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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十年树人
陆青

	 今年，是艾克顿中文学校建校十周年。时间过得真快，十年前那个早春二月里
学校开学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华人开始陆陆续续搬进了艾克顿。到2002年，华人社
区已具一定规模，成立中文学校，为学龄儿童提供学习中文的机会，为华人家庭提供
交往活动的平台，成为当时十分迫切的需要。2002年冬在老校长陈鸿祥家地下室的第
一次筹备会议，可以说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开始。经过一群人几个月的积极努力，学
校在RJ	Grey初中正式开学了。而我自己，	则因为与学校创始人之一王泽养是多年的
老朋友，所以当年虽没有参加学校前期的筹备活动，但在建校之初也被拉进来参与，
成了为学校锦上添花的校刊的主编。

	 十年来，我们和学校一起成长，	学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学校刚成
立时，我家老大上三年级，小的才上学前班。这些年，两个孩子先是做学生，大一些
后就参加到高中生志愿者的队伍中，学着做老师的助手，老大去年还有机会做了一年
的小先生。中文学校不仅给了他们学习中文的机会，也教会了他们如何做事、做人，
锻炼了他们的能力。在孩子们上学的同时，我也尽力参与，为学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而在为中文学校服务的过程中，更让我有幸认识了很多才华横溢，为学校无私奉
献的志愿者，并与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也算是我的人生一大收获吧。

	 我们很幸运，能在自己的社区里有自己的中文学校，能让孩子们每周有一个固
定的中文学习环境，浸淫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像大多数人一样，	我送自己孩子
上中文学校的初衷，不过是想让他们学会多说几句中文，多写几个中国字而已，虽然
他们也有过对中文学校的抵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不
断增加。儿子上了高中之后，就忽然变得更愿意在家里讲中文了，后来还迷上了中国
象棋、军棋、围棋、麻将等国粹，倒真是我始料不及的，但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希望看
到的呢？

	 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为此，我们要感谢中文学校，因为它对孩子们的影
响会使他们一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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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主任寄语
FromDean’s desk

石红月

	 忙忙碌碌地转眼到了年底，教学的各项工作都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作为教务人员，我们深深感谢校长的支持，行政团队的
配合，老师的辛勤工作，家长会和家长们的付出，以及高中生志
愿者的帮助。

	 这学期我们语言课开了38个班，有600多学生，64个任课教
师和助教，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期，可以说是蓬勃发展。教务工作
不仅面对学生，老师和家长，而且跟总务，财务，注册等方面发
生密切联系，维持正常运作和提高教学质量确实有赖于所有人的
努力。

	 注册的工作繁重琐碎。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注册要求，而
我们的注册数据库尚不能自动满足我们的分班要求，每学期网上
注册后还需要注册主任手工检查平衡。暑假里注册主任祁云就积
极开始了新学期的准备工作。她非常敬业，耐心细致，开学前的
老师Orientation她都是从头呆到结束，了解各项要求，解决各种
问题。几个月的时间里相信大家都领略了她的如沐春风。

	 大家都知道教务主任刘鸣特别有亲和力，吸引了很多人加
入到教师队伍里，这对解决我们不断增加的需求特别重要。她也
让老师们在学校非常有团队的感觉，在我们这样一个每周一次的
周末学校里很难得。每次她给老师的一周简讯都如叙家常娓娓道
来，有知心大姐的亲切。刘鸣从暑假里新老师的招募，老师和助
教的班级安排，学期初始的各项调整，一直操心到忙完了一学期
里事情最多的一段时间才得空请假回国为年事已高且身体抱恙的
父母尽孝。

	 姚毓梅拥有中国和美国的教育专业学位，有丰富的教学理
论和多年教学实践的经验。她的加入极大的充实加强了我们的教
务团队。每个周日她的身影总是在走廊或在课堂，观察课堂了解
教学一线，跟老师交谈，提出建设性意见，交流实用的教学方法
和课堂组织形式。开学不久毓梅就组织了新老师培训，最近又组
织了全体老师的培训，跟大家分享和交流教育和教学的经验与知
识，倾听和解决老师们关于教学和课堂组织的具体问题。我们学
校在组织和教学方面都越来越规范化专业化了。 

	 挂一漏万，行政团队，老师，学生及家长中都还有很多
的帮助搞好教学的美好故事和人物，限于篇幅这次就不一一介绍
了。请大家给我们的教务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为孩子们学好中
文不断努力。祝愿我们社区的每一人，每一个家庭都快快乐乐地
享受节日假期，新的一年里更加精力充沛地来到学校，欢度艾克
顿中文学校的十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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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ABRHSAUDITORIUM, DECEMBER 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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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EXPANSION OF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SCHOOL DISTRICT
Xuan Kong for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School District Study Committee

Do you know that the towns of Acton and Boxborough have three separate school districts? Elementary 
school-age children in these towns go to either the Acton or Boxborough Public Schools while all students 
attend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Schools for grades 7 through 12.

At their respective 2012 annual town meetings, Acton and Boxborough residents voted affirmatively that a 
regional agreement between Acton and Boxborough should be drafted so that the current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School District would include grades pre-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ve.  The draft agreement must be 
approved by both towns at their respective special town meetings on April 29th 2013 in order for it to take effect 
on July 1, 2014.

Combining three school districts into one has many benefits. Educationally, the expanded preK-12 district 
will:

♦	 improv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all students with a stronger and more coordinated curriculum program
♦	 enhance mentor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and staff
♦	 provide the district with greater flexibility to maintain and expand enrichment programs that enrich student 

life

Each of the six elementary schools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ir individual school philosophies, identities, 
and programs under the expanded district.

