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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话 

这是我第二次当中文学校校长了。 

 

几年前，我们搬到了艾克顿，小孩上中文学校成了问题。不是路途远费时，就是上

课的时间不合适，搞得大人小孩都疲惫不堪。比来算去，觉得还不如在家里自己

教，效果可能更好。大约三年前，备齐一应教学用具后，“爸爸中文学校”在我们

家的地下室正式开班授业。“学校”有两个学生，两个教员，一个教务主任，一个

校长。从校名上来看，用脚指头猜你也会知道谁是“校长”了。太太是主课老师兼

“教务主任”。由於经费紧张，“校长”也只好放下身段做代课老师兼教副课。办

学初期，教学双方非常积极认真。因为校名是学生自己取的，老师和校“领导”也

是由全体学生民主选举产生的，学生的学习热情之高可想而知。可是好景不长，新

鲜劲大约只维持了两、三个月。先是主讲老师以刚换工作很忙为借口不时请假，学

生又认为代课老师的拼音不怎么样，有些发音还不如学生标准，公然挑战“师道尊

严”。由於学生和老师的特殊身份背景，“校长”令不通行，禁不能止。只得恩威

并施，用胡萝卜加大棒把课程时断时续地又维持了几个月。过完暑假，没有人来注

册。“爸爸中文学校”只好关门大吉，无疾而终。 

 

学校虽然不很成功，倒有了个意外收获，通过学生，我认识了一个其朋友的家长。

后来我们也成了朋友，再后来又成了同事。他叫王泽养，本镇的华人最早住户之

一。此公兴趣广泛，几乎没有什么运动不爱好，都能来两下。他为人热心，积极参

与社区活动，没多久就把我拉下水，一起主持了几次本地区的华人聚餐会。通过这

几次聚会，我们认识到由於近几年华人人口的急剧增长，小孩学中文上中文学校是

大家最关心、最迫切的要求之一。此前也曾有不少人为办中文学校努力过，可因为

种种原因没有办成，供需关系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我曾经参与创办达特茅斯

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华人联谊会(Dartmouth Chinese Association)并被选为会

长。根据自己的体会，任何群众组织创立与运行，沟通渠道是成败的关键之一。在

这几年聚会的登记名册和一些调查表基础上，我们又收集了一些信息建成

Acton_Chinese 电子邮件群体。通过它，我们汇集了大家的智慧，形成一个核心筹

小组。最后在大家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创办了艾克顿中文学校。 

 

学校筹备期间，我就发现本镇和周边地区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各种人才不断涌现出

来为学校创办献智出力。王泽养曾经是牛顿中文学校董事会和家长会的中间力量，

责无旁贷地负起这方面的责任。财务方面有 CPA 万晓明和张耀路掌权，无人敢染

指。原世纪中文学校的文化课中流砥柱王泽鸣和认真负责的王慧把文化课一摊子办

得井井有条，滴水不漏，用不着我帮倒忙。她们还拉上好朋友李劲冬和姚晓菊把总

务大权接管了。两位女将采购教学办公用品精打细算、又便宜又好，旁人只能免开

尊口。张逸公关一流，在波士顿地区新闻媒体中人脉广深，宣传公关舍其谁也？他

才华横溢，文彩飞扬，和陆青一起把校刊办得美轮美奂，看得我想去给他们打下手

都不好意思。负责网页的杨培云倒是肯收留我当下手，可是和组里的高手张颖、李

晓林一比，我知道自己只能在那里添乱。文化课有光芒万丈的明星朱碧云在那里，

人才济济，咱争不了光。想来想去，我可能当语文课老师比较合适。赶紧和负责教

学组织管理的简建华、刘玉芬说明自己是老资格的教学人才：曾经在上山下乡时当

过扫盲老师，代过两天民办老师的课，在中国大陆两所大学任教过，在美国两所大

学当过助教、代过课。两位老总说那些东西是和大人打交道，我们有许多儿童教育

经验丰富的师资，如刘闽慧、谢翔英、徐静、谢良玉、刘杨等老师。咱们灵机一

动，把“爸爸中文学校”的经历呈上堂请他们再考虑。这时陈晓红老师说话了，声

明她的孩子可不要到我的班上课，因为我的发音不够标准。当场就把我当老师的一

线生机给废了。什么都干不了，我只能给大伙打杂了。有人发话了，“你不是当过

‘爸爸中文学校’校长吗？还接着当这儿校长好了。”我说那校长没当好，我不

行，还是给大家打杂好。又有人接着下命令了：“哪那么多罗嗦。哪儿跌倒，就从

哪儿爬起。校长就是打杂的！” 这不，我现在就给大伙跑腿打杂了。需要我的地

方，请吩咐。事办得不好，请多包涵。 

陈鸿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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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的话 

季儿 

 

时间过得真快，好像热闹的开学典礼不过才是昨天的事，一转眼我们的中文学校已经平稳地走过

了将近三个月的历程。在这三个月里有汗水有笑声，也出现了不少让人感动的人和事，为我们的

校刊提供了许多素材。 
 
许多人可能都听说了关于一只戒指在中文学校里失而复得的故事，在这一期校刊里，我们刊登了

当事人侯伟所写的《戒指》一文，详细的叙述了故事发生的前前后后。作者用流畅的笔调，表达

了对拾金不昧并且做好事不留名的女孩的感激，以及对我们中文学校的热爱。开学几个月来，大

家对朱碧云这个名字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了，本期校刊中我们特意对朱碧云进行了采访，在《从明

星到老师》这篇文章里，大家可以对朱碧云精彩的演艺生涯和丰富的生活经历有进一步了解。继

前两期校刊刊登了我们学校里各位老师的自我介绍，在这一期里，我们刊登了部分校行政工作人

员的自我介绍，大家在读这些自我介绍的同时，可以把它们与学校里那些耳熟能祥的名字对号入

座，更加加深对那些为中文学校忘我工作的人们的认识和理解。在本期里，我们还选登了三年级

和四年级学生的部分习作，从一篇篇天真稚嫩的短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学习中文的热情和

几个月来的取得的进步。 
 
在这万物生长的春天里，年轻的艾克顿中文学校正在茁壮成长，而我们的校刊也在一期期随之成

熟起来。春华秋实，让我们一起来期盼着一个硕果累累的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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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花絮 

 

国际语言周的联想 

杨佩云 王泽养 

月 5日上午， 我们陪同刘敦健和任瑞芝两位老人家

到 ACTON 初中参加学校举办的国际语言周活动。

位老人是中文学校特邀

教师们和学生们表演书

和丹青艺术。刘敦健为

师们和学生们表演的是

法，应学生们要求，他

中文写出每个学生的名

。任瑞芝为教师们和学

们表演的是国画，只见

廖廖数笔，一朵绚丽的

丹便跃然纸上，又见她

手挥毫，一棵青松傲然

于湖畔，与远山，湖上

小舟浑成一体，构成了

幅美丽的画。围观的学

惊叹不已。先来的学生

知可以将画带走，十分

兴奋，纷纷留下姓名以便回来索画。没有拿到画的学生

则十分失望，有的学生甚至询问是否可以向她买一幅

画。在礼堂表演的太极拳和幻灯片也受到教师们和学生

们的欢迎。 

 

