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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years ago, I answered a heart-felt calling and started at ACLS 
as the vice principal for a year and then became the principal for 
this school year.  After sixty-three official school weeks and many 
additional weeks spent on ACLS matters, it is now time to say 
goodbye and thank you.   

 
It has been a privilege serving as the principal of ACLS for 2006-07. 
I am truly grateful for being part of a management team consisting 
of many bright and devoted individuals.  There are unique 
challenges managing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like ACLS because 
few tangible milestones can be used to measure performance or 
progress, or to make sure we are on the right track.  With so many 
local students and parents involved, expectations for ACLS span a 
broad spectrum.  Sometimes it is hard to balance the various needs 
and requests, but we try to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iscipline, fairness and doing the right things in the right ways.  At 
this early stage of our school and with our more or less limited 
experiences in manag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the 
ability for each management team member to speak up and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raise concerns is as important as being a team 
player for the purposes of preserving the integrity and legitimacy of 
our school.  As you can imagine, how critical it is to rely on the 
collective wisdom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he management team. 
There have been both easy and challenging times.  But I feel 
confident to say that we have tried our best to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school and perhaps will receive a passing score for 
our performance.  Thank you, the entire management team 
including the board, parent council and school administration, it has 
been a tremendous pleasure working with you all and I am very 
proud to have been part of the team.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have proved to be an exciting time for the 
school.  Our school has grown steadily each year.  We have 
initiated some and participated in more community activities. 
Because of that, we have gained wide acceptance and respect from 
town officials and local residents.  The relationship with our landlord 
is good and we have no problem in getting more classrooms for the 
coming semesters as long as the capacity of the rental facilities 
permits.  We received many compliments for our successful 
coexistence with the Junior High School plays, which should clear 
our way for renting the facilities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in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superintendents and administration 
team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s well as everyone from the Junior 

Thank You For A Great Year
Michelle D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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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of ACLS Board Meeting  
 

Date:   June 01, 2007 
Participants:  Michelle Deng, Yanni Gou, Jindong Li, Yang Liu, Xianghai Liu, Yuming Liu, 

Virginia Ross Taylor, Bob Xiong, Li Yuan, Jenny Zhang 
Minutes: 
 

1. School operation: The school has been operating quite smoothly. In particular, the school 
operation was of great success on the two days when there was a play at the Junior high school. 
The operation was largely praised by the A-B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Superintendent’s office. 
Registration for the next school year has been well prepared. Planning of the annual end-of-year 
performance is under way and is in a good shape.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is well under control. 
Another year of success at ACLS is expected. 

  
2. Planning of next school year:  

 

High school for their support and understanding.  The healthy relationships we have among us 
will certainly benefit our school in the years to come.   

 
ACLS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talents to teach at our school and now has little trouble in 
finding qualified teachers for both our language and cultural programs.  We are seeing many 
new faces volunteering at the school and some will join the management team in the near 
future.  On June 24th, we will proudly present to you our first graduating language class (grade 
9).  Congratulations!   

 
Serving as the principal for ACLS has been a worthy and valuable personal experience for 
myself.  While I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a more manageable schedule after my term ends in 
June, I am truly grateful for having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for the school and for all of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for weekly operations and 
having faced variou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 have got to know many new people and 
know old acquaintances better.  I have also been blessed with friendships developed or 
strengthened through my service at ACLS, which will certainly last far beyond the ending of 
this school year.  To those trustworthy and reliable friends I count on for support and advice,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incerely thank all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for the 
time and effort you put in, without which the school would be a castle in the air!  Thanks to 
many CSL parents for being part of the school and for bearing with me until now I write this 
column as Principal the first time in a language you could understand.  Last but certainly not 
least, thanks to all parents and students who trusted and supported us every school Sunday 
for the entire year.  I hope to continue to work for you all in other capacities in the future.   
 
Have a great summer, and my best wishes to you all and to A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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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insufficient interests, there will be no 10th grade class next school year. The current 
9th grade students will graduate from ACLS at the end of this school year. Also there will be 
no CSL 5  (or higher) classes. Any students in CSL 4, who are interested in pursuing further 
study, can attend regular Chinese classes. To serve the needs of teachers, a pre-K class will be 
offered.  

 
The admin team has been trying hard to recruit new talents to offer new culture programs, 
such as musical instrument, history, and geography classes. The board came to an agreement 
that similar tuition will be collected and a similar level of compensation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teachers.  

 
It is agreed to upgrade the ACLS website. The board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adopting 
online payment for collecting tuition. It is decided to leave this option for the future due to 
the cost involved, which seems unbearable to ACLS now.  

 
ACLS was recently informed by A-B superintendent’s office that the Junior High is planning 
to offer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ACLS was asked to conduct more activities to help 
promote the interest of students.  

 
3. Innovative teaching: The board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adopting several innovative teaching 

skills. The board agrees to support any innovative teaching ideas that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4. Summer outing: ACLS’ annual outing is planned on July 15 at Nara Park in Acton. Parent 

council will be in charge of this activity. A number of volunteers are needed to help serve the 
food and organize activities. 

 
5. Board election: The board received a large number of nominees for the next board. The board 

discussed thoroughly each person’s background, interest, strength, and possibl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to ACLS. The board elected seven candidates by vote. Together with the President of 
Parent Council and the Principal of ACLS, they will serve as the next board of ACLS upon the 
approval of parents at the end-of-year parent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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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Awards Scholarships 
to Four Graduating Seniors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auditorium was filled on the evening of June 5 
with happy and relieved high school seniors and 
their proud parents. These seniors had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by commendable 
academic performance, athletic skill, or 
community service. There to recognize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prominent 
civic groups, local businesses, booster 
organizations, memorial funds, and foundations. 

 
Sharing the stage with these other organizations 
was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represented by Principal Michelle Deng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Yuming Liu. The Principal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came to the podium to 
award four scholarships to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ABRHS. Criteria had been determined by 
the ACLS Board for two awards in each of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two scholarships were 
intended for graduating seniors who have been 
accepted at an accredited college or university, 
who have studied Chinese culture or language for 
three years or more, and who plan to continue to 
study Chinese in the future. The two scholarships 
in the second category were presented to students 
who have been accepted at an accredited college 

or university and who have maintained high 
academic standing.  
 