Operationally, the expanded district will simplify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The reduced 
administrative burden allows district leadership to focus more on delivering better services to students by:

♦	 streamlining oper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	 improving parent-guardian interaction with schools
♦	 creating more coherent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Financially, the expanded district will benefit from cost-savings and additional state reimbursement of 
transportation. A single district will also allow more transparent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management for both 
towns.

The Regional School District Study Committee has reached a consensus on a framework or blueprint 
for the expanded district.  The framework was endorsed in principle by all three existing school committees 
(Acton Public School Committee, Boxborough School Committee, and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School 
Committee).  Highlights of the framework include:

♦	 Both towns transfer ownership of six elementary school buildings to the regional district so that the district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maintenance and repair.  If the Regional School Committee believes that a school 
building is no longer needed in the future, its ownership will be reverted back to the town in which it is 
located.

♦	 Each town is guaranteed to have at least one elementary school in operation.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Boxborough as the Blanchard school also serves as its community center.

♦	 Parents of each town are guaranteed the rights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their hometown elementary 
school(s) for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is expanded region. Parents may elect to send children to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other town within the district and transportation will be provided.

♦	 Financial benefits are projected to be about $850,000 annually for the first five years on average. The 
benefits will be allocated to guarantee savings for each town when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of no 
regional expansion.  Acton will receive 65% of the benefits and Boxborough will receive 35% of the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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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chool Committee of the expanded region will have 5 Acton members and 3 Boxborough members. 
Each Acton member will carry 2.4 votes while each Boxborough member will have 1 vote.  During the 
transition year, the existing regional school committee will serve as the transitional school committee to 
prepare the first school budget of the expanded region and carry out other necessary tasks.

The Regional School District Study Committee is currently conducting various public outreach activities 
to educate stakeholders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and issues related to the proposed expansion of regional school 
district.  Through its public outreach, the Committee is also seeking input and feedback from the communities 
on the proposed framework so that a revised regional agreement can be drafted for town meeting consideration 
in spring of 2013.

The Regional School District Study Committee believes that expanding the current regional district to 
include grades pre-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ve is good for both towns.  The expansion allows three existing 
school districts with common educational values to come together to streamlin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enhance 
educational services.

Parents and community members are encouraged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and ideas with the Committee.  
Please visit the district website at ab.mec.edu for up-to-date information and email the Committee at rsd_study_
comm@mail.ab.mec.edu 

Xuan Kong is a member of the Regional School District Study Committee.  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Acton Public School Committee 
and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School Committee (chair). He is a resident of Acton for 13 years and volunteered at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for many years.

CELL: (978)-761-9838 | Janetqinn@gmail.com | www.JanetQin.com

TOP REAL ESTATE PRODUCER

Excellence in Service and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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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的辩论和演讲赛季刚刚开始，ACLS
辩论班的新老学员就积极努力参赛，在各大赛
事取得了一系列骄人可喜的佳绩，并取得了宝
贵的实战经验。最新消息，2012年12月2日的
Dighton-Rehoboth	Regional	高中邀请赛中辩论
班学员Jenna	Wong	和 Kevin Fan分别取得Group 
Discussion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名。2012年11月17
日的Little	Lexington高中邀请赛中辩论班学
员Lucy	Wang	获得Novice	LD第六名，Carolyn	
Zhou	获得Varsity	LD最佳陈述奖第二名。2012
年10月28日至31日的	Tim	Averill	Invitation-
al	(Manchester)	高中邀请赛中，辩论班学员获
得多个奖项，其中包括：Kevin Fan 获得 Var-
sity	LD	第二名以及最佳陈述奖第一名；Lucy	
Wang	和	Brian	Wang	获得	Novice	LD	并列第三
名；Jenna	Wong	和	Daniel	Lu	分别获得 Group 
Discussion的第三和第六名。2012年10月13日举
行的麻州Sacred	Heart	Novice	Tournament	邀
请赛中，三名第一次参赛的辩论班新学员初生牛
犊不怕虎，在竞赛中全部获得奖牌，这在辩论
班的短短几年历史上也是首次，他们是：Lucy	
Wang	获得	LD辩论新手奖，Daniel	Lu和Jenna 
Wong获得Group	Discussion	新手奖；2012年9月
7日至9日	Wake	Forest	University	National	

Earlybird	全国高中邀请赛中，辨论班的Rich-
ard	Zhou老师获得Varsity	LD第四种子排名和前
八奖，辨论班助教Kevin Fan获得Junior	Varsi-
ty	LD	总冠军，第一次参赛的Edward	Wang也获
得了JVLD三胜三负的可喜成绩；接着在2012年9
月21日至23日耶鲁大学举办的全国高中辩论锦标
赛中，辩论班的几名学员在Richard	Zhou	老师
的带领下，与120多名全国各地高中辩论队的好
手进行了Junior	Varsity	LD项目为时三天的竞
赛，其中辨论班助教Kevin Fan获得第二种子排
名和前四奖的优异成绩，并获得最佳陈述奖，AB
高中辩论队的Carolyn	Zhou	获得第十九种子排
名和前十六奖。

