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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学校作为社区里影响最大的华人代表组
织，积极组队参加Acton第一个预防自杀的公益走路
活动，旨在提高社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	

5月5日，学校	First	Parish	Church	为社区近百名老
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中式晚餐，受到社区欢迎和称
赞。

5月6日，学校参加了在Marlborough举办的领养中
国孩子家庭的文化娱乐活动，展示了中国舞蹈、书
法等文化项目，对Acton中文学校和我们的CSL做了
很好的宣传。

5月7日，由Concord高中中文老师带领的高中
学生走进	MLP1B	班，在朱月吉老师带领下班
里的孩子们与高中生进行了中文学习的友好互
动。

《侨报》第六届美国少年儿童中文大赛，已经开始
征稿，比赛截稿日期为2017年10月15日。

5月21日，学校在AB高中礼堂，举办了2016-2017
学年的期末汇演暨毕业典礼。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献上了他们为学校和家长准备的精彩节目。

5月21日，学校已开启秋季网上注册，网上注册将
于6月18日结束。6月18日是本学年的最后一天。

祝大家暑假快乐！

2017-2018年新学年将于9月10日开始

每月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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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满霞

时间飞逝，转眼又到了六月，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这一学年即将结束。衷心的感
谢老师们的辛苦付出，同学们的努力，家长们的支持。我们中文学校今年硕果累
累。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的成果：	

•	 首次为ACLS	高中志愿者申请到总统志愿者服务奖：
•	 在2016年秋季完成了ACLS学生第二届ACLS新年贺卡设计大赛
•	 举办了首届中文作文比赛
•		 在家长会和董事会支持下举办了两次面向社区的大型活动
	 o	 2016年11月的红楼梦中国音乐会
	 o	 2017年2月的春节庆祝晚会
•	 于2017年4月进行了六个级别的YCT	/	HSK测试
•	 全年为我们的教师和助教完成了多次培训和研讨会
•	 积极参与当地社区服务活动，宣传我们中文学校
	 o	 参加艾克顿学区社区资源展览会
	 o	 参与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走出黑暗之路”筹款活动
	 o	 帮助Stow＆Acton的教堂的Guest	Table晚餐活动
	 o	 为wide	Horizonsfor	children儿童慈善机构表演节目

我是2014年搬到艾克顿的，	我目睹了艾克顿中文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过
这十三年的风风雨雨,	目前我们已经成长为波士顿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所中文	
学校。这里不仅是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地方,也是我们华人社区对主流	社会传播中
华文化的一个窗口,	我们正在积极的为丰富当地的文化，扩大华人的影响力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通过这一年校长的培训，我学到了许多有益的知识。衷心的感谢向东，	为我们建
立了一个很好的管理团队。在这里我们要和大家做短暂的告别,祝大家度过一个丰
富多彩的暑期,期待着在金秋再相聚。2017-	2018学年,我们将和董事会，家长会
一起竭诚为大家服务。如果您关于办学,办	校,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愿意参与到学校
的运作当中来,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	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将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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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老师寄语及学生感言

马燕老师寄语
						

					Good	afternoon,		dedicated	teachers,	diligent	students,	dear	friends	and	fami-

lies.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I	have	taught	many	semesters	since	Ac-

ton	Chinese	school	was	established.	Sometimes	as	a	substitute	teacher.	Sometimes	

as	a	formal	teacher.	No	matter	what	position,	I	always	enjoy	teaching	Chinese	as	it	

brings	me	back	to	our	culture	and	reminds	me	of	the	environment	that	I	grew	up	

in.Today	my	class	has	9	students	graduating	after	ten	years	of	work	which	is	not	

a	short	commitment	of	time	for	any	of	us.	They	studied	hard	and	never	gave	up.		

For	the	past	year	I	spent	many	very	joyful	and	precious	hours	with	our	students.I	

am	very	touched	by	their	honesty	and	integrity.	I	have	also	learned	a	lot	from	

them.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for	their	future.	I	am	very	proud	of	them.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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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老师寄语及学生感言

			我的中文学校学习经历	——刘诗俐

							老师们、同学们、家长们，	大家好。我叫刘诗俐(Ashley)。我今年十三岁。我今天就

要从中文学校毕业了。我站在你们的面前，看着像不像一个很成熟的学生？其实，我跟你

们的孩子一样，我也有任性的一面，我也觉得有太多中文作业。但是，我觉得学中文是一

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开始学中文不是在ACLS，而是在Chelsmford中文学校。最初是姥姥和姥爷在家里教