负责组织国际语言周活动的是语言教研组负责人

Joanne Lazdowski 女士。组织工作可以说是十分简洁。

几个回合的电子邮件，校工准备好场地。我们准时到

校，学生准时入场，活动

就开始了。Lazdowski 女
士因上午有课，直至中午

请我们用餐时才见面。利

用午餐的时间，我们见到

了语言教研组的老师们，

也了解了一些 AB 初中语

言教研组的情况。语言教

研组有八名全职教师，一

名代课教师。初中开设法

语与西班牙语两种课程。

西班牙语占 60%+。每个老

师每天上 5节课。

Lazdowski 女士是教研组

负责人，每天上 4节课并

处理行政事务。七年级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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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平均十八人，八年级二十四人。午餐后,Lazdowski 
女士带我们到她的教室参观了学生们制做的图片和作

业。短暂的午餐后，我们又开始了国际语言周下午的活

动。 

 

整整一天的活动，没有迎来，没有送往，可 Lazdowski 
女士在百忙中为我们精心准备的午餐和从教研组有限经

费中抽出来支持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一百元支票表达了她

对我们的感谢。孩子们对书法绘画的赞叹，对太极和图

片报以的掌声是对我们最好的迎接和欢送。孩子们的朝

气和求知的热情，令我们兴奋，鼓舞。老师们的认真，

敬业，让我们感动。 

 

学生在校的生活是紧张而丰富多彩的。要想了解他们在

校的学习情况，光靠一纸成绩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

道很多家长关心和参与学校的活动。但因为种种原因，

大多数家长参加学校和孩子们的活动是有限的。我们难

得有机会参加学校的活动，如若学校的工作出现失误，

我们提不出批评。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熟悉老师和

学校，多少人在为孩子们呕心沥血，我们可能不知向谁

致谢,因为我们不知情。也许今后，更多的中国家庭家

长们能挤出些时间参加学校和孩子们的活动？除了教职

员外，学校里活跃着许许多多的义工。从课堂上帮忙的

家长到小足球队的教练。也许不久后，在义工中会看到

更多中国家庭家长的身影？ 我们走进了这个社区。也

许真正的宾至如归开始于我们的参与。也许溶入一个社

区要象春雨落地，一滴一点,一点一滴. 

 

 
 

戒指 

 一个真实的故事 

家长：侯伟 

 
(谨此文章以表达我对那位不知名的好人的感激以及对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热爱!) 
 
四月六日, 在我儿子的电子琴课快结束时, 我忽然发现原

本戴在手上的钻戒不见啦! 天呀! 那可是先生送给我的

结婚十周年的纪念啊! 我焦急得盼着下课, 下课铃一响, 
等不得先生来帮忙拿电子琴, 赶忙带上儿子, 冲出教室去

找戒指! 
 
可到哪去找啊! 我自己一点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 在什

么地方丢的! 没办法, 只好试着到所有我可能去过的地

方去找. 儿子看我带他跑这跑那, 而且十分焦躁不安, 便
问我: “妈妈, 你干嘛?” “妈妈的戒指丢啦!”, 虽说五岁的

儿子并不明白戒指的重要, 但他从我的表情上看出我是

十分在乎的!所以表现得异常得乖. 我仔仔细细找遍了所

有可能的地方, 总是期盼着奇迹的发生, 可是, 随着越来

越多的地方被我找过, 希望变得越来越小, 当我精疲力竭

得找到最后最后一个地方: 体育馆, 人们几乎走完了, 我

最终也没能找到我的戒指!! 只好沮丧得走到我先生跟前, 
难过得告诉他: “我的戒指丢了!”, 先生简直快叫起来: 
“什么?! 戒指丢了? 怎么丢的? 在哪儿丢的?”, 我难过得

不得了: “别问了! 我不知道!” 先生一看我这么难过, 也
就没说什么, 但也是失望得很! 
 
我们一家三口默默往校门走去, 这时刚好看见李劲东在

门口.我先生一见李劲东，就对我说: “哎, 李劲东不是在

管那些捡来的东西嘛!去问问她!”, 我心灰意冷得说: “没
用!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在哪儿丢的。再说，谁捡到

会上交啊！” 先生说: “试试吧!”, “好吧!”, 我一点也没抱

希望, 只想敷衍了事, 于是走过去, 问: “李劲东, 是你在管

那些捡来的东西吗?”, 李劲东说: “是啊! 都在那盒子里, 
我已收起来啦!”“有人今天捡到戒指吗?” “有啊!”, 什么?!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双手合十, 祈求那是我的戒

指! 这时, 李劲东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戒指, 天哪! 那正

是我丢的, 找遍”全世界” 却没找着的戒指! “一个 girl, 捡
来交给我,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也忘了问她了! 我到处问

是谁的, 都说不是! 我以为今天没人认了呢! 这么贵重的

东西, 没敢留这儿, 准备拿回家保管!”, 李劲东边说边把

戒指递到我手中, 我已激动得双手颤抖得接过那小小的

戒指, 眼里已涌满感激的泪花… “谢谢! 谢谢!!”, 我和先

生除了道谢, 不知该如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是啊! 我知道, 一声”谢谢”, 无法表达我和家人对那位拾

金不昧的不知姓名的好人的感激! 但我还是要向你发自

内心得说声: “谢谢!”, 是你, 让我们看到这人间的奇迹! 
正是有象你一样品德高尚的人们, 才使得人间如此美丽, 
人与人之间感情变得如此美好! 虽然我们不知道你的姓

名, 但你已被每个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人铭记在心! 
 
同时, 我也要感谢李劲东以及象李劲东一样认真负责, 辛
勤为我们大家服务的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工作人员! 是你

们, 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可爱的中文学校! 使我们和我们

的孩子们有了一个舒心,快乐的学习, 聚会的地方!你们

不记报酬, 任劳任怨地为我们服务, 请接受我代表所有的

人, 向你们说声: “你们辛苦了!”   
 
我很高兴我能有机会结识你们, 善良美好的人们! 我很

骄傲我能成为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一员!我相信学校一定

能办得越来越好… 
 
我热爱我们的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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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初稿出来后，请“二王”审定。为了赶星期天，

刘玉芬十分火急帮忙中文输入。不待我有机会校对，王

泽养已闪电般印好了120份。拉上夏圩，我们俩将所有

调查表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全数发出。 

帮家长会做民意调查 
 

艾克顿中文学校家长会     吴利宁 
 

 
和许多现在ACLS的家长一样，我们都是从NCLS(牛顿

中文学校）转来的。我在NCLS一呆就是五年，看着这

所学校从成熟走向昌盛，从成功迈入辉煌。遗憾的是我

自己并没有对这个学校做什么贡献。除了偶尔叫几声好

和帮点小忙外。义工做得少，现在想来有两个原因。第

一是NCLS那边离Boston近，许多家长本来就以做教育或

社会工作为职业。办中文学校是他们在本行基础上的升

华。学校是需要帮忙，但迫切性不大。第二，在NCLS
做IT的人不是主流。你只要说我是做IT的，工作太忙之

类，往往就可以逃之夭夭 

放学了。忐忑不安地去触摸这些交回来的表格。我惊喜

地发现，我们居然收回了41份！记得王泽养说，他在

NCLS搞survey，诺大的一所学校，只收回了27份。与

之相比，我们的家长们已经很对得起我等的劳动了。 

 