在以上各届ACLS辩论班优秀榜样们的带动
下，2012年秋季ACLS辩论班又接收不少八、九年
级对辩论和演讲有兴趣的新学员。辩论班由总教
练Qing	Zhou指导和带领，向学员介绍Lincoln	
Douglas	(LD)	辩论、Public	Forum		(PF)辩
论、Group	Discussion		(GD)	讨论、Student	
Congress模拟国会等多种辩论和演讲的技能和技
巧，参加辩论班的每位同学都深深体会到了辩论
和演讲对学员在了解时事，增强口头表达能力，
课题研究和写作，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等全方位

ACLS辩论班新老学员奋发努力，收获在金秋

ACLS	辩论班参
加	Yale	Invi-
tational	团队
集体照（自左
至右：Edward	
Wang,	Lucy	
Wang,	Carolyn	
Zhou,	Kevin	
Fan,	Richard	
Zhou）



No. 84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6

的熏陶，不少辩论班的学员学以致用，担当起各自
高中辩论和演讲队的主力。

ACLS辩论班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总教练
Qing	Zhou在课堂内使用时下全美演讲与辩论联盟
National	Forensic	League	（简称NFL）指定的辩
论课题（2012年课题一览详见附录），学员们为课
堂练习准备的材料，可以直接应用到各大全国和地
区性的辩论竞赛中，一举两得。

高中生的学习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从ACLS辩
论班同学们的出色成绩可以看出他们对演讲和辩论
这项课外活动的喜爱和投入，预祝辩论班的同学们
再接再厉，争取更好的成绩。

——辩论班供稿

附录	2012年NFL辩论课题一览

LD（九月及十月）	Resolved:	The	United	States	
ought	to	extend	to	non-citizens	accused	of	
terrorism	the	same	constitutional	due	pro-
cess	protections	it	grants	to	citizens.	（非
美国公民恐怖活动嫌疑人的宪法权益问题）
LD（十一月及十二月）	Resolved:	The	United	
States	ought	to	guarantee	universal	health	
care	for	its	citizens.	（美国全民医保问题）
PF（十月）	Resolved: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mitigate	the	ef-
fects	of	climate	change.	（发达国家对全球气
候变暖的责任问题）
PF（十一月）：Resolved:	Current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mines	our	
national	security.	（美国的中东政策及其国家
安全问题）

Richard	Zhou,	Kevin	Fan	在	Wake	Forest	
University	National	Earlybird	获奖

Jenna	Wong,	Danies	Lu	和	Lucy	Wang	在 
Sacred	Heart	Novice	Tournament	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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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生可畏”引申的故事

	 　　最近每天早饭后上校车前跟儿子打乒乓球。
他的球技渐长，眼看要超过我，今天早上我被他
打得落花流水后，不得不与儿子慨叹：后生可畏！
儿子现在对我说的成语很敏感，每当我说一个他没
听过的，准刨根问底。忙问“什么叫‘后生可畏’
？”我说：“后生可畏，是写《弟子规》总序的大
教育家孔子写的《论语》中的一句话说：‘后生可
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指青年人势必超过前
辈，令人敬畏。就像你打乒乓球原来不如妈咪，现
在你越打越好，已经超过妈咪的打球技术了。还记
得妈咪以前给你讲的这个典故：

  孔子在游历的时候，碰见三个小孩，有
两个正在玩耍，另一个小孩却站在旁边。孔子
觉得奇怪，就问站着的小孩为什么不和大家一
起玩。小孩很认真地回答：“激烈的打闹能
害人的性命，拉拉扯扯的玩耍也会伤人的身
体；再退一步说，撕破了衣服，也没有什么好
处。所以我不愿和他们玩。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呢？”

			 过了一会儿，小孩用泥土堆成一座城
堡，自己坐在里面，好久不出来，也不给准备
动身的孔子让路。孔子忍不住又问：“你坐在
里面，为什么不避让车子?”孩子说：“我只
听说车子要绕城走，没有听说过城堡还要避车
子的！”孔子非常惊讶，觉得这么小的孩子，
竟如此会说话，实在是了不起，于是赞叹他
说：“你这么小的年纪，懂得的事理真不少
呀！”小孩却回答说：“我听人说，鱼生下

来，三天就会游泳，兔生下来，三天就能在地
里跑，马生下来，三天就可跟着母马行走，这
些都是自然的事，有什么大小可言呢？”孔子
不由感叹他说：“好啊，我现在才知道少年人
实在了不起呀!”

　　这个故事就是“后生可畏”的由来。儿子听
后，马上说“这不奇怪啊，跟那个你老跟我说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意思差不多？’”我很惊讶
他对成语的理解与领悟力。也许这要归结于平常我
跟他说话老用成语或典故有关，每天还给他看一个
成语故事的video。

　　记得有一次，我给他讲了“田忌赛马”的故
事，故事没讲完，他就自己想出来怎样才能赢，
跟故事中田忌说的策略一模一样，他很自豪地夸自
己聪明．想不到第三天，他从学校回来更自豪地跟
我说“妈咪，你猜猜今天早上我的presentation讲
了啥？”一脸的灿烂！我猜了半天都没猜出来，最
后他神秘地说“我把‘田忌赛马’的故事翻译成英
文，讲给我们同学老师听，他们听得‘……有味’
！那个成语叫啥？”我说“津津有味？”儿子连忙
点头，还把他译的英文版的“田忌赛马”拿给我
看，翻译得有模有样。还有一次把我给他讲的“火
牛阵”（战国齐将田单发明的战术）翻译成英文讲
给他们同学听，回来跟我说＂我同学可喜欢听这个
故事了，尤其男同学听得＇如痴如……＇，最后那
个字我忘了，叫什么？＂我赶紧说”如痴如醉？“
他说＂是，是，就是这个词！妈咪，你给我讲的故
事太有用了！”

