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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有幸住在了艾克顿，	十多年了，	从各种渠道，	尤其是
从艾克顿中文学校，	认识了许多的仁人志士，	让我有种不和
他们一起做点有意思的事，	会感到无聊，	不找机会做点公益
之事来提高自己，	就有落伍的感觉。想想我能做些什么呢？	
听说陆青回到校刊做主编，我就自告奋勇地要帮忙，向老朋
友“毛遂自荐”了一回。
 
	 编辑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虽然没有学过编辑，	但爱写
写画画，	有出黑板报的经验。小学时和另外三名同学组成画画
组，	整天画墙报。中学时做数学课代表，数学老师又是班主
任，所以，	初中三年我班的黑板报就是被数学统治着，	我自
始自终就是这个“统治者”的执行人，	总是在别人做课间广
播操时把数学题整整齐齐的抄到后面的黑板上。大学时黑板报
不太盛行了，但还是一有活动，	就出黑板报。	出黑板报和编
刊物大同小异，	只是黑板报就那么一版，内容要精炼，一目
了然，	画写多是自己一人包揽。	而刊物主要是编排别人的文
章，	把各类文章归入适当的栏目，	会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如
今，	没了地方出板报，	我就把自己种的花草照下来，	加上文
字，编辑成幻灯，	配上音乐，	自娱自乐。	现在有这么好的机
会让我把我的爱好和经验用到编辑中文学校的校刊上，是对学
校和对我自己都有益的事情。	我争取帮助主编陆青把这份刊物
办成老师，	学生，	和家长们喜欢的宣传和交流平台。
 
	 我们会在刊物上报道一些中文学校的办学经验，	活动计
划和前景展望，介绍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和家长们对学校的关心
与建议，	等等。把学生们的作文或艺术作品	登到校刊，	对孩
子们是个鼓励和肯定。把老师和工作人员的稿子放到刊物上，	
是对我们中文学校的更多了解，把家长们的各式文章小品登出
来，	是一种多方面的分享和交流。读者会通过我们的刊物，	从孩子们的作文里，	看到
他们学习中文的努力和进步，	从教职人员的文章里，	看到他们对教学和办校的认真和
热情，从家长们的文稿里，	看到他们对学校的参与，	对孩子的关心，和对生活充满的
积极态度。
 
	 最后想说，	做编辑最怕的是没有稿件，	巧媳妇也难做无米之炊。	希望老师多鼓
励学生写作文，希望教职员工和家长们多参与，	把教学的心得和经验，	对生活点滴的
记录，	对孩子成长的抓拍，	对自然美妙的感受，对中文学校的建议，等等，	放到我们
的中文刊物上来，	和大家分享。
 
	 	 	 	 	 	 	 	 	 	 	 -任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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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学校行政团队的新成员，我很荣幸能和众多的志
愿者一道，为我们的孩子，家长和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本年
度恰好是建校10周年的庆典，回顾这十年的风风雨雨，更是感
慨，为学校的成绩感到欣慰，也感觉到肩上沉甸甸的担子。如
何在前人的基础上，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传统，继往开来，把我
们这个大家庭建设得更好，还有赖于我们大家献计献策， 希望
能有更多的家长加入我们的行列中来。

	 我和学校的渊源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却切身地感受到
学校这个平台为我们生活提供的便利，耳闻目睹，为大家的热
情所感染。每当学校有大型活动，都有家长们和志愿者辛勤奉
献的身影。很多人从学校成立的那一天起，本着我为人人的宗
旨，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中来。本想举几个例子，可短
短的篇幅怎么能记述得下众人那么多的贡献？每位志愿者的故
事，都可以独立成章，只言片语难以记述。这里，谨向你们道
一声感谢，说一声珍重！

	 日新校长在开学伊始，给我们行政团队提出了三项主
要工作：1，保证学校的课程和活动计划如期完成；2，为进一
步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服务；3，配合董事会，家
长会，积极促进学校和社区各部门间的渗透和合作，共同建设
ACLS更加美好的明天。在日新校长的身体力行的示范之下，行
政团队每位成员都全力以赴，保证了注册，教学，安全等各个
环节的顺利运行，	使我们学校安稳地度过前十个星期。接下来
对我们的考验是连续的大型活动，2012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Ten Year Anniversary, 2013 Chinese New Year, 有
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有信心把活动办好！

	 最后我想说的是，各位家长或是在校教师，学生， 如果
你对于如何提高教学，开展活动，和对于学校的长远规划等有
设想，务必请和我们联系，电话，邮件，面谈都欢迎，我们将
非常乐意采纳大家的建议。如果你愿意为学校奉献一点业余时
间或者一技之长， 也请务必和我们联系，我们期盼着大家的努
力和扶持，能让学校更顺利地成长。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回首
时，都会为曾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感到自豪和骄傲！

