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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	应邀参评中文学校第一届作文比赛
的评委们就比赛具体细则举行了探讨会。至
截止日期，共收到学生作文36篇。预计设有
一等奖5名，二等
奖6名，三等奖
8名，鼓励奖17
名。

1月8日，CSL的毕
业生在大学冬假
期间，回到学校
和老师同学们欢聚一堂。仲劲红老师还
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制作的精美可口的蛋
糕。

1月29日，学校在Acton高中礼堂里举行了中
文学校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具体报道请见
第四页。

每月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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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教材介	绍系列（二）		-------		CSL教学教材

CSL（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是为非汉语语言背景的儿童及成人设计的课程，旨在培
养学生汉语的基本技能，让学生接触了解中国文化。与大波士顿地区的其他中文
学校相比，艾克顿中文学校的CSL课开设较早班级较多，目前设有8个班：三个初
级班CSL-Beginner-1，2，3;		三个中级班CSL-Intermediate	1，2，3;	两个高级班
CSL-Advanced-1，2。

CSL课是中文学校连接社区回馈社区的方式之一。在CSL课程中，语言学习与文化介
绍紧密结合在一起。此外学校也以CSL为平台为学生和家庭举办特别活动，提供了
解参与中国节日庆典和其他中国文化活动的机会。

CSL学生学习说中文，读中文和用拼音输入写中文。通过多年的努力，有些学生达到
用中文演讲和在学校杂志上发表作文的水平。有学生通过了YCT3级或4级考试。尤
其可喜的是很多学生在CSL课程后继续他们高中的中文课程，有两位中文学校CSL毕
业生在大学主修和辅修中文。

CSL使用的是Better	Chinese的《快乐幼儿华语》My	First	Chinese	Words、《快乐
儿童华语》My	First	Chinese	Reader、和Discovering	Chinese	Pro.	
0
《快乐幼儿华语》用于CSL-Beginner-1和2。这个阶段的课程重点是鼓励学生学习
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教师帮助学生建立初步的口语和听力技能，强调四声的正
确发音，认读简单汉字。歌曲，儿歌，游戏和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也是课程的有机
组成部分。孩子们将他们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现实生活的情境中进行角色练
习。学习的主题涵盖家庭，朋友，数字，颜色，食物，动物，学校，身体部位，
学校用品等等。同时，Beginner-2的学生还学习拼音	-	普通话发音的语音系统，包
括辅音，元音，元音组合和四种声调。My	First	Chinese	Words全套36本便携式小
书，附Audio	CD和练习册。特大字体彩色插图，通过36个小故事，学说20多个常用
句型，认读150多个基本汉字，培养学生中文的语音、语感和学习中文的兴趣。

《快乐儿童华语》用于CSL-Beginner-3和CSL中级班。学习汉语基础知识、中文基本
词汇、日常会话和基础阅读，并掌握中文学习所需的技能（字典的使用、电脑中文
输入等），为进入下一步的中文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各级不断扩大学生的词汇，
主题从问候，姓名，国籍，日期，学校，食物，日常生活，到颜色，衣服，运动，

教务主任：石红月	于晓研		姜海群

No. 117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七年一/二月

2



中文学校教材介	绍系列（二）		-------		CSL教学教材

宠物等。学生还将不断学习更复杂的句子和更多的高级话题，如动物园，方向/位
置，五种感官，课程时间表，房子布局，描述日常日程安排，打电话，邀请朋友，中
国餐馆等。以日常生活主题为重点，学生在听说和阅读中不断学习对复杂句型的掌
握。

CSL-Intermediate-3和CSL-Advanced班级使用探索中文Discovering	Chinese	Pro的电
子教程。这个阶段的学生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汉语理解能力，但需继续提高汉语技能，
建立更高的听说中文及阅读和写作（打字）能力。