以下是这次民意调查的结果。 

── 篮球俱乐部  

有兴趣参加人数：16 

不管走到哪个中文学校，男士们对篮球的热爱如出一

辙。小小一个球，抢来抢去。神情之专注，态度之认

真，令人折服。这项活动不在于激发大家的热情，而在

于把这种热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譬如说收费、限制

使用场地等。 

 

在ACLS可不一样了。这里的家长几乎百分之九十做

IT，连校长、筹委会会长和家长会会长也不例外。“内

行领导内行”，推遁逃脱不再奏效。这就是为什么当王

泽养和王峰这“二王”来邀我入盟家长会时，我被他们

逮个正着。 

 

──足球俱乐部 

有兴趣参加人数：17 
 

与篮球类似，男家长们对这次活动永远乐此不疲。篮球

足球本来都有队，都有组织人。这项民意调查又涌现出

一批愿意参加组织工作的热心人。他们的名单可到我处

查询。值得一提的是，一名女家长建议组织女子足球

队。颇有新意。只是不知道在女家长中会有多少响应。 

说起家长会，它对一个中文学校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

首先在于维护学校秩序，保护学校财产，保障学生安

全。而这一切都直接联系到锁定校舍使用权这件“校命

关天”的大事。在我看来，家长会的另一个重要性在于

它对学校“人气”的提升作用。过去上过中文学校的家

长们都会发现，一个办得好的中文学校，家长会能在家

长中产生极大的凝聚力。久而久之这种力量甚至会超过

那个最初送孩子学中文的原动力。Boston地区曾经广传

过一句笑话，叫做周末上中文学校，孩子哭着去，家长

笑着去。这里影射的就是中文学校的父母们和爷爷奶奶

们对家长活动的痴迷。 

 

──桥牌棋艺俱乐部 

有兴趣参加人数：15 

这项活动虽有人参加但暂缺组织人。不管有没有组织

人，在大餐厅下棋的是大有人在。 

 

──专业人员俱乐部 
 

有兴趣参加人数：24 
咱们这个中文学校虽说成立伊始，但家长会在前面提到

的第一个职能方面已经基本到位了。这要感谢王峰会

长、家长会全体同仁和全校家长们的共同努力。在第二

方面，我们刚刚腾出手来面对它，正好想做一些尝试工

作。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峰和我商量说，是否让我做一

个民意调查(survey), 了解一下家长们都愿意开展些什

么活动，这样我们可以投其所好。我欣然应许。 

这个组织旨在促进专业人员之间对新技术新动向新市场

的交流互动。不管你做IT，生物，金融或其它，我们都

希望你在这里找到有用信息。为了集中组织力量，我们

把再就业也归到这个俱乐部。期望大家除了分享专业方

面的信息外，还能在求职方面得到启迪。 

 

自告奋勇担当此项“大工程”牵头人的是左国英，肖洪

和杨佩云。其中杨佩云最近因找到工作请求辞去在这个

俱乐部的义务。我说，没问题，佩云。我们会有其他人

帮忙的，你放心去吧。想到佩云，想到她在找工作期间

为中文学校网站做的大量工作，还有许多许多象她一样

以待业身份为中文学校日夜操劳的人们，我心里充满了

敬意。希望他们也有一天也能象佩云一样找到自己寻求

的那份职业。这应该不是一件太奢侈的梦想。 

 

现在搞家长活动，说实话可不如三年前容易了。因为大

家如今不管对工作怎样鞠躬尽瘁还是没有job security。
心里不踏实，干什么都没有劲头。想当初，NCLS一个

投资俱乐部调动了几乎一半的家长。每个星期天下午大

战三个小时意犹未尽，每户掏出二千美元入伙光爽快不

说且争先恐后。可惜物换星移，今非昔比。 

 
 

面对现状王峰和我的共识是，我们不做组织工作量太大

要求家长花太多时间的活动。相反，我们只想通过有限

的努力让大家能高兴高兴，运动运动，长些见识，不枉

来中文学校一趟。当然如果有的活动对大家交流专业知

识和再就业有帮助，我们还是愿意网开一面大力支持

的。 

就在我断断续续搜肠刮肚爬格子的这些日子里，国英和

肖洪已经组织了专业人员俱乐部得第一次活动。大家分

别介绍自己，brain storm我们的长期短期计划。根据出

席会议的人数和两位组织者的精明强干程度，我认为这

个俱乐部前景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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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搬电视放CD是件琐碎的事，但它比起组织专业

人员俱乐部和读书会来可运作程度要大得多。现在每周

为大家服务的是吴利宁，柳进和周麟。 

──英语角 

有兴趣参加人数：16 

英语角在我们做民意调查时刚刚开始。“美方”热情很

高，每周派三、四个 native speakers 到场。可他们对

“中方”在各种层次上的要求并不了解。“中方”需要

有人作协调工作才能让他们的服务对不同程度的学习者

都有帮助。 

 

我们可以说能借到或买到大多数您想看到的电影或电视

剧。可是就是不知道大家想看什么。今后我们会在电视

机前放一个意见本，请您不吝指教。 

  

── 爷爷奶奶俱乐部 ──读书会 

有兴趣参加人数：8 有兴趣参加人数：14 

咱们学校的爷爷奶奶们都比较谦虚，没什么特殊要求。

既然如此，只有暂时先看录像了。 

把读书会作为民意调查的一项，我最初有些发怵，差点

没给删了。结果出来后反应还不错。在目前这个经济危

机加战乱的年代里，还有那么多同胞对读闲书感兴趣。

真使我喜出望外。 

 

── 对学校各类讲座题目的要求 

税收，小孩教育，大学申请，大学财经，社区发展，保

健知识。 

 

中年本来是收获的季节。广泛阅读可以帮助我们借鉴历

史，洞察人生，审视自我，从而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面

对未来。这也许就是古人说的“以史为镜”，“以人为

镜”的道理。 

 

── 对学校未来可能组织活动的要求 

 

舞会，卡拉OK，排球，女子足球，联欢会。  

 周麟来自人文底蕴深厚的上海。理工科出身的他却有着

丰厚的阅历。凭着对书籍的熟悉，他自然成为读书会组

织者的最佳候选人。现在读书会已有了自己的yahoo 
group 和第一个月的活动计划。我们欢迎更多的家长们

和我们一起咬文嚼字，谈古论今。有兴趣的请与周麟联

系(zhoulin88@yahoo.com)。 

到此为止，我把这次家长活动民意调查的结果向大家汇

报完毕。通过这41份表格，我感觉到留名或未留名的家

长们为学校为社区贡献的热心。特别在最近几个家长俱

乐部的组建中，组织人的高素质高效率和家长们的热情

参与，更证明了蕴藏在这个学校这个社区的巨大潜能。 

我们今生有缘相会。相会在在这个大家期盼已久的真心

热爱的学校里。让我们携手共建明天的繁荣。 

 

── CD/DVD 俱乐部 

有兴趣参加人数：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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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mily and I wish ACLS continues success in spreading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wish ACLS becomes a solid 
corner stone in fulfilling the needs of our community. 