我一些中文儿歌。后来，每次哥哥去上中文学校时，妈妈就带着我一起去。我看哥哥做马

立平CD作业，觉得非常有趣。第二年，我就跟着小小学前班(Pre-K)开始上中文学校了。							

							我家搬到Acton以后，我转到了ACLS。同学们，你们喜欢去中文学校吗？你是不是不

太喜欢？	我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但是，后来我发现，回中国探亲旅游时，学过的中文会

帮你很多。比如，在参观景点我可以听懂中文导游的话；在饭馆我用中文点菜时，他们都

惊讶得说；”哎，这个小老外还知道宫保鸡丁？”	而且和国内的人交流也很方便，不需要

老是让爸爸妈妈做翻译。

							我从MLP二年级到现在都是跟一样的同学一起学中文，而且我也交了一些好朋友。同

学们，你们有好朋友在你的中文班里吗？开始时，你可能没想到。但是，你在中文班里肯

定会认识一些朋友。这也是我喜欢上中文学校的一个原因。

							我还想跟同学们分享一件事，这会更让你觉得中文的重要。我哥哥的好多同学在AB高

中选修了中文课。我哥哥在大学里由于专业的要求，要选修中国历史。我发现，他所讲的

东西，有一些我已经从中文学校学过了。他暑假回中国实习更是要用到中文，你想，是不

是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中文？

							今天，我想谢谢爸爸妈妈坚持送我到中文学校，更谢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现在回

想，我小时候在班里可能给老师们带来了很多麻烦，老师们都耐心地引导我，才坚持到现

在毕业。谢谢大家，希望ACLS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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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老师寄语及学生感言

			我的中文学校学习经历	——卢思佳

							在	Acton	中文学校学习这是我的第十年了。	这十年里，我觉得学中文帮助我了解中国

的文化和传统，帮助我和我的亲戚交流。中文是一个很难学的语言，	学习的过程充满了困

难。它培养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耐心。

							我的大多数亲戚生活在中国，讲中文。	每逢节假日，我就跟他们打电话，暑假也到中

国去探亲。每年的中国新年，爸爸妈妈就让我用中文给他们“拜年”。我就是用中文跟他

们交流的。每次访问中国我还参观了不少的历史名城和文化古迹，看到了长城的雄伟和故

宫的华丽，从中我学到了不少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学习中文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要背很多生词，而且很难书写。常常是一个生词写了又

写，重复很多遍才能写对。有时是偏旁部首放的位置不对，或者空间太大，写出来怎么看

都不像。中文学校又只是一周一次在周末。为了做中文作业和上课，我经常不能跟朋友们

一起玩，也要分配时间给中学的功课。从学中文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怎么去克服困难和管

理时间。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

							学中文伴随着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会永远记住

学中文的快乐和痛苦的时刻。	我也非常感激所有的老师对我的鼓励和教育，还有我爸爸妈

妈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我的中文学校学习经历	——梁怡晖

							在过去的八九年中文学校学习过程中，每星期上课是最难的一件事。记得我在七年级

的时候，我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同学们都在玩手机，不听老师讲课，老师也知道同学们

都不爱上中文学校。可是我们必须来上，星期天是最没有意思的一天，因为我觉得一个星

期有六天的学校，并且星期天是要学中文的学校，太辛苦。我本来中文说得就不好，再要

在学校说中文，我就更不想去了。一堂课就一个半小时，如果老师教得枯燥我就必须坐在

那等着回家。

							我不是说我不喜欢中文学校，我希望中文学校能让我们学习轻松快乐一些，不要成为

我另一个负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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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老师寄语及学生感言

			我的中文学校学习经历	——殷静文

							我从小就来中文学校学中文,时间过得很快,从六岁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十年！对所有教

导我的老师千言万语都不能表达我的感谢。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和历史。每

个教过我的老师都给我了我一些新的东西来学习。学生有时可能会认为教师非常讨厌和无

聊。	但是，当我认真思考，什么是老师？老师是做什么的？	他们为他们教的学生提供什

么？	可以立即想到的一件事是教授教育内容。	例如，可以认为他们教数学，英语或科学。	

但是，这不是全部。他们不但提供了我们的教育，他们也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可能会是使

