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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九月，又是金秋送爽的日子，经过了一个夏天的休整，
孩子们纷纷背上了书包，收拾好心情，回到中文学校，开始了
新的一年学习。家长们更是迫不及待地回来参加学校里的各种
文娱活动，打球、唱歌、跳舞、听讲座……安静了一夏天的
RJGrey，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今年，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将迎来建校十周年的校庆！
十年来，我们送走了一批批的毕业生，又迎来了一批批的新学
生，我们的学校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有志愿
者加入到学校的教师和管理团队来。中文学校十年，我们前后
有过十个校长为大家服务，而我们的校刊，也已经办到了第82
期。今年，我和我的朋友任亚平，从前任主编李伟那里接过了
校刊的担子。

	 李伟做为校刊主编已有整整四年的时间了。在他的主持
下，校刊办得有声有色，而事实上，校刊的收稿、编排、印发
等工作全是他一人包揽，他还兼管学校里有关印刷材料的采
买，文艺演出时节目单的排版印制，同时他也是校董事会的成
员，在这一切的背后，有很多人所不知的辛苦。现在他可以卸
下校刊这个担子，把精力更好地集中在董事会的工作上了。

	 至于我自己，虽然在中文学校建校之初曾经是校刊主
编，但事隔多年，未免有些生疏，有一定的压力。幸运的是，
老朋友任亚平主动提出，愿意和我来一起担起这副担子。亚平
与我已有十多年的交情了，我们是从各自的儿子上学前班时同
学而认识的。中文学校建校之初，亚平的先生简建华是教务主
任，我做校刊，两家的老大一起上中文学校三年级。孩子们和
中文学校一起成长，今年都已经上了大学。送走了家里的老
大，我们两个都觉得松了口气，可以坐下来为中文学校做更多
实际的事情。我们会共同努力，办好校刊，希望大家多支持，
多投稿。

	 为庆祝今年中文学校十周年校庆，我们打算举办主题有
奖征文活动，征得的稿件将刊登在校刊上，由家长投票，得奖
作品在十年校庆典礼上公布，并汇集成册，作为纪念。有关详
情将在下期校刊公布。



Disclaimer: 
 ACLS Journal reserves the right to edit, publish, or reject any submission or its contents. Any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may not be published elsewhere without ACLS’s consent and permission. Each arti-
cle represents the author’s opinion, not necessarily that of A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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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号，开完家长代表会，董事会长苟燕妮和家
长会长左国英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又有新的志愿者加入我
们的行列了！”走出会议室，我被叫去协调借用乒乓球台的
事儿。在去健身房的路上，我看见不少老师们围坐在一起，
热烈地交流着开学几周以来各年级、班级的教学和课堂管理
经验，遇到的困难，或需要教务和学校其他部门帮助解决的
问题。到了健身房，我看到的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有打球
的，跳舞的，做操的；有老年人，中年人，也有儿童。大家
都练得异常认真。虽然许多人汗流浃背，但脸上却透着快
意。商量好乒乓球台的事宜，我回到409，注册主任祁云还
在为家长们调班换课；总务主任荣燕也在清点课本和其他教
学用品。没过多久，下课铃敲响了，四百多位家长和学生陆
续走出教室和校门，可还有几十个人正三五成群在走廊和前
厅意犹未尽地热聊着…安保主任简建华提醒我：“马上就到
五点啦！”我们立即动用了初中的播音喇叭，劝说大家尽快
离校。五点十分，所有人离校；比前两周有进步！我感激地
望着最后离开的教务主任刘鸣，姚毓梅，石红月，副校长孙
立新和其他志愿者的身影，心中为有这么好的学校，如此众
多且热心的志愿者而信心满满，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肩上的担
子实在是不轻。的确，要保证每个星期天600个语言课学生
及440个文化课学生课业和各项活动的安全顺畅，要留住多
数学生、家长及志愿者脸上的执著和笑容，要让中文学校更
多地融入到社区并为社区增色，必须要靠全校师生和家长们
的共同努力。在此我想借校刊与大家分享我们今年办学的重
点，恳请你们一如既往地参与和支持学校的活动，并热情欢
迎更多新成员成为学校的志愿者。

今年校行政团队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以下三项工作上:

一	 保证学校的课程与活动计划如期完成

行政团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中文学校的正常运作。学
生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九年多来，学校不断扩大，人数越来
越多，行政管理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为此，在董事们的支持
和建议下，今年我们团队及时增设了安保主任一职，专门负
责安排值班家长的岗位，和校长一起协调初中监管人员与中

校长寄语
Principal’sWords
李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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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校间的沟通，准备防火演练等重要事宜。每
个学校成员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就是遵守校规，听
从值班人员的调度，如：在规定时间、地点接、
送家人，不违规停车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您的家
人和大家的安全。

教务主任的工作重点是保证38个中文班和
31个文化课班每天的教学活动能按计划完成——
学生们能够在合适的班里和老师同学一起学习、
演练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知识，老师们也可以在
教书之余参加一些自己喜爱的活动。几位主任从
暑假就开始招聘老师，制定新开课程的教学大
纲，确定教材，组织老师培训等等。开学以后，
她们也常常是最早来，最晚走的几个人。

学校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每一位行政团队成
员的努力。不论是注册，财务，总务，网站管
理，校刊发行，还是高中生志愿者的管理，都得
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当然我们最离不开的还是
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对让注册长队渐渐缩短而忙
了一下午的工作人员或站在雨雪中指挥车辆的值
班人员说声“辛苦了！”；向在通勤火车上备
课、批改您孩子作业的老师或陪着您忘了接的孩
子多时的志愿者道一声“谢谢！”；对指出您
违规停车的保安人员说声“对不起，下次一定
改。”温暖诚恳的短语，善解人意的微笑会让我
们的志愿者欣慰；他们今后也会更好地为大家服
务。毋庸置疑，我们的工作会有很多不周之处，
需要不断改进。我们也愿意听取大家的建议，把
工作做得更好。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是诸如：“如
果网上注册能增加功能‘1，2，3’，将会有助于
减少现场注册的人数。”“我觉得‘这些游戏’
和‘这一类作业’可能会让孩子们对中文学习感
到有趣，会让我的和其他的孩子们比现在愿意读/
说中文。”的建议。