校长寄语
Principal’sWords

孙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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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mark your calendar for Sunday, Dec. 2, 2012. From 6:30-8:30 p.m., the grand “2012 Acton Chi-
nese Music Night” will proudly be presented to you jointly by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CLS), the 
Angel Dance Company, the Town of Acton Recreation Department, and the Acton-Boxborough Cultural Coun-
cil. It will be held at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ABRHS) auditorium -36 Charter Road, Acton, 
MA. 
 ACLS had previously hosted three wonderful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events in 2006, 2007, and 
2009, respectively.   Those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s have left profound impressions on audienc-
es and had a great impact on local communities and neighboring towns.
 This year the Angel Dance Company is invited to perform a feature presentation of its outstanding 
dance and music celebration in the themes of “Ancient Grace of the Dragon Heritage” (龙族古韵), “Brilliant 
Colors of the Minority Regions” (姹紫嫣红), “A Song Dedicated to you” (为你而歌). 
 Directed by Keke, founder of the Angel Dance Company, and highlighted by the guest artists, Guzheng 
(Chinese zither) musician Hui Weng and award-winning dancer Yifeng Liu, over 100 local dancers from the 
Angel Dance Company and Angel Dance School will present to you Ancient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through 
modern dance and music performances and transform you to a colorful dreamland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  
This fantastic performance was a huge success when Angel Dance Company performed at John Hancock this 
April.  You will surely be indulged in an unforgettable night of enchantment of Chinese performance art in Acton 
on Dec. 2. 
 For your convenience, you can buy tickets online at www.acls-ma.org/online_buy.php  or in-person. 
Please refer to tickets sale for locations and time.  Tickets are $15 for adults, $10 for seniors and students (K to 
12th grade). Seats at the auditorium are limited; we encourage you to purchase your tickets as early as possi-
ble. 
 Please invite your friends, relatives, coworkers, and neighbors to join the fun!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our even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12月2日	(星期日)	晚6:30-8:30，艾克顿中文学校,	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	艾克顿镇文娱委员
会,	以及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委员会将联合举办第4届《艾克顿中华音乐舞蹈之夜》的演出活动。此场
演出以龙族古韵、琴棋书画为主题,		舞蹈编排和服装设计独具匠心，是一场用现代化的艺术手段表现
中国古典和民族舞蹈风情的精彩演绎。
	 演出由天使舞团创办者克克担任艺术指导，100多名舞蹈演员们和旅美古筝演奏家翁慧、舞蹈家
刘沂峰同台献艺。这台节目(龙族古韵)	今年四月在John	Hancock上演时轰动了波士顿华人社区。这次
在艾克顿的演出更加精炼并加入了新近排练的舞蹈,	我们期待着和您共渡一个美仑美奂难忘的中华舞蹈
音乐艺术之夜。
	 演出的地点在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礼堂	(36	Charter	Rd,	Acton,	MA	01720)，票价为$15/成
人、$10/学生及老人，售票方式及地点如下。网上购买	On-line	tickets	sale
 www.acls-ma.org/online_buy.php

其它售票处 Tickets sale locations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Nov. 11, Nov. 18 2:15-4:45pm
16 Charter Rd, Acton 01720
978-123-4567

Acton School of Ballet
3 Spruce Street, Acton 01720
978-263-6572

Good School Realty
124 Main Street, Acton 01720
978-264-0900 

Chinese Martial Arts Division of Athletic Balance. LLC
32 Nagog Park, Acton 01720
978-635-1090lon

2012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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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学年
新任校行政成员自我介绍

副校长  孙立新

	 我和ACLS的渊源从2008年开始。全家从
Colorado搬过来以后，很惊喜的发现ACLS提供这么
好的中文教学环境，让儿子Allen能接受系统的中
文教育，使得他和老父亲交流时有了更多的话题。

	 本人化学工程师出身，现就职于Burlington
的一家工程软件公司。作为Engineer, 免不了凡事
问个究竟，务求尽善尽美。可自从加入ACLS大家庭
以后，从众多的志愿者身上领悟到：重要的不是自
己的成功，而是做了那些有意义的事；重要的不是
认识多少人，而是走后能让多少人深深怀念。愿意
以学校的创立者和工作人员为榜样，尽心尽力，在
提高学生中文水平、弘扬中国文化、促进社区交流
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副教务主任	姚毓梅