　　最近天天打乒乓，每次就跟他讲一个成语。
学会了好多呢：有时候我故意输给他，就说：你

中文学校和我
艾克顿中文学校十周年校庆有奖征文 -- 作品刊登

儿子学习中国文化点滴
——“艾克顿中文学校和我”

张志莲（１－Ｃ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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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妈咪打得“落花流水”　（“一片狼藉”“东
倒西歪”“七零八落”，一天换一个地用）；每
次我故意在他没准备好的时候打过去，就说“出其
不意”“乘其不备”“伺机而行”“声东击西”；
还有一次我把球扣杀的很猛，那球居然稳稳地插在
玩具架上的两个玩具盒之间，进去足有５厘米，儿
子哈哈大笑，我马上提醒以前给他讲过的“入木三
分”那个故事……	 打乒乓，他还发明了很多英文
名词“wind	 ball”（切球）＂fire	 ball＂（快
球）＂ice	 ball＂（慢球）＂stone	 edge	 ball＂
（擦边球）“hammer	 ball”（扣杀球），每次打
一个擦边球，儿子高兴得大喊“yeah！”今天早
上，第一次偷偷把已经在他那边的球（本该他捡的
球）用脚把球踢到我这半边，想让我捡，被我及时
发现。我说“该叫你‘小坏蛋还是大坏蛋？’”他
居然答＂妈咪，你这是‘鸡蛋里找骨头’？我才不
是什么‘坏蛋’！＂我说＂你干了坏事还想＇顾左
右而言他＇？＂儿子答＂我有言‘他’了？他是谁
啊？＂真会耍手腕了？

 

　　　　今天跟儿子讨论“蛋”的问题

　　今天早上打乒乓，儿子又故伎重演，把明明
在他那半边的球偷偷地踢到我这半边来，又被我
当场抓住，我笑嘻嘻地问他愿意当“小坏蛋还是
大坏蛋？”儿子答“不当坏蛋！”我说”不是坏
蛋至少也是一个臭鸡蛋或臭鸭蛋！”儿子装着很
受伤地样子说”妈咪，你侮辱我的鸭子呀！臭鸭
蛋可是stink	 duck	 egg	 or	 rotten	 duck	 egg?”
我故意大声说”不是啊！我说的是那种掉在茅坑里
的臭蛋！不是腐烂的臭蛋！”儿子不解地问”茅
坑是啥呀？”我说”记得去爷爷奶奶家吗？就是
在后院挖个坑，给人拉大便小便的！那个坑就是
茅坑！”儿子说”我不记得有这种‘茅坑’，但
听起来真的很臭！我的鸭蛋要掉进去，还真臭死
了！”说完咯咯地笑不停，打球都没在意，连输了
两个球。我接着说”你知道中文有一句话说‘考试
拿个鸭蛋回来，你猜猜考多少？’”儿子乐呵呵地
说”It’s	easy!That	means	only	Zero	point!Can	
I	say’You	got	an	egg?’So	funny!”我夸他真
厉害”又答对了，大清早就得100分！”把他得意
得不行，还说”I’d	rather	当香鸡蛋也不要当臭
鸭蛋！”又连输两球。

	 	 我夸他说”你呀，现在学中文，就像打乒乓一

样’进退自如’（这是我今天想让他学的成语）
！”儿子立马来劲了”什么叫’进退自如’？”
我说”就是说，比如我打一个忽左忽右或者忽长
忽短（这两个词前几日刚学过）的球，你都站在
合适的位置，球拍也握得好，注意力也集中，时刻
都全身心地准备好来接我的球，这样你接我的球，
才可以接得’进退自如’，也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
该往前倾着接，什么时候该往后退着接，这样打起
来就不容易输！”儿子立刻说”你刚才就是进退自
如了？我连输四个球，因为我没有focus!刚才有个
pumpkin	 eater	 球（儿子发明的词：意思是短球,
中文名叫’吃南瓜的人’），你就往前倾了才接
上；还有一个	eater	pumpkin球（这也是他发明的
词：长球，中文名叫’吃人的南瓜’）你就往后退
了才接住！”我猛夸他”答对了，又得200分！”
把他乐得哈哈大笑！我接着给他拓展”儿子，你看
的《三国》电视剧里有一集专门讲到曹操‘进退自
如’没做到的。曹操与刘备大战汉中，诸葛亮智取
汉中，使曹操不得不退兵三十里。曹操心中怒火焚
身，正为进兵还是退兵之事心中犹豫不决。侍从送
上鸡汤，碗中有鸡肋。这时，夏侯惇问夜间口令，
曹操随口回答∶‘鸡肋！鸡肋！’。杨修得知口令
为鸡肋，便叫军士收拾行装准备撤退。夏侯惇问为
什么，杨修说：‘鸡肋要食无肉，要扔又可惜，魏
王必会撤兵。’。当时，诸葛亮已智取汉中，曹操
屡屡受挫，又不甘心失败，只好退兵斜谷口，以待
时机。但终因蜀兵积极防守，难以进取。你看曹操
最后头痛欲裂，还把杨修也杀了。这就是他最尴尬
（embarrassing）的时刻，因为进也不是退也不
是。你看打战做不到‘进退自如’的话，必败无
疑！”因为儿子对这一段记忆犹新，很快明白这
个”进退自如”的意思，还夸诸葛亮就老能做到”
进退自如”的，说这应该是一种策略。