二	 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必要的条件与
服务

	优秀的教师队伍永远是一所好学校最珍贵
的资源。而优秀教师队伍的形成与发展也是需要
学校不断地投入和呵护的。今年我们会一如既往
地支持老师们的教学活动，为他们的需求服务。
财政经费再紧张，老师的培训费用和活动经费还
是要增加。在教学上，我们今年最想探索的是寻
找和推广适用于中文学校学生特点的语言教学和
文化课教学的方法。另外，我校大部分老师都是

用业余时间为中文学校服务的。我们在感激之余
也想创造条件让老师们减轻一些教学负担，并支
持他们参加娱乐休闲或健身类的活动。比如，我
们尽量为学生人数多的班级配备助教和高中生志
愿者；我们也为老师们的业余活动积极联络、落
实场所并提供必要的经费。我们希望每个家长能
做的是积极配合老师的教学，及时与老师沟通，
并把你们对教学的想法和建议反馈给老师或教
务。

三	 配合董事会、家长会，积极促进学校和社
区各部门间的渗透与合作，共同建设AB更加美好
的明天

	除了做好校内的日常工作，今年我们行
政团队还将积极配合董事会和家长会组织并参
与校内外的大型活动，促进学校和社区各部门间
的渗透与合作。目前我们已计划组织和参与的活
动有：Oktoberfest,我校传统的Music Night,十
年校庆暨春节联欢，和年终毕业庆典与汇演等。
当然，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并参与社区和学
区内与传播中国文化相关的活动，例如：为图书
馆捐款并协助选购中文书刊，积极参加各小学的
International	night，参与AB高中与中国的高中
建立姐妹学校,帮助社区的成员了解中国和中国
的文化，等等，等等。我们想做的很多，而且，
从每次的努力和参与过程中我们都能收获一份快
乐，自身亦得到成长。其实，除了我们的社区，
我们还想与周边的社区和其他的华人社团相互合
作，一起做一两件让更多人快乐的事情。同样，
我们最需要的还是大家的共同参与和帮助。

新的一年刚刚开始，我们已经得到了大家
很多的支持和理解；与社区相关团体的关系与沟
通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融洽；同时我们也发现
了不少有待改进的方面。向前看，需要做的工作
很多，需要的志愿者更多。我想在此呼吁所有的
学校成员都来帮助扶持我们学校的成长。如果您
有教学的天分或好的建议，贡献给我们更多的学
生；如果您有我们用得着的一技之长，帮一下我
们；如果您有一点儿业余的时间，奉献给学校的
某项活动。不论能力大小，时间长短，只要每人
贡献一点点，我们上千人的共同努力一定能把学
校办好。让我们一起为它即将到来的十岁生日，
和它今后必将迎来的二十岁、三十岁生日增添一
份小小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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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08-13-2012

Subject: Board Meeting of the school year 2012-2013
Attendees: Yanni Gou, Rixin Li, Wei Li, Jianying Shi, Derek Skawinski, Yanhua Tang, Guoying Zuo
Invited: Lixin Sun
Absentee: Jeff Yang
Facilitator/Note Taker: Yanni Gou
Date: Monday, Aug. 13, 2012, 8:15pm-10:30pm
Location: 52 Wood Lane, Acton
Meeting Minutes
1. Welcome to the new/re-elected board members
 Derek Skawinski is the new CLS parent representative on the board. Derek joined the board as the 
replacement for Suzy Eppling; and his term will end in June 2013. Suzy couldn’t commit to the full term due to 
scheduling conflicts. Since the CSL representative is a non-elected board member, the Board approved his board
membership in April. Derek is passionate about learning Chinese and he has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over two 
years. His two sons are CSL students.
 Jianying Shi, the immediate retiring Principal of 2011-2012 joined the board as an elected board member 
in June election. Jianying joined ACLS as a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in Sept. 2003, and she has served ACLS 
at different capacities throughout these years, such as teaching group coordinator, associate dean of
language program, dean of language program, Vice Principal and Principal.
 Yanhua Tang and Wei Li were re-elected in June election. This is their second term on the board. Yanhua 
joined ACLS in Sept. 2006. She had served the school as a teacher and a teaching group coordinator for total 
five years prior to serving ACLS as a board member. She has been the liaison between the board and the
language teachers. She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establish the teachers’ website during her first term 
on the board. Wei joined ACLS in Sept. 2008, and has served as Editor-in-Chief for the school journal for the 
past four years. He has served in the ACLS Board for the past two years in the finance team
and will continue his role in the second term.
 All board members congratulated the new/re-elected board members.
2. Approval of ACLS Vice Principal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12-2013
 ACLS Principal Rixin Li has recommended Lixin Sun as Vice Principal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12-
2013. Lixin has been involved in school events back from 2009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He had done an 
excellent job being a liaison between the event committee and the Blanchard PTO to publicize this event.
Subsequently, he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event planning committee for 2010 Acton Chinese Culture Day and 
Town of Acton 275th Anniversary & 2011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He did a fantastic job as a co-coordi-
nator for the art exhibition, riddle guessing games, etc. In the past two years he had served ACLS as the seminar 
coordinator. Lixin has demonstrated his leadership and dedication to the ACLS. His candidacy and qualification 
had been discussed at the meeting.Lixin expressed his willingness to take the challenges and live to the high
expectation from the board members. A motion was made by Yanni and seconded by Guoying to approve Lixin 
Sun as the Vice Principal and it was approved unanimously. Lixin will participate in all board activities without 
voting power during the current school year.
3. Discussions of the letter from superintendent Stephen Mills
 The letter from the superintendent Steve Mills dated on June 13 was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Acton-Box-
borough Regional School District with respect to the ACLS’s usage of the school facilitie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payment of the Senior Administrator who helps the school activities during ACLS operation
hours each week. The requirement for a Senior Administrator had been put in place in the Spring of 2010 and 
the facility usage policy was subsequently revised and approved in Dec. 2011 by the School Committee.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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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vised in July 2012. The letter requests ACLS to pay for the Senior Administrator Fees and
possible police detail if incurred during ACLS events starting from the Fall 2012. The letter and it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ere thoroughly discussed. A motion was made by Yanni and seconded by Rixin to sign this letter 
and it was approved unanimously.
 The hourly rate and charging hours will be further discussed with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Since the 
tuition had been defined for the fall term, the board members discussed and agreed to leave the Fall operation 
to possible deficit without increasing the tuition for both language classes and culture classes. Starting from the 
Spring 2013 semester, the tuition for both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will be possibly charged five more dol-
lars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school operation budget. The tentative tuition charges will be $170 and $95, respec-
tively. The new tuition will be further confirmed by the school admin during the Spring term
planning.
4. Plan for 2012 Fall Semester
 Principal Rixin Li reported there are 504 and 400 students registered on-lin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and Culture classes, respectively. It is expected to have about 50 more students at walking registration 
when school starts. We will have 38 language classes for this school year. The number of culture classes will be 
finalized upon evaluation of the demands for the classes by the school admin. A meeting was scheduled to meet 
with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the new Ju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 Andrew Shen on Aug. 24 to discuss 
facility usage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for the fall term. An admin meeting will be scheduled after finalizing 
the facility usages with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A position for school security is added to the admin team as a paid admin member. This position had 
been a volunteer position in the Parent Council for the past years. This position demands weekly commitment 
and coordinating with the parents constantly. This change will allow admin team to streamline the school oper-
ations.
 There will be a few big events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12-2013 including possible 2012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ACLS 10th Anniversary &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get permission 
from the Community to reserve high school auditoriums ahead of time.
5. Parent Council Report
 Board member Guoying Zuo is the new Parent Council Chair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12-2013. Guoy-
ing is actively recruiting new Parent Council members and will work with other members to further define the 
Parent Council responsibilities (Parent Council Article in the school bylaw). She will lead the Parent Council to 
assist smooth opening of the school on Sept. 7. Parent Council will also lea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Oktober-
fest in October.
6. Board Report
 Due to the change of Parent Council Chair from Jill Lu to Guoying Zuo, an elected board member, there 
are only eight members on the board. It was discussed to have a special election for an additional board mem-
be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chool year.
The officers/functional groups in the Board are as following:

a. Board Chair : Yanni Gou ; Treasurer : Wei Li ; Secretary : Jeff Yang
b. Finance: Yanni Gou, Guoying Zuo, Wei Li, Derek Skawinski
c. Public relations: Rixin Li, Jianying Shi, Yanni Gou
d. By-law revision: Yanni Gou, Guoying Zuo, Jianying Shi, Rixin Li
e. Communication: Jianying Shi, Wei Li, Yanhua Tang
f. Activity: Jeff Yang and others as needed
g. Teachers liaison:
i. Chinese Language: Yanhua Tang
ii. CSL: Derek Skawinski
iii. Culture classes: Jianying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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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09-23-2012

Subject: Board Meeting of the school year 2012-2013
Attendees: Yanni Gou, Rixin Li, Jianying Shi, Derek Skawinski, Yanhua Tang, Jeff Yang, Guoying Zuo
Invited: Lixin Sun
Absentee: Wei Li 
Facilitator/Note Taker: Yanni Gou 
Date: Sunday, Sept. 23, 2012, 2:15pm-3:45pm 
Location: Chorus Room,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

Meeting Minutes

1. Financial report of school year of 2011-2012 
The immediate past Principal Jianying Shi presented to the Board the preliminary financial report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11-2012. There is a surplus in the amount of $14,000 from the school operation. The 
official financial report will be available upon filing the tax returns in November.   

2. Discuss/approve budget for school year of 2012-2013
Principal Rixin Li presented to the Board the proposed budget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12-2013. There is 
a $5027 deficit due to a few factors: senior admin charge from the school district, two additional admin 
positions: Security Officer and Associate Dean of Language, and a few more TAs since a few class sizes 
are larger.  It was agreed by the Board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allow the school operation to run deficit due 
to these factors. Yanni Gou made a motion to approve the budget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12-2013 and Jeff 
Yang seconded the motion. It was approved by the Board unanimously. 

3. School operations 
Rixin Li reported to the Board there are a few changes for the school operations. One is the bell schedule 
change. The bell between two periods of language classes has been eliminated. Teachers have the flexibility 
of arranging the break between classes for lower and upper grades. Another change is about the pick-up 
policy. The school is over at 4:45pm and we have committed to leave the building by 5:00pm upon 
classroom inspections with the Senior Admin. The Board agreed that the Admin should move forward to 
establish a pick up policy to reinforce the school hours.  

4.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Principal Rixin Li has been working with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theater group, the 
ABRHS Principal and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to try to reserve Auditorium for organizing another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this year. It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yet. The former Board member/current Parent 
Council member Dick Calandrella has been helping the search for other alternatives in the neighboring 
towns. He has checked the possibilities with Littleton High School, Westford Academy, Maynard High 
School, Nashoba Regional High School, Concord-Carlisle Regional High School, and Lincoln-Sudbury 
Regional High School, Groton Performing Arts Center. They either don’t have the needed capacities (over 
800 seats) or suitable sound/lighting systems. Therefore the ABRHS Auditorium is the only ideal place to 
host this event.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High School auditorium is not available between now till 
the end of this year. In this case the Music Night has to be postponed to the next year. 

5. 10th Anniversary/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February 3, 2013 is ACLS’s 10th Birthday. We will celebrate the 10th Anniversary/Chines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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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on on Feb. 16, 2013. The ABRHS High School Auditorium has been reserved for this event.  It 
was agreed to invite former Principals, Board Chairs, and Parent Council Chairs to join the celebration 
committee which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A series of activities will be scheduled for 
the celebrations. 

6. ACLS website upgrading update
There are not many progresses on this project in these recent months. It was decided to possibly hire a 
web designing company to move this project forward. However, this depends on if all conditions work out 
with this company, i.e, prices, deliverables, etc. The target project completion date is prior to the ACLS 
10th anniversary. 

7. Parent council report
The Parent Council Chair Guoying Zuo reported to the Board that the Parent Council will again lead the 
efforts of joining the Town event Oktoberfest on Oct. 13 this year. Zeming Wang will organize the dancing 
performances. Guoying Zuo asked helps on exhibitions and the ACLS materials. Since the event will run 
from 10am-4pm volunteers are needed to setup and take turns on the exhibition table. 

Guoying Zuo confirmed the School-Parent Open Forum by the Board, the Admin and the Parent Council 
was scheduled on Sept. 28, 2012. This will be an informative and interactive forum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arents and to get parents involved in school activities, also to listen to the special needs, concerns and 
suggestions from all parents.