在语言教学/学习中使用新技术应用程序，该课程方便不同层次的学生通过在小组中
共同学习、对话讨论来发展他们的语言技能。学生更多地学习汉语，强调口语、听力
和阅读，也涉及写作（打字）。老师同时也引入额外的影音资料用以解决相关的语
言点和扩展感兴趣的主题。在Advanced-2里，课程的重点从会话转向叙述和故事讲
述。实用练习通过让学生操练日常生活中的事项（例如电影票，报纸上的招工广告和
学校课程大纲）来反映更多的现实世界情景。

No. 117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七年一/二月

3



‘鎏金岁月’
2017年中文学校春节晚会节目回放

文/武婷婷		图/华伟

	 辞旧迎新之际，回忆时光的故事，唱响岁月之歌……今年由中文学校老师忙里
偷闲俱乐部组织的歌曲大联唱《鎏金岁月》(as	time	goes	by	)代表了不同年代的典
型歌曲，结合服装和舞蹈，展现时代的变迁。同时特别邀请了acls	中文学校创办以
来历任校长作为嘉宾代表。回顾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程，希望大家明天会更好！								
	 节目策划是咱们忙里偷闲俱乐部的领头人，武婷婷老师。节目的领唱是	Jen-
nifer老师，表演曲目	《女人花》。乐瑾和简建华老师一起合作演唱了歌曲《九九艳
阳天》。《甜蜜蜜》由刘霄虹，屠宁君，和张雪雁老师演唱。《跟着感觉走》的领
唱老师是Christin和	Brenda老师。最后，《明天会更好》的特邀嘉宾是由前任校长
们陈鸿祥，李日新，史建英，孙立新，和姚毓梅老师等演出。此外，于晓研，周晓
东，徐丽，张凤兰等老师们，以及中文学校的董事长刘相海老师也作为伴舞伴唱参
加了本次鎏金岁月节目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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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	Open	House	师生联欢	-	照片花絮
图/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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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庆祝活动	---	照片花絮
图/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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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九年级	Sean	Shang	指导老师：李冬菲

我有很多梦想，从小到大，我的梦想在不停的变化。两三岁时，我对有轮子的东西表
现出极大的热爱，在这些有轮子的各种各样的车中，垃圾车是我的最爱。在我模糊的
记忆里，垃圾车来收垃圾的日子就是我天天盼望的日子。爱屋及乌，开垃圾车，当垃
圾车驾驶员，开那种大大的有灵活的手臂的，可以把垃圾桶的垃圾自动倒进车里的垃
圾车就是我那是的梦想。开始爸爸妈妈对我这个梦想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但看见我
如此热爱车，连吃饭，玩儿，甚至睡觉都抱着我的车，终于承认了车是我的真爱。他
们还给了我一些经济资助 买了玩具垃圾车。有了
玩具垃圾车，仿佛我的梦 想成真，我对垃圾车的
热情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到了我能认字读书的时
候，我的梦想变了。

大概在我五岁左右，学前 班的老师让我们做世界
地图。五大洲一个一个 做。先把同一个州的国
家用小剪刀剪下来，然 后粘到一张大纸上，写
上国名和首都。对于5岁 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大
工程，但是我很喜欢， 这就是我爱上地图的开
始。我对地图的热情从热 爱发展成狂热，我非常
努力地研究地球上的所 有国家。五岁的我对于
除了非洲以外的其它洲 的所有国家和首都都滚
瓜烂熟，甚至人口数量 都知道。毫无疑问，我
这时候的梦想是成为地 理学家。我最喜欢的是
看地图。地球上最高的山，最深的海，最长的河，还有最咸的湖，我对这一切都很感
兴趣。爸爸给我买了一些相关的书，还订了国家地理儿童杂志，我知道的越来越多，
同时，我也意识到还有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的兴趣一直没有改
变。11岁的我，今天依然梦想成为一名地理学家。