艾克顿中文学校部分行政人员简介 
 
校长  陈鸿祥  

  
财务主任 张耀路 （陈校长自我介绍请看本期校长的话） 

  
我是张耀路（Jenny Zhang)， 在我们中文学校负责财

务方面的工作。我出国之前在国内的一所理工大学做教

师工作，到美国之后学习的是教育心理学。但一个偶然

的机会，让我走进了财务这个领域，并与此结下了不解

之缘，一做就是十几年。目前我在一家生产药品的公司

做财务工作。很高兴自己能有一个机会参与我们中文学

校的工作，为我们的社区服务。 

副校长兼校刊主编 张逸 
 
一向喜欢热闹，喜欢把大家凑在一起找乐。搬进屯之

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颇感失落。一听有人（泽养，

鸿祥等）要搞中文学校，顿时有种重新找到“组织”的

感觉。凭着“英美语言文学”的文凭在外事系统迎来送

往整整八年。时间一长，见的人越多越杂，越觉得这地

球其实很小，也越发感到保持个人文化根基的重要。学

无止境。作为一名年轻的家长和屯民，我愿意与中文学

校一起成长。青青芳草在白雪的重压下显得格外坚强；

中文学校就像一只刚刚冲破茧子的彩蝶在天际轻舞飞

扬！ 

 

文体主任 刘相海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记忆之一就是当父亲告诉我明天可以

去上学了，我兴奋得晚饭都吃不下去，第二天早早起

床，跟父亲去了学校，从此开始了求学生涯。小学、中

学、大学、研究生，我从沂蒙山区到了青岛，从青岛到

了美国，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成长为一名软件工程师，对

有知识与没知识的差异我体会深切，对”没有文化的民

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在青

岛我留校成了一名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成了我的理想

和职业。来美国以后这个理想成了尘封的记忆，直到听

说 ACTON 要成立中文学校，这才觉得有了用武之地。

本来孩子的中文教育就是我很重视的一件事，中文学校

可以让孩子系统地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也是在外

的中国人重要的社区活动场所，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加入

优秀的 ACTON 中文学校管理团队，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

力，尽我所能为成长中的 ACTON 中文学校添砖加瓦。 

 
教务主任 简建华 
 
曾经在国内一所大学教务处工作了四年。家里的成员大

部分是老师或曾经当过老师，因此自己对学校，对教学

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屯里办中文学校是件非常

好的事，说远了是弘扬我中华文化，说近点是方便本屯

及邻村的子女就近入学。这一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工程吸

引了众多的想为咱屯里做点事的有识之士。我是被感动

的，动了。 

 

校长助理 王泽鸣 
 
My name is Wang, Tse-ming. Most of time people know 
me as Ming Wang avoiding the difficult pronunciation of 
"Tse".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Beijing, China. I came to 
the States to study right after China opened its door in 
1980. In 1993, we built our new house and moved to 
Acton.  Both our sons were born in MA, and Acton has 
been kind to us. 

 

总务主任 李劲冬 
 

李劲冬，ACLS学生家长之一。一看名字，百分之九十

九的人以为我是位男性，接下来，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写

错我的名字。自幼被认为是做幼教的好材料，有耐心， 

能歌善舞那早已是当年勇。只可惜阴差阳错在别的摇篮

里摇了十几年，脱胎换骨成了个地道的工程师。本应和

孩子们在一起唱歌跳舞的人，落得个天天守着毫无声息

的电脑“造虫子”、“抓虫子”，真是大才小用了！三

年前三口之家欢天喜地搬到屯里来，亲眼目睹乡亲们为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大干快上，扬鞭催马，难辨谁是最可

爱的人！很高兴能为年轻的ACLS作贡献，看到大家的

笑脸我自己也欣慰。希望再过二十年能与大家同唱“丰

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

有你的一半”。 

 
I work for Cisco as a software engineer. A group of 
Chinese at Cisco started to talk about founding a Chinese 
school in Acton during lunch times in 2002. And the rest is 
history. 
 
Our two sons had been going to Chinese school in 
Framingham for 5+ years. I think it is over due for Acton to 
have its own Chinese school. Thanks to many people 
countless hours of hard work, I'm so glad our dream came 
true! 
  
With full understanding that our school needs much work 
and care, I volunteered my time to help with the effort. I 
was in charge of creating ACLS' culture programs in the 
beginning. And I'm teaching both adult aerobics class and 
children's dance class this term. I'm also playing a school 
admin assistant role. 

会计 万小明 
 

我是一名注册会计师(CPA)，平时上班整天跟数字打交

道。尤其是在年终报表、报税季节，常常被数字缠得连

轴转，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到了周末，我非常心

甘情愿继续为中文学校处理数字，因为中文学校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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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更有趣一些，就像中国菜比其他任何菜都更美味一

样。我很高兴为中文学校尽一点力量。我也在这里结识

了一群兢兢业业，忘我投入为中文学校工作的朋友。大

家的相互帮助，和谐气氛，是中文学校的工作变得愉快

有趣。我希望有机会认识更多的老师和家长朋友。 
 
家长会会长 王峰 
 
I am a middle age man with one wife, one son, one house 
and two cars. The major reason that I would like to be a 
volunteer to serve in ACLS is because my son is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in this school and my family lives in 
Acton that makes me believe that I have responsibilities to 
help and support our school. As many volunteers indicated, 
the kids are our own kids and the school is our own school. 
If we do not care, who would? I also believe ACLS can 
provid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socialize, know each other 
and share information.  Beside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CLS Administration and ACLS 
Parent Council. I am pretty pride of our ACLS from 

nothing to the current size so that one of my friends living 
in Shrewsbury is planning to transfer his son to ACLS nex
semester from another school even more than 20 minutes
driving. No ACLS Administration, No ACLS. I am al
very proud of our ACLS parent council. They are all 
volunteers but they have done a wonderful job in Parent 
security, parent on-duty in classroom, Movie/DVD club, 
professional club and Basketball club etc… ACLS serves 
all parents/students and parents also

t 
 

so 

 support ACLS. This  
akes it a real community school. 

络主管 杨佩云 

al 

unity. It has benefited both my career and 
personal life.

m
 
 

网
 
I am very happy to have a chance to utilize my profession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Chinese comm

The Go To Guys 
For your real estate needs – 

 

Good School Realty, 
Inc. 