Wendy Shung and Justin Wong received 
scholarships in the first category.  Wendy will 
attend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n Pittsburgh 
in the fall; Justin will go to Montreal to attend 
McGill University.  Scholarship recipients in the 
second category were Anandh Swaminathan, who 
will study at MIT; and Alice Ren, who will travel 
to Durham, North Carolina, to attend Duke 
University. 
 
The Board of ACLS voted to award these four 
scholarships as a way to give back to the Acton-
Boxborough community. The initiation of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scholarships 
signals that ACLS, in its brief history, has 
achieved a stable and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community.  The scholarships, at $500 each, 
represent both real and symbolic support for 
graduating seniors as they leave Acton to continue 
their academic journeys.    
 

【Virginia Taylor 供稿】 

 
Good School Realty Award to  

5 Teachers/Admin member 
 
5 ACLS teachers and admin member shared the 
Good School Realty Award for 2006-2007 school 
year, they are: 
 
Language teachers: 
 
Ying Sun (6B)  
Ying Sun (Kb)  
Shuang Tang (3C) 
  
Culture class: 
 
Zeming Wang 
  
Admin: 
 
Bob 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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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眼中的简建华 
 

从艾克顿中文学校建校起，到今天简建华已经担任教务主任四个半年头 

了。作为中文学校资格最老的管理团队成员，建华经历了学校从刚成立 

时的百废待兴到如今的欣欣向荣，见证了教师队伍从当初的捉襟见肘到

现在的人才济济。从老师的聘请、后备教师的安排到教学大纲的完成，中文课部形成如今这样从学前

班到九年级，包括中文作为外国语班这样一个完整的教学系列，简主任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中文学校的教学已经逐步走上正轨，建华也要从教务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了，把重担交给了下一任教

务主任史建英。我们为中文学校能有建华这样优秀的管理团队成员而觉得幸运，也由衷地感谢这么多

年来他为中文学校所付出的心血。在以后中文学校开课的日子里，经过一间间中文课教室时，看着活

泼、有序的教学场景，我相信，建华的心里一定觉得非常的欣慰。祝建华的“退休”生活轻松愉快。 

 

这期的校刊刊登中文课的老师们写的一些短文，让我们认识一下老师眼中的简主任。 

－袁力 

 

 

 孙映（Kb） 
 

有一句诗 适合建华: 俯首甘为孺子牛。 

 

只要中文学校上课，每次都能在学校里见到他; 

每次见到他，他都是忙忙碌碌; 每次见他忙忙碌

碌，他都是在为中文学校做事，为老师们解决问

题。 

 

只要是关于学校的事，不管大小，你都可以完全

信赖他。你知道只要告诉他，总会很快有结果回

来。看起来似乎容易，但是背后的工作量是难以

想象的。 

 

多的不说，给我印象 深的两件事: 学校接到

JUNIOR HIGH 的意见，说我们小朋友下课后喜欢

在走道上奔跑，总是改变不了。于是我就常见建

华下课时穿梭于各个过道之间，阻止奔跑或是即

将奔跑的小朋友。看见他汗流浃背的样子，我心

里真的很佩服他也能做如此琐碎的事，如此维护

学校的声誉。 还有一件事是去年暑假，我送

EMAIL 给建华，当时已经放假了，我需要定下学

期的书，写了 EMAIL 给他，他马上就回了，并

且及时安排好了所有订购工作。 

 

中文学校如此成功，我相信他的功劳是有目共睹

的。 

 

 

 徐静（2b） 
 

第一次见到简建华是在中文学校组建时第一次教

师会议上。那次，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个头不高，

话也不太多。当时的学前班没有任何教材。一学

年的内容都需要老师自己编写。他知道我们有很

多困难，工作量也非常大。所以在开学以后的前

几周，他总是在课间或是下课后跑到教室里询问

我教学上有没有问题，上课有没有困难，有没有

需要他做的事。有时在走廊里见到他匆匆忙忙

地，但也从不忘问一句: “找我吗?”或是 “有

问题吗?”  我慢慢觉得这个 “头儿”是个非常

细心的人。后来熟悉了。我总是喜欢叫他 “头

儿”.  

 

“头儿” 的细心，或者说是责任心，是老师们

有目共睹的。每次家里有事不能上课，简建华总

是亲自帮助我们找好代课老师。课前几天还要确

认一下代课老师是否拿到教材，提醒他们教哪个

班，在哪间教室。印象 深的一次是一位年长的

王老师替我代课。下课后他还专门到教室里询问

王老师代课的情况，并亲自把所有椅子帮助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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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放回原处。记得史建英 (我们即将上任的头儿) 

跟我说过，学校每周都会有需要代课的班级。简

建华每次都是这样认真仔细地确认每个教室在星

期天下午都会有老师站在教室里。真的很难想象

他是怎样坚持这四年半一共九个学期的。 

 

说起简建华，不能不提他的歌声。每次老师聚会

都会听到他高亢的男高音。看来他这次“退休”

后，学校合唱团将会有一个非常具有实力的男高

音了。 

 

后只想说，“头儿”，谢谢你为老师所做的一

切。退休后要好好休息!  希望下次在学校里再

见到的你不再忙忙碌碌。 

 

 

 

 汤爽（3C） 
 

“为社区做了一点贡献，那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

事。” 简主任轻松的一句话，概括了他四年半

的辛勤劳动。 

 

艾克顿中文学校从无到有，现在已经走上了正规

化。在学生人数年年增长的同时，教学质量也不

断提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幸运地有

一位优秀的教务主任—简建华。  

 

他对教学质量非常重视，无论有多忙，都会安排

时间亲自面试，筛选每一位新教师，对师资力量

严格把关。 他总是早早地来到中文学校，却

后一个离开。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会在中文学校

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中文学校租用了艾克顿初中的校舍，有时候会因

教室的使用出现一些小矛盾，简主任总是在校方

与教师之间起着沟通和调解作用。为了支持每位

老师的教学工作， 简主任积极配合，并提供教

学用的材料，还买点心慰问大家，使教师之间有

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 

 