 九月十六日的家长讲座上，家长委员会请来
了州参议员Jamie	Eldridge	到中文学校为大家作了
有关麻州经济和就业情况的讲座，并即席回答了家
长们提出的问题。
	
	 Eldridge先生从二〇〇九年开始当选为
Middlesex	和Worcester	选区的州参议员，代表波
士顿西郊Acton,	Boxborough,	Harvard,	Littleton	
等十四个市镇，致力于公共教育、经济发展、选举
改革、环境保护、医保系统、公共交通和安全等方
面。在他的推动下，州政府通过了给郊区学校的增
加教育经费的Chapter	70修改案和学校里反欺凌法
案。Eldridge先生对麻州经济表示乐观，认为高科

图片新闻

技是保持麻州经济竞争实力的保证。此外，他也提到今年是大选年，希望华人选民踊跃参加投票，
行使自己公民权利。

	 家长讲座由家长委员会组织，于每星期天下午2:15-3:45在小餐厅举行，其目的是为家长们
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让大家在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同时，自己也得到收获和提高。讲座内容涵
盖面广泛，题材包括医疗保健、理财投资、子女教育以及兴趣爱好等多方面，深受家长们的欢迎。
如果有哪位家长自己有兴趣，或是愿意推荐其他人到中文学校作讲座，请与家长会长左国英联系
（parent-chair@acls-ma.org),对讲座或是对家长会有什么要求和建议也请向国英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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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中文学校结束，没有必要再写
Notes，但一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每一周、每件
事，总在眼前晃来晃去，记忆犹新，看来一时半
会儿忘不了，所以索性就写下来吧。
	
		 开心时刻“时装表演”。当时Jianying	打
电话，问我是否能组建老师模特队，在春节晚会
上表演时装秀。“时装秀”？我当时的反应是，
让我组织几个人打打篮球或排球，估计没问题，
但时装表演，心里没底，而且还有点朦，只能说
试试吧......。没想到事情竟然进行的非常顺
利，总策划、队长和教练，竟然在几个小时内就
搞定了。总策划---徐静，在给她打电话之前我
心里没一点底，只是想先聊聊此事，听听她的想
法。没成想我仅开个头，她已胸有成竹地说了各
式各样的建议。我当时就跟她说，没啥商量你就
是总策划了；队长---马敏，她更干脆，痛快地
对我说，只要徐静策划，我就帮忙，这不队长就
搞定了；教练---朴林，我心里真没底，打电话
与小东谈及此事。小东一听，马上推荐朴林，原
来她以前就是大学模特队的。之后，向全体老师
发出组建模特队的通知，也是意想不到的反响。
报名的报名、推荐的推荐、出谋划策的、后台服
务的、提供练习场地（Zhang	Yi	Home）的不亦乐
乎，仅一周时间，我们老师的模特队就成立了。
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又发现了服装师（小梅，婷
婷）、发型师（小梅，小东）、化妆师（冬菲）
等等。直到演出的成功，都是大家一起经历的，
我就不罗嗦了。总之，那段时间真是又忙又开
心。
	
	 水到渠成“忙里偷闲”。“时装表演”凝
聚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让我真正体会到要想真
正发挥老师们的作用，必须组织起来，必须有一
个活动的场所。这个念头随着“时装表演”的结
束，越来越强烈。于是，在婷婷家卡拉OK时，我
将此事顺便提出，并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成立
老师俱乐部？没成想，这也是一拍即合。当时婷
婷就说，要不我们起名就叫“忙里偷闲”？大家
一听，认为名字非常别致，并一致同意，还选定
了负责人：婷婷和朴林。老师们的踊跃参加，充
分显示在了俱乐部的第一次活动：给“忙里偷

闲”对上下联。在仅仅两周时间内，大家就对出了
20多条上下联。更重要的是，在老师们的带动下，
董事会成员、Admin成员，也积极参与，这充分显
示了学校领导对我们俱乐部的重视。之后，大家看
到，“忙里偷闲”，是我们老师的“最爱”。隔
周的讲座现已安排到新学年，其内容丰富多彩、
五花八门；爱跳爱蹦的老师们聚集在Gao	Ping，	
Xiaoyan，Xiaomei的旗帜下，跳跳蹦蹦，不亦乐
乎。现在她们又在筹划《春节晚会》的节目了。
这---就是我们成立“忙里偷闲”的目的。

		 汇报演出，硕果累累。大家辛苦了一年，看
到学生们出色的演出，是否感到非常欣慰呢？起码
我是这样。虽然演出的学生没有一个是我教的，但
看到中文学校学生的整体中文水平一年比一年提
高，甚是欣慰。今年节目的特点是，小品、短剧较
多。九年级的小品《滥竽充数》；八年级的小品《
自相矛盾》；5年级的小品《四童连句》；MLP4的
小品《智力竞赛》；MLP3的故事表演《勇敢的心》
；MLP2的短剧《三个和尚》和2年级的《唐诗》表
演。这充分说明学生们很有信心用中文表达他们的
情感，并在那么多的观众前面，毫不怯场，应用自
如。九年级学生的发言，你很难想象中文是他们的
第二语言。我想家长和老师们看到这一幕，定会感
到无比的自豪，因为他们是从我们Acton中文学校
毕业的。
	
		 别忘了，常回“家”看看。今年我们将有
3位老师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她们是：Liu	Ji-
an（CSL-3）；Liu	Hanlan	（CSL-2）和Mei	
Shuang（2-A）。
	
Liu	Jian	，在中文学校服务4年，一直在CSL	
Group	代课。多年来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好评。放掉
她，是我们CSL	Group的一大损失。但，我也是实
在不好意思继续留她。因为去年Liu	Jian就曾提
出想休息一段时间，但在大家一再的挽留下，任
劳任怨又服务了一年。所以，今年只有“割爱”
喽。Liu	Jian：希望你随叫随到，CSL	Group	非常
需要你这样的Sub	Teacher。
	