	 我叫姚毓梅。我来美国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读学校教育专业，来美国后读的仍然是教育。在
美拿到教育硕士后从事了六年特殊教育。2003和
2004年回中国后在上海美国学校初中部教外国孩子
中文。我那时教三个级别的中文,初级、中级和高
级。教学的同时，我也有机会参加了很多国际教学
交流会。会上有很多有关教学理论和实践的报告,
听后让我极有收获，运用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 获
益非浅。再次回到美国后, 还是从事特殊教育。
在此其间, 我在东北大学修了行为科学专业的硕
士后课程, 经过考试, 获得了国家行为分析师资
格。2007年我又参加并通过了麻省的中文教师资格
考试，获得了麻省的中文教师资格证书。2008年转
入Marlborough公立学校领导一个特殊教育部门。
因为工作关系, 我有机会去很多教室观察和观摩老
师的教学, 学到了一些比较实用的教学方法和课堂
组织形式, 同时我也配合校长给需要帮助提高的老

师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想法。目前我又在修学校管
理的硕士后课程。长期在教育界工作, 或多或少地
积累了一些教学理论和教学经验, 很希望有机会对
在美国成长的中国孩子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做点
事情。感谢Acton中文学校让我担任副教务主任一
职，使得我有机会将自己看到和学到的有关教育教
学的经验和知识与大家分享和交流。

注册主任	 祁云

	 我叫祁云，这学期开始在艾克顿中文学校
管注册。我家住在艾克顿,	共有3个孩子，老大
13岁，上8年级，老二12岁，上7年级，老三才4
岁。1997年我在牛顿中文学校做老师，2007年我在
艾克顿中文学校做老师，期间由于我们家老三的缘
故我休息了几年，现在我又回来了，真的很高兴。

文化主任	 滿霞

 My name is Xia Man.  I am the direc-
tor of the cultural programs at ACLS start-
ing this term.  I moved to Acton about 8 
years ago.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many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hat ACLS has organized such 
as volleyball club, fashion show, and danc-
ing performance in ACLS end of the year 
celebration.  I taught Chinese Painting 
class for children and also volunteered as 
an aerobic teacher for the Seniors Club.  I 
enjoy coming to ACLS on Sundays and seeing 
all children and adults learn something and 
have fun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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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	 李日新

	 我认识建英已快十年了。我们是在2003年
同时被第一任教务主任简建华招到中文学校当老师
的。第二年，在建英任三年级老师的时候，我的孩
子上了她教的班。记得当时班上有的学生拼音不太
好，影响教学进度，建英就主动提议每周课前早来
十分钟为这些学生补习拼音，为其他学生复习拼
音。半年过去了，全班学生都学会了拼音，每个孩
子的中文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这一年，建
英给我的印象是：这真是一位敬业的老师啊！

	 五年前，建英做了教务主任。担子重了，她
仍是一心一意地为老师们服务。当时她对我所在
的CSL教研组也是格外地重视和关照，尽量满足老
师和家长们在教与学方面的需求。她和叶红相互
配合，为教学、教材的规范化，MLP试点班的建
立，尤其是为不断扩大的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对新、
老教师的培训付出了很多心血。这时的建英留给我
的印象是工作上计划性强，周到，细心。

	 三年前，建英当了副校长；一年前又当了校
长。除了一如既往地坚持以教学为本的原则，她还
从大局着想，努力协调与促进校内各部门间以及学
校与社区其它组织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为我校自身
的管理及中文学校不断融入主流社会做出了贡献(
请参阅本期校刊中其他管理团队成员写的文章)。
建英的领导才能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与人合作，
并发挥团队中每个人的特长和积极性。这一点是一
个帅才应该具有，却而又不易具备的特质，值得我
们好好学习。今年，建英在董事会任职，她的着
眼点更高了。她仍然是学校各项主要活动的谋士
和参与者。从Oktoberfest到即将迎来的Chinese	
Music	Night	和十年校庆，建英对中文学校的无
私奉献仍在继续。我更为能与如此优秀的志愿者一
起为学校服务而深感荣幸。

教务主任	 刘鸣

	 认识建英是在我的Skincare	Studio，当时
我对她的感觉是既漂亮又能干。这么多年下来，我
的感觉没错......。
	
	 漂亮：她总是穿着得体、大方，扬长补短。
淡淡的妆容恰到好处，不夸张也不张扬。很有职业
女性的特征。
	
	 能干：建英是所有校长中第一个，也是到目
前为止，唯一的一个从老师---教务---副校长---校
长---到董事会。而且，也是唯一曾经任职两届的
副校长。从教务长到校长，多年来对Acton中文学
校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我能成为这个团队的一
员，而且受益匪浅，还得感谢她的提拔。最让人敬
佩的是，她不仅一心扑在中文学校的方方面面，连
带她的家人也总是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鼎力支持。
起先，我并不认识她先生，但在学校组织的老师
Outing、《春节晚会》、期末汇报演出等大大小
小的活动中，总见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士，非常麻利
地收拾桌椅、清理剩菜剩饭，而且每次都忙碌到最
后。一打听，才知道是建英的“贤内助”。怪不
得,当我们急需录像、照相时，建英总是说：让我
先生帮忙吧。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月饼，也是他
先生从纽约买来的。这就是建英的能干之处，不仅
是带领整个团队运作，而且有坚强的“后盾”。
	