我们生命中起到巨大变化的人。在教育中他们使我们的性格更强壮。	在当今世界，许多学

生可以学习许多不同的教育事物。	使用高科技术的数量有所增加。	学生也会使用iPad和电

脑。	有时，忘了谁是教学者，因为不是听老师解释内容，而是通过屏幕给出。	但是，在中

文学校，这是不同的。	我赞赏我们的老师花时间教授正在给予的内容。我们的老师帮助我

和许多其他人实现自己最好的理想。回顾这几年的时间，尽管我不记得老师的脸，不记得

屏幕文字，但我能记得每个老师的声音。总之，一句话，感	谢中文学校这十年里给我的教

育！
		
我的中文学校学习经历	——胡博文

							大家好，我是胡博文。我上中文学校已经十年了。我还记得六岁的时候，我和我的朋

友们高高兴兴的去中文学校。可是，随着我们长大，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课外活动，因此都

太忙了，我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退学了。一转眼，他们都不再去中文学校了。就在这时，

我妈妈把我转到马立平班。我一开始很生气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朋友，中文学校很无聊。

所以，我恳求我爸爸妈妈让我也退学。不过，他们坚决不同意。虽然我很难过，我发现马

立平课本并不是那么难，我学到了很多故事，同时，我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回想起来，

我现在要感谢我爸爸妈妈坚持让我继续上中文学校。我不仅学到很多了中国的语言和文

化，而且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成功最重要的是靠勤奋努力而不是靠天分。在我朋友中，

我一定不是最聪明的，但是通过勤奋和努力，我比我早退的朋友学到了更多的中文知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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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老师寄语及学生感言

			我的中文学校学习经历	——洪诗媛

							时间真是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我竟然在中文学校也上了快九年的中文课，真是不可

思议！说真的，学中文对我来说是即辛苦又不容易的。

							我很羡慕我的美国朋友们。	因为她们的星期天都不用去上课，也可以做她们想要做的

事情。可是我却必须上课和做我的中文功课。这真的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中文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容易学的第二语文。我的父母是新加坡人。因为我们在家常用

的语言是英语，	我没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文，	所以我的汉语讲的不流利，还带新加坡腔。

我的表达能力也不及我的同学的好，所以我有时候不敢在课堂上发言。再加上中国和新加

坡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很不同，所以有时候，课文所提到的东西，事物和故事，对我来说是

非常难理解的。

							我曾经想过要放弃，可是我一想到如果我半途而废,	那不是浪费了我这么多年的辛苦和

努力了吗？这几年我也终于领悟到了学好中文的重要性，	还有我觉得中文是在我的生命里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很感谢我的中文教育。现在我和我的祖父母完全没有沟通上的

问题。去年暑假去台湾旅行的时候，也因为我会说中文，我可以和台湾人沟通聊天，所以

玩得非常开心。所以你看学中文真的有很多好处！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为遇到了一点学习困难，就想放弃学习。只要我们不怕艰难，持

之以恒，就一定能学好中文的。

我的中文学校学习经历	——范伟

							在我十年中文学校的过程中，我学了很多东西。虽然我每次中文学校让我错过了看橄

榄球比赛，篮球比赛，但我觉得参加中文学校非常值得。小的时候，我妈妈每天提醒我要

做作业。但是像每个小孩子一样，想出去跟我的朋友玩。我最不爱做中文作业，炒写字非

常痛苦，然后CDR又长又无聊。我也记得有时候中文学校突然被取消了，我会很高兴，跳

来跳去。我也清清楚楚的记得我考试之前压力很大，然后考试以前复习很多。但是，中文

学校也有他的优点。比如，我比我的朋友多懂一个语言，我回中国可以和家里人交流。我

也有个选项可以上中文AP课。所以，中文学校对我帮助非常大。今天我就要从中文学校毕

业了，我一点也不后悔在中文学校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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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老师寄语及学生感言

			我的中文学校学习经历	——王奕川

							在一年级的时候，我的ABC朋友们都上中文学校。但是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我看到身
边的同学逐渐放弃学习中文。我们班的学生也越来越少，本来二十多个的学生，现在只有
八九个了。我听他们说：“学中文又无聊又傻，浪费时间！”老师们说：“中文真的很重
要。知道了中文会对你们以后的事业很有帮助的。”我的父母也说，“你必须要学中文，
你就是中国人,	学中文算是你的责任。”
								但是我还是一个孩子，没在找工作。眼下和我没关系，觉得中文并不重要。我的父母
说我	是中国人，但其实我算是美国人。我住在美国，生活在美国，也是在美国出生的。现
在上了高中，	时间更少了。大家都要集中精力学习，花更多的时间作业上，中文学习上放
松了很多。往回看，我丢了以前努力学中文的态度。不过，我每个星期天还是会去上中文
学校。
								现在美国家庭里的孩子学中文的越来越多。这就让我感觉很幸运，可是又很惭愧。我
们有	中文学校，又是从中国家庭出来的，语言环境很好，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却没有好
好珍惜这个	机会。今天我就要毕业了，我特别感激Acton的中文学校，提供了特别好的条
件和老师，给想要学中文的孩子一个机会。谢谢！