			去等校车的时候，我问儿子是否昨晚忘了弹钢
琴？儿子答”我明明弹了，你怎么说我没弹呢？”
我夸张地摸着脑袋说”哎呀，妈咪现在真的是老
了，‘耳不聪，眼不敏了’，怎么老是‘视而不
见，听而不闻’呢？”儿子又乐了，说”妈咪，
你还老这样说爷爷奶奶呢，这叫‘五十步笑百步’
？”我目瞪口呆地站着那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
我只好跟儿子说”你说得对，以后妈咪要少说爷
爷奶奶，我自己也有老的一天！现在看来这老的
日子来得很快，你看妈咪马上要变成’大笨蛋’
了！”儿子问：”妈咪，如果你是大笨蛋，那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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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是不是大大笨蛋？”我说：”不是啊，你爸爸一
向认为自己很聪明的，而且他老认为妈咪有些方面
笨到家，比如开车，修车，修冰箱修暖气什么的，
只有他会，妈咪一样也不会！”儿子问”那你说笨
蛋能跟聪明蛋一块儿生活吗？”我措手不及地回
答”通常，聪明蛋要跟聪明蛋在一块儿，笨蛋跟笨
蛋在一块儿生活，比较没有争吵；但也不能否定现
实生活里，有聪明蛋跟笨蛋生活在一起很和谐的，
因为互补啊！就像妈咪这种不会修东西的笨蛋跟你
爸爸这种会修东西的聪明蛋一起生活，妈咪就很容
易!”儿子又乐了，还说”I	 know！你看聪明蛋要
跟聪明蛋一块儿生活，那个诸葛亮老婆就是smart	
Person,你不是跟我说她虽然长得很丑，但很聪明
吗？她还帮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要是她是
个笨蛋，诸葛亮肯定早就‘休’了她！诸葛亮那么
聪明，如果老婆是个大笨蛋，你说他怎么能忍受得
了？”这回把我逗乐了！尤其他说‘休’那个字时
候的表情，我哈哈大笑，全然不顾旁边在走路散步
的人。我笑着问儿子”那你愿意当聪明蛋还是大笨
蛋？”儿子说：”Of	 course	 聪明蛋！只要不是
臭鸭蛋！”我又问”那你愿意当坏蛋还是笨蛋？”
儿子这回沉思了，慢吞吞地答”我想我还是当‘笨
蛋’算了！因为坏蛋干坏事，很坏的话，会伤害别
人的！笨蛋至少不伤害别人！”我故意说”要妈咪
选择的话，我宁可当‘坏蛋’也不当‘笨蛋’！”
这次轮到儿子迷惑了。他居然说”笨蛋有可能变
聪明蛋啊！你看我baby的时候，不会说话，不会
走路，也不会做数学，啥都不会，现在这些都会
了！”我跟他说”你说的baby不会做的那些不叫‘
笨’，叫‘无知’，因为没学啊，什么都不懂，
学了就知道了。我说的‘笨蛋’是根本没有那种
ability来学，你怎么教都学不会的，才真正叫‘
笨蛋’！”儿子恍然地说”那你说‘坏蛋也有变好
蛋的？’”我点头说”是啊，中国有句话叫‘浪子
回头金不换’意思是曾经干过坏事，但他认识到错
误，所以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可以成为一个‘好
人’。还记得妈咪给你讲《弟子规》里有一句‘过
能改，归于无’？当时还讲了周处的‘改过自新’
的故事？”儿子点头说记得，说完校车就来了，目
送着他走，我感恩有个好儿子天天与我讨论这些中
国文化，让我身在异国也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

 

周处改过自新的故事

 

周处年少时，为人凶恶武断，被乡里人视为
祸害。此外，义兴水中有条蛟龙，山上有只
转来转去要吃人的老虎，一起祸害百姓，义
兴百姓将他们并称为“三害”，而三害当中
周处尤其厉害。有人劝周处去杀死猛虎蛟
龙。实则是希望三害相拼，最后只剩下一
个。周处听后立即上山刺杀了猛虎，又跳入
水中与蛟龙搏斗。蛟在水中或浮或没，漂流
出数十里远。周处紧紧追击。经过三天三
夜，百姓们都以为蛟龙和周处一并死了，轮
番互相庆贺。而周处竟杀死蛟龙，破水而
出。闻听乡人以为自己已死，表示庆贺的
事，才知大家也把自己当作一大祸害，萌生
悔改之意。于是到吴地寻找陆机、陆云这两
位当时东吴的名士。周处把全部情况都告诉
了陆云，并说：“自己想修身改过，可岁月
已荒废了，怕最终一事无成。”陆云说：“
古人重视道义，认为‘哪怕是早上明白了道
理，晚上死去也便甘心。’况且你的前途还是
有希望的，而且人就怕立不下志向，又何必担忧
好名声得不到传扬呢？”周处于是努力改过，终
于成为一名忠臣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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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家一样，来ACTON中文学校 纯粹是为了
女儿的中文。2010年女儿8岁，实在跟不上暨南中
文，主要是不会写。常常花半个小时跟女儿一起
磨那点儿中文作业，最后以我抓狂结束，半个小
时，女儿就给我写3-5个字。二年级结束就干脆
没有再给她报语言课，只报卡通画的文化课。听
说回国管用，2010年暑假送女儿回国2个月，然
后在ACLS正常语言课时间，我坚持跟女儿读带回
来的2本画册（为国内3-6岁的小孩编写的）。半
年之后，我就黔驴技穷了。就这两本书，重复了
太多遍，女儿提不起来兴趣再读。听说马立平阅
读量很大，我就决定让女儿上马立平。跟女儿磨
3年(k-2年级)中文下来，我对上课根本没抱什么
期望，有足够多新鲜的阅读材料就够了。不想就
这样，认识了劲红，劲红是我在中文学校意外的
收获。她的自信，包容，极大地鼓励了我，同时
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最让我敬重的，是劲红
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对事不对人，知道这个道理
很久了，可是一直不能把这个道理活出来。在劲
红身边，看她在点点滴滴的教学细节中演绎这5个
字。真是很让我大开眼界，为之着迷。另外就是
和孩子们一起玩的教学理念，和我非常合拍。

