、潜

泳、侧泳、蝶泳我都能来两下子了。在游泳池里，我已

经能来回游九次了。你说我棒吗?  

 

可是两年前，我第一次到游泳池学游泳时，可狼狈了，

想起来就脸红。当时老师带我们来到池边，我一看到水

那么深，心里就怕得不得了。老师叫我下水，我就是不

敢。老师叫我不要怕，要做勇敢的孩子，可我还是不

敢。同学们一个个都下水了，还向着我笑，好像是笑我

胆小鬼。我好气！我眼睛一闭把脚伸进水里，可是立即

又收了回来。没办法，老师只好把我抱下水里。我在水

里站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觉得水不那么可怕。从那儿以

后，我就喜欢上了游泳。 

 

如果没有那一次下水，哪会有我今天游得这么好? 所以

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怕难，不怕难就能学会、就能做好。

你说对吗？ 

学游泳 
田思遥 

 

小的时候，游泳对我来讲是一件小事，以后慢慢地变

大。六岁时，妈妈对我说：“你长大了，要开始活动

了，你先学游泳最好。”就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学游

泳。可是我这个人学得很慢，到了七岁才学会。八岁

时，我参加了游泳队。记得去游泳队的第一天，我累得

气都喘不过来，游得也不好。回来后，我对妈妈说：

“我不想游泳了。我游得不好，这样参加游泳队会浪费

钱的。”妈妈还是坚持要我学游泳。她说：“会游泳的

人，胆子大一点儿。”我用心地听了妈妈这句话，一直

练习游泳。现在，我游得很好了。 

 

钓鱼 
刘东 

 

八月底，Jessie 家、Rachel 家、和我家去 Cape Cod 

度假。我们去了几个沙滩和餐馆，参加了一些活动，其

中我最喜欢的活动是钓鱼。 

 

那天，我们上了一条大船。船开到一个地方，大家开始

放线钓鱼。过了几分钟，没人钓到鱼。船长告诉大家收

起线，我们要换一个地方。我开始收线，只见一只小螃

蟹挂在我的钩子上。我一拉线，螃蟹就掉到水里去了。

等船开到了新的地方，我们又开始钓鱼的时候，Jessie

的爸爸钓到了一条大鱼。我们大家高兴极了。过了一会

儿，Rachel 的爸爸和我姐姐也都钓到了鱼。我虽然没

钓到鱼，但是玩得很开心。我喜欢 Cape Cod。 

 

做圣诞树 
孔令文 

 

圣诞节之前，我们全家人一起做了一棵圣诞树。 

 

那天爸爸从地下室把树干、枝叶和各种灯泡一箱一箱搬

上来。爸爸、妈妈和我先把树干立在大厅窗户边上，妹

妹赶快拿枝叶给我们，我们就插在树干上。树做好了，

妈妈把五色小灯泡绕在树上，再把各式各样的大灯泡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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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通电，灯光一闪一闪地发着五颜六色的光，真好

看！ 我们很高兴。 

 

过鬼节 
张洁泥 

 

鬼节那天，我和我的朋友 Maya、Joyce、Leon、

Stacey、Natelie 和 Jessica 一起在 Natelie 家附近要

糖。5:00 PM 左右，我们都穿着鬼节的服装， 

来到 Natelie 的家。Natelie 的妈妈先给我们照了相，

然后我们拿着小桶出去要糖。 

 

我们走了一家又一家。每个房子都被装扮得奇奇怪怪

的。有的房子很吓人，白白的烟雾、可怕的音响。有人

给我们的糖是个巧克力耳朵。还有一个房子的主人装扮

成 “Frankenstein”，吓得我们不敢走进。 

 

很快我们的小桶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糖，我们回到了

Natelie 的家数糖、吃点心、喝巧克力牛奶、玩游戏，

可开心了。这是我过得最高兴的鬼节。 

 

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靳宏 

春天 
 

张珊思 

 

春天到了！天气不冷了，不下雪了。花儿，草丛地上长

起来。 

 