	我的中文学校学习经历	——	稽美华
							从小，中文是我的一部分。我的妈妈每晚都会给我唱中文歌曲。我第一次去中国看外
公外婆我还没满一岁。我四岁的时候，我开始在圣地亚哥的中文学校学中文。我五岁半的
时候，我们一家四口搬到了上海居住。在中国，我从来没有上过一个英文学校，我的爸爸
妈妈把我送到了上海市实验学校。
							在中国学中文的过程中,	起先特别难，我的成绩没有特别好，考到了很多	C	和	D。每
天要花一个小时做中文作业，还有了一个助教来帮我。慢慢地，辛辛苦苦地，我开始进步
了。开始得到了几个	B，然后终于，我的第一个	A，可是我在这个这个过程中辛苦了整整
三四年。
							中文是我的一部分。它是我在学校用来跟同学说悄悄话的；是我用来跟妈妈说晚安
的；是我用来看三国演义的；是我用来在出租车上听那英歌曲的；是我小时候看喜羊羊与
灰太狼的。
							可是，在中国的时候，当我走到街上，到处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说		“看那个外国人
啊！”	“你看！”	”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	可是我不是外国人；我听得懂你的
话；我也生活在这里。我觉得我是中国人。
							在我学中文的过程中，最难以忘怀的是我交到的朋友。我跟这些朋友共度了整整四
年，我每年夏天都还会回上海去看她们。我们总是一见如故，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有说
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我期待今年夏天在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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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毕业生名单

暨南
尚宇晗		SEAN	SHANG
付思亭		Anne	Fu
王永泰		Nicholas	Wong
胡振洋		James	Hu
路伊姗		Yishan	Lu
林进洋		Marcus	Handojo
华安隽		Andrew	Hua
鹿星煜		Cindy	Lu

MLP							
殷静文	Helen	Yin
稽美华	Whitney	Orloff
刘诗俐	Ashley	Liu
梁怡晖	Jessica	Liang
卢思佳	Rechel	Lu
洪诗媛	Nikita	Ang
王奕川	Brendt	Wang
胡博文	Brian	Hu
范伟				Jason	Fan

CLS						
Lynn	Rushkin,	林灵
Mila	Rushkin			林咪咪

2016—2017	光荣榜

4	Year	Service
付开屏
郭晓
李蕾
Lin,	Yude
Zhou,	Qing

7	Year	Service
马燕
张星
张毅
黄蓓蕾
刘秀
李冬菲
白娓丽
Liu,	Hongsheng
祈云

10	Year	Service
乐瑾
王玲
曹桂岚
张雪雁
颜越
Ching,	Pui-Ying
Li,	Ally
West,	David

HS	volunteers
Sijia	Wang
Catherine	Chen
Christina	Lai
Alicia	Yang
Alissa	Kong
Allen	Wang
Alex	Zhang
Amanda	Li
Amy	Zhu
Andrew	Song
Andrew	Wang
Andy	Liu
Aaron	Zhang
Charles	Wang
Christine	Lai
Claire	Zhang
Elizabeth	Li
Elsie	Liu
Emily	Liu
Erin	Song
Erin	Sun
Everett	Han
Grace	Gong
Holly	Liang

Jonathan	Yin
Kar	Ching	Man
Kar	Hei	Man
Katherine	Gu
Kathryn	Gu
Kimberly	Jin
Kenneth	Wang
Jeffrey	Huang
Maggie	Yang
Melissa	Jiang
Nicholesw	Chafy
Rachael	Xiang
Ralph	Zhang
Randy	Huang
Richard	Chen
Ruide	Gao
Stella	Cai
Tianjun	Wang
Victor	Wang
William	Li
Windy	Wang
Xinyuan	Liu
Yuqi	Liu
Yuying	Fan

HS	Student	
Teachers
12th	Grade:
Chen,	Julie
Tu,	Kevin

10th	&11th	Grade:
Wu,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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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期末汇演暨毕业典礼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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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期末汇演暨毕业典礼集锦（续）

感谢在校学生William	华，李锦畅，熊浩轩同学的家长，毕业典礼的照片基本由这三
位家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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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教学的思考----听老师们上课的一点感受
																																																											