我不知道将来我的梦想会不会改变，也不知道我的梦想会不会实现。但爸爸妈妈总说
付出努力就会成功。但是，我认为不成功也没关系，反正是我喜欢的东西，我愿意付
出今天的时间和努力，即使将来梦想没有成真，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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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九年级	付思亭	指导老师：李冬菲

我没有梦想，一个人能否继续存在？
答案是否定的。没有生活目标，实现
人生的梦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
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他
的梦想。不管他有没有说出来。人的
生命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存在，而且
是一个追求真正快乐的过程。瞄准星
星，梦想是心中最深刻愿望的实施。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一个
与他们匹配的个人梦想，对我来说，
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周游和了解世界
是我的梦想。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谚语提到“钱不能买幸福”。一个充实的生活不仅是有健康和财
富，幸福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幸福是什么的标准和观点。我认
为幸福意味着抓住生活中的每一天，活出生命的意义。因此，我要活出我的每一天就
像这一天就是我的最后一天一样。我会尽我所能地去有效第学本领，以我能跑得最快
的速度去奔跑，摔倒后再爬起来，以喜乐的心面对生活的困难，笑到我的脸疼。幸福
是花时间与家人和朋友相处；在爱中一起经过平顺与艰难。我会去这样做，只因为我
愿意。

				我的第二个梦想是周游世界。一位有智慧的人曾经说过：“世界是一本书，那些不
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当一个人不努力阅读下一页时，有什么好处呢？我想到世界
各国旅游，看看它的美丽：从巴哈马群岛的冲浪到东京闪烁的灯光；从冰雪凌峰的喜
马拉雅山到宝岛的日月潭；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到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从非洲的
撒哈拉沙漠到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从北极的极光到奥地利威尔芬的冰洞…，我
还想去看看印度的恒河，它已经被污染到了无法忍受的边缘。以及曾经是亚马逊森林
一部分的树的幽灵，他们的数量随着森林的砍伐而增加。看看好的和坏的，让我可以
了解我们的世界更多一点点。此外，到世界各地旅游可以使我接触到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们。这个愿望使我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学习新的语言。这样我将
来就可以与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交流，丰富我的经验，也可以帮助别人。

				梦想让生活循环，不管是大的梦想还是小的梦想，任何人都可以努力去实现自己的
梦想。我要尽我一切的努力，让我的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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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九年级	鹿星煜	指导老师：李冬菲

从小时候到现在，我一直认为眼睛在人们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眼
科医生。好多人因为有糖尿病，老花眼等，看不清楚东西。我想帮数百万视力有问题
的人，能够清楚看到世界。

												美国目前有二百二十五万人每天戴眼镜和用隐形眼镜，而且这个数字每年还在
增长呢。在整个世界里，有一百二十五万人戴隐形眼镜。你要是需要一副新的眼镜，
你去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会给你配一副眼镜。如果你不想戴眼镜或者觉得戴眼镜太
麻烦了，有些人为了纠正视力会请眼科医生帮忙做激光眼外科手术。我的姥姥和姥爷
都戴眼镜，没有他们就不能读书，读报纸，看电视和写信。不但我的亲戚们常常需要
眼镜，我的好多朋友和同学们也戴眼镜和隐形眼镜。另外，眼科医生也能诊断眼病，
像眼癌，红眼病还有青光眼。诊断出眼病以后，眼科医生为了治病会给患者开处方
药。大多数眼科医生都会每个星期工作四十小时以上。一些专用的医生也会在周末工
作。

												为了当一个眼科医生，我要上好多数学和科学课，比如代数，生物学还有化
学。除了上这些课，我也需要在课上考得高分。考低分的学生就考不进特别好的医学
院校。想当眼科医生的学生必须学习特别认真和用功，懒的人当不了眼科医生。除了
从医学院毕业，眼科学生也必须考Optometry	College	Admission	Test	和申请时光学
院。上完四年时光学院，学生就需要进行测试一个验光许可证。每隔几年，想要继续
当眼科医生，得延医生执照。