小朋友们在外面跑来跑去，玩得很高兴。小朋友们一起

在外面玩球，跳绳，捉迷藏，等等。玩的时，一阵大风

来，把树上的叶子吹来吹去。好几朵云飘来了，下雨

了。在外面玩的小朋友往家里跑。一滴一滴的小雨点落

在绿草和鲜花儿上，它们大口大口地喝水。过一会雨停

了，云走了，太阳出来了。一朵五颜六色的彩虹从东到

西挂在蓝色的天空上。小朋友们从家里嘻嘻哈哈地跑出

来玩。春天终于到了。 

 

邹行健 

 

这个春天与冬天一样冷。草还没有出来，花不在外面，

树又不绿。这个春天是很冷，但是我玩得很高兴。 

 

李诗洋 

 

雪化了，冰化了，小小的鸟都唱歌了，我也到外面闻到

了春天的香味。啊，春天来了。 

 

小草都绿了，树叶一个一个地长出来了，花儿都慢慢地

开了，好漂亮。花开是有许多不同的颜色，有红的，黄

的，兰的，等等，好香好美啊！小鸟也从南方飞回来

了。小动物都出来游玩，真可爱。太阳出来了，我和弟

弟在外面玩。我喜欢春天！ 

 

赵心意 

 

春天来了，花开了，天气暖和了，冰化了。可是我还是

不太喜欢春天。因为天暖和了花就开了，花开了，蜜蜂

和小虫子出来了。我很不喜欢蜜蜂和小虫子。我小时候

在园子里被蜜蜂叮了。一会儿我的耳朵、小手、小腿红

肿起来了，疼得我又哭又叫。这种像针扎心的感觉我很

难忘掉。尽管春天很美丽，可是，我对春天的恐惧很难

使我对春天有过分的向往。 

 

李家辉 

 

春天最好的事就是天气变暖了。春天时，小朋友们可以

穿少一点衣服。还有很多鸟都从南面飞来了。春天的时

候，雪都融化了，草叶变绿了，树叶也长出来了。春天

时候也有很多体育活动，像足球和棒球。还有很多农民

也开始种地了。春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王乔怡 

 

春天是个美丽神奇的三个月，到处都是有好看又香的

花。树上终于长出叶子了，小鸟也从南方飞回来了，到

处都是绿、绿、绿。 

 

我很喜欢春天。我们门前的树在每年四月里会开花。我

也生在春天里，五月三十一日。在春天，我又一种感

觉，像世界又在开始。 

 

春天好开心呀！ 

 

姚伟伟 

 

春天真好啊！这时候天气特别好，不很冷也不很热，差

不多正好。我的邻居都急着跑出来玩。外面真美丽，草

绿了，花开了，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天上蓝蓝的，

小朋友们都在笑着跑，在春天的太阳下玩得好极了。 

 

春天的时候还有一个春假。我可以爬山，而且还可以跟

朋友玩。我在外面跑一跑，会打篮球。春天是一个很好

玩的季节。 

 

党傲寒 

 

春天很好玩。我跟我朋友玩。春天也很好看。 

 

春天时，草变绿，花会开，树叶会长出来。我对花粉过

敏，我的眼睛会红和痒，我打喷嚏。春天的景象很好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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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跟我的朋友一起骑自行车。我们老探险。我们不

在外面呆太久，因为我们俩都对花粉过敏。我们也看漂

亮的花。 

 

姚康妮 

 

春天来了，我看到我们后花园有许多红花和白花，日照

也长了，树叶开花了。鸟在唱歌，田蛙也在不停地叫。

在前花园，草地也开始返青了。春天的大自然是很美丽

的，我喜欢春天。 

 

张陶然 

 

我最喜欢春天。在春天，天气很好！天气不冷和不热。

那时，草绿了，花开了，青天真美！鲜花很好看，和真

香。因为天气好，我能钓鱼。我真爱钓鱼！春天真美丽

和有趣。 

 

春节 
 

崔慜姗 

 

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一叫“春节”。它是中国最重大的传

统节日，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过春节又叫“过年”。在春节前后的十几天里，人们用