CSL教研组		乐瑾
	 	 	
一，CSL学生家庭中文语言环境比ABC孩子差，而语言又是一门对环境依赖性较强的学科，因
此保证提供较好的语言，文化环境，鼓励学生对学习中文的兴趣，爱好，从而坚持学下去，
达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低向高这个目标非常重要。

二，语言，文化环境的创造。从儿歌到童谣，从画到字（像形文字介绍）从而让学生对汉字
的形，音，意相结合有所了解。由浅入深介绍字的结构形成。从儿歌韵味中体会四声拼音。
丰富多彩的学校，社区文化活动是另一个重要的文化体验。让学生对文化感兴趣,	坚持来学中
文。

三，如何提高家庭的中文环境。
A，我们开设的家长孩子同班就是个促进家长督促，辅导孩子中文学习的好方法，但是三四年
级后家长就少了。
B，online	homework，有听有读，有说话，这个对CSL学生放课后无法练习听说很有帮助。
C，网上视频教程，李蕾老师做得很好。现实录像，将教材＂电视剧化＂不死板，不枯燥。有
趣生动。D，将教材图片化，实物化让学生将学的字与实物，图片联系起来说,	认字并造句。
傅开屏，黄绣江老师做得很好。
E，CD有声音，有影像让学生课后有时间听，认字，造句。
F结合书本内容课堂模拟。如，模拟动物店，食品店，书店，饭店…...如何认地图，走迷宫,	练
习＂怎么走＂等等。体育比赛的学习，国家，体育运动，会和能的应用…...

四，如何提高对中文的语言感和中文字运用的能力。
A,	中英互译练习。从中体会中英文由表达观念上的不同。中文，是由大到小的描述，从地
址，到人名，时间的表达，而英文则不同。
B，看图说话，实景练习。主要将字，句用起来才容易记住。
C，中文的运用。如，不同的节日用中文写贺卡，做课堂小演讲。母亲节，给母亲写信等等。
将所学过的句子都尽量用上，（有范文，例如哪国人？描述人体，眼睛的颜色,	爱好等等）。
D，课堂竞争游戏，分组活动，交流。张星，汤晶晶老师做得很好。

五，提高文字识别能力。
A认字，字的结构介绍，拼音练习，打字时字的选择，认识拼音与字的关系。
B，Bingo游戏。
C，课文中找字。
D，字卡链游戏。E字库练习。丨words	bank。选字写句子。
F，中英文,	词,	句子的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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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教学的思考----听老师们上课的一点感受
																																																						

CSL教研组		乐瑾
	 	 	
（接上页）

六，提高复习效率。
A，每课的小Quiz。起到一个促进学生做作业的目的。
B，家长阅卷签字从而提高家长督促学生作业。
C，特殊学生特殊小灶，高中低三级对待。学得好的，多点补充教材。大部分学生是完成作
业，小部分学生TA辅导完成作业。
D，功课督促检查，胡平老师有专门的教学方法，将会传授。

七，与家长沟通。这点十分重要，CSL很多是美国，中美等组合家庭，老师必须有美国教育体
系的基本法律，规定等知识（常识）以及用怎样的方式表达，怎么表达及如何让家长知道又
认同老师，学校的方式方法，必要时多听取个别家长，几个家长，全体家长的多层次意见十
分重要。如，学生家长问卷，学期公开课，用邮件方式等。发挥Room	parent	的作用,	她／他
是连接老师和家长们的桥梁。张星老师这方面也很有经验。

八，学期计划的制定及调整。CSL不但要教中文,	同时也承担介绍中国文化的教学重任，这就
需要我们老师制定教学计划时要根据中国节日介绍中国文化,	另外根据课文搞一些与文化有关
的活动。同时又要根据班级学生程度调整计划。以鼓励大多数，促进小部分，帮助困难学生
为原则，将教学水准调整到50一60％的主要群体中。这样大多数人能接受，听懂，有反馈才
能保证整体的运作，不然，少数尖子也无法带动群体提高，他们能影响，激励其他同学的学
习热情,	但是共同齐上较难。发挥尖子的领导才能，由他们和部分困难学生共同完成课堂练
习。效果不错,	胡平老师也谈到过这方面的经验。

九，教师的培训。良好的师资是推动教学的动力。也是学生，家长得以信赖的基础。

十，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老师最为重要的是爱教育，爱学生，爱奉献认真
负责的精神。这一点必须体现在上述的方方面面之中,	我们CSL教师尤其如此。我们每年要花
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组织新年活动，要参与多次社区中文宣传，这些都是宣传CSL的大好时
机，每年我们要进行二到三次会议专门讨论教学的质量。最早各人拿各人的书到现在每个人
都用Better	Chinese的幼儿，中小学，高中各程度的系列教材。我们的老师默默的奉献，勤恳
的工作，更有老师用自己的时间课外无偿的为学生补课，带学生参加活动。针对CSL假期无
文化环境的特点我们老师编写了暑假作业，（暑假中文活动正在酝酿中)。在此向老师
们道声辛苦了，谢谢！我们的老师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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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ord	高中学生走进中文学校课堂																																																											