	 受益：处于对她个人的敬佩，三年前应她的
邀请加入了中文学校管理团队（Admin	Team）。
开始，连Weekly	Notes都是参考建英以前写的。
通过参考建英以前的Notes，发现她的细腻之处。
比如：老师如何从网页获取学生的名单，不是简单
提醒一下，而是将连接的网址、Login的信息和方
法提供给大家，让老师们一目了然。直到现在，
我还是沿用她的方法。建英管理团队的方式有她
的独到之处。鉴于我们是Sunday	School	，没有

五年耕耘，十年奉献
                                              

——前任校长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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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十月二十八日是今年万圣节前的
最后一个星期天，按照中文学校的传
统，这天每一位来上课的小朋友都能得
到学校发的万圣节糖果。

	 放学时，一个个准备和爸爸妈妈
回家的小朋友走到校门口，惊喜地发
现那些平时做Volunteer的高中生大哥
哥、大姐姐们今天都穿着Costume，扮
成巫师模样，站在那里给大家发糖！

	 孩子们欢天喜地的迎上去，挑选
自己喜欢的糖果，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心
满意足的笑容。

自己的校舍，更谈不上有办公的地方。所以，在每
周日有限的时间内，要处理很多学校的事务。建英
在每次Admin	Meeting之前不仅要做很多的准备
工作，而且还将每个人要完成的任务详细列出，这
样在开会时即节省时间又有条理。这点对我启发很
大。我也将此管理方法用于教务的管理，同样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建英不论再忙，总是抽出时间到各
班听课，并亲自了解老师的教学方式，对每个老师
了如指掌。这一点我深感惭愧，我总是被一些琐事
缠绕，而忽略了教学方面。
	
	 在建英做校长的一年里，从各方面给了我们
教务和老师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比如：组建老师模
特队。在建英的提议下，我们组建了老师模特队，
并在去年春节晚会上表演成功，获得大家的一致好
评。真是开心时刻“时装表演”；成立老师俱乐
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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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成立老
师自己的俱乐部。这一想法刚一冒头，我就征求了
建英的意见，她当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支持。
并表示，可以从学校的预算中拨一点经费支持俱乐
部。这不俱乐部的第一台设备----音响就是学校出
钱买的。这真是水到渠成“忙里偷闲”。现在，大
家看到，“忙里偷闲”，是我们老师的“最爱”。
	
	 几年来与建英共事，对我个人而言也是受
益不浅，从一点不懂教学管理到能管理60多人的
老师Team；从家里走到社区，不仅仅是开阔了眼
界，而且自我也感到了提升；从一个只有想法，到
这些想法落实到实际等等，都与建英的帮助分不
开。还好，建英虽然不当校长了，但又进了董事
会。我们今后的工作还需要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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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麻州剑桥市一条繁忙
的公路旁，一座现代建筑的屋顶
上，有一天人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个
雀巢。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红尾鹰之
家，有鹰爸爸、鹰妈妈和三只小鹰
宝宝。
	 这件事曾在当地的社区引起轰
动，当作新闻见诸于《波士顿环球
报》。更有爱鸟者给鹰爸爸起名字
叫Buzz，鹰妈妈叫Ruby，小鹰宝
宝的名字分别是Lucy、Larry，最
小的一只叫Lucky。
	 不少人拿着望远镜和架起照
相器材，长时间地在马路对面的树
荫下，对其一家进行热心“监护”
。很多人在上、下班高峰堵车的时
候，会情不自禁地坐在车里欣赏
这“都市里的村庄”般的独特风
景。我也曾开车经过这条公路和这
座高楼，每次都伸头向上看看。有
几次见到不止一只鸟儿在高高的楼
顶上探头，棕色的小脑袋和可爱的
红尾巴时隐时现。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我都快把它淡忘了。最近偶然在
Youtube里看到了一段录像，摄影
师Ernie	Sarro近距离地记录了从

早春初次看到两只鹰比翼齐飞，到
它们风餐露宿地建巢筑窝、经过四
十多天的艰苦孵化和精心哺育小鹰
的经历。当宝宝们还不会飞的时
候，鹰爸爸和鹰妈妈叼来老鼠、花
栗鼠和蛇喂它们吃；当小鹰们羽翼
未丰、翅膀还嫩的时候，父母在一
旁耐心地训练和指导它们学习飞行
的本领。将近四个月过去了，在玻
璃幕墙顶上用干树枝搭起来的小小
雀巢里，三只小鹰安然地长大。有
两只小鹰先行离巢飞到公路北面去
了；巢里还剩下Lucky在公路南边
的高楼上，人们曾为它担心。当最
后一只小鹰也离巢展翅飞走的时
候，许多观看的人都哭了。。。
	 红尾鹰给了我很多启迪。在艰
难险峻的条件下，是什么使得红尾
鹰一家奇迹般地生存？是鹰爸爸和
鹰妈妈的坚韧不拔和辛苦劳作，它
们高超的捕猎技术和彼此间的默契
与配合。而令我更多慨叹的是，我
们的身边有又多少人对于家庭、对
于儿女的挚爱和亲情，就像这亲密
的五口红尾鹰之家啊!	