												其实，当一个眼科医生也不容
易。上那么多年的医学院是很贵的，但
是眼科医生的工资不算特别多。但是，
我的梦想还是当一个眼科医生，因为我
觉得咱们的眼睛是身体上的一个很重要
的部分，还觉得医学和生物学特别有
趣。我认为，我下的功夫和是值得成为
一个眼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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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八年级	徐福润	指导老师：屠宁君

我有一个梦想。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精通中文，能够熟练地用中文听，说，读，写。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有很多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创造和发明，例如中国古代的四
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假使没有这些发明，我们人类文明也许还不
会发展到现在的水平。除此之外，古代中国人在医学领域里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例
如，他们发现，自然界里可以有很多的植物和动物可以用来治疗身体和精神的各种疾
病。学习中文将使我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正在迅速赶上美国的科学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制造业
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我们熟悉的许多手机，电脑和服装制造商在中国都有工厂，例如
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耐克公司，等等。中国的技术进步正在以飞快的加速发展，人
们几乎每天都会读到关于中国的报导。学习中文将使我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并且有效
地与那里的人们沟通。

	中国菜的美味是举世闻名的。精通中文有助于我在中餐馆里点我喜欢的菜肴。中国还
有丰富的饮食文化。例如饺子和月饼都有他们的起源和寓意。学习中文可以帮助我了解
与食物相关的有趣的故事。

	精通中文还能帮助我跟国内的姥姥姥爷沟通。他们年纪大了，不懂英文。但是，	他们
特别关心我们全家，	关心我和妹妹的学习和生活。学好中文会让我更方便的跟他们交
流。

	要实现我的梦想，我还需要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在中文学校里，我要认真地学习，积
极参加课堂讨论；平时在家，我可以多看一些中文书籍，观看一些中文的影视，多跟爸
爸妈妈说中文，努力提高自己使用中文的水平。

	精通中文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希望我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这一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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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八年级	李波霞	指导老师：屠宁君

			我的梦想是打好羽毛球。爸爸和哥哥都喜欢打羽毛球。我老打不过他们。我想证明总
有一天我会打败他们。

				我开始学打羽毛球是个很偶然的机会。那时我每星期都要去上舞蹈课。有一次上完课
后，我的舞蹈老师告诉我打羽毛球很有趣。他先教我怎么握拍，然后又教我怎么打球。
后来我就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打着玩，可我总也打不过她们。所以我下决心要打好羽毛
球。

				爸爸看到我很热爱羽毛球就带我去羽毛球俱乐部打。刚开始大家都陪我打，但后来我
感觉到他们嫌我打的不好。我爸爸也经常挑我的毛病，把我说的很烦。所以我想证明我
可以打好羽毛球。

				我回家告诉妈妈我喜欢羽毛球，妈妈就送我去上了羽毛球课。上课的时候我很认真。
有时也很累，但是一想到我学完了会打得更好，所以我就再也不觉得累了。

				我觉得我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近了。我要认真和努力学习，这样我就可以打好羽毛球。

我的梦想
八年级	胡凯铭	指导老师：屠宁君

		我的梦想是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过上好日子。每次看到没有家的人，我觉得他们很
可怜。有一次我给了他们一点钱，他们很高兴。但是，我觉得给他们钱也只能帮助这几
个人。还有很多没有家的人也需要帮助。我不可能每天去不一样的地方给这些人钱啊！
所以等我长大后，我要办一个帮助无家可归人的组织。这个组织会帮助世界上所有无家
可归的人，让他们有一个温暖如家的地方。这就是我的梦想。

No. 117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七年一/二月

13



我的梦想
八年级	金培坤	指导老师：屠宁君

			人也是动物。我们需要喝,	需要吃,	需要呼吸。但是我们和动物有很多重要的区别。这
些区别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会思考，人会有梦想。而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当一名飞行员。