5月7日，由Concord高中中文老师带领的高中学生走进	MLP1B	班，在朱

月吉老师带领下班里的孩子们与高中生进行了中文学习的友好互动。	活动

非常成功，这已经是该校中文班的学生们第三次对Acton中文学校的友好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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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黑暗，拥抱光明																																																											

文/Ally	Li

								4月29日星期六上午阳光灿烂，Acton-Boxborough	初中前的南草坪上人群熙攘,	

Acton中文学校(Acton	Chinese	Lan-

guage	School)	的校旗迎风飘扬，Out	

of	Darkness	Acton	Campus	Walk	正在

进行中。

								Out	of	Darkness	Walks	是美国自

杀预防基金会(American	Found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	www.afsp.com)	

的主要募款活动。自杀在美国被列为第

十位死亡原因,	平均每年有44,139人，

每天121人，死于自杀。而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的数据显示，自杀在10-24岁青少年中被

列为第二大死亡原因。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被忧郁症所困扰，近年来的青少年自杀统计

数字令人心痛担忧。

								2016年1月到2017年2月对于AB学区是沉痛的一年，3位高中毕业生和3位在校

学生相继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整个社区为之震动。其中包括2014年毕业于AB高中现

就读于High	Point大学的二年级学生Meg	Durand。	为了纪念Meg，提高社区对青少

年心理健康的关注，为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募款用以投资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旨在帮助寻求解决治疗方案减少自杀，Meg	的妹妹Molly	Durand和好友Anna	Papalia	

决定组织Acton第一个预防自杀的公益走路活动	-	Out	of	the	Darkness	Acton	campus	

walk，在全社区引起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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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黑暗，拥抱光明																																																											

文/Ally	Li

							活动开场是由Molly讲述她在姐姐自杀后的心路历程。	Molly发言中屡次哽咽，在

场很多人感动落泪。接下来大家围绕Acton’s	Minute	Man	Ridge	neighborhood	行走

一英里,纪念逝去的年轻生命，寄托努力减少这类事情发生的美好愿望。共有465位报

名参加walk。共raise	fund$47,002,	超额完成这次活动的fundraising目标$40,000。

								Out	of	Darkness	Acton	Campus	Walk得到了AB学区学生、老师、家长及各社区

团体的广泛支持响应。Acton中文学校也积极组队参加，得到了华人社区的强烈支持，

共有40人报名参加中文学校walk团队walk或donation或both，仅在四天之内收到募款

47笔总额$1,455，在所有参加的组织团队中排第六位。Acton	中文学校作为社区里华

裔人口覆盖率最高影响最大的华人代表组织,	长期致力于中文教学，中华文化传播与交

流，和社区公益建设。这次活动体现了Acton华人社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整体关

注、支持，充分展示了对社区公益的热情和爱心奉献的行动力！Acton中文学校在这里

再次感谢每一位参与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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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近百名老人提供中式晚餐																																																											

							5月5日，近二十位中文学校的老师在董事会主席刘相海、校长徐向

东、副校长满霞，校长助理马琳娜的带领下参加了一次义工活动。为近百名

老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中餐，受到社区欢迎和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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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活动之中国文化娱乐活动																																																									

							5月6日，由副校长满霞，教务主任石红月，CSL	教师李蕾及部分文化课老师

为主的中文学校老师们参加了在Marlborough举办的领养中国孩子家庭的文化娱

乐活动，我们中文学校的中国舞蹈，书法等出现在了这次活动中，对Acton中文

学校和我们的CSL做了很好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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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世界																																																									

Chinese	Painting	班学生作品	（老师：	Sharon	Wu)

素描班学生作品	（老师：	Pui-ying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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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世界																																																									