四年来，他为中文学校出力流汗，在他即将离任

之际，我们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仲劲红（4A） 
 

替我们“挨骂”的简建华 
  
简建华不但要为教务日理万机，还要为我们大家

“挨骂”。记得有一次建华在全体教师会议上，

对老师们说他希望大家经常提醒学生们不要乱

跑，不要拿教室的东西。他说当别人（当地校

方）抱怨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走廊里乱跑，为什

么乱动他们的东西时，他觉得就像是在指着他的

鼻子骂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但也只能向别人

道歉。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受我们大家尊敬的教务

主任在为我们承受责骂的时候心里的“苦”。非

常不容易。我想真心地向他道一声：“谢

谢！”。 
 

 

 刘小江（4B） 
 

在中文学校，你常常会看到一个忙忙碌碌的人。

有时他在办公室里跟校长或管理人员商讨工作，

有时他在大厅里倾听家长和老师的意见，讨论问

题。课间休息时，他在走廊里拦截和劝阻打闹、

跑动的孩子，和颜悦色地跟他们讲道理。中文课

后，他热情地款待老师们享用咖啡和甜点、发送

《语文报》、主持教学会议……  

 

这个人就是中文学校的教务主任 — 简建华。 
 
简建华为中文学校的成长壮大真诚地奉献了四年

多的心血和才智。现在他即将离任，我们真心地

祝愿他今后顺风如意。 
 
 

刘鸣（5B） 
 

记得听到简建华这个名字是在一次朋友聊天时。

那是一个周日的早晨，我们有一帮朋友在 NARA 
PARK 练习太极拳和太极剑，有人说：“小简真

不简单，在中文学校当教务主任已经两年了”。

我当时问：“谁是小简？”，“你不知道吗？就

是咱们亚萍的先生。”有人回答我。WOW！亚

萍的先生？我怎么不知道？亚萍马上说：“就是

那个个子矮矮的、头发少少的，在中文学校转来

转去的人。”我赶紧说：“我想教中文，但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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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们需不需要老师？”“当然需要，我先生总

是为找老师头疼，我去给你说说。”亚萍回答

我。于是就有了我第一次接触我们的主任—简建

华的机会。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到现在已有两年多时间了，在

这两年中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工作。每次在全体老

师会议之前，他总是早早地到那里，把 Pizza 和
水给老师们准备好。讲话时亲切、和蔼，像一位

年长的 “大哥”。有时我想，亚萍运气真好，

有一位好丈夫。有时你会在学校的走廊里遇到

他，他边走边对学生说：“不要跑… 要注意安

全”。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有调皮的学生，只要

找到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记得第一次参加老

师的聚餐晚会，他那高亢有力的男高音把晚会带

到了高潮，在他的带动下几乎所有的老师都高歌

吟唱，连我这个不会唱歌的人都情不自禁的唱起

来。当时我想，有这么好的教务主任，这么好的

教师队伍，我们的中文学校一定会越办越好，我

也坚定了继续教中文的决心。 
 
时间真快，我教中文课已两年多了。我们的教务

主任从建校以来一直由简建华担任，算算已有四

年多的时间了。听到他要卸任，总觉得不舍。但

中文学校规模已形成， 困难的时期已度过，他

又精心挑选了下届教务主任，他退下去想必心里

也踏实。 后希望我们的“老”主任，经常来学

校看看。我们还需要你的帮助和关怀，还想听听

您哪高亢有力的男高音…… 
 
 
刘玉芬 

 

所有中文学校的老师当中，我可能是 早和建华

打交道的。开始与他共事，有些不习惯，觉得他

对什么都追求完美，过于认真。后来才意识到，

多亏了他的这个认真 劲，中文学校少走了很多

弯路。 
 
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介绍一下他对工作的认真态

度。 
 
中文学校刚开始是冬季入学，和通常的学年制度

不协调，后来改成了秋季入学，所以有一段时间

学生在同一年级呆了三学期才升级。但是，我们

用的课本以 慢的速度也只能用两学期，建华希

望我们每班暂时换用《标准中文》半年，以便以

后好管理。为此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以及

我班大多数家长极力反对，我们不愿意换教材。

建华几次对我大发脾气。我当时非常恼火，但后

来我理解了他的苦衷。我们都是为了我们学校，

并没有个人恩怨。 
 
还有关于教学大纲的事，我们大家都只管自己教

的班，教学进程由自己来定。虽然后来我们也达

成了初步一致意见，但建华还是“逼”着我们各

年级的老师合作，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教学大

纲，而且还开会讨论。大家都很忙，我们都在尝

试阶段，没有具体的想法，谁也不情愿去写。在

建华的坚持下，经过再三讨论商量，我们居然顺

利完成了任务。后来的新老师，也即有了初步的

参考，各教研组长的工作也容易多了。 
 
“认真”的建华，成就了如今辉煌的中文学校。 
 
 

靳宏（6A） 
 

Mr. Jian is a good leader, a caring and fun 
gentleman. 
 
Mr. Jian is an organized man, and he is right-to-
the-point with high expectations toward our 
school,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 receive 
communication emails from Mr. Jian on a 
regular base. He always let us know what's 
going on in school and reminds us of the 
coming events.  
 
When some teachers suggested healthy choices 
for treats, Mr. Jian picked up boxes of 
Clementine.  
 
His singing voice is unbelievable. If you need to 
compete with someone in a Karaoke bar, please 
take Mr. Jian as your partner. He can be perfect 
enough to pump up your score, even blow up 
the fuse;) 
 
Thank you Mr. Jian for your dedication and 
thoughtfulness. We will mi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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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 Teachers 
 

CSL is a unique feature of ACLS, and for many 
years Rick has put efforts into all aspects of 
CSL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Here we just 
want to mention two things Rick did for CSL, 
in addition to the routine work for the classes.  
 
First the teacher recruiting: It’s all well known 
that Rick is picky about recruiting teacher – one 
of the reasons why ACLS has the reputation of 
maintaining high standards and teaching quality 
for our language classes. For CSL teachers, 
Rick has been extra-picky. Here is a typical 
routine that Rick follows to recruit a new CSL 
teacher: he makes more than 10 phone calls to 
arrange at least 2 rounds of interviews, and 15 
to 20 email communications among various 
parties, from the initial contacting with the 
candidate to the final step that the teacher is 
hired; and he follows up classroom “sitting in” 
before a new teacher starts her/his own teaching 
classes. He always tries to make sure that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school resource, it’s a good fit 
for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s. Second thing 
we want to mention is that Rick always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eedbacks from the parents 
and the teachers, and tries to solve various 
issues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all parties.  
 