我从小就爱飞机。它是那么的神奇！飞机的形状既优雅又雄壮，我喜欢上网去看飞机的
图片。每次在飞机场的时候,	我都会拉着爸爸妈妈到机场的大窗户前,	让他们跟我一起看
飞机。每次去中国的姨姥姥家时,	我都会叫姨老爷帮我画一张飞机的画。我从小就梦想
将来有一天能开着飞机在天上飞。
								
我还记得在我六年级时，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	在电脑上加载了”youtube”这一个
网站。在”推荐视频”的类别下面有一个叫”飞机降落,	驾驶舱透视”的视频。当我打
开视频时，我看到了一个很复杂的驾驶舱。这驾驶舱里有各种各样的旋钮和按钮。飞行
员座位前面有三四个屏幕和仪表。我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哇,	好酷啊！我一边看着视
频，一边想象着自己也坐在那个驾驶舱里驾驶着飞机。好奇妙好兴奋哦！这种体验更坚
定了我想当一个飞行员的梦想。

我现在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好学生。这样才能实现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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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五年级张依晴	指导老师：武婷婷

		我属猪，我也真的跟小猪一样，很爱吃，而且特别爱吃中国菜。当然，我也很喜欢帮
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准备中国饭菜，还尤其喜欢中国菜那些有趣的菜名。

我的爸爸来自中国南方，所以我跟爸爸一样，爱吃各种海鲜鱼虾、绿叶蔬菜还有干炒牛
河。我妈妈的老家在中国北方，所以我又跟妈妈一样，爱吃包子、饺子、凉粉、红烧肉
和打卤面。中国菜不仅看着诱人，闻着喷香，而且味道好极了！比如清蒸侧鱼，摆在餐
桌上，好像一幅连年有余的年画儿，散发着令人流口水的鱼香，白白嫩嫩的鱼肉咬在嘴
里又香又滑，真是太享受了！
虽然我很爱吃，但是我并不懒。我最喜欢帮家人一起准备各种中国美食了！每次家里姥
姥、姥爷包饺子时，我都会自告奋勇，拿起小擀面棍儿，帮他们擀饺子皮儿。刚开始的
时候，我是他们的小累赘，擀得很慢，而且擀出来的饺子皮奇形怪状。可现在我已经是
他们的好帮手，擀得又快又好，受到全家人地一致称赞。我还喜欢帮大人们打鸡蛋、搅
拌凉菜、还有用神奇的压面机压出宽窄不同的面条。全家人一起准备中国饭菜也是一种
享受，又热闹又开心，其乐融融！

最近，中文学校武老师留了个有趣的作业，让同学们制作一份中餐馆的菜单。这又让我
喜欢上了中国菜五花八门、妙趣横生的各种菜名！我第一次看到“蚂蚁上树”这个菜名
时，吓了一跳，心想，蚂蚁和大树能炒在一盘菜里吗？姥姥为我炒了一盘喷香的“蚂
蚁上树”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粉丝炒肉末儿啊！肉末儿好像小蚂蚁，粉丝就是
大树喽。不过“蚂蚁上树”确实听起来比“粉丝炒肉末儿”有趣多了！同样，“珍珠丸
子”、“四喜丸子”、“红烧狮子头”听起来也都比“肉丸子”更让人向往。甜食呢，
就吃“八宝糕”、“驴打滚儿”吧！我也学着开始编些忽悠人的菜名放在我的中文菜单
作业里。您猜，什么是“火山白云”？猜不到吧，就是“西红柿拌白糖”啊！来个简单
的，“一清二白”呢？对了，就是“小葱拌豆腐”呗！我的中国菜单作业果然得到老
师、同学的好评，我也在提高中文水平的同时，更加喜欢中国菜了！

中国菜为我带来了美味的享受、家人的欢笑，还帮我提高了中文水平，让我更加热爱中
国的美食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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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姚逸鹏	指导老师：孙颖