素描班学生作品	（老师：	Pui-ying	Ching）-	接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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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MLP2A王弈文	 	 	 	 	 	 	 					指导老师姜海群
							今年的夏天很热,	有一天妈妈对丽丽说:	“丽丽,	天这么热,	你给后院的花浇点儿水吧。”	“好
的。”丽丽说完就跑出去了。
	丽丽来到后院，后院里长满了五颜六色的花。	有红的,	黄的,	和紫的……	它们看到丽丽来浇水,	就高
兴地说,	“	我们渴死了!谢谢您!”
	丽丽一边浇水一边唱着歌。	突然,	丽丽听到“呱”的一声,	她低下头,	看见地上有只青蛙!	丽丽把水壶
丢到一边,	轻轻地蹲下,	慢慢地伸手去抓青蛙.	正在这时,	青蛙说:		“你好丽丽!	你为什么要抓我呀?	我
在	帮花们捉害虫呢。	我们做个好朋友吧!	你浇花,	我捉虫。”丽丽说：“好的。”于是他们俩就一个
捉虫，一个浇水。花们都开心地点点头说：“谢谢你们！”

MLP2A	夏天翧	 	 	 	 																																						指导老师姜海群
							在一个夏天的早上，一个光着脚的可爱的小女孩正蹲在草地上玩。一缕阳光照在草地和小女孩身
上，她看着草地里的青蛙微笑，洒水壶被丢在一旁。凉风吹来，花香阵阵，鸟叫声。这是一个多么美
好的早晨啊！

MLP2A	陈子清	 	 	 	 	 	 	 					指导老师姜海群
								有个小女孩叫林林，她有绿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和白白的皮肤。笑起来的时候，嘴角还有两
个小酒窝。
								春天里的一天，林林穿着她最喜欢的粉蓝色短裤在院子里玩，一听见妈妈叫她就连忙跑过去，
问妈妈什么事。妈妈说：“你去给花浇水好吗？”林林说：“好吧。”她提着水来到花旁边，看着五
颜六色的花，枝叶茂盛的树，绿油油的草，蓝蓝的天空中还飘着一朵一朵的白云。林林一边闻着芬芳
的花香，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惬意极了。她浇完水，站在草地上，想着，好一个美丽的世界啊！
								突然，林林听见一个奇怪的声音，马上把水桶放下来去找那个声音。她跟着声音找过去，发现
了一只青蛙，就跟它一起玩起捉迷藏来。青蛙躲的时候，跳来跳去，越跳越远，林林找不到它，就只
好回家了。她告诉妈妈说“今天，我在院子里玩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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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姑娘和三只小熊》	
	 	 	 	 		MLP	3B		丁宸壹			指导老师		张毅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有一头很长很长的金发，所以大家都叫她金发姑娘。她住在森林
的边上。有一天她的妈妈说：“女儿，你到森林里去摘一点果子吧。”	金发姑娘就提着篮
子到森林里去摘果子。就在那时，正好有一家小熊在吃早餐。熊爸爸说：“哎呦！我的粥太
烫了！”	熊妈妈说：“哎呦，我的粥太凉了！”	小熊说：“哎呦！我的粥还没熟呢！”	小
熊家就决定在森林里走一圈，再回来。他们觉得回来粥就会好了。但是，出门的时候小熊忘
锁门了。

									这时，金发姑娘来到了小熊家门前。她看了看，没有人。她敲敲门，也没有人答应。
她就走进去了。她问：“有人吗？”	没人答应。她坐在餐桌旁，突然发现自己很饿。她
发现桌上有三碗粥。她就拿起最大的那碗喝了一口。“哎呦！太烫了！把我的舌头都给烫
了。”她拿起了中碗，喝了一口。“嗨，这碗又太凉了！”她又拿起最小的那碗。她喝了一
口。“哎，这碗粥正好，不凉也不烫。”	金发姑娘把小碗的粥全吃了。最后，她觉得吃饱
了，有点累，她就去客厅休息。她坐在最大的把椅子上。“哎哟！这把椅子太硬了！”	她
站起来，又坐在那中椅子上。“哎呀！哎呀！救命啊！这把椅子软得把我陷进去了！”	她
从椅子里挣脱出来。	她坐在最小的椅子上。“哎--这张椅子太舒服了！我都快要睡着了！”	
可是，她突然听到“嘎吱”一声。糟糕，椅子坏了！金发姑娘被摔在地上。她说：“唉，
真倒霉！”	她走进楼上的卧室，看到三张床。她躺在最大的床上，“哎呦，这床可太硬
了！”	她又躺在那中床上。“哎哟！这张床就像那把软椅子！救命啊！把我陷进去了！”	
她起来，躺在那张最小的床上，“哎--这张床太舒服了！我快要睡着了。”金发姑娘进入了
梦乡。

								就在这时，小熊一家回来了。他们马上坐在餐桌前。熊爸爸说：“哎呦！谁碰了我的
粥？”	熊妈妈说：“哎，有人也喝了我的粥！”	小熊说：“	啊？谁把我的粥全给喝了？”	