 
 

 We are proud to announce the commencement of
Good School Realty, Inc. (formerly Frank Chen Team),
the company who promotes education and specializes in
properties in good school districts.  Please contact us for
your real estate needs at 978-287-4435 or
GoodSchoolReal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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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回杭州上的学。1972 年上三年级的时候，考上浙

江省“五七”艺术学校。因为妈妈怕我下乡，同意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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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学舞蹈，可是爷爷却不同意。但是我还是去了艺校。经

过五年之久的闭门严格训练，我在 1978 年终于毕业

了。毕业后，我留在了妈妈身边，在杭州歌舞团工作。

虽然在艺校也演出过像“喜儿”这样的重要角色，到了

剧团就觉得接触的东西更深入了。文革后，文艺的百花

齐放，让我有机会跟随剧团走遍了几个省份巡回演出。

通过下乡，下部队，去工厂的演出，看得多了，创作的

信心也增加了。 

从明星到老师 

---朱碧云采访录 

们的艾克顿中文学校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学校管理

员的水平大家是有目共睹，几个月下来，学校被治理

井井有条；“三高”家长们的素质自不必说，而“虎

无犬子”，学生们也是个个聪明伶俐，懂事好学。不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我们的教师队伍。他们中间，有

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有高学历的青年才俊，还有一

颇具知名度的专业人士。其中，曾经是国内著名舞蹈

电影双栖演员朱碧云可以说是最有名，也最令人好奇

一位。 

 
1979 年，我的得意之作是参与创作和主演了舞蹈作品

《三潭印月》。至今，这个舞还是剧团的保留作品之

一，上过报。1980 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来杭州录制了

这个舞蹈，在中央电视台初一晚上的歌舞节目中播出。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还只有 9 吋大的电视机，我上了

电视节目觉得十分幸运。 
 
问：那么你又是怎么当上电影演员的？都演过什么电

影？ 

纪大些的人可能还记得，朱碧云是八十年代初期在国

小有名气的电影演员，曾经主演过中港合资电影《胭

》，及《人*猴》、《笔中情》等影片。八十年代中

她随着出国的潮流到美国留学，一九八九年与丈夫刘

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曾自己创业，开店当老板。一

多之前，因为丈夫工作的关系他们全家回到美国。从

个众人瞩目的电影明星到一个留学生，再到一个美容

的老板，再到一个全职的母亲，她从灿烂到平淡，其

经历颇具传奇色彩。目前，朱碧云与丈夫及两个儿子

居在艾克顿。虽然才搬来不久，她已经在利用自己的

长热心服务华人社区，除了为大家理发美容，还开设

舞蹈健身班，儿童舞蹈班等，在此地华人中间早已是

口皆碑。 

 
我觉得我当上电影演员靠两点，一是靠本身的艺术素质

和条件，二是加上电影剧本的需要。1979 年时，我还

不到十八岁，很单纯，很土，也很有灵气。在选用电影

《胭脂》的女主角时，在众多的国内和香港女演员的竞

争下，我的样片是唯一被香港长城电影影业公司的导演

和国内电影厂领导选中，决定的女主角。《胭脂》是改

革开放后第一部国内和香港合拍的影片，所以在 80 年

放映时，全国的发行量是第一，超过了当时的热门电影

《庐山恋》的发行量。当年当上女主角，我并没有任何

特殊的条件，靠的是艺术的需要，自己的素质。就如同

当今影视明星周迅，她的素质就很好。她是浙江省艺术

学校舞蹈班 1993 年毕业的，她的班主任老师在 70 年代

也曾是我的老师。 
碧云现在在我们学校教儿童表演艺术课，冲着她的专

水平，许多家长慕名将孩子送来学习，顺便一睹明星

采。还有的家长更是即使自己的孩子不在朱老师的班

，也要在朱老师上课时专门跑到小体育馆来看一看她

“庐山真面目”。大家对朱碧云都很关心，也有很多

题，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答案。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

，我们校刊特地用书面的方式采访了朱碧云老师。以

是这次采访的内容。 

 
问：你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为什么要到美国来？ 

 
朱：在八十年代初期，年轻人的梦想并不是当一个明

星或是发大财，而是想当一个大学生，或者是留学生。

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拍了电影《胭脂》、《人*
猴》、《笔中情》、《夜明珠》、《编钟》、《出击南

洋》、《悔恨》、《瓷娃娃》、《时光倒流》、《喜上

眉梢》等等，由于一心想成为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本

科生，放弃了后来一部部优秀的电影和电视剧如《红楼

梦》、《良家妇女》、《蹉跎岁月》等。因为中国的改

革开放，自己成了第一代出国潮的电影明星队伍中的一

员（洋插队的一员）。 

: 你在国内是著名的舞蹈和电影演员，能谈谈你的

历吗？比如说，你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开始学舞蹈？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谈谈我自己，谈谈我的

去，现在，和将来的打算。我在国内是 1979 年主演

港合资故事片《胭脂》时成名。一转眼已经是 23 年

去了。  
1989 年移民去加拿大。丈夫是中国科技大学七七级物

理系的毕业生，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我们有两个儿

子。在国外的平静生活，使我有机会有更多的时间和儿

子们在一起，而不再回去拍电影。与孩子们分开的生

活，是我无法想象的（我没有梦想过在国外拍戏，像陈

冲那样）。 

出生在杭州市。小时候，因为爸爸一直被调在北京铁

局工作，妈妈又在杭州中学当老师，所以我和弟弟是

爷爷奶奶的家，在上海的一栋大洋房里度过的童年生

。童年很幸福，但是失去的是不能像别的小朋友那样

天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如今自己当了妈妈，就不想

孩子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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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常因为看到儿子的努力，而得到鼓励。虽然自己又

失业，把店卖了来和家人团聚。总之来到一个新的环

境，处处要去适应，开始是很难的。但是这里的朋友都

很热情，给我创造了新的生活之路。 

问：听说你后来在加拿大，还开了公司自己当老板，

能谈谈你这段的经历和感受吗？ 

 

朱：很奇怪的经历。当年刚出国，周围许多陪读的年

轻女士都去学电脑和会计，我因为自知自己的理工基础

不好，又喜欢美，就去大学里学了美发美容专业。在班

里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在同时把英文也学好了。圣劳

伦士大学毕业后，就去大商场的店里做工，得到过英国

和意大利的优秀师傅的指导，和老板的进一步训练。其

中我也有机会参加了一些比赛，每次都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自己的顾客一天天的增加，手艺也一天天地长进。

更有了自信，中国人也能当老板。 

 
问：喜欢在中文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吗？ 
 
朱：喜欢。在中文学校教舞蹈，首先是让我看到在美

国的中国人可真多啊。我已步入中年，转眼留学生的第

二代已经成长起来。看到在国外的中国孩子没有很多中

国舞老师来教觉得很可惜，于是带着一片爱心，投身到

中文学校教师队伍中来。我天生喜欢孩子、学生们，也

许是自己没有女儿，觉得这些女孩子特别可爱，真想把

她们当成自己的女儿。而学生家长们又是那么认真地支

持我的工作，让我十分知足。在教学上，我尽可能去适

应中文学校的有限条件，我理解一周只有一次课，不可

能那么专业。中文学校也在不断发展，我想今后，会有

越来越多的专业艺术人才加入到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来。 

 
1999 年初，在丈夫的 MBA 老师鼓励下，我大胆地在多

伦多加入了 The Beauty Supply Outlet 这个有近三十家店

的连锁店公司。我们在大多伦多西北部投资，租下了近

两千呎的店面。第 一年创

业十分辛苦。一切 从零开

始，发展到后来有 近六千

的客户。当时我有 四个助

手，而且都是老 外，我

们一共五个人。我

那时一天工作十到

十二个小时。开始

因为胆子小，不知

道怎么当老板，经

过总公司的培训和

对自己以前工作的店里的那

些老板的亲身体验，边干边

学，慢慢地自信起来。这个

店好像成了我的第三个孩

子。干服务行业和过去自己

当演员大不相同，一个是去

服务别人，一个是被别人服

务。可能是移民生活的环境

和生存压力的原因，或者是

命运使然，我还是很喜欢美

容美发这一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是

这个服务行业，教会了我去怎么读人。真的，从一个明

星变成一个美发店的老板娘，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有汗水也有泪水，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 