红尾鹰    Red-tailed Hawks

汤鸿冰
紫藤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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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很久没有去剑桥那条路
了。今年鸟儿回来了吗？没有了这
些鸟儿，那条风景宜人的公路变得
黯然失色、索然无趣；人们又回到
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奔波忙碌
的都市生活轨道，唯有心中留下的
是一份对高楼上的红尾鹰的温馨回
忆……					
	 C’est	La	vie!		(	法语：这就是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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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集

一位我尊重的人

	 5A	班作文选								指导老师：	吴利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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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欣

埃里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榜样。

第一次我见她是在上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她
是我的邻居和我的好朋友。埃里有一个胖胖嘟嘟的脸，
和一个很大微笑。我喜欢埃里因为她又聪明又有许多
的朋友。此外埃里又友好和坚强。当埃里碰见更小的孩
子，	她变得很友好。		但是当她来我的家，她变得更
活泼一点。		

埃里的友谊对我很重要。

埃里和我一起做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是很好
朋友。我放学以后，就跟埃里一边坐车一边说话，然后
她去我家跟我的狗玩。虽然埃里不在我的班里，但是她
是我的最忠实的好朋友

丁驿骁

我尊重的人是张先生。张先生是我的第一个击
剑老师。我是七岁	时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学击剑的地方
认识他的。张先生在教学生击剑时很有耐心。他一点一
点地教而不是一次就教完。比如他先教腿的动作。他
先教我怎	么向前走和向后走。我学会向前走和向后走
了，但是击剑的走路方法是不一样的。他就再一步一步
地教我击剑走法。慢慢地我学会了新的进攻和防守方
法。他还在比赛时候耐心地教我，这样我就临阵不慌，
能打得好。因为这些大家都尊重张先生。今后我还会继
续听他话，向他学更多的东西。

华安隽

我尊敬的一个人是我的空手道老师鲍勃。

虽然我学空手道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为止也
只有一个月左右。但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空手道老师
鲍勃却让我领悟到空手道不只是单纯为了打斗。我想学
空手道的初衷是为了自我防卫和强身健体。现在我知道
在空手道练习中，不少动作都很乏味，不是我想象中和
电影中看到的那么威武，而需要反反复复的练习。所以

学习空手道也是锻炼意志的过程。我的空手道老师把每
堂课都安排得很充实，课程的开始是一些基本的体能训
练，比如跑步、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然后开始复习
前几次课教的东西。有些同学的姿势课程安排得井井有
条，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得到指点。对有些比较调皮的学
生，老师并不是大声责备，而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去提示
学生。在课程结束之前，他还会讲一些空手道的知识。
所以我不仅进行了锻炼，而且还领悟到了一些空手道的
精神。

老师鲍勃教了我很多，让我体会到作为练习者
首先要战胜的不是对手，而是自己。他让我喜欢上了空
手道。

黄奕熙

我最尊重的人是我妈妈。她对我来说非常重
要。我非常感谢我的妈妈生下了我。如果她不是在这个
世界上，我	也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我尊重妈妈，因
为她照顾我就象总统照顾国家	。

我妈妈很辛苦，	因为她上班的地方很远，每天
要很早起床去上班，回到家还要给全家做饭。妈妈做的
饭又好吃又香，也很营养。所以我长得很健康。我最喜
欢我妈妈做的菜是红烧鸡腿。妈妈还教我做饭。有时
候，我和妈妈一起做好吃的饭。

妈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她帮我做功
课。我有很多功课，有些功课很难的。她帮助我，教我
如何做，然后我自己完成。妈妈让我觉得做功课很有意
思。

我很喜欢踢足球。我妈妈每星期都送我去踢足
球。有时候	下雨或太晚了，我就不想去踢球。妈妈就
鼓励我去，说：“做事情要认真，球队需要每个小朋友
参与。”妈妈让我懂得踢球不仅仅为了好玩儿，更重要
的是团队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她对我很重要，我很尊重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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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雨滋