各种活动来庆祝春节，迎新春，祝人们在新的一年里生

活得更美好。 

 

过春节是喜庆和团圆的日子。大年三十，一家人要在一

起吃“年饭”，又叫“团圆饭”。从年初一开始，人们

相互“拜年”，有的大人还给小孩“红包”，也就是

“压岁钱”。人们穿新衣，贴对联，挂红灯笼，放鞭

炮，吃饺子，走亲访友；有的还赶大集，唱大戏，看花

市，游花车，舞狮子，舞龙灯，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的景

象。 

 

我喜欢过春节！ 

 

Iowa 
 

李家辉 

 

我很想去 Iowa。 我是在那里生的，但是我只呆了一

年。我现在也记不住看得什么样子了。我妈妈、爸爸、

姥姥都说那里有很多绿草坪，那里的空气也很好，地也

很好种。我父母也说那里的人很好。那里有很多湖，我

爸爸说他经常去钓鱼，每次都拿几条回家吃。我姥姥也

在那里种地，种的瓜也吃了很多。我觉得在 Iowa 生活

会很好。 

 

我喜欢的地方 
 

崔慜姗 

 

你去过水族馆吗？ 

 

水族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海洋动物，可好

看了。“都有哪些动物？”您问。有海龟、海蜇、大龙

虾、螃蟹，还有各种各样的鱼。 

 

我喜欢水族馆因为那里很美丽，很宁静，四周都是动

物。最好看的是鱼。那些鱼有的全身布满彩色的条纹，

有的背上像插着一把把扇子，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好

看极了。 

 

我很喜欢水族馆。 

 

李诗洋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到 Florida 的迪斯尼乐园，这就是我

最喜欢的地方。从一开始，迪斯尼乐园就让我眼花萦

乱。我们来到 Magic Kingdom 时，我最喜欢跟许多迪斯

尼的卡通人物（Mickey, Minnie, Pluto, 等等）照相

和让它们签字。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坐小火车、轮船以及

碰碰车等等。我还喜欢看迪斯尼的表演。这些表演都很

有趣。迪斯尼乐园让我回味无穷，我喜爱迪斯尼乐园。 

 

王乔怡 

 

去年的九月十九、二十和二十一日，我们六年级学生去

野营，在 New Hampshire。这次野营叫 Merrowvista，

一次非常充满乐趣的活动。 

 

New Hampshire 早上和晚上都很冷。那里有宽阔平坦的

草地，上面有很多有高又粗的大树。我们在小木屋里睡

觉，和在一个巨大的食堂里吃饭。第一天，老师就把我

们分配到各个小组里。 

 

第一天我们和另一个小组去攀岩。那天晚上，我们有个

唱歌比赛。第二天，我们早上进行了分组配合训练。下

午，我们造了一条船，然后划了那条船。晚上，学生和

老师聚在一起，沉浸在喜悦中，因为明天中午我们就要

走了。第三天早上，我们到森林里给假想生物搭房子。

可惜，吃完午饭，就得坐校车回学校了。 

 

Merrowvista 不光很好玩，而且我还结交了很多朋友和

认识了每个六年级的同学。这次活动教会了我如何与别

人配合。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这次丰富多彩的活动。

Merrowvista 使我永远记住了 Center Tuftonboro, New 

Hampshire。 

 



No. 33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六年六月 

22 

党傲寒 

 

我喜欢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有三个瀑布，它们是马蹄子

瀑布、美国瀑布和新娘面纱瀑布。我在尼亚加拉瀑布干

了很多好玩儿的事。 

 

我去了 Cave of the Winds。我上了一个三层的阶梯。

第三层里新娘面纱瀑布最近，像个飓风。风差点把我吹

倒，水把我的背弄疼了。我向上看见了水飞流而下。 

 

我又去了 Maid of the Mist。我上了一个两层的船。

船跑到马蹄子瀑布跟前了。几滴水到我的雨衣上了。 

 

到了晚上，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景象不一样。红、黄、

绿、蓝和桔色的灯照在瀑布上，瀑布有很多颜色。它们

不但神奇，而且美丽。 

 