 
问：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放弃影艺事业相夫教子是否

感到的遗憾？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又回到美国，并选择在

Acton安家落户？ 

 
选择 Acton 安家，是因为丈夫工作调动的原因，加上听

一些好朋友讲他们上高中的孩子很喜欢这里的学校。我

们的大儿子在 Acton 高中这一年多下来，也越来越喜欢

这个学校，学生的作业量很大，他的进步也很快。前几

个月他参加了 SAT 1 的考试，英文和数学的考试取得

了 1600 的满分。虽然得满分的学生很多，但他却是作

为一个从加拿大转过来不久的高中生，马上能适应美国

的学习环境和考试制度是很不容易的。 
 

 
朱：相夫教子

是历史上在中

国，也是在国

外妇女的一种

传统生活习

惯。没有什么

遗憾可言。舞

台和电影艺术

是一门很有意

义，也很有财

源的工作， 尤
其是在当今的

中国市场，对

年轻人很有吸

引力。我虽然做的时间不长，但是，如今回忆起来还是

很美，令人留恋的。也许是因为短，才显得美；也许是

因为当年电影太少，才显得那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
当初刚开始放弃时，真的都想到去“死”。可是，明星

的生活不可能永远属于你。有得既有失。我现在有一个

美满的家庭，两个儿子是我最好的“艺术”作品。在国

外，我也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女大学生，医学院，科学

院，文学院的女专业人才，看到她们为了适应在国外的

生活而改行学做许多不同的事。他们那么坚强，我也可

以做到。人是一样的， 只是我可能出名一点而已。学

会能上能下才是真正的英雄。 
 
人生很长，也很短。如果身体好的话，有条件的活，我

很想等将来孩子长大后，回国去和那些老同学如王志

文、严晓颖、李芸、娜仁花、罗刚、林芳兵等再度合

作，拍一些适合自己戏路的影片。或者办一所艺术学

校，像外公和妈妈那样当一名园丁，精心培养艺术人

才。或者再开一个公司一家店，再做老板娘。我也梦想

成为一名油画家，因为画中有自然，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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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坛 

学生对话、写作练习 

中等程度中文班老师 乐群 
我的学生 

 
四年级老师    刘玉芬 对于中等程度中文班的同学们来说，写作练习是必不可

少的。为了巩固中文学习，联系课堂上的字，词，句，

结合课文内容，老师布置了对话练习和每周一篇的日记

写作。下面是其中几篇叙述完整清楚，语言简练的好习

作。 

月九日那天，我将二十一位学生领进教室。他们的名

不会认、写，他们的面孔更陌生。当时心里有些担

，我天生认人差，自己会记住这么多学生吗？两个月

去了，有两、三个学生去了五年级，也有几个从三年

 

 

一. 对话练习 

 
了上来。现在还是二十一位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有一

故事。 
励程： 

 

打球 
说新“调来”的那位男生吧，他第一堂课就主动回答

题。还给全班讲了个笑话，很长。由于怕别的同学

，我几次转移了注意力，所以只记住笑话里的一瓶

。我直向他道歉，自己理解能力太差。 

 

小明： 小强，你在干什么？ 

小强： 我在打篮球。 

小明： 你练了多长时间了？ 

小强： 我已经练了九年了。 
位女生由于父母给安排的活动太多，前两个月只来了

次。我以为她不喜欢中文，又害怕她跟不上为难，主

和她聊天。没想到，她把耽误的作业全做了，还预习

我们将要学的新课。她还介绍了她以前学校里学 

小明： 啊！你已经练了这么久了？！ 

小强： 这有什么好吃惊的吗？ 

小明： 你打得好臭啊！ 

 
诗和绕口令。另一个小女孩儿，可能是我们班年龄最

的，才八岁。有一次我介绍中国地理，先问大家从哪

来，爷爷奶奶住在哪儿。她用纯正的普通话说， 

康原： 

 

大黑 
老师，我在德国出生，我爸爸妈妈是北京人。”我觉

她简直可爱极了！ 
 

小红： 方方，这只狗真可爱！它是你的吗？ 

方方： 是的。它叫大黑，是一只非常好玩儿的狗。 
有一位不太爱张扬自己的男生，他喜欢自己坐。有一

，我让大家同桌读对话。我怕他为难，主动问他想不

和我合作。我做妈妈，他做小云。他却说，“不用，

自己可以读”。他读完妈妈的话后，做到另一个坐位

读小云的话。他长大了没准儿可做话剧演员哪！我不

太罗嗦，大家可能早已烦了。但我必须再介绍一位学

。他的汉语口语不太好，平时念课文我或助教都帮

。有一次在 Kumon 班外面碰上他，他主动和我打招

，“老师好”。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职业比

老师得到的报偿更大的呢？ 

小红： 它长得真大，后腿站立比我还高。 

方方： 是啊。大黑是一只又高又壮的狗。它有九十五

磅重。我刚见到它时，它只有爸爸的巴掌大。

现在，它不小心可以把我扑倒。 

小红： 你喜欢和大黑玩什么？ 

方方： 我每天做完作业就和大黑在外面玩儿。我扔

球，它会用嘴接住。有时候，我把玩具藏起

来，让它去找。大黑很聪明，每次都能找到。 

小红： 大黑真好。它会和你玩儿，也不乱叫。如果我

有一只狗，我想把它训练得和大黑一样！ 

 

许凌云： 
  

 

读书 

 

心玲： 雪琴，你读过《如琳和黑马》这本书吗？ 

雪琴： 读过了。一个女孩叫张如琳在树林里发现了一

匹黑马，黑马性子很烈，没有人可以碰它。但

如琳和它成了朋友。《如琳和黑马》是本很好

的书。你读过吗？ 

 心玲： 还没有。我刚刚从图书馆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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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琴： 你读过《黑马和白马》吗？ 那是系列丛书中

的第四本，也是一本很好的书。 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我学会了跳水。 

 心玲： 还没有。我只读过第一本“张如琳”和第二本

《黑马》。你读完这套系列丛书了吗？ 孙璇﹕  
雪琴： 没有。这套丛书很多，我只读到第九本。  

 2003年三月七日   星期五  

二.    日記  

 今天下午﹐ 爸爸帶我到籃球场上打籃球。我真高兴。 

张熠﹕  

 到了籃球场﹐我想立刻打球﹐爸爸一把拉住我﹐要我先

做准备活动再打。准备活动做完了﹐爸爸开始和我一起

投籃。我投了几個球之後﹐爸爸注意到我投球的姿勢不

對﹐就开始教我正确的投籃姿勢。练了幾次﹐我还是沒

掌握要領﹐爸爸继续耐心地教我。我一遍又一遍地练

习﹐终于学会了投籃的正确方法。我高兴极了。 

2003年三月一日    星期日 

 