We, the teachers and teacher assistants of CSL 
classes, would like to thank Rick for his hard 

work toward the school, and we wish him good 
luck with the goals he will pursue in the future. 
 

 

 

刘阳（CSL） 
 

每当在中文学校见到忙碌的建华，我的脑海里总

是浮现出“老黄牛” 三个字 --是啊，我们的简

主任从中文学校开学的第一天起，就如一头勤勤

恳恳的老黄牛，为学校尽心尽力地奉献。 

 

学校成立之初，一切从零开始，建华到处积极奔

波找老师。老师有了，他又有条不紊地组织各种

教师培训活动，提高师资队伍的质量。为了让教

学系统化、规范化，建华还组织老师们编写教学

大纲和教学计划。随着学校声誉的提高，中文学

校的学生人数和班级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建华

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由各年级老师组成的教研

组由他牵头组建了...... 

 

经过建华和老师们的摸索和经营，中文学校终于

有了今天这样正规高效的教学机构和体系。建华

终于能够放心地休息一阵子了。 

 

谢谢你！简主任，没有你四年半默默的奉献，就

没有中文学校今天的辉煌。祝你有一个愉快的

“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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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建华 
 
                           苟燕妮 

 

二零零三年二月艾克顿中文学校建校时，简建华就是教务主任。听说他在国内就做过教务

工作，很专业。在中文学校看到他忙忙碌碌的身影，我和其他家长一样，对他很敬佩。 

  

真正认识建华是二零零五年的夏天。当时他的儿子和我的儿子同在一个夏令营，早晚都需

要在指定的校车处接送。说好谁先到就把两个孩子都接下来的。结果是我常常晚到，我到的时候

不是建华就是他太太亚萍在等我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同时对他们很感激。一天，老公跟我

说，建华家在修房子，说是将平房推倒修楼房。他说建华听说我们也有修房的打算，便邀请我们

去施工现场。建华很热情地带我们参观，跟我们讲起他的整个建房构想。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

热心快肠、勤劳质朴、敢想敢干。 

 

二零零六年三月，我被邀请去“Rick’s House”  参加一个中文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聚

会。当时我在刘汉兰负责的讲座委员会帮忙。被邀请“赴宴”多少有点觉得自己是 “无功受

禄”，本不想去。后来弄清楚 “Rick’s House” 并不是哪家餐馆而是简建华的家，于是来了兴

趣，想看看他们完工后的房子。大家边吃“老四川”的佳肴边玩建华为大家准备的 “猜人”游

戏，很开心。 

 

这次聚会第一次听建华唱卡拉 OK，他的具有专业水准的男高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

象更深刻的是，他和当时的董事长王泽养的一曲“小小竹排”将建华从王泽明家借来的音响烧掉

了。当时我在离音响不远处，听建华大叫不好，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旋即便闻到了糊味。要不是

亲身经历，真难想象有人的音频会超过音响的负荷！看来建华与泽养都是奇人，能量大得很啊！ 

 

我对建华有更深的了解是在去年七月担任中文学校副校长以后。夏天有七、八位老师提交

了辞呈。建华在最短的时间内招聘到了新老师。据说那些日子晚饭后他都在电话上。从发出招聘

信息到筛选申请表，从电话到面试，建华全面负责，亲力亲为。等到校长邓敏和我们接到通知去

图书馆与新老师们见面，建华才如释重负，说：“总算搞定了”。他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独

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可见一斑。 

 

在中文学校，教务主任的职位举足轻重，他是保障每周中文课正常进行的关键人物。建华

的辛勤耕耘为中文学校带出了一个由四个教研组组成的，有老师、助教和后备老师共五十多人的

具有专业水准的中文教师队伍。他做事认真负责，语言表达和中英文文字能力都很强。他思考问

题全面，既顾全大局又注重协调。他是老师的代言人同时又代表学校行政，强化和协调组织管

理，对从我们的“房东”（艾克顿初中）来的意见书他每次都妥善及时地处理。他的幽默风趣，

他的随和亲切，让他深得老师们和行政人员的喜爱和信任。办公室里因为有他而非常热闹，笑声

不断。 

 

有一次聚会，亚萍因为去爬山而晚到。建华在先表明对太太爬山坚决支持之后打趣地说：

“这山有什么好爬的。小时候天天爬山。我怎么就不觉得这爬山是什么雅兴呢？”他的这话让我

想起《激情燃烧的岁月》中那句“月亮有什么好看的，不如看烧饼”的名言，忍俊不禁。建华还

真的保持着山里人的质朴啊！ 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是一位很有“雅兴”的人，不但歌唱得棒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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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听说还会拉二胡。他说他离任之后，将去中文学校的合唱队。看来下学期的合唱队会很热

闹。 

 

在这儿的中国人过情人节的或许不多。就算是过情人节，要丈夫们大讲为太太买花多么值

得、多么重要的恐怕不会有几人。而我则有幸听到建华力主情人节买花并劝天下男人一定要在那

一天为太太送花。“这是最好的讨好太太的机会，这么简单的事情不做，真是笨！”他说。亚萍

则当即“作证”，“他呀，买花不买玫瑰，嫌太贵”。在场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建华对情人节的幽默论调其实是他的爱心和感激之心的折射。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一个卓越

的管理者是服务于下属的管理者。他说他的工作是服务于老师。他从内心深处敬佩老师们的付

出。每学期他都为老师们准备两三次的 Donuts 感谢老师，每一次组织老师开会也都不忘记 

Sugar Boost 。如有老师来中文学校上课，临时需要接送，他总是亲自出马，毫无怨言。 

 

今年春节期间中文学校举办的老师感谢会在“万年青”。从把音响搬运到餐馆到把音响设

立起来，再到最后曲终人散后把音响装箱再搬回汽车上，建华忙得不亦乐乎。看到他被几位留下

来帮忙的老师们簇拥着做最后的清场工作，我和刘阳相视一笑。未等我开口她先说：“中文学校

怎么能离得开建华嘛！”这句话好耳熟。记得我们的第一任校长陈鸿祥也说过：“中文学校离得

开校长，离不开教务主任，特别是离不开象简建华这样的教务主任”。记得邓敏也对我说过，

“明年你做校长，没有建华会少很多的乐趣”...... 