		
	我以前不喜欢吃辣的东西，我在香港住的时候，已经很习惯了西餐。记得在香港的时
候，有一次一位朋友请我们家去吃饭，饭桌上有很多菜。其中的一道菜是鱼，和白菜，
粉丝在火红的辣辣的汤里面，看起来很香。但是我怕吃辣的东西，所以我不敢吃。我哥
哥夹了几块鱼，有滋有味地吃起来。看着他长得很香，让我嘴馋，所以我也大胆的夹了
一块，一口咬下去很辣，我不停地喝水，但是很好吃，回味无穷，我从那时起就记住了
这道菜–水煮鱼。

回家后，我赶紧让妈妈做水煮鱼。做水煮鱼要用鱼片，水煮鱼的调料，蔬菜和油。首
先，把鱼片和调料拌在一起，然后把蔬菜煮熟，在蔬菜煮熟后，开始煮鱼，做的时候要
加水，水要没过 鱼。快做完的时
候，把油浇到鱼 上。最后把蔬菜
和鱼拌到一起， 我们家通常都会
用罗非鱼，然后 加白菜和香菜。

有一次，妈妈回 家晚了，我打算
给她一个惊喜， 于是我开始做水
煮鱼。一开始 我按照妈妈的方
法，一步一步 地做，做得很成
功。但是最后加 盐的时候，盐瓶
子太重了，所以 我不小心加多了
盐。我加的盐像 一座小山，然后
我得意洋洋地端 到桌子上。妈妈
回来后，我让她 品尝我做的菜。
她刚吃了一片鱼，就皱了眉头。我尝了以后发现太咸了，我一下喝了好多水。现在我有
经验了，做完菜后尝一尝，如果不咸的话，再加一点盐。

没过几天，我们家请客人，我就在妈妈的帮助下做了水煮鱼，结果你可能猜不到，这道
菜大受欢迎。我心里很高兴，客人们都没想到这道菜是我做的。

水煮鱼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中国菜，因为它又辣又香，色香味俱全。虽然我曾经做失败
过，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做水煮鱼还让我学到了这条宝贵的人生哲理。我喜欢水煮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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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与中国菜的故事
七年级	应雨成	指导老师：孙颖

		我对中国菜很熟悉，我小时候经
常去中国和我的爷爷奶奶住，	我
每次去都是呆几个月，	所以可以
说我是吃中国菜长大的。	

中国菜虽然看上去简单，	做起来
可不简单，	要有很多道工序。	就
比如西红柿炒鸡蛋，	做好吃了也
不是那么容易，	要盐和糖搭配合
理，	火候适中，	这样才会好吃。	
我zui喜欢的菜是清炒豆苗，	很
多中餐馆都有这道菜，	但是我觉
得Lexington的北京饭店做的最好
吃。	

我在家里每天都会吃到中国菜。	我就每顿饭基本上都会有一两个中国菜。	我姥姥给我
们做饭，	她喜欢给我们做豆腐，	西红柿炒鸡蛋，	和茄子。	有的时候我放学早，	中午
就下课了，	回到家里，	姥姥给我烙饼，做土豆丝。	我一到家，	就可以吃午饭了。	我
平时在学校中午吃的东西都是西餐，	所以可以换换口味	。	西餐虽然很好吃，	但是我也
喜欢吃中国菜，	中国菜做起来有很多油烟，	所以很多中国人的家都有抽油烟机。	

每次我家和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们总会去中餐馆。	我们很喜欢Asian	Gourmet，	
因为它离家很近，	而且那里做的中餐也很好吃	。
	
我很喜欢中国菜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菜很健康，	有营养，	对身体好。比如说吧，	饺子
里不光有菜，	还有肉，	饺子是用水煮的，	不是油炸的。	九层塔茄子，	里面有不同的
维生素，	对身体很好。	

中国菜有悠久的历史，	大约5000年了。	中国菜一直在不停地更新改进，	我将来也要学
会怎么做中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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