张御莎 

 

我喜欢的地方是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的夏天不热。那个

地方的公园有许多花。真的好美丽！好香，它的花是大

和小。我知道一个公园，它有一个小瀑布，好像一片小

白云。那里的草是绿色的。夏天，每天有太阳；在春

天，有花开，不冷；在秋天，它暖；冬天里很冷，可是

它不下雪。这个地方是在加拿大，是一个小地方，它是

温哥华。 

 

韩全全 

 

我如果可以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一定会是

Florida。我喜欢去 Florida 因为我听说那边的天气很

好，雪一点都不下。冬天的时候，Florida 还是七十多

度。 

 

我喜欢去 Florida，因为 Florida 有很多沙滩。我什么

时候都可以去海里玩水。Florida 也有很多好玩的地

方，一个地方是 Disney 世界。我可以在 Disney 玩一

天。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 Florida。 

 

姚伟伟 

 

夏天的时候我喜欢去中国。到中国可以去看我的亲戚。

我可以跟他们说事情。中国夏天很热，所以我能买来棒

冰吃。我还会跟我的表姐婧婧和英英打牌。我们会玩拱

猪。我跟我的姐姐会买很多便宜的电影，一天会看几

个。中国是一个地方我很爱去。 

 

邹行健 

 

我有很多喜欢的地方，可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中国。中

国有很多好玩的和好看的。在中国我有很多亲戚。每个

夏天我家去这个美丽的地方。 

 

张陶然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的家。我的家里有很多好东西。如

果我饿了，家里有很多好吃的。如果我病了，那里有很

多好药。如果我不高兴了，我也有很多好玩儿的玩具。

那就是为什么我爱我的家。 

 

我的家也有我的妈妈和爸爸，我最爱他们。 
 

学汉语的酸甜苦辣 
 

王乔怡 

 

我汉语已经学了快六年了。在这六年里，我不光学了很

多中文本身，而且我琢磨出中文的道理了。我觉得中文

不光是个很复杂的语言，而且很难学好。我从来都不明

白爸爸妈妈怎么会那么多字。 

 

中文和英文完全不一样。我住在美国，所以这里的环境

都是英文。偶尔我会看中文电视剧，就会稍微学几个

字。更明显的是英文只有二十六个字母，用这些字母拼

字，而中文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刚开始，我还不熟

悉偏旁部首呢，所以这就更难了。我学会偏旁部首以

后，学中文就容易多了。还有，我学了四声，学起来也

更简单了。 

 

中文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我觉得成语和成语故事很好

玩。我最喜欢的成语是“塞翁失马”。这是个很乐观的

成语。 

 

谐音字也很有意思。我原来把“治癌”和“致癌”混

了。“治”的意思是“cure”，可是“致”的意思是

“cause”，这俩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中文里还有多音

字，我很多次都不太知道用哪个字。 

 

别看学中文那么难，还是有很多喜悦。好多次，我写的

作文被登在报纸上了。别看我要走的路还很长，我现在

明白“苦尽甘来”的意思了。 

 

我的故乡 
 

张珊思 

 

我的故乡是武汉，在中国的中部（华中）地区。它位于

扬子江和汉江的交汇处。武汉是湖北的省会，是华中地

区人口最多的地方：有八百万人。 

 

武汉分成了三镇：武昌、汉口和汉阳。美丽的黄鹤楼和

热闹的汉正街吸引了很多游客。黄鹤楼是中国古代四大

名楼。在这里，李白写了一首有名的黄鹤楼诗歌。武汉

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在夏天，温度可高达四十三度！武

汉经常发洪水。三峡大坝一九九三年开始建设，二零零

九年才建好。三峡大坝会控制洪水，这样武汉才不会遭

受洪水袭击。 



No. 33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六年六月 

23 

 

三千年以前，武汉就有人在那儿居住。汉代时，汉阳是

中国最繁忙的港口。一千八百年以前，建设了一座城墙

去保护汉阳和武昌。在公元两百三十三年，黄鹤楼建成

了，它在武昌，在扬子江的岸边。三百年以前，汉口市

名列前四名的商城。在一九二零年武汉是国民党的首

都。 

 