我尊重的人是我的姐姐徐雨桐。她很有责任
感，很会照顾我，她对每个人都很好。

	姐姐总是收拾好所有的东西。吃完零食后，她
记得扔掉所有的垃圾。	她也记得妈妈布置的所有的任
务。

姐姐很照顾我。她每天都走到校车站等我，接
我回家，然后给我热好饭。她也跟我这个妹妹玩儿，	
不像其他的姐姐哥哥们。

姐姐对周围的每个人都很好。虽然有的人有点
讨嫌，姐姐对他们还是很耐心。所以姐姐有很多好朋
友。

还有很多很多原因使我尊重我的姐姐，	以上这
些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为有这样的姐姐而高兴。

汪梓承

我最尊敬的人是我的爸爸。他小时候喜欢读书
和学习，还很喜欢帮爷爷和奶奶。爸爸长大上了清华大
学，后来来到美国上学。爸爸的工作是工程经理。他每
天认真地学习和工作。我尊敬他还因为他爱我和妹妹。
妈妈不在家的时候,	爸爸做饭给我和妹妹吃。有时候他
跟我打乒乓球。因为我喜欢打篮球，爸爸给我买了一个
篮球架。有一天，爸爸花了一整天给我装蓝球架累得满
头大汗。篮球架装好之后，爸爸经常跟我打篮球。我	
生日的时候，爸爸会带我去饭馆吃饭.	他经常帮助我学
习，耐心回答我的问题。今年MCAS的时候,	爸爸每天专
心地辅导我,	后来我考得非常好。爸爸每个星期都割
草，还给家里吸尘，把家里搞得干干净净。爸爸每年春
天种很多花。冬天给家里铲雪。我长大以后也要象爸爸
一样，认真工作，喜欢家里的人.

吴丁丁

我最尊重的人是我的爸爸。他开车送我，教我
做作业，还为我烧饭。

爸爸经常开车带我去参加象棋比赛。他常常要
开很远的路送我。比赛时间都很长，	有时要好几天，
爸爸一直陪着我。

爸爸教我做作业，也辅导我做一些小项目。有
一次，我要做一个小发明制作。我们先讨论设计，决定
要做一个"Snack	Reminder	5000"	(点心提醒机）提醒
我每天上学前带点心。爸爸特地帮我买了零件，然后我
们一起动手制做和调试，终于把它做成功了。我的小制
作得了满分。

爸爸每天还烧饭给我吃。他烧的菜很好吃。

我爱我的爸爸，他是我最尊重的人。

杨恩怡

我尊重的人是我的妈妈。妈妈幇我很多，是个
很用功的人，她每天都提醒我弹琴和做作业，给我和姐
姐我们需要的东西。她常常给我们做好吃的食物,	陪我
们玩,还经常帮助我们。在学习中文方面，她耐心地给
我解释我的作业，让我明白作业的要求。	如果有我不
懂的中文意思，她就帮我翻译成英文，然后让我自己找
到答案。	她还帮助我怎样组词，学习新单词。在过去
两年里,	我的中文都是我妈妈在家教的。	

有一次我读曾子杀猪的故事,	需要她的幇助，
可是她在工作，	于是她放下手里的工作来幇助我。	我
们一起读了这个故事.她给我解释做人要诚实,	要言而
有信。	借着这个故事,	她还告诉我人学习好虽然重要,	
但培养良好的道德品格更重要。	我爱我的妈妈,	她也
很爱我。

张天昊

我最喜欢我爸爸。星期一爸爸送我去踢足球。	
星期五爸爸送我弹琴，	星期六他送我打比赛，买东
西。我六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去迪斯尼，	我玩得很高
兴。九岁的时候，	我们去了阿拉斯加。	我看到了阿拉
斯加的冰川。冰川很大，很美丽。爸爸也帮我做作业。	
他很严格。作业没完的时候，他不让我玩电脑，玩游
戏。我小时候他教我学说话，	也给我买很多玩具和游
戏。很多时候爸爸也给我垃圾食品吃，比如说麦当劳，
肯德基。	爸爸给我买了很多我喜欢读的书。我从书中
学到了很多知识。爸爸还给我买了很多衣服。	这就是
为什么我喜欢我的爸爸。

刘钥

	她总是鼓励我当我失去信心时；她总是告诉我
不要相信眼泪，	因为眼泪不会给我任何帮助；她总是
尊重我的选择即使我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她就是值得
我尊敬我的钢琴老师--Lidiana!