								他们很生气，想到客厅里安静一下。这时，熊爸爸发现他的椅子上留了一个印记。他
说：“谁坐过我的椅子？！”	熊妈妈说：“哎？我的椅子怎么折起来了？”	小熊说：“我
的椅子怎么碎了？”	

										他们气得一边跺脚，一边上楼梯。他们走到卧室门口。熊爸爸说：“哎？我的被子怎
么动过？”	熊妈妈说：“我的床上有一个大坑！”	小熊说：“我知道谁做了这件事！是在
我床上睡觉的女孩！”	这时，金发姑娘被惊醒了。她看见那三只小熊，吓坏了！她赶紧从
最近的窗户跳出去。三只小熊也跳出去，追呀追……突然，金发姑娘摔倒在一棵大树底下。
三只小熊也追到跟前。金发姑娘吓的要哭出来了！这时候，小熊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
妈，我们原谅这小女孩吧。她是一个好孩子，就是犯了一个错误。”

						从此，金发姑娘和三只小熊成为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他们一起用
爱照亮这个世界！

No. 120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七年五/六月

22



		 	 	 	 	 我亲爱的仓鼠	Humphrey	

	 	 	 	 MLP六年级		王安妮				指导老师	陈隽
	
							2012	年的圣诞节，爸爸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可早就想好了！几乎半年，我们一直在
讨论我们家可以养一个什么宠物。我一秒钟都不想浪费，立刻说：“我要一只仓鼠！”	那时
候，我正好读了几本书，讲的是一只仓鼠的故事。我一开始读就喜欢故事里的金色仓鼠。可
是，爸爸想了想，告诉我说不行。后来有一天，我以为爸爸妈妈早都不想这件事的时候，他
们给了我一个惊喜。爸爸悄悄地告诉我，他们商量了,	他们觉得我长大了，够负责任了，就让
我试试吧。我可以有一只仓鼠啦！我和爸爸去了PetSmart，我从店里挑的仓鼠跟书里读的好
像一摸一样。它们俩都有软软的毛，浅金黄色跟一点红的身体，可爱的小样子，和望着你的
亮晶晶的像宝石一样的眼睛。虽然我们大家一起想了很多名字，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它太像书
里的	Humphrey	了，所以我们就把我亲爱的仓鼠叫了书里叫的	“Humphrey”。

						Humphrey	是 夜行动物，也就是说我起
床的时候，它要准 备睡觉了，我睡觉的时
候，它刚醒来。我 最爱看	Humphrey	“起
床”	了。你会想像 仓鼠仰躺下靠着它们背睡
觉么？其实大多时 候它们是像猫猫狗狗一
样把头卷向尾巴团 成一个圈圈，就可爱地
睡了。仓鼠在它们 的	“白天”	会蹦蹦跳跳
地活动，有时它们 还像人一样，仰躺在背上
睡觉！Humphrey	 “起床“	的时候会慢慢
的睁开眼睛（它会 眯着小小的眼睛睡觉）
，一付迷迷糊糊 的小样子，非常让我喜
欢。Humphrey	在 一个绿色的小房子里睡
觉。

							Humphrey	醒了，打着哈欠，伸好了懒腰，它就把毛乎乎的嘴伸出它的小房子。这个
时候我就特别爱喂	Humphrey。如果你给它很多吃的，它会很快地塞进它的面颊囊（cheek	
pouch），藏起来。如果你给它一个很甜的吃的，它就会慢慢地舔着，像小孩儿吃冰糕一样可
爱。它一会儿舔舔，一会儿咬咬。我看见	Humphrey	吃东西就感到很开心。吃完饭，聪明的	
Humphrey	就会用手（和口水）稍微蹭蹭脸和身上，像在给自己洗澡一样，可好玩儿了！

							Humphrey	经常在笼子里爬来爬去，他爬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在扭屁股。有时候我会把	
Humphrey	给装到一个透明的球里，让它自己转动这个球在家里空旷的地方跑来跑去，锻炼
身体。我在旁边做作业的时候就会看到它匆匆忙忙地跑过去。有好几次，Humphrey	不小心
钻到沙发底下，找了半天，才终于找到了。

						Humphrey	是我的一个最有趣又温柔的朋友！可是，2015	年的情人节，Humphrey	去世
了。它和我们一起快乐地度过了两年多，	我们都很爱它，虽然	Humphrey	已经走了一年了，
它还一直在我心里，它的软绵绵的毛像是我还每天都能摸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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