2011年春季因为注册上的技术漏洞，女儿有
机会插班进入马立平3年级，虽然我相信MLP3是
最适合女儿的班，她开始的时候跟班里的进度还
是有困难，所以我答应在班上做义务值班家长。
但是因为我等了2年好不容易才注册到王泽鸣老
师的韵律操（第二节语言课时间），所以说好只
有第一节课在教室帮忙。后来学校允许有助教，
劲红说她是coordinater,问我想不想做助教。我
当时在王泽鸣的班上玩得很开心，就摇头拒绝。
说NO总是不自在地，想象中听NO的应该更加不自
在才对。可是出乎我的意料，劲红当时一点被拒
绝的尴尬感都没有，只是淡淡的加了一句：“如
果你想法改变了，告诉我一声”。嗯？可以做到
这样把人和事情分得清清楚楚，真是挺让我开眼
界的。不由得想起来某个暑假，高中同学介绍她
恋爱经历。很优秀的女生，无论学业还是社会活
动，自制力超强，追求者众，刚拿到中科院的研
究生入学通知。男朋友竟然只有专科毕业。是我
诧异的心情没有完全隐藏好？还是这种学历上的

倒挂需要解释在她已经成为习惯，又或者是她内
心的幸福感实在充溢？总之她陶醉在第一次邀请
的细节里：他第一次请我（出去）的时候，当时
还比较保守，我飞快地就回复NO，好像已经是习
惯性地。别的男生（被拒之后）表现不同，有的
尴尬，然后走开，也有人纠缠不休，但是自尊心
受伤的反应是隐藏不来的。他竟然没有反应，
嗯？我抬头一看，人家站在那里，笑吟吟地仿佛
在欣赏什么东西。仿佛我内心的慌乱不安，都已
经被他看透，就等着我抬头。好像我的反应就在
人家预料之内，他早就预备好了，早就知道我逃
不出他的掌心。超强的自信心是不介意被拒绝
的。

后来我注册了Westford的健身俱乐部，那
里健身室里的program很多，任何时间我都可以
drop-in，不需要预约和报名，非常方便。多方
考量之后，还是转回来做TA，正式开始和劲红合
作。因为班上男生比较多，比较淘气。劲红上课
的原则，是和孩子们一起玩儿。我当时也是极力
主张兴趣为主的教育模式，真是一拍即合。劲红
和我之间信息共享，任何家长的反馈我们都及时
彼此沟通。到上课时间，默契的配合就很容易达
成。

当时我们在课堂上有不少教学游戏，其中一
个是叫一字开花。就是老师给一个字，学生把它
写在纸的正中，然后伸出很多枝杈，所有和它有
关联的字词。或者读音相同，或者字形接近，或
者意思近似。然后再依据刚伸展出来的字，进行
进一步扩展，最后 整张纸都是字词。总之，就是
让学生发散思维，复习更多的字词。通常是分成5
组，每组4-5人，男生3组，女生2组，互相竞赛。
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有一组男生
偷懒，把一二三四这样的简单字都数算在内，其
他组不服气地抗议，说他们耍赖。他们辩护说，
规矩上没有说不可以。我的直觉也是学生取巧，
钻老师出题的空子。正想说话，却听见劲红笑
了：“嗯， 你们比老师还聪明。好！这一次可以
记分，既然老师发现这是个漏洞，下一次这样就
不可以记分啦，不过你们如果想出其他的比老师
还高明的主意，也可以记分一次。咱们一起完善

意外的收获 
——Acton中文学校和我

孙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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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游戏规则。”鼓励学生和老师“斗法”，在这
个过程中，彼此提高。

另一个和孩子们一起玩儿的例子。马立平建议
的教学步骤中，老师可以拿着上一节课的大字卡，
让学生认读复习。这个过程通常有5分钟左右，有
些孩子比较投入，但是总有学生或者某些字不认识
放弃努力，开始东张西望，或者觉得自己都已经认
识了，对复习有些不耐烦，就开始小捣蛋。根据这
种情况，劲红加些趣味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传统的
男生读，女生读，加入了更多的分组方式。比如戴
眼镜的（同学一起）读，衣服上有红颜色的读，衣
服上有兜的读，穿球鞋的读等等。有时候看到某些
学生玩铅笔，就会要求，手里有铅笔的读。看到某
些同学脱了鞋子，就说请脚上没有鞋子的同学读。
还有时候会故意和孩子们做游戏，说请不认识这个
字的同学读。

读课文也是比较枯燥的一个过程，学生很容易
分神。有时候，劲红会故意停下来，要学生告诉老
师，读到哪里了。更多的时候，是要求同学们用手
指着课文，助教和老师在班里走来走去，看看学生