Liu	Hanlan，大家都熟悉，她曾经是我们的校长。

学年结束有感而发

教务主任 刘鸣

教师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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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长到老师（通常可能是从老师到校长吧）真还
有一段故事，请大家和我一起分享。我就是Hanlan
推荐来中文学校做教务工作的。其原因是，我在
Acton中文学校做过老师，但在Hanlan做校长时，
我已退下。她每次到我那里（做美容），我们俩聊
天最多的是有关小孩学中文和中文教学方面的话
题。所以当中文学校需要教务时，她就推荐了我。
当Hanlan从校长位置退下时，她深有感触的对我
说，我虽然做了两年校长（一年副，一年正），但
对教学和老师不太了解了，很想了解一下老师。于
是，她就主动做了小东（4年级老师）的TA（一学
期	）。之后由于MLP	Group	需要TA，她又到Jin-
hong（MLP班老师）那里帮忙。去CSL	Group纯粹是
我要求的，当时Jue	Jin	（CSL-1老师）还挺有压
力地对我说，让校长当我的TA，我怕有点担不起
（开玩笑）。我解释说，让Hanlan到CSL-1是有任
务的，她英语好，多与家长接触和宣传CSL，扩大
CSL的影响，吸引更多的美国孩子学中文，来解决
我们CSL的生源问题。谢谢Hanlan，她确实做到了
这点。去年开学前，CSL-2的老师因病无法代课，

由她的TA	Xiao	Yan接替，Xiao	Yan当时提出的唯
一要求就是让Hanlan当她的TA。前不久Xiao	Yan
因故退下，Hanlan又承担了CSL-2的老师，坚持到
这学年的结束。现在Hanlan很自豪地对我说：当
老师真不容易！我虽然觉得放掉Hanlan很可惜，
但考虑到她应该休息一段时间，还是同意了。不
过，Hanlan你是跑不掉的，每周送两个女儿来中
文学校，随时都会抓你的差。谢谢Hanlan，她已
答应做我们的Sub	teacher。
	
Mei	Shuang	，最年轻的老师。记得去年感恩节
请大家来家里做客，当我女儿见了Mei	Shuang，
惊奇地说：妈，她是你们的老师吗？怎么那么年
轻、漂亮。的确，Mei	Shuang以她年轻漂亮的形
象，赢得了家长和学生的好评。孩子虽小，但很
少缺课，勤勤恳恳在中文学校服务了两年。Mei	
Shuang，等孩子大一点，再回来吧。

			一年以来太多的经历和回顾需要分享，但考虑
篇幅的问题，下次再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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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师自我介绍

陈隽  MLP5

我是陈隽，这学期开始在艾克顿中文学校
担任马立平中文五年级班的老师。本人崇尚快乐
教学，以及“寓教于乐”和“中西合璧”的教育
理念，愿在教育事业中投放所有的真心、耐心、
热心和爱心。 

陈媛专把中文教，

隽秀温婉兴趣广；

老黄牛般勤耕种，

师生共进创辉煌！

汤鸿冰	 MLP3B	 TA

我叫汤鸿冰，是MLP3B的助教老师（TA）。
我家住在Boxborough,	有一个10岁的女儿和两个5
岁的双胞胎儿子，都在我们的中文学校。我199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到加拿大和美国学
习和工作多年，现在是一名注册景观设计师。我
的专长和爱好是园艺、绘画以及文学。我将积极
配合和协助我们班的主讲老师徐丽，帮助孩子们
建立起对中文的兴趣，打好汉语学习的基础。

刘化桥	 MLP1B

很高兴这学期担任MLP1_B班的老师。从中
国到美国，我从事过很多种不同的工作,却从没
想到过有一天会当老师，会教孩子中文，因为我
自认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是随着我自己两
个可爱且极有个性的孩子的诞生及成长，我也越
来越喜欢和孩子打交道。在中文学校教书，我最
大的成就感是看到孩子们象海绵吸水一样吸取知
识，中文不断进步。我喜欢看到他们可爱的小
脸，真切的笑容，以及热情的拥抱。

刘仲秋 高年级阅读和写作班

我叫刘仲秋（Ivy Liu)，现在任高年级阅
读和写作老师。我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
业。毕业后在苏州一所英语培训学校任高年级英
语老师。来到美国之后毕于MBA	in	project	man-
agement。在教学中采用分散和集中识字法以提高
学生对字，词在运用。

徐丽	 MLP3B

大家好！我叫徐丽，住在艾克顿，有两个
聪明可爱的女儿。我以前在中国国内任教三年，
来到美国后，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
士学位。本学期，我很高兴能成为马立平3B班的
中文老师，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能了
解和喜欢中国文化。感谢各位家长对中文教学的
理解和支持，也欢迎各位家长在教学方面多提宝
贵意见，让我们在艾克顿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里
陪伴孩子们快乐的成长。

我的联系方式是： 

678-431-7638	（C）

978-849-0461			(H)	

xiaoyanxuzh@yahoo.com，

lixu529@gmail.com

韩燕玮	 MLP3Ａ

我叫韩燕玮，是MLP3Ａ的老师。家住
Ａcton，有一个９岁儿子。我在Ｃambridge一家
药厂做资深分析师。我的爱好是文学、旅游、烹
饪。我希望同助教老师、家长一起为孩子们提供
一个轻松、愉快地学习中文的环境，帮助孩子们
打下了扎实的中文基础。

Julie Yao 3B	 TA

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好! 我叫Julie，是3B班上的固定TA。我去年
从深圳搬到Acton来，现在在AB上九年级。我的中
文完全没有问题，英文也很好。我从去年开始就
是中文学校的TA.	假如家长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
班里帮忙，我也可以协助高老师帮助小朋友们更
好地学习中文。

虽然我平时作业也挺多的，但是假如小朋友们在
作业上遇到什么问题了，也可以email我。我年纪
更小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更容易亲近吧!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我会和他们成为"好朋友"的!

高老师是一位教学认真一丝不苟的好老师，我非
常愿意在这个班继续尽我的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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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LS辨论班学生在总教
练Qing	 Zhou的指导和带领下，
在2011-2012年度的一系列全
国和麻省内辩论与演讲锦标赛
中，取得优异成绩。
		
	 Carolyn	Zhou同学在一
年一度的Lexington	Winter	
Invitational（也称Big	Lex）
辩论锦标赛中取得了Novice	
Lincoln	Douglas	(LD)	辩论并
列17名（Double	Octo	Final-
ist）的佳绩。本次比赛于2012

年1月13日至1月15日在Lexing-
ton	High	School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辩论好手参加了本次
比赛。	
	
	 Richard	Cui同学荣获The	
National	Averill	Invitation-
al	 锦标赛Novice	 LD冠军。这
次锦标赛于2011年10月28至29
在Manchester-Essex	 Regional	
High	 School举行。Richard同
学从24名来自New	 England地区
各高中的选手中脱颖而出，获