 

是啊，没有建华每周出现在办公室里，我们会缺少那份属于建华的独特的幽默和热闹。可

是建华已经付出了他四年半如一日的辛勤劳动，同时他还培养出了可靠的、出色的接班人史建

英。我们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呢？建华曾说过“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为中文学校做了

点什么，就问心无愧了”。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使命感的人的肺腑之

言。中文学校之所以持续稳定地发展，正是有了许许多多象建华这样愿意付出，不计得失的人。

许许多多的人看到象建华这样愿意付出的人，于是也志愿投身到中文学校的工作中来。“众人拾

柴火焰高”，这是艾克顿中文学校健康发展的基石。 

 

多谢了，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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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Good School Realty, Inc. 
congratulates all those 
individuals  
 
including all those volunteers, 
teachers, students, parents and 
the administrators  
 
for another successful academic 
year!   
 
Let's work together to make it 
better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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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学年 2006-2007 School Year  June 24, 2007 

演出节目单 Performance List 
主持人 Host & Hostess 
郑婷婷     夏榕     夏来瑞 

Pauline Zheng,  Rosanna Xia,  Lawrence Xia 
策划 Producer 

刘阳 左国英 史建英 王依达 刘汉兰 
Yang Liu, Guoying Zuo, Jianyin Shi, Yida Wang, Hanlan Liu 

 
1．电子琴演奏 表演者  电子琴班     指导老师  Stephan Wu 

Keyboard Ensembles  Performed by Class of Electronic Keyboard  
Director：Stephen Wu 

2．儿童舞蹈《山地舞 》 表演者 ＡＣＬＳ学生    指导老师   朱碧云     
Children Dance: Mountain and Earth Performed by ACLS students 
Dance    Director：Biyun Zhu          

3.    故事《 理发 》 表演者 三年级 杨安安    指导老师 汤爽 朱碧云 
Story Telling：Haircut    Performed by Grade 3 Julie Yang 
                                        Director： Biyun Zhu 

4．小快板《孙悟空本领大 》 表演者 学前班 A 班 指导老师 邢共嘉 石红月 
Little Rapid Rhymes:   Performed by Kindergarten Class A 
Superman Sun Wu Kong Director：Gongjia Xing, Hongyue Shi 

5．幼儿广播体操 表演者 学前班 B 班 指导老师 孙映 郑平 
Children’s Gymnastics Performed by Kindergarten Class B 
 Director：Ying Sun, Ping Zheng 

6．诗歌朗诵《咏鹅》《悯农》《春晓》     表演者 学前班 C 班 指导老师  唐燕华 陈周颖 
Poem Recital: Sing for goose, Sympathize      Performed by Kindergarten Class C 
with farmers, Dawn in Spring   Directors: Yanhua Tang,  Zhouying Chen 

7.    笛子独奏 《牧童短笛》    表演者   张洁泥    指导老师   刘珊   
Flute Solo: Short flute played by a  Performed by Jenna Zhang   
young shepherd Director: San Liu                                                                    

8．儿歌表演《找朋友》   表演者  CSL l 班 指导老师  谢宁 陈晨 
Children’s Rhymes: Search friends Performed by CSL Level 1 
 Directors：Jackie Xie, Chen Chen 

9．儿歌表演《卖帽子》                                    表演者 CSL２班 指导老师  宋欣荣 Kathy Owen 
Children’s Rhymes: Sell hats                Performed by CSL Level 2                                                          

Directors：Cindy Song, Kathy Owen 

10．饶口令 表演者   二年级   指导老师 徐静 李韫哲 
Tongue Twisters Performed by Grade 2 

  Directors：Jing Xu, Yunzh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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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短剧《自相矛盾》    表演者 八年级 指导老师   屠宁君 
Little Drama：Self-defeating     Performed by Grade 8                   

                                      Director: Ningjun Tu 

12．拉丁舞：喳喳喳                   表演者   国标舞蹈班   指导老师 Dan Chan  费晓贤                                        
Latin Dance: Cha Cha Performed by Ballroom Dance Club 
                            Directors:  Dan Chan, Susan Fei  

13．合唱《去学校》   表演者 一年级     指导老师  叶红 王倚宁   
Chorus: Go to school                     Performed by Grade 1  

      Directors：Hong Ye, Yining Wang 

14．饶口令 表演者 三年级 指导老师 陈海虹 祁云 汤爽  
Tongue Twisters                Performed by Grade 3                                                           

Directors: Haihong Chen, Yun Qi, Shuang Tang 

15．运动健舞操 表演者 成人运动舞操班 指导老师 王泽民 
Aerobics Dance Performed by Adult Aerobics Class 

          Directors:  Zeming Wang 

16．诗朗诵《静夜思》《悯农》 表演者 五年级 指导老师 武婷婷  刘鸣 李玮 
  《登鹳雀楼》  

Poem Recital: Quiet pondering in night, Performed by Grade 5 
Sympathize for farmers, Climb Guanque  Director: Tingting Wu, Ming Liu, Wei Li 
Tower  

17．饶口令 表演者 四年级 指导老师  刘小江 仲劲红 冯志惠 
Tongue Twisters                 Performed by Grade 4 

                                             Directors:  Xiaojiang Liu, Jinhong Zhong, Zhihui Feng 

18.   小短剧《东郭先生和狼》 表演者   七年级 A 班 指导老师   赵冬 
Little Drama: Mr. Guo Dong and Wolf         Performed by Grade 7 

 Director: Dong Zhao 

19．舞蹈《美国华尔姿》 表演者   国标舞蹈班   指导老师 Dan Chan  费晓贤                                       
Dance: American waltz                      Performed by Ballroom Dance Club 

Directors:  Dan Chan, Susan Fei 

20．儿童舞蹈《校园踢踏舞》 表演者 ＡＣＬＳ学生    指导老师   朱碧云              
Children Dance: Campus Ti-Ta Dance Performed by ACLS Students                                      