Lidiana一直鼓励我说：如果我做好一次，	就
能做好下一次。她告诉我要正面地面对困难。一次我即
将要表演的一首曲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我怎么也弹不
好，而且持续了两个多星期，眼看就要表演了，可我还
是怎么样都弹不好，我就自己对自己发脾气，这时她十
分肯定地告诉我：没问题，你一定会做得好因为你已经
做好了很多次。她的话让我很放松，我想既然Lidiana
都这么肯定我，	那我一定会弹得好。	果然表演那天，
我弹奏得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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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diana	告诉我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轻易
地掉眼泪，因为哭是脆弱地表现，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有一天，我情绪非常不好，莫名地哭，让爸爸妈妈束手
无策。那天正好赶上Lidiana给我上课，当她看到我的
眼泪时，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反而停下来，讲了一些她
自己的经历，然后告诉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哭是不能解
决任何问题，只能自己安静下来想办法。

	Lidiana很尊重我的选择虽然我只有几岁。去
年年底，当她决定让我参加ABRSM钢琴进级考试时，她
已经为我选择了三首考试曲目，	但是当她知道我并不
喜欢这些曲目时，	她就让我自己重新选择，最后她尊
重了我。

	这就是我所尊敬和喜欢的钢琴老师--
Lidiana！

李佳瑞

达芬奇，生于1452年，死于1519。达芬奇生在
意大利。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蒙娜麗莎”和“最後的晚
餐”。	蒙娜麗莎是一个法国国王的妻子。法国国王问
达芬奇可不可以画他的妻子Lisa	Gherardini。达芬奇
答应了。达芬奇画的蒙娜麗莎是1503-1504完成的。“
最後的晚餐”是一幅宗教画。达芬奇画的是耶稣和他的
十二个门徒。这幅画是1495-1498年完成的。达芬奇的
個性是严谨的，他的工作是细致的。他不仅是一个艺术
家，而且还是一个科学家。在历史上，很少有艺术家的
能力跟他相媲美。他与他周围的世界，有着特殊的联
系。除了他的绘画，他給我們留下了详細的人体解剖
图，未来的坦克，直升机，多层次的运河和道路系統，	
以及降落伞。達芬奇的艺术触动着我的心,	我不認為任
何艺术家可以达到他那样的成就。當你看蒙娜丽莎，你
可以看到所有单一的线条。当我长大了，我想追随他的
脚步，成為一个艺术家。

了详細的人体解剖图，未来的坦克，直升机，
多层次的运河和道路系統，	以及降落伞。達芬奇的艺
术触动着我的心,	我不認為任何艺术家可以达到他那
样的成就。當你看蒙娜丽莎，你可以看到所有单一的
线条。当我长大了，我想追随他的脚步，成為一个艺
术家。

黄妞妞

你知道我最尊重的人是谁吗？对了，那是我的
奶奶。我的奶奶今年已经八十岁了。她在中国是一个耳
鼻喉科的医生。虽然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
长，但是我们都很爱她。她是一个很值得我尊敬的人。

我很佩服奶奶，因为她懂得很多东西。她是一
个很有名的医生，所以找她看病的人很多。虽然她很

忙，她也总是尽力去帮助病人。她已经退休很长时间
了，但是仍然一直坚持上班看病人和做手术。她还发表
了好几本医学书。她非常喜欢读书和报纸。有时她可以
坐在沙发上一整天聚精会神的看一本书。

奶奶对我和弟弟都很好。只要她在这里，每天
早上她都会给我们蒸好鸡蛋让我们吃。她对我们非常耐
心,经常教我们中文字。我和弟弟最喜欢和她玩捉迷藏
和打乒乓球了。每天我弹钢琴的时候，她总是坐在我旁
边听我弹。和奶奶在一起我们都感觉很开心。

尽管我的奶奶已经八十了，她仍然有一颗不服
老的心。有一次我们去Arcadia国家公园，她爬起山来
比我们都快。只要她在这里，她总是帮爸爸收拾草地，
捡树叶。现在这几个星期她一直还在帮爸爸在后院挖水
沟，填石子呢。	

我很庆幸我有这样一位值得尊重的奶奶。从她
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我要好好学习，等我长大后，要向
她一样懂得很多知识，还要向她一样去帮助别人。

唐浩

爱迪生生于1847年2月11日。因为家里穷，他从
来都没有上过学，是他妈妈教他认字和读书的。爱迪生
十三岁时就去卖报纸和榶果，但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在短短三年里，他不但读了佷多科技书，	而且学会了
发电报。这为他以后的创造发明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爱迪生最著名的发明包括灯泡，留声机和电影
机。他尝试了上千种材料，	才发明了实用的灯泡。很
难想象我们的生活会变的怎样如果没有爱迪生的这些
发明。

爱迪生是一名伟大的发明家和商人。爱迪生的
创造和发明来自于他的勤奋。所以我也要努力学习，长
大后也能发明对人类有用的东西。

杨德康

我尊重乐于助人的好人。她妈妈就是这样一个
好人。她从不生气，总是耐心地帮助我。我需要什么她
总是尽量满足。她买食品，买我的衣服，在厨房做饭给
我吃。她不但努力照顾家庭，她还在一家名为立体派药
的公司对小鼠进行测试。她对我帮助很大对家庭的贡献
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尊重她