今天早上天气很好。妈妈开车送我去上游泳课。今天上

第六课。老師主要教我們学跳水。這是我第一次跳水﹐

所以开始時有點害怕。可是跳了兩次以後我就不害怕

了。  

David Kong / 孔繁林   投資顧問     Roger Yang / 楊存輝, CFP
978-244-0277 長城金融集團  978 244 5686 Fax 

6 Boston Road, Suite 201,  Chelmsford , MA 01824 
Securities & Advisory Services Offered Cantella & Co., Inc.       Member NASD/SIPC    

     Financial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Service
                                                       

   

  
 

划  

管理 

Investment Management 
- Risk Sensitive Investment 
- Tax Sensitive Investment 

 
Insurances 

- Insurance Brokerage Services 
-  Offer over 150 insurance companies’ products 

 
Retirement Funding 

- Tradition IRA /Roth IRA 
- 401(k)/403(b) Plan    - 

SIMPLE/SEP IRA 
 

401 (k) Rollover (IRA) 
(job termination or change) 
- Self Controlled investment 

- Unlimited investment choices 

Investment Services
Financial Planning 

Retirement Plan 
Insurances  

Investment Management/Monitoring 
Stocks, Bonds, Mutual Funds Trading 
Education Funding Planning (教育基金计

)

Estate Analysis Planning (遗产计划) 
Stock Option Analysis/Planning 

Life/Disability/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529 Education Funding Plan 
- Tax Free Growth 免税增长, 专业的投资

- 对学生申请 Financial Aid 有利 
- 每人可給一個小孩一次投入$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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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对话 学校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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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的英文家庭作业要求对今天的小学与父母辈(中国

七十年代)的小学作个对比。为此，我接受了女儿的采

访。 
 

 孩子对 Override 的选择 
女儿：  您那时的小学和我们现在有什么相同之处？ 

 何亚平 
妈妈：  你们现在学英文、算术、音乐、美术、常识、

体育，我们那时也学相似的课程，当然都是用

中文讲了。 

缤今年八岁半，三年级的学生。离具备选举权还早着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选举意向。 

 
月 1日，Acton 镇要投票选举能否通过 Override 的
案。 当地的路边到处插着小牌子，或写着 “Yes, 

verride”， 或写着 “No, Override”。表明居民对此

案的选举意向。这天，在我接路缤和他的弟弟回家的

上，他问我：“妈妈，什么是 Override？”。 

女儿： 请您举出三个以上不同之处。 

 

妈妈：  第一，我们学中文每天要反复抄写生字，你们

学英文似乎不用；第二，我们学算术要背乘法

口决，你们好象不兴；第三，我们寒暑假都有

很多很多作业，有孩子们自发组织的活动小

组。你们的春假和暑假则完全是“fun time” 

和“ money time”。除此之外，我们上学没

有校车接送，都是结伴步行上下学；我们放学

后要轮流执日打扫教室卫生…… 

用他能听懂的语言告诉他：“现在 Acton Town 的
udget 很紧，主要会影响学校的运转，Town 想增加

家的财产税用来支持学校。 如果大家投 Yes 的多，

案通过了，我们每年要多交钱出去，如果大家投 No 
多，议案通不过，我们每年不用多交钱，但学校就可

 cut some projects or layoff 一些老师 ”。见他听明

了，我顺便问他：“你是投 Yes 呢还是投 No？ 路

毫不犹豫地回答我：“Yes!”，他的回答并不让我

到意外。我问：“为什么？”他想都没想就说：

You were educated once, so you should support teachers 
 educate children in the school!” 

 

女儿：  老师和家长有一对一交流会吗？家长如何支持

学校？经常给学校donate吗？ 

 

妈妈： 家长很少到学校去。偶尔有家长会也是上百号

人聚在一起，会上老师通常会点名表扬好学

生， 批评淘气的孩子。家长对学校的支持就

是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那时也不兴donate， 

班费要靠孩子们自己挣。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

通过卖废铁、卖废纸、卖桔子皮、卖牙膏皮、

敲碎石、种庄稼、以及拾金不昧集攒班费。 

的理由却让我惊呀，如此简单扼要。虽然他没有选举

，但是他的意向和理由肯定了我们的选择。晚上，他

爸爸就去投了一票“Yes”。 

 

 女儿： 你们上 After School 吗？ 你们最喜欢的游戏

是什么？ 

子有方续篇 小雪  

妈妈： 那时候没有After School，放学后同学们在一

起做作业，然后就是玩儿。如果有弟弟妹妹， 

还要义务做“babysitter”。女孩子们最喜欢玩

的游戏是“跳皮筋儿”。 

鸣不平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我一边做饭一边唱起

<<北风吹>>。在一旁看书的女儿抬头问道：“妈妈，

唱的是什么呀？” 我心想，这不是对在美国长大的

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机会吗？于是，我就把<<白

女>>的故事从头讲起，杨白老是如何贫穷借了财主的

，杨白老因为还不起债只好去躲债，喜儿怎样在除夕

拾好家里等待着爹爹回来过年…… 

 

女儿： 你们那时周末两天都有些什么活动？ 您最喜

欢的节日是什么？ 

妈妈： 那时只有星期天是周末。除了帮助父母做做家

务，孩子们通常就是玩耍了。最喜欢的节日要

数春节和“六一”儿童节。春节可以穿新衣

服，得压岁钱，还有游园会；“六一”儿童节

学校会有文艺演出，着装要求一般是白衬衫蓝

裤子。除此之外，“十一”国庆节到处张灯结

彩，“八一”建军节有部队慰问的露天电影，

还有“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 

完了故事，女儿想了想，皱着眉头，若有所思的说：

妈妈，杨白老这样做也不对呀？他怎么能借别人的钱

还，还躲起来呢？” 

被问得哑口无言，回头一看，丈夫已笑出了声来。 
 

一席对话后，女儿感慨道：“I think kids today are 
spoiled! But we DEFINTELY have a better life.” 

一年，女儿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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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的弟弟 王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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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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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学生习作选 

 
我的弟弟喜欢吃糖。他老爱哭。他总是看电视。弟弟不

喜欢吃饭。他不会说中文。我喜欢我的弟弟。 

 

我的仙人掌 陈昊卓 
导老师 颜越 

 
我的好朋友 刘华 我有两只仙人掌。一个是绿的，一个是红的。绿的比红

的大。绿的比红的扎人。绿的比红的长得好。他们哪儿

都能长。他们喜欢地方。我喜欢仙人掌。 
 

有两个好朋友。她们的名字是许洋和许露。许洋是十

，许露是七岁。她们有一只小动物。它的名字叫薄

。我最喜欢她们来我家玩！晚上不回家。我们在一起

故事，也打枕头仗。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我的弟弟 简路缤 

 
 我的弟弟简安迪，他才一岁半。他喜欢开心地跟我玩玩

具，他有时候烦死我了，但是他还是我的好朋友。他已

经可以说一点简单的中文，象“太阳”、“月亮”和

“鸡蛋”，他也会认大部分英文字母。安迪老是笑眯眯

的，但是他摔倒的时候他就哭了。我是他的好朋友。 

我的机器人 吴弘毅 

 
有一个机器人。它是我七岁生日礼物。它有两个触觉

应器和一个光感应器质。它有一本手册，但是我可以

由地装配它。我爸爸是从 Lago 网上找到它的。虽然

在生日过后三个星期才拿到机器人，但是我还是很高

因为它是我的第一个机器人。 

 