得冠军和最佳陈述奖。Richard
同学也获得了Big	Lex	LD新手赛
区并列17名（Double	 Octo	 Fi-
nalist）。
	
	 Kevin	 Fan同学一举夺得
2012年麻省Novice	 LD省冠军和
辩论陈述第一名（State	Speech	
&	Debate	Finals于2012年3月31
日在Chelmsford	 High	 School	
举行）。这次比赛云集了全麻
省高中的辩论好手。Kevin	 同
学还在全国最大的高中生辩论

锦标赛，Harvard	National	In-
vitational	Speech	and	Debate	
Tournament	 (Harvard	 Univer-
sity,	 2月18日至2月20日)，从
来自全国的238名选中获得Ju-
nior	 Varsity	 LD并列33名的佳
绩（Triple	 Octo	 Finalists）
。Kevin同学还取得Needham辩
论锦标赛的Varsity	 LD	 第4
名，Gracia	 Burkill	 Memorial
演讲锦标赛的Group	Discussion	
(GD)第3名和Lincoln-Sudbury
演讲锦标赛的GD第4名。

	
	 辨论班的Richard	Zhou老
师荣获Little	Lexington锦标赛
Varsity	LD的冠军以及2012年度
Student	Congress(SC)麻省并列
第3名。Ewan	Wang老师荣获Lit-
tle	 Lexington锦标赛Varsity	
LD的亚军。Little	 Lexington	
于2011年11月19日在	Lexington	
High	School举行	。	
	
	 ACLS辨论班的教学训练

ACLS辨论班学生在2011-2012年度全国和麻省锦标赛中捷报频传

水准是麻省一流的。Qing	 Zhou
老师为辨论班投入了大量时间
和精力，培养出了许多优秀辨
论选手。他的学生在全国和麻
省锦标赛中共获得了包括两位
LD省冠军，一位GD省冠军在内
的20多个奖项。班里每位同学
都深深体会到学习训练的成
果，见证了自己在能言善辩，
思维严谨，开阔视野，才思敏
捷和增长知识等方面的大幅度
的提高。

——辩论班供稿

Caroline Zhou Richard Cui Kevin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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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觉得童年很寂聊。长大了才体会
到，自己在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的氛围中长大其
实是一种幸运。

    小时候家住东四十条145号人民日报宿舍，是
座灰砖的三层楼。地道的现代建筑，却被周围一
些破旧的平房环绕着、簇拥着，从大门口要经过
一条曲里拐弯的小巷，才来到被楼房三面围拢起
来的大院和位于4单元3楼的家。记忆中报社宿舍
的大门是简单的中式门楼，坐落在临街靠近十字
路口的地方。深红色的木门很厚重，推起来咯吱
咯吱响，门背后有粗大的门闩。看大门的是一户
人家，我们小孩子叫他们王大伯和王大娘。30多
年过去了，昔日令孩子们敬畏的、不苟言笑的王
大伯已经去世，王大娘也不知现在何方。

    我家的地理位置很好，离东四、王府井都不
远。小时候爸爸为节省车票钱，经常走路到那时
位于王府井的报社上班。我就读的小学离家很
近，出门过马路，然后经过一个空荡荡的副食店
和菜市场，右转进胡同没多远就是。上学时自己
一个人走路去，放学时小伙伴们排路队回家。

    我们的小学校是座标准的大四合院， 坐落在
东四九条胡同， 门口有对守门的抱鼓石。还记得
我们的教室里有几个粗大的红油漆柱子。毛主席
像在每一个教室的黑板正上方端正地挂着。冬天
取暖，老师在教室的中心生一个煤炉，热腾腾的
炉膛里上面压着黑色的蜂窝煤，下面是烧红的煤
球。炉子上盖着一个圆圆的混合着铁锈和尘土的
铁盖，最上面坐着一把水壶。银灰色的铁皮烟囱
从炉子一直通到教室外面。冬天的早晨上学时只
见各教室烟囱都往外吐白烟，老师在上课前会提
溜(北京话dī liu)起水壶，在两排课桌之间的地上
散凉水，泼洒在扬起尘土的泥土地上，让大家舒
服地吸上一口湿润的空气。 

    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每一个学期都
换一个教室，低年级的孩子在最外院，大孩子在

最里院，这座四合院的几乎每一间教室我都在里
面上过课。上体育课就在四合院靠前的院子里。
记得春天的时候院子里柳絮四处飞扬，松松软软
的，好像飘动的一团团棉花，随着孩子们的蹦
跳，也欢快地在院子里随着暖风、和着灰尘起
舞。。。轮到跑步的时候，学校地方小，跑不
开，大家排成一路纵队出校门，跟着体育老师到
周围的胡同里转圈儿去。曲曲折折的路径，一路
灰砖灰瓦的胡同风景，九条，八条，七条。。。

        夏日的午后，在不知疲倦的知了声中，有一
道存在于记忆深处的绿色风景。那是穿一件白衬
衫、系着红领巾的自己，30多年前梳着两个小
辫、背着书包在胡同里的林荫大树下独自快步行
走，在穿越了八条和七条胡同后，来到东四六条
少年之家学习画画。小时候最害怕的是树上喷完
药以后，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药水味儿不说，满
树的“吊死鬼”，一种青绿颜色的肉虫子，长长
短短的从树上打着滚儿吊下来；地上也有很多，
软绵绵地蠕动。年少的我曾经东躲西闪，必须要
经过这样的吊死鬼树阵，才能走到学画的地方，
是何等考验！那时绘画班每周活动两次，我惊讶
自己竟然一直坚持到上高中以后。

胡同里的童年
汤鸿冰

紫藤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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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在那一年送我一本画素描的书。第
一次看到俄罗斯画家赛洛夫、法国画家安格
尔、瑞典画家佐恩和美国画家萨金特的很纯美
的素描画，我为那本书精心地包上用旧画报做
的白色书皮。亲爱的爸爸已经离开我十几年
了，那本发黄的《素描技法》 ，里面有徐悲鸿
的人体素描，依然陪伴着我从中国到美国，风
雨飘摇，一路走来。

        那时放学后的作业，大多是在课外学习
小组完成的。我经常到邻居的小朋友家写作
业和玩耍，她家门口的巷子里有棵很高很大的
桑树。我们吃桑椹，玩跳皮筋，“小皮球，香
蕉梨，马丽开花二十一”，一直跳到天黑才回
家。我的小学同学大多住在十条和九条，住八
条的很少。因为大凡远一点的，前面的七条和
后面的十一条都有小学，孩子们就去那边儿就
读了。小学生们住得近，就经常在一起玩，那
时没有谁家没去过的。