们是不是都跟得上(劲红审稿的时候，告诉我这个
方法的原创是马睿老师)。有些男孩子淘气，他们
认识字，但是跟着老师读书的时候，故意用怪怪的
声调。劲红通常不去制止，只是笑笑：“哦，咱们
班上什么时候来了个机器人呀”。如果学生怪怪的
声调继续的时间长了，劲红就说：“机器人也该累
了吧”。

学生成绩评定，劲红也是以鼓励为主。充分了
解考试的目的不是给学生分等级，而是督促学生复
习的过程。就是考试过程中，我们监场的时候，看
到学生写错字，就会伸手指一下。学生当时如果能
够意识到，很快就改正过来。实在想不起来，他们
至少意识到有什么不对了，考试结束马上就翻书找
正确的答案。在美国学中文很不容易，很多孩子不
能按时全部完成作业。马立平的作业量又大，作
业交上去，在他们就是the	end。考试前的复习很
累。所以很少有学生会看批改过的作业，批阅过的
试卷。考试过程中的提醒，实际上成为批阅的一部
分。

女儿的中文目前稳定下来，不需要我特别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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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十年校庆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吴影导师声乐班集体创作

为歌痴狂
——	歌唱家吴影导师声乐永恒黄埔班歌（美国）

我们秋天走来 

谁说春天就要分开 

说好不为这忧伤 

但心情怎会无恙 

为何会是这样 

在我心中深藏着歌 

想要问你想不想 

同唱到地老天荒 

如果歌唱这样欢畅 

为何不一起分享 

每次都问你也不回答 

怎么你会变这样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的那样地歌唱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我这样为歌痴狂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那样地歌唱 

像我这样为歌痴狂 

到底你会怎么想
到底你会怎么想

了。每天除了学校常规的英语作业，她日常功课
还有kumon数学。如今用她自己的话讲就是：“妈
妈，连着做Kumon太累了，我先做中文作业休息休
息，然后再接着做后面的Kumon 行不行呀”。 很
多时候为了挤时间，中文课文阅读都是在汽车里进
行。我在前面开车，她在后面阅读。她的写字还是
有些吃力，由于听写较差，考试成绩并不是非常
好。劲红开导我说：“她年龄小，底子薄，能够跟
上进度就很不错了”。加上先生对于女儿的中文学
习目标很清晰，能够读金庸的小说就行，我也就满
意地接受了女儿的中文成绩。

除了对待学生，劲红的自信包容还体现在对待
马立平组的老师们，包括我在内。在劲红的教室
里，总有机会看到其他老师出入，大部分是马立平

组的老师。学校和老师们之间总会有意见不一致的
时候，劲红对待老师们的抱怨，委屈，申诉总是很
平静。这时候事归事，人归人的态度就更加显明：
作为老师，为了上课的便利，我们提出要求是正当
的。学校也有难处和他们的考量，我们要尊重他们
的决定。利用各种场合机会发出我们的声音，让学
校确实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就足够了。相信学校
的决定是最妥善的，虽然表面上有时候看起来不是
的。劲红原话：“看见谁都提（要求），结果嘛，
别太往心里去”。另外还有很多小事，例如教研组
会议上给其他班的老师出谋划策，主动承揽为大家
购买小礼物，会餐时候分给大家，年终会演早些到
场，帮助布置会场，这样的细节就更是不可胜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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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庐
俗话说，懒人长指甲，闲人长头发。老公给宝宝剪指甲的速度，总赶不上成长的形

势。每次开工，老公总会笑言，他的工作好比是，给老虎拔牙去爪，等小虎仔一觉梦
醒，发现自己的武器已被尽数销毁，无法自残，心情一定极其的惆怅。

我一般是悠闲的坐在摇椅上，怀抱宝宝，配合老公的工作。端详着娇儿稚嫩的脸，
老公认真的一举一动，有如沐浴着从天而降的宁静与温馨。从十万八千里外的高空看下
来，一定是一幅尽述阖家之乐，精美绝伦的油画。多年以后，回想起我曾尽情欣赏的这
一幕，也许会把自己感动地泪流满襟，无法自以。对于一向胸无大志的我来说，这也许
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罢。剪的次数多了，我的注意力不再倾注在老公的动作上，凭空多
了许多意游神往，胡思乱想的时间。直到有一日，由此联想到成长的历程，斑斑点点，
似曾相识。

年少轻狂天赋予。每个人从青年走过来，都会怀恋那个持剑四顾，踌躇满志的季
节。待到红尘里滚一回，豪情万丈的气焰自然消去不少。要做成事，与人处，尖牙利爪
是要去掉的。要么是在浑然不觉中，要么经历一些死去活来的痛楚。混沌如前者，包括
沉睡中的宝宝，去了也就去了，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别扭；清醒如后者，夜里挑灯醉酒，
明知是抽筋断骨，对自己的一种背叛，却也得无可奈何，流水无情，痛并笑着。

不几日，家人发现宝宝的小脸上，眼角边，又满是血迹班班。尤其是眼窝旁，爪痕
累累。作妈妈的我最心疼，还怕宝宝会无意中伤害了自己的眼睛。于是在老公下班一进
门后，不待落脚声响定，就赶紧督促他，快择吉日良辰给宝宝剪指甲。全家老少五六口
人，只有老公俱备这项工作的基本要求，即胆大心细，出手又快又准，号称”小蔡飞
刀“。曾经有一回，我等不及老公下班，就想跃跃欲试，乘宝宝尚在熟睡之中就毁去他
的“铁锤钢牙”。站在小床边，我硬是扎扎实实地剪了一个小时有余。大汗沥沥，腰酸
背疼。但是，不仅效果不佳。摸上去，仍有锋利的锯齿感。老公剪的过程其实很快，三
五分钟就可搞定。可是准备工作却要作足。要把宝宝哄着了，还要趁宝宝睡意浓浓，千
呼万呼始不醒，这时方可以打开家中的大小灯具，让宝宝的手脚如印白昼，才可以进
行。