Director:  Biyun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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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靳宏 

 

尊敬的编辑， 

 

我叫刘行健，是中文学校 6A 班的学生，我想

谈谈我对中文学校的看法。 

 

中文学校有好多地方我喜欢。我很喜欢我的老

师，因为她对我们很好。在中文学校里，我可

以跟我的朋友们经常见面。中文学校让我能继

续学中文。有很多同学跟我一块儿学，我也觉

得很高兴。 

 

中文学校也有一些地方我不喜欢。我觉得上课

的时间有一点长，有的时候课有点乏味。好几

次中文学校上课的时间跟国际象棋比赛转播的

时间冲突了。 

 

中的来说，我很喜欢中文学校。 

－刘行健 

 

亲爱的妈妈， 

 

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要对你说：“我很爱

你！”你每天为我做饭，督促我做作业。你教

我数学，从三年级起你还教我代数，你送我去

参加各种活动，让我学了很多东西。我们的房

子是你和爸爸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买的。你还

照顾妹妹。亲爱的妈妈，我和妹妹都爱你！ 

 

－尚宇 

 

 

 

春假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加州玩，我们去了 San 

Diego 和 Los Angeles。在 San Diego 我们去

了很多地方，先去了动物园，看了很多动物，

包括热带的鸟、海狮和河马。我们还去了海洋

世界，看了 Shamu，喂了海豚。我和爸爸又去

坐了过山车。 

 

在 Los Angeles 我们去了好莱坞，还去了

Universal Studio，在那儿我们玩得很开心。

不开心的是爸爸丢了钱包，我也丢了 iPod。没

有十全十美的事。 

－周婕 

 

星期六我去了波士顿公园。公园有很大的草地

可以玩，那里也有一个小池塘，里面有一些天

鹅船。因为排队的人很多，我们没有去坐船。 

 

五点钟左右，妈妈来接我们去我朋友的生日

party。我们去了一个餐馆。里面很多人都穿

得很整齐。这里的菜很好吃，但是比较贵。 

－陈昊卓 

 

星期五和星期六（4 月 21 日和 22 日），我们

全家去了麻州西部。我们星期五出发，先去了

Basketball Hall of Fame， 那里很好玩，有

很多可以自己动手的活动。然后爸爸说去看 

Historic Deerfield。那里看起来像

Boxborough，不是特别好玩。晚上的时候我们

到了我奶奶家。第二天，我们去看 Norman 

Rockwell Museum，看了他的很多著名的画

儿，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杨睿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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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月 16 日到 20 日这段春假里，我做了很多

好玩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去商店。店里有很多好东西，也很

便宜。我们买了 5 个草莓味的酸奶，又买了牛

奶、餐巾纸和猪排骨。在那里我还碰到了我的

好朋友，很好玩。 

 

第二件事，我去朋友家。在那里我们吃了午

饭，然后去公园里玩。后来妈妈接我回家。 

 

第三件事是我跟邻居的孩子玩篮球。我们分成

两个队比赛，虽然我的队输了，我们仍然玩得

很高兴。 

 

我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 

－陈昌昊 

 

在放春假的时间里，我 喜欢的一天就是我哥

哥的朋友到我家那一天。 

 

那天早上我很忙。我把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的，还要做作业。我差不多刚做完，哥哥的一

个朋友就来了。哥哥从他另外一个朋友那里借

了一个打仗的游戏。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种武

器，我 喜欢的武器是那里面的剑。又过了一

个小时后，哥哥的朋友们都来了，一共来了 8

个人。 

 

这一天我们玩了很长时间的游戏，还打了乒乓

球。 

－乔艾伦 

 

我的小妹妹是在我放春假的时候出生的。她真

可爱！她有 20 英寸长，7 磅 9 盎司重，真小

啊！爸爸让我和姐姐去看妈妈和小妹妹。在医

院里，我看到妈妈躺在床上吃果冻，很累，可

是很高兴我和姐姐来看她和小妹妹。妈妈问我

和姐姐在家里做什么了，我们也有很多问题问

妈妈。在说着话时，一个护士来到我们房间

里，给在一个小床上正在睡觉的妹妹做检查。

妹妹的小眼睛闭上了，我们看她的小鼻子，小

嘴巴和像球一样的小下巴。她可真可爱！ 

－高像 

 

这个春假天气不好，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所

以我没有去什么地方玩。我在家里做了一些事

情。我去牙医那儿拔了两颗牙。这两颗牙齿不

是奶牙，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牙医说拔

了以后对矫正其他牙齿有帮助。牙齿拔完后疼

了 3 天。 

 

我还利用春假这段时间建立了一个个人网页。

我用 Verizon 的工具进行编辑，很方便。网页

上有很丰富的信息：有书评，有电影评论、产

品评论、歌曲评论，还有趣味事实。我还没有

完全做完这个网页，以后我还会加上新的内

容，让我的网页更吸引人。 

 

虽然我没去什么地方玩，这个春假我还是过得

很有意义。 

－崔乐怡 

 

春假的时候，我去了我朋友的家里玩儿。我们

玩了电脑游戏，我和朋友 Billy 一起，跟他妹

妹和她的朋友下了 3 盘国际象棋。我们赢了 3

盘，她们都输了。然后我们一起看了喜欢的电

视节目，可惜还没有看完，妈妈就来接我回家

了。这一天我玩得很高兴。 

－胡子俊 

 

春假里我和我的朋友们去佛罗里达玩。在那里

我们去了很多公园，玩得很开心。 

 

我 喜欢的公园是 Universal Adventure 

Island，这个公园里有很多过山车(Roller 

Coaster)，我 喜欢的一个是 Hulk，因为

Hulk 看上去很高、很大，也很快，朋友们都不

敢上去。我和爸爸去 Hulk，觉得很好玩。在

Hulk 上，我看到很多山和湖水，也能看到在地

上的朋友们。我和朋友们希望下次我们能一起

上一个过山车。 

－季雪雪 

 

今年的春假我过得特别开心。我星期六早上上

车，我们全家开车去佛罗里达，一共开了大概

22 个小时。星期一我去了 Animal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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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我看了很多动物和表演，玩了几个过山

车。 

 