        小学毕业考上北京五中，坐落在细管胡
同。童年和少年到底还是没离开胡同，我中学

时最好的朋友就住在细管胡同，我们还在她家院
门前的枣树下用竹竿子打过枣吃哩。那枣儿味道
很清脆，很甘甜。

        曾几何时，胡同里的玩伴、四合院里的小
学、有着大红柱子的教室、老旧的菜市场和百货
商店都不见了。四合院那精美的砖雕，也变成童
年的城南旧事。随着平安大道的拓宽，昔日的小
伙伴们的家已拆迁，下落不明。东四九条小学，
一座本该保留的四合院早已在多年前夷为平地，
取而代之的是80年代后建的、已变得破旧的教学
楼。甚至连带给我温馨回忆的报社的三层灰砖楼
也因东四十条地铁站的兴建而在劫难逃，化作流
年幻影。

        老北京的记忆在林立的大厦和摩登的都市风
光里渐渐褪色，我童年的家、学校、街坊四邻，
好像一个破灭的美梦，随风逝去。我走遍各地，
却终究无处寻找。

        在我的出生地，我见证了什么是沧海桑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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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集 2012届毕业生寄语

单卓恒	季泽然

老师们，家长们，各位同学，你们好：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就要从
中文学校圆满毕业了。

作为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学习中文的
确很困难。记得以前回中国探亲的时候，和家人
一起去饭店吃饭。当服务生问我们要吃什么的时
候，才发现菜单上的字认识的很少。街上的标语
和街道名字，也几乎不认识。这种经历给我们带
来很大的冲击。作为一个中国人，居然在自己的
故乡都不能跟别人好好的交流。因此，当回到美
国以后，我们更加努力学中文。从以前不会写中
国字，不会读中文，到现在可以用中文交流，是
老师教育的结果，也是父母帮助和自己努力的结
果。我们认为每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都应
该能说中文，写中国字。我们对自己有责任，
对父母也有责任。对自己的责任是要好好学习，
做一个能说会读中文的人。对父母的责任是不要
浪费他们的付出。我们很感激家长每个星期的接
送，是他们给了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我们应该
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学习。很多孩子都觉得学习
中文很难而且没有用处。我们原来也以为学中文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在中文学校的环境
里，才发现学中文很有意思。中文学校不但创造
了一个交友的环境，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
中国文化的场所。每一个坚持下来的学生都受益
匪浅。同时，我们发现有很多放弃的人都很后
悔。跟别人用中文交流时吞吞吐吐，根本说不出
话来。我们奉劝打算放弃学习中文的同学赶快安
心学习中文！有一些学生会觉得老师对我们的要
求太严格。我们不否认，也曾经有过这些感觉。
可是，在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才感到老师对我们
的帮助和教育是十分有用的。他们之所以对我们
有很高的要求，是因为老师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
继承中国文化的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在今
天流利地使用中文。

今天我们毕业了，但是，我们不会停止学
习中文。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

们一辈子也学不完的。我们会继续努力学习中文
知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这里，特别感
谢中文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家长。是他们的无私奉
献才成就了我们今天。希望没有毕业的同学能够
珍惜现在的机会，好好学习中文。我们也希望中
文学校能越办越好，桃李满天下。谢谢！

李思骄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家长们，大家好：

	 我叫李思骄，很高兴能在这里代表九年级
毕业班向各位老师，家长与校领导表示感谢。在
过去十年里，我们几乎每一个星期日都要来到艾
克顿中文学校学习汉语。上中文课已成为了我们
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能够顺利地说、写、
听懂和读汉语，这都是老师们一年年的努力教育
的结果。我们知道老师们都是花自己的业余时间
来准备每一课堂的内容、改作业、批考卷。我们
由衷地感激老师们对我们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
老师们，	你们辛苦了。

	 我们还要感谢中文学校所有的领导。没有
他们就没有中文学校。艾克顿中文学校已经办了
十年了；来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
学校领导们的辛勤努力下，中文学校成为了一个
小朋友们能够快乐成长的地方。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这么多年
来，他们也在付出自己的星期日下午接送我们。
他们不停地在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学好中
文是对父母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个责任。学好了中
文，我们回中国的时候就能够用汉语跟别人交
流。这样，要是有人问我们，你会说中文吗？我
们可以骄傲的回答，我会说中文。

从学前班到九年级，	我们确实学到了很多
语言和文化知识，	可是我们不知道的知识比我们
知道的要多无数倍。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上
完了中文学校，但是我们还会好学不倦，继续抓
紧机会学习，抓紧机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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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暑假

5B班学生习作	 老师：武婷婷

古欣仪

我今年的暑假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我最
喜欢的是加州。
	
	 我在加州先到了三藩市。我去的时候很
冷，	太阳只出来了两次。在三藩市我们去了中
国城，	Fisherman’s	Warf	Pier	39。	在那里
我们看到了很多海狮，我们还坐了一辆缆车。

过了两天，我们租了一辆车，开到了Napa	
Valley.	Napa	Valley	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在
那里，妈妈和爸爸去品尝葡萄酒。
	
	 最后，我去了红木公园，Sunnyvale,和
Big	Sun.		红木公园的树很大，有的已经三千岁
了!		在Sunnyvale我们去了Apple，那里一个桌
子用一百二十个新iPad做的。
	
	 加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杨文青

在暑假里，我的朋友来到美国旅游。我
们先去波士顿玩了几天。在波士顿，我们去了
Peabody博物馆。博物馆里有玻璃花，很漂亮！
还去了艺术博物馆。在艺术博物馆的天花板上，
有一幅巨型的壁画，	非常的富丽堂皇，我们走
了自由小道。	小道上，	我们路过了旧State	
House.		波士顿也有街头表演。波士顿附近有一
个沙雕展览。我最喜欢其中一个纪念Fenway	一
百年的沙雕。

玩完了波士顿，我跟朋友又去缅因。我们
在那里野营还去爬山了。山又高又陡。到了山
顶，看到四周的景色太好看了！山上的蓝莓真好
吃啊！	我们还去了Jordan	Pond	走一走。小道
上，我见到桔红色鲜艳的蘑菇，还看到有趣的
树。我觉得这个暑假很有意思。