田思远

我很尊敬我的妈妈。她会做很好吃的饭，还可
以帮我做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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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教过我怎么叠折纸。我们一起叠过了飞
机，蝴蝶，乌龟，小鸟，等等。我最喜欢的一个折纸
是我叠了一只大船，里面装满了妈妈叠的各种颜色的
玫瑰花。

妈妈有时会给我出数学题。我跟她一起练习。
妈妈也跟我一块儿画画儿。我们画车，飞机，人物，
风景，小动物，等等。我最得意的一张画是我画我自
己，很像名画。

妈妈还会陪我玩游戏。我们玩过“大富翁“
和”香蕉”拼字游戏。我还很喜欢跟她打网球。

妈妈是有爱心并且兴趣广泛的人。我很尊敬
她。

刘小真

我尊敬的人很多，有一位是我的中提琴老师艾
伦。艾伦是我的第二个音乐老师，她每个星期五给我
上一次课。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艾伦总是表扬鼓励
我，很耐心地帮助我改正错误。她常常说我的耳朵很
好,	能听得出来拉错的音,	这很难得。每次换琴的时
候，她都陪我一起去琴店，帮我找最好的琴。每次我
练琴需要什么东西，她都会专门去很远的店里，帮我
买回来。鬼节那天上课的时候,	艾伦还带给我一盒我
最喜欢的糖。我去考BYSO交响乐队的时候，	第一次没
有考上，艾伦鼓励我再考一次，考试前她还专门来到
考场陪我一起练，我终于考上了。我非常感谢我的老
师艾伦，	她是我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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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泥塑初级班作品
	 	 	 	 	 	 指导老师:				夏至宁



儿童国画中级班作品选

指导老师:	Sharo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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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建校十周年有奖征文启事

	 为了迎接艾克顿中文学校成立十周年的校庆，我们将在学校范围内举办有奖征文活动。

	 此次征文活动由即日起，至一月十五日结束，将面向ACLS社区的成员，包括自中文学校成立以来所有教师、志
愿者、家长及十二岁以上学生。征文体裁不限，主题自选，副标题为“艾克顿中文学校和我”。所有参赛文章将陆续刊
登在中文学校校刊上，并汇集成册，以作为ACLS十年校庆的纪念。

	 评奖活动将在网上进行，征文截止后，学校网站上将开通投票网页，所有在ABCLS	雅虎组群的用户都将可以参
加投票，选出自己心仪的好文章。

	 有奖征文将分成成人中文、青少年中文，和英文三个类别，结果会在明年2月16日ACLS十年校庆的庆典上公布。
每类奖品如下：

成人中文组：	 	 一等奖一名，波士顿科学博物馆参观券四张
	 二等奖一名，$50	中餐馆礼券

青少年中文组（12-18岁）：	 一等奖一名，Taylor	Swift	Red	Tour	音乐会入场券两张
	 二等奖一名，$50	ITune	Card	

英文组（12岁以上）：	 	 一等奖一名，波士顿科学博物馆参观券四张
	 二等奖一名：$50	中餐馆礼券

	 除以上奖项外，所有参加征文活动者将获得ACLS十年校庆的纪念品，并有机会争夺特等奖一名，奖品为一台全
新的`IPAD	mini。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这一征文活动，来稿请投		sj@acls-ma.org，请在稿件上注明为ACLS十年校庆有奖征文参赛
文章。

 The School Journal is going to hold an essay contest to celebrate the ten year anniversary of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t opens to the ACLS community of all teachers, volunte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of 12 years and older. The contest will start now and end on January 15, 2013. We will accept writing entries 
in any title and form you choose, with the subtitle of “ACLS and I”.

 Winners of the contest will be determined by online voting through ABCLS Yahoogroup after Janu-
ary 15, and will be announced at ACLS 10-year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n February 16, 2013.

 The contest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Chinese Adult, Chinese Youth, and English.  The 
winners’ prizes for each category will be:

Chinese Adult:   One 1st prize: 4 one-day passes to Museum of Science Boston
 One 2nd prize: $50 gift certificate to a local Chinese restaurant

Chinese Youth (12-18): One 1st prize: 2 tickets to Taylor Swift Red Tour at Gillette Stadium on  
 July 26, 2013

  One 2nd prize: $50 ITune Card
English (12 and older): One 1st prize:  4 one-day passes to Museum of Science Boston

 One 2nd prize: $50 gift certificate to a local Chinese restaurant

 All contestants who entered will receive a gift to commemorate the 10-year anniversary of ACLS. In 
addition, one lucky winner chosen by all readers will receive a grand prize of a brand new IPad Mini.

 Please submit your essay entry to sj@acls-ma.org. Remember to mark your entry “for ACLS 10-year 
anniversary essay con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