星期二上午我去了 Universal Studio，那里有

许许多多的大过山车，很激动人心：其中一个

叫 Kumba, 是个有水的过山车，我上去了一

次，下来的时候全身都淋湿了。那天下午我去

了 Adventure Island，那儿也有几个过山车，

但我主要是看表演。 

 

星期三上午我在饭店里，下午我们全家去

Downtown Disney，那里没有什么特别有趣

的。星期四我去了 Busch Gardens，那是我

喜欢的地方，既有好看的表演，又有大大的过

山车，我玩了很多过山车，头都晕了。星期五

我们全家开车回家了。 

 

今年的春节我过得真好！ 

－沈浩天 

 

我喜爱的地方 

我喜爱的地方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经常有

很多体育比赛：棒球、篮球、美式足球和冰

球，等等。我很喜欢看这些比赛，更喜欢这个

城市的球队，像红袜子，爱国者...... 这个

城市还有很多文艺演出和音乐会，个个我都想

去看。 

 

这个城市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比如 Meeting 

house 和 The North Bridge。在历史上这个

城市也发生了几件影响美国历史的事件，如果

没有这个城市，美国的历史发展可能不一样。

我喜欢历史，所以我知道这个城市在美国历史

上很著名。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我喜爱的这个地方，这个

城市，就是波士顿。 

－林云 

 

我 喜欢的地方是新罕布什尔州。 

 

去年我们教会组织我们去野营，我们去新罕布

什尔州的黎巴嫩。我们开车用了很多时间，因

为中途要停下来加油、吃午饭。来到黎巴嫩马

斯可玛湖（Lake Mascoma）旁边的野营地后，

我们马上就把帐篷搭起来，还帮着其他人搭了

帐篷，然后我们到湖里游泳。 

 

晚上，我们漱口、洗澡后在帐篷里睡觉。第二

天早上，我们去爬一个很高的山。爬到山顶后

发现，山顶上好大的风！一个孩子的帽子都被

吹了起来。回到野营地后我们吃午饭，然后我

跟朋友们玩球，还一起打牌。天黑吃完晚饭

后，大人说晚上可以看焰火。 

 

第三天，我们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大家都很

忙，要收起帐篷，还要收拾另外的东西。回到

家后，我觉得通过这次野营，新罕布什尔州成

了我 喜欢的地方。 

－陈昌昊 

 

我 喜欢的地方是我的房间。那里面有很多好

玩的东西：有电脑，有好看的书；房间里有个

桌子，上面有作业、好多笔、学校的课本和练

习本、iPod 和手机。我很喜欢看书，在我的房

间里有很多书。 

 

房间里也有柜子，一个是装衣服的，另一个是

装玩具和糖的。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床，上面放

了很多小动物的毛绒玩具，真可爱！ 

 

我有很多作业，所以我每天都要做英文和中文

的作业。我很喜欢听音乐，所以我的 iPod 里

有很多歌。 

 

我的房间是我 喜欢的地方。 

－陈雪岩 

 

我喜欢的地方是佛罗里达州的海洋世界公园。

上次去那里的时候，我们全家去看了两次鲸鱼

表演，第二次的时候，鲸鱼拍水把我全身都湿

透了。 

 

看完了鲸鱼表演，我们又去坐滑水车，我和哥

哥身上又溅了很多水。我们也坐了过山车，这

是我 喜欢的过山车，有 7 个绕圈，我总共坐

了 7 次。 

－熊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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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 B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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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 B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刘鸣 

 

狼医生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有一个狼医生。它从来

不爱学习，也不去采药。它的医书上很多药都

没有记上去。有的还是从李时珍家偷来的。可

是，他五岁就开始给小动物看病了。 

 

一天，小羊病了。羊妈妈带它去找狼医生。狼

医生没有吃早饭，他一看见小羊，肚子就饿

了，口水都流出来了。他看了一下小羊，说；

“我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我有一个世界上 好

的药方！” 他暗暗地开了一个有毒的药方。

小羊吃了，很快就死了。狼高兴极了，很快把

小羊吃了。不一会儿，它的肚子痛了起来。他

想起有毒的药方，可是已经太晚了。 

 

从此以后，山上再没有医生了。   

－王挺 

                                                       

九年级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史秋菊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近，我和几个好朋友聊天，发现时间真是过

得太快了。想想看，我们这几年中上完了小学

和初中，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考 SAT，还学开车

了！再过两年，我们就要从高中毕业，去上大

学了。同学们经常说起毕业后要上哪些大学、

学什么专业，有很多朋友还不清楚自己长大后

该做什么。我呢，早就想好了。我不想天天只

顾做作业，考试得好成绩。我的理想是将来要

当一名兽医。 

 

我从小就爱和动物们打交道，尤其喜欢小狗。

大概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就想养一只狗。我们那

时候住的房子还不允许养宠物，我多羡慕那些

有狗的人家啊！由于对小狗们很感兴趣，我成

了狗迷，如饥似渴地看有关狗的书，还在卧室

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各个品种的狗的画儿。读了

这么多书以后，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很快就成

了一个小专家。一百多个品种的狗我都能分得

清清楚楚，还了解它们各自的性格和特点。我

想，我那么喜欢小狗，将来做一份跟狗打交道

的工作一定得心应手。 

 

我在网上调查后发现，学兽医比学人医还要

难，因为美国只有 20 多所兽医学院，而普通

医学院有 2000 多所。我向往 Cornell 大学，

因为那里有全国 好的兽医学院。我下了决心

后，从来没有改变过主意。现在虽然高中的功

课很紧，课外活动很花时间，我还能抽出时间

来读“狗迷”、“猫迷”杂志和各种兽医学院

的杂志。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成为一名出色的

兽医。 

 

祝你们身体健康。 

－九年级学生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从小长大，都没有机会告诉你们“谢谢”。

就算你们有时骂我和批评我，我也知道那是因

为爱我。你们骂我，是为了告诉我什么是对

的，什么是错的。这样我长大后自己生活的时

候，就会少做错事。 

 