我的妈妈 田凯文 

 
我的妈妈帮助我做作业。如果我不懂我的作业，她就帮

助我。如果我不会做我的作业，她提示我。我的妈妈打

扫干净我们的房子。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好人。 

我的小仓鼠 许露 

 
 有一个小仓鼠，它的名字叫香精。它的毛是白色和黄

，它喜欢玩球和荡秋千。我每天喂它吃东西，它最爱

玉米。如果你太多的打扰它，它就会对着你放屁。我

小仓鼠真可爱。 

我的朋友 乔艾伦 

 
在我的学校里我有一个朋友。我每天在学校里跟他玩。

他很喜欢吃皮萨。他说话不是很清楚。他不喜欢很多人

我也不喜欢。 

  

我的生日聚会 龙龙 
        

我的家 王雨萌 天是我的生日聚会。我要七岁了。有好多朋友来。有

十一个小朋友来玩空手道。我们吃蛋糕了，还吃了冰

淋。我高兴地不得了。我得到了很多礼物。我真长大

。 

 
我的家里有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姥姥和姥爷。妈

妈会做很多事，象做饭。爸爸会钓鱼。爷爷会种植物，

奶奶会做汤，姥姥会织毛衣。姥爷会画画。我爱我的

家。 我的弟弟 Kathy Wu 
 我的朋友 陶醉 

有一个弟弟叫 William ,他六岁。他爱搭东西，他也

玩计算机和电子游戏。他很好玩。他很有想象力和可

。我很爱我的弟弟。 

 

我的朋友叫李承璞。他是我的邻居，他比我大两岁。我

们每星期六在一起玩，星期天一起上中文学校。他是我

的最好的一个朋友。 

我的好朋友 吴晨  

我的妹妹 沈浩天  
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 Ken。我们在学校学习。

和 Ken 喜欢玩篮球。我们在一个篮球队里打球。我

欢去他家里玩。他家有一个大房子。 

 
我的妹妹今年两岁。我的爸爸和妈妈给她买了一辆自行

车。她喜欢她的车，但她不用她的脚蹬。一天我妹妹的

朋友们来了。她跟她们玩儿得很高兴。      

我的爸爸 失秋孀        

我的电脑 林云  
很爱我的爸爸。我想上网，他就带我去上网。有的时

，我想爸爸和我打架。我的爸爸数学很好，所以我想

可以教我数学。我爸爸有空的时候，就跟我玩游戏。 

 
你在电脑上玩游戏吗？我玩。我有很多游戏在电脑上。

我最喜欢的游戏是“Zoombinis"。我还喜欢上网。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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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的网页是 Nick.com。我也喜欢打字。它能帮我练

打字的手法和做作业。 
花灯 夏榕 

 
 有一天，妈妈领我去看花灯。街道两旁挂满了各种各样

的花灯，让人眼花缭乱。我最喜欢的是飞马花灯。它的

头和腿一上一下，一前一后地动，翅膀忽闪忽闪地动，

好像要飞起来似的。还有双人抬轿灯也挺精致，它的两

边是木偶人，中间坐着两个小孩子，忽悠忽悠真好玩，

我也想上去坐一坐。 

我的家 许洋 

 
我爱我的家。我有爸爸妈妈和妹妹。我们喜欢在一起

玩。我的爸爸很关心我，他送我去游泳、学滑冰，他还

帮助我学习数学。我的妹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

玩游戏和骑车。我如果忘记了什么东西，妹妹一定会提

醒我。妈妈很爱我们，她也是我的中文老师。她做的菜

很好吃，她有时很幽默。我有一个可爱的家。 
   

 

朋友豆豆 周天意 

 
我有一个朋友叫豆豆。他的家在加拿大。我在加拿大我

九是好朋友。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玩。他比我

小一岁。我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玩了三天。 

 
四年级学生习作选 

       

我们要学中文 夏来瑞 指导老师 刘玉芬 
 

我最喜欢的地方 缪忱安 很多小孩觉得写和读中文对他们没有用，可是中文是有

很多用处。例如，你去中国了，想和爷爷说些话，可是

你不会说中文，所以他觉得你是一个大傻瓜！还有，要

是你搞丢了，不会读中文，就不能找到家，怎么办？可

是我最喜欢的学中文的好处就是你的朋友觉得你很聪

明。你看，中文是有很多好处。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 Florida。那里的天气很好。有很多

好玩的地方。Florida 的天气总是很温暖和舒服，不象

麻州那么冷的天气。那里阳光明媚，没有很多雪。

Florida 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迪斯尼

乐园和宇宙电影城。那里有大过山车和游泳池。坐过山

车真好玩，总是有很多人。Florida 的海滨是用沙做城

堡的好地方。你也可以在大海河湖泊游泳。你还可以用

贝壳装饰你的城堡。 

 
太坦尼克 王乔怡 

 
太坦尼克号，一艘船，沉在大西洋。它撞在一个冰山

上。那个冰山在太坦尼克的边上打了六个小洞。马上水

就进到船里了。一会儿，船的前头开始沉到水里。再过

一会，船的后头已经很高了。突然太坦尼克在中间折成

两半，前后一共两个多小时。船头先沉的，然后船尾下

去。太坦尼克已经没了。船上共有两千二百人，活了七

百多人。 

 

我喜欢学中文 郭睿 

 
中文是一种很重要的语言。聪明人知道中文。我认为将

来，中文会变得很重要。汉语已经是世界广泛运用的语

言。当我长大后，我想去中国工作旅游。因为我是中国

人的后代，我更希欢学中文。在我看来，中文是一种艺

术，尽管初学很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来，我想

我们一定能掌握这门语言艺术。 

 

我的弟弟 李诗洋 
 

 我有一个小弟弟，他的名字叫李诗珉。我很喜欢他，因

为他每天都跟我玩。而且他不仅对我很好，他对其他的

小朋友也很好。有个小朋友叫Alex，他只有一岁半。每

次他到我们家，弟弟都跟他玩。有一次，Alex的玩具掉

了，他就大哭起来。我的弟弟赶快跑过去，把玩具捡起

来送给Alex。然后他用手模摸Alex的头，说：“弟弟不

哭，弟弟不哭。”说完，他又亲了亲Alex。Alex就笑了

。我觉得弟弟很善良，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弟弟。 

我最喜欢的地方 李杨子 

 
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中国。中国很美丽，有很多旅游

的地方，也是我家人住的地方。我去过中国两次。在中

国我和爸爸、妈妈、妹妹去北京。我们还能亲眼看到长

城，也在长城上走了走。长城很好玩，我们也去了天安

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夏天，爸

爸、妈妈、妹妹和我回我的奶奶和姥姥家。在奶奶和姥

姥家很高兴。中国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博君一笑 
 “懒车” 
 
我们学校二年级的一位男同学和妈妈、弟弟一起到滑雪胜地游玩。妈妈指着揽车给兄弟俩看。这位同学不解地

问，“懒车？” “对呀，有人不想自己往上爬，所以就坐这种‘懒车’！”弟弟解释说。 
简建华讲述，刘玉芬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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