每每此时，我又禁不住感慨。宝宝的指甲呀，悄然走，悄然来，周而复始，绵绵不
绝。就像我目睹耳闻的一些人事，少年意气，屡犯屡改，屡改屡犯。还不及清清楚楚地
改变者，至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蚕蜕，绝少会愿意重蹈覆辙，因此骄狂之气去的彻底。
说不清谁是阳关道，谁是独木桥，我们往往没有选择。刻在基因里的，刻在皱纹里的，
从黄发垂髫的幼儿到白头苍眉的老人，带不走，也选不了，不要失去的是一片素心，只
待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剪指甲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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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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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6学生习作
老师：胡平

一年有四季
高爱莉

冬天来了，	天气很冷，	有下雪。我看见很多我
的朋友堆雪人，我看见一个很大的雪人，一个很小的和
两个胖胖的雪人。我还听见刮很大的风，风对我的朋友
说“哈哈”。我最喜欢冬天，	因为会下雪。我的朋友
会堆很多雪人。				

夏天来了，每天天气很热。我和我的朋友可以去
室外游泳。我	看见很多手提箱，	因为明天我和我的家
人去中国。我最喜欢夏天，因为有很长的暑假，不要去
上学，	可以去旅游。

我最喜欢的作者
肖玲

 我最喜欢的作者是Rick	Riordan，我喜欢他，
因为他写的书都是幻想和悬念，很令人激动。我最喜欢
Rick	Riordan	写的书是The	Lightning	Theft。我喜欢
那本书因为那本书是他写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可以给你
有关整个幻想系列知识。我觉得Rick	Riordan	写的书
很好。Rick	Riordan	是一个美国绅士，他是1964年六
月五日出生的。他现在还活着。他在德克萨斯州的圣
安东尼奥。他得了很多奖，	比如Hampshire,	Edgar,	
Shamus,	Anthony,	Carnegie,	和	Barry	书奖。Rick	

Riordan	是我最喜欢，也是最著名的作者。

我最喜欢的是夏天
周依琳

 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我喜欢夏天五颜六色
的花儿和好吃的冰激凌。但是，我最最喜欢的是我可以
在夏日里读许多的书。

	 我喜欢读书因为读书让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

不到的知识，它能把我带入美丽的神话世界。书是我的
好朋友。所以，我很喜欢夏天。

我最喜欢画画儿
宋嘉瑞

	 我最喜欢做的事是画画儿。我喜欢画画儿是因
为画画可以把我想说的话用图片表达出来。画画儿跟写
作、说话、和唱歌差不多一样可以表达一种心境。 

	 我的画儿有时显得很快乐有时又显得很孤独，
画可以表达我的心情。

	 不管你画的好与不好，每一个人都可以画画
儿。你什么都可以画，任何事物，从花到人物，我们都
可以一步一步地学好。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画画儿。

我最喜欢的水果
梁怡昀

	 世界上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苹果、橘子、
香蕉、葡萄、西瓜、菠萝等等。在这些水果当中，

6A班学生作文

老师：于晓研
我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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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泥塑初级班学生及其作品
老师:				夏至宁

我最爱吃的是菠萝。菠萝长在热带地方，像巴西、
夏威夷、和委内瑞拉。东南亚生产世界上大部分
的菠萝。菠萝有很多营养价值，它有维生素C、B1
、B2、B3、B5、B6，还有微量元素镁。

	 我喜欢菠萝因为它的口感好，吃起来又酸又
甜，也很健康。菠萝可以切开，新鲜的吃，也可以
吃菠萝蛋糕，但是，切菠萝很麻烦。

	 菠萝虽然很健康，但是吃没有长熟的菠萝会
有毒。我喜欢吃菠萝，但我也吃别的水果。

我最喜欢画画
张旭嘉

	 我最喜欢做的是画画。我喜欢用彩色铅笔。
我通常画大动物像狼、熊、老虎和大象，也喜欢画
鸟像猫头鹰和鹦鹉，不是那么喜欢画老鼠、兔子、
和鹅。但是我通常用彩色铅笔，我也可以用油画棒
和碳。我不喜欢画活动的东西，最喜欢画不活动的

东西。画画带给我很多快乐，我喜欢画画。

我最喜欢的成语
高凯文

	 我最喜欢的成语是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告
诉你一个很好的道理。守株待兔讲的是一个很久
很久以前的农民在田里干活儿。有一天，他干完了
活很累了，所以他就走到一棵树边坐下休息。不一
会儿，一只兔子从他前面跑了过去，一不小心就撞
到树上，当时死了。这个农民很高兴，拿起兔子，
跑回家做了一道菜，美美地吃了一顿。吃完饭，他
想：“要是每天都有兔子撞树，那我每天还为什么
干活？”	从此，他每天不去干活了，他就每天去
这棵树边，等兔子来撞树……

	 这个成语告诉我们要自己劳动，自己照顾自
己。这个成语也告诉我们：你不能靠着别人给你的
东西生活因为哪个人能永远给你东西了？



儿童国画中级班作品选

Sharon Wu老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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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十周年校庆有奖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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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LS School Journal is going to have an essay contest to celebrate the ten year anniversary of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The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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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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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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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