你们总是把我放在第一位。去逛商店的时候，

我想要一件衣服，你们总是给我买下来，可你

们自己想买的东西，却要考虑大半天。我们家

很大一部分钱都是花在我身上。我想要学滑

冰，妈妈第二天就去给我报名；我想要一双溜

冰鞋，你们周末就开一个小时的车去店里买了

一双三百块钱的鞋。为了让我学好钢琴，你们

给我找了一位很好的老师，收费很贵，而且每

次在路上要开四五十分钟的车。还有其他许许

多多这样的例子。 

 

但是有时候我还会不高兴，因为有些东西你们

不给我买。我现在明白你们的用意了，因为你

们知道那些东西不利于我的学习。 

 

亲爱的爸爸妈妈，为了所有这一切，请听我说

一声：“谢谢”！ 

－九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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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你们快乐吗？我生活得很快乐。虽然

我很忙，我还是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乐趣，比如

休息下来的时候读会儿小说，就是很放松的一

件事。有些事情今天没有时间去做，我相信我

把作业做完后，明天一定会有时间的。有时

候，我也会觉得很无聊，但是想起还有那么多

好玩的事等着我去做，我就会有动力继续做功

课。 

 

在学校，我发现有很多人因为不喜欢一门课

程，或不喜欢老师教课的方式，所以就主动得

F，这样就不用学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

做，我实在是觉得这些人没出息。凭什么想不

学就不学？这些人没有毅力，凭兴趣来任意作

决定。我觉得学校应该让他们修更多的课，来

惩罚这种行为。 

 

我也有不很喜欢某一门课或老师的时候，可是

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耽误我的学习，因为你们

给我的鼓励和指导让我懂得：掌握更多的知

识、本领比那些事都要重要几百倍。 

 

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你们的儿子 

 

亲爱的儿子， 

 

你好！ 

 

我和爸爸读了你写给我们的第一封中文信，非

常高兴。我们的儿子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和思想

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

步。 

 

我们想告诉你，你做得很好。喜欢或不喜欢一

门课，不是可以因此而学或不学这门课的理

由。 

 

你现在接触到的人都还很单纯，你的阅历也比

较少，有些看法可能还不太成熟，但这可以通

过阅读一些有价值的书来弥补。随着年龄的增

长，你所关心的人和事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就像妈妈常告诉你的，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

就像一块海绵，可以吸取无穷的知识。 

 

祝你健康、进步！ 

 

爸爸妈妈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儿子，写这封信是想跟你

们交流一下我的想法。 

 

我认为我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态度很好。我在学

校取得的成绩很好，同学们都认为我是班上

聪明的学生。在日常生活里我有很多快乐，像

看电视、跟朋友们一起做各种体育活动，以及

玩电脑游戏。 

 

我有一个愿望，在明年的 MathCounts State 

数学比赛中进入前 10 名。今年在 150 人中我

只取得第 47 名，我要更加努力，我也想请你

们帮助我达到这个目标。你们可以帮我找一些

数学练习题，跟我一起做一些难题，向我解释

我不懂的东西。 

 

有一件事我想跟你们说，平时当面我不太好意

思，那就是我认为你们对我的要求太严格了。

我在学校的成绩每次都是全 A，你们却总说：

“作为中国人，这是应该的。”你们没有意识

到我现在已经是在中学了，功课变得很难，得

到这么好的成绩是不容易的，我作了很大的努

力。下一次我再得到全 A 的时候，你们能不能

多鼓励、表扬我一点？ 

 

我认为还有一个方面你们可以做得更好，让我

的生活更快乐，更开心，那就是控制我打电脑

游戏时间的问题。你们只让我每个星期玩两个

小时的电脑游戏，我觉得这太少了。我的学习

成绩很好，我可以安排好时间，把所有的作业

都做完，然后如果有空闲时间，你们可不可以

让我每天多玩一会儿电脑游戏？如果不影响学

习的话，我认为打游戏没有什么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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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觉得我太忙了。我每星期都要去中文

学校和日语学校，做中文和日语作业。我每天

都有学校运动队的跑步练习，再加上练习钢

琴、为 MathCounts 数学比赛的练习和英语

Wordly Wise，你们可以想象我有多忙。我想

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我也有一些缺点，比如有时撒一点谎：那天，

你们问我刚发下来的试卷的时候，我撒谎说那

是上个学期的，因为我怕你们让我马上就做

题。我想先打一会儿游戏，然后再做题的。我

知道我错了，不管什么事，都不能撒谎。我要

改正这个缺点，下次我决不撒谎，我要告诉你

们我的真实想法。 

 

爸爸妈妈，读了这封信之后，你们更了解我的

想法了吧。我希望我们能经常交流，时时改

进，使我们的生活更愉快，更开心。 

 

你们的儿子 

 

亲爱的儿子， 

 

你好！我和妈妈都非常高兴你能写信告诉我们

你的真实想法。 

 

关于你提到的学习成绩的事，你要知道，你能

得到全 A，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之所以

没有像你的美国同学的父母那样当面夸奖你，

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习惯。我们以后一

定注意，你取得好成绩时，一定会表扬、夸奖

你的。 

 

你说你的课外活动安排得太紧，我们觉得你说

得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会适当减少一些活动，

让你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尤其是当你进入高中

后。但是我们也想让你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安

排，是想尽可能为你多提供机会，让你能在各

方面都全面地发展，长大后能更好地享受丰富

多彩的生活。 

 

你有要进入麻州数学竞赛前 10 名的愿望，爸

爸妈妈都非常高兴，我们会尽可能地帮助你。

其实，这次你作为 7 年级的学生，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比赛，就能从学校比赛到区选拔赛，最

后进入麻州的决赛，而且是跟 8 年级的同学竞

争，你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已经是很出

色了。我们相信，明年你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

绩。 

 

你每天打游戏的心愿，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也

不认为打游戏就一定是坏事。只要你不影响正

常的学习、生活，我们可以根据当天你的学习

任务和完成情况，适当考虑时间灵活一些的。 

 

你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想改正，这样很好，

我们很喜欢，希望你能说到做到。我们相信，

只要你有决心改，就一定能做到。 

 

不知道爸爸妈妈的回信，是不是满意地回答了

你的问题和要求。我们希望以后你还能经常跟

我们沟通、交流，无论是学校发生的事，还是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对爸爸妈妈的要求

和看法，你可以用任何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

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 

 

愿你的每一天都生活得快乐、充实！ 

 

爸爸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