武汉人说武汉话。武汉有许多好吃的小食品，热干面、

鸭脖子、豆皮和汤包。说起来就让人流口水。 

 

我的故乡武汉是一个有趣、美丽、热闹和现代的大城

市。 

 

学中文的经历 
 

姚康妮 

 

我出生在芝加哥。从五岁起，我开始学中文。开始，我

们唱歌，做游戏。我觉得很好玩。不久，我家搬到了宾

州。因为那里的中文学校离家里一个半小时，所以妈妈

在家里教我学中文。虽然，我能记单词，但是我的口语

很差劲。后来，我们又搬到爱得荷州，我又开始去那里

的中文学校。学了一年，学校又换了不同的中文教材，

所以同样的年级课，我重复了一年。不久，我们再次搬

家到了麻州。半年后，我来到了艾克顿中文学校。 

 

由于多次搬家，我的中文学习断断续续，所以我必须从

浅到深。暑假时，我妈妈帮我补习中文。这样，我才能

慢慢地跟上学校里的课程。尽管，我写中文的能力还可

以，但是我发现我的发音很糟糕。当有时候，别人听不

懂我说的中文，我会觉得很难为情。在学校里，我有一

个好朋友，她的中文讲得很好，我从她那里慢慢地改正

了许多发音。 

 

对我们这些出生在美国的人来讲，学习中文确实不容

易。但是，通过学习中文，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历

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学习，不

断练习口音，中文是可以掌握的。 

 

饺子 
 

党傲寒 

 

我喜欢吃饺子。我说一下我怎么吃和怎么做。 

 

妈妈是这样做的。她先把白菜、韭菜、肉和粉丝切成小

块儿。我用菜擦子把胡萝卜给擦成小块儿。然后妈妈把

白菜、韭菜、肉、粉丝和胡萝卜搅一起。她把和好的面

切开，然后滚成面团儿。然后她把面团儿切成小块儿。

我帮妈妈把小面团儿轧成饺子皮。妈妈把馅儿给包饺子

皮里。然后她把饺子放烧开的水里面。饺子煮好了，我

们开始吃了。 

 

我们是这样吃饺子的。我把醋和香油倒碗儿里。然后我

用叉子把饺子蘸醋和香油里。我就是这样吃的。 

 

七年级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葛剑平 

春天 
 

王甜甜 

 
三月二十一日是春天的第一天！初春的时候，雪化了，

花终于开了。一个长长的冬眠之后，动物们醒来了。大

地再一次变得五颜六色了！ 

 

春天的时候，有很多我喜欢的活动开始了，比如田径和

棒球。同时，我们麻州人最爱好的 Red Sox 的季节也

开始了。 

 

春天还有一些节假日。最有趣的可能是 Easter 了。在

那一天，大人们把糖放在彩蛋里面藏起来。孩子们就到

处找寻这些彩蛋。春天学校里还有春假。很多同学利用

春假去旅游，或者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春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大地充满

了色彩，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情趣。我爱春天！ 

 
马丁 

 
小鸟从南方飞回来了，春天来了！ 

 

寒冷的冬天结束了，绿色出现了。小草逐渐从黄色变成

了绿色，树上长出了新的绿叶。在暖洋洋的春风中，五

颜六色的花开满了原野……到处是一片美丽的景象。 

 

春天来了，有更多的人参加户外活动。爱运动的人们开

始进行各种各样的室外体育活动，像足球、网球、羽毛

球和棒球。爱园艺的人们开始在外面种花、种菜。还有

些人到野外吃野餐、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欣赏春天的

美丽。春天是做户外活动最好的季节，因为气候很好，

还有美丽的景色。 

 

我喜欢春天，因为春天里，我可以在草地上练习踢足

球，可以和爸爸扔棒球，可以和小朋友玩追人游

戏……，我还参加了我们市的棒球队，每周都有练习和

比赛，我很喜欢。 

 

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让我们好好利用，享受美丽

的春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