付思亭

今年夏天，	我们全家回中国。	去探望姥
姥和姥爷，	奶奶和爷爷。	我们去了鄂尔多斯和
包头。鄂尔多斯和包头在内蒙古自治区。	回去
的时候，	在行李箱放了衣服，药，玩具和游戏
机。	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飞机，	终于到了中

国。	王超姐姐和二姨夫在包头机场接我们并送
我们去姥姥的家。	姥姥和大姨住得很近。	大姨
有个毛绒绒的狗。	在姥姥家住的地方，	我们买
了好多衣服，	我们也吃了很多好吃的食物。	然
后，	我们去了奶奶的家。	在路上我们买了两
条很大的黄河大鲤鱼。	奶奶也有一只狗。奶奶
给了我一些玩具和风筝。	我们去了卖好多好玩
具的地方。	我们还去了花园，	还去了动物园。	
我最喜欢河西公园。	因为划船很好玩。	我也喜
欢三角公园。	因为在那有一个好大的跳跳床。	
八一公园有一个圆圆的东西，	里面可以跑或者
翻跟头。	这个夏天我可玩得太好了。	买了那么
多东西。	玩了那么多好玩的游戏。	我高高兴兴
地回到了美国。

王永泰

这个夏天我很忙，	我参加了棒球比赛，	
我还去了新泽西和纽约，	我和我的兄弟们还去
上了游泳课，	读了几本好书，	这个夏天我过得
很愉快。

钟易申

	 我的暑假过的很丰富，	我和爸爸，妈妈
还有妹妹一起去了中国。	我姥姥住在北京。	北
京很大，	也很好玩。	我去了北京动物园，	还
去了自然博物馆。	北京电视塔很高，	我可以看
见全北京。	北京科技馆也很好玩，	我学到了很
多东西。	我最喜欢去玉渊潭划船。	我希望明年
还回北京。

胡凌霄
	
	 这个暑假我们全家去了许多地方：圣地亚
哥，	大峡谷，	拉斯维加斯，	布莱斯峡谷。	我
玩得最高兴的是在圣地亚哥的海上公园。	我坐
了过山车,	Journey	to	Atlantis，Raft	Ride,		
看了很多有趣的节目，	买了一双企鹅拖鞋。	虽
然公园里人山人海，	每个游乐节目都要等好长
时间，	但是我玩得很开心。	要是下次再来圣地
亚哥，	我还是要去海上公园。

大峡谷很壮观，布莱斯峡谷非常漂亮，拉
斯维加斯有很多豪华酒店，	赌场。

	 我的暑假是一个有趣的暑假！

李暘

今年暑假，我表哥从中国过来过暑假。他
叫李知义。他喜欢打篮球。他十一岁。他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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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I	和一个电脑。他和我打乒乓球时候，有
时我打到他就说：“你打我了！”有一次我和
他，还有我爸打篮球时，他一个传球，就穿过了
我爸的两脚当中。

李知义和我都喜欢玩游戏。有时我从夏
令营回来，我就看他在那个iPad玩游戏。我问
他：“我能玩吗？”他说“能”我就玩，他说“
不能”我就走开做我自己的事情。

夏天的时候，我们去了很多有趣的地方。
我们去了一个“帆船展”，我们看到了很多船，
船上有很多国旗和士兵。

我们去了白山玩了“Adventure	Park”。
我们还攀岩和Zipline。Olympic开始我和李知义
都喜欢看，但是看比赛的时候我要美国赢，他要
中国赢。最后美国有更多金牌，美国赢。

李知义来了后，我们一起玩，一起做作
业，我很高兴有这么个表哥。

李欣怡

放假的时候我去了两个花样滑冰的比赛，
我拿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七月二十六号我们
去到Boston的海边上邮轮去Canada。在邮轮上我
和我弟弟很高兴，我们俩在船上玩了很多，也吃
了很多好吃的。七月二十八和九号，船开到了加
拿大的Halifax和Saint	John。七月三十一号我
回到了Boston了。

这是我的暑假。

闫贝贝

我的暑假过得可开心了，因为我去了阿拉
斯加，我和我的表兄弟一起坐邮轮去了国家公
园，我们看到冰川，三文鱼、熊、山羊等很多动
物，还有北美最高峰。暑假过得真快乐。

吴龙龙

在暑假里我每天去湖里游泳。我也去了海
边游泳（Hampton	Beach）。我和我的朋友去野
营宿地玩了几天，那里挺好玩的。我们做了很多
游戏。我每天弹琴和作数学题。这就是我的暑
假。

陈绒绒

暑假里，我去农场摘蓝莓。蓝莓又大又

甜，蓝莓很好吃。

我还去了水族馆，我看到了很多鱼，有的
很大，有的很小，有的鱼很漂亮。

我还去了夏令营，我做了很多各种各样有
趣的活动。

丘学诚

今年八月，爸爸、妈妈、姐姐和我，还有
另外两家朋友去了国家黄石公园，我们看到了黑
熊、水牛、小鹿、山羊，很多野生动物，还看到
了喷泉，冰川。我们大家玩得很高兴，我希望下
次再去黄石公园玩。

Charles

这个暑假，我去肯尼迪航天中心和迪斯尼
乐园，我也去人的家了。

车铭凯

放暑假了，我和我的姥姥、妈妈、弟弟和
妹妹一起去大姨家，大姨带我们旅游。我的姥姥
没有去。我们去了三个地方，伊利诺伊斯、艾奥
瓦、圣路易斯。我最喜欢在伊利诺伊斯爬山。在
那里我们看到很多动物，有松鼠、小花鼠，还看
见许多鸟，它们的羽毛很漂亮，叽叽喳喳地叫
着，很好听。山上还有小河，河里有许多小鱼，
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小虫子。

爬到山顶往下一看，景色很美丽。爬山还
锻炼了身体，所以我很喜欢在伊利诺伊斯爬山。

文亦丹
去百慕大

今年夏天我坐邮轮去百慕大了。我是（？
）月十日出发的。我们出发的时候，我跟我的妈
妈、弟弟去看我们住的房间。姥姥的房间和我们
的房间是挨着的。

两天以后我就到了百慕大了。上了岛，我
们坐了公共汽车去水晶洞。第二天我们去了海
边。第三天时最好玩儿的，我们去潜水。然后我
们就上船回家了。

我觉得邮轮很好玩，下次我还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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