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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话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张逸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上学期期末演出中老师们嘹亮真诚的歌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新的一个学期又开始

了。 
 
在全体家长、老师、同学和校行政人员共同不懈的努力下，我们学校正像一艘船儿，

在夏天的港湾中稍息片刻之后，又满载着大伙儿的憧憬，张开风帆，开始了新的远

航。 
 
为了让这艘船儿行得更稳更远，许多人夏天也没有歇着，纷纷为它更新设备，准备

“粮草”。套用一句行话就是：硬件软件更上一个等级。 
 
先说软件：教务主任简建华牵头，副校长李劲冬，助理校长周麟，教师代表刘玉芬、

谢良玉和刘阳配合，积极展开了语文课新老师的招聘工作。功夫不负苦心人，学校的

中文老师队伍中又增加了十一名新成员，有教坛老将，又有充满活力的新生代，真可

谓是百花齐放。与此同时，教师的培训也进行得有声有色：资深老师刘敏慧和邢共嘉

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言传身教，使所有听讲者受益良多。这种对“软件”的“研

发”，将是我们学校一项始终进行，长期坚持的方针。 
 
负责文化课的刘相海主任也没有闲着：为了给孩子和家长们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菜

单”，他可谓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四处求才。正是有了这份辛苦，才有了我

校现在多姿多彩的文化课程。 
 
再说硬件：为了能使大家在注册课程时更快捷方便，也为了更准确完整地保留全体学

生和家长的数据，学校网络小组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赶出了一个网上注册系统，谈

不上美轮美奂，但在中文学校中也算奇葩一朵。 
 
学生注册，必要交费。管财务的张耀路和万小明花在这方面的精力与时间她们自己也

算不过来。 
 
“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学校这艘船同样如此。 
 
校董事会的成立使学校真正地拥有了它的舵手（导航系统）。航行的方向、线路以及

船只的保养维护设备更新都将在校董事会绘制的蓝图之中。 
 
同舟共济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一句箴言。在我看来，它意味着： 
 
1，同心同德：学校是大家的学校。只有大家心齐，人和，自觉履行各自的义务和职

责，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它才能平稳有序地运行； 
 
2，同甘共苦：学校还在“婴儿”期，许多方面需要完善，需要合理化科学化。孩儿

学步，难免摔跤。这个时候，您的理解，体谅和支持就显得格外珍贵。 
 
3，资源共享：我们学校与本地社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FCC（领养中国小孩家庭）

更是其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学校将向他们敞开大门，吸引更多的 FCC 家庭，向社区其

他民众开放课程。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校才能根深叶茂，中华文化的传承才有可持续

发展的势头。 
 
让我们荡起双桨，船儿已驶在海面上。  
 
此时此刻，老校长陈鸿祥的叮咛从我脑际滑过：只有依靠大家，学校才能长盛不衰。
 
不能排除航行中有暗礁、风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同舟共济，我们一路上定是风光

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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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CLS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Dear Harry, 
 
I was deeply touched by what you wrote.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of your writings I have ever read. As chief 
editor of the school journal, I evidently missed the 
key message in your 'speech'. However, I just 
realized how important your decision is - to ensure 
folks that ACLS's door is truly open to everyone and 
to engage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into ACLS's 
operations. I firmly believe this will have a far-
reaching impact on the school and the whole Chinese 
community as a whole in the long run. I applau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your vision and courage.   
 
Acton is obviously undergoing a whirlwind of 
principals’ retirement. And ACLS is no exception.  
 
While you highly deserve a break, I believe you will 
continue to serve the school in your own way and 
come out of your EARLY retirement as soon as you 
can. 
 
Harry, thank you for your nomination and trust. 
Board members, thank you for your vote of 
confidence. It's intimidating to take your position, of 
which you have brought ACLS to such a glory in 
such a short time.  
 
However, with you, all the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parents, and the board members hand in hand with 
me, I will do my best to work harmoniously with my 
fellow administrators to run the school effectively, 
not onl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better but also to 
honor your decision, your trust and expectation. 
 
With regret and in awe, I see you bow out; with 
determination, we will follow your footsteps and 
direction marching 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It is known to all that it takes a whole family to be the 
principal of ACLS. In conclusion,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THANK YOU’ to your 
family, particularly, your wife, June Chang,  for her 
strong selfless support to you when you devoted all 
your time and energy to the founding and running of 
the school. June, we all constantly feel your presence. 
 
Regards,  
 
Eddie Zhang 

A Smooth Transition, A New Beginning 
--Dialog Between Two Principals 

In the first ACLS board meeting last night, our 
beloved VP, Eddie Zhang, was elected as the new 
ACLS principal. Zeyang Wang was elected as the 
Board Chairperson. Congratulations to Eddie. 
Congratulations to Zeyang. 

 It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make the decision 
and to convince Eddie to step in. It’s equally difficult 
to have the board members to accept my four reasons 
of “Why Harry should step down” in the meeting. 
Finally after more than an hour struggling, most of 
the board members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my 
request to step down and my recommendation of the 
new principal. Thank you, Eddie. Thank you, ACLS 
Board.   

 Not only ACLS is a place to learn Chinese, but also 
is “Our School” for everyone in our 
community.  This wa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me to 
take the job as the first principal. This is one of our 
major achievements to make ACLS stand out from 
many other Chinese schools. So many volunteers 
have contributed their time and efforts to serve the 
school because they consider it as a part of our 
community and a part of our social lif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more and more people involved in 
all aspects of the school in order to keep ACLS going 
along this direction.  

It is almost perfect timing for the school to have a 
new principal after newly elected board formed. As 
indicated in my written “End of the Semester 
Speech” in the School Journal #6,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under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ACLS board,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the new ACLS 
leadership will learn from our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to make ACLS better and better. 

I would like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your great support and help during 
the past nine months. It has been a wonderful time to 
work with all of you. Since I enjoyed it so much, I 
will continue to serve the school in new ways. So no 
farewell party and don’t say goodbye. 

Harry Chen 
ACLS volunteer 

Principal, A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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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历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Calendar 

2003-2004 
 

第一学期 Fall Semester  (September 2003 – January 2004) 
September 
九月 

7  
Class begin 
开学 

14 
  

21 28   

October 
十月 

5 12 19 
 

26  

November 
十一月 

2 9 16 23 30 
No School  
假日  

December 
十二月 

7 14 
 

21 
  

28  
No School 
假日 

  

January 
一月 

4  
No School 
假日 

11 
Term End 
学期結束 

18  
Snow day 
makeup 

 25 
Performance 
春节联欢 

  

 
        

第二学期 Spring Semester  (February 2004 – June 2004) 
February 
二月 

1 
Class begin 
开学 

8 15 
No School 
冬假 

22  
  

 29 

March 
三月 
 

7 14 21 
  

28  
 

  

April 
四月 

4 11 18 
No School 
春假 

25 
 

 

May 
五月 

2 
 

 

9 
  

16 23  30 
No School 
假日 

June 
六月 

6 
 

13 
Term End 
学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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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ACLS Board Members 

Harry Chen  
 

Former ACLS Principal.  Parent. Long time 
Acton Chinese activity organizer.  Served as the 
first ACLS Principal in Spring ‘03. 
 

Yufen Liu   
 
ACLS Teacher.  Having been with ACLS from 
day one, I helped in student sign-up, 
teachers/TAs hiring and student formal 
registration process, teachers' and students' rules 
writing, etc.  I am now teaching 4th grade class. 
In the mean while, I communicate with some 
teachers/TA’s everyday to get suggestions or 
questions in various areas.  I love my students 
and this school, and I like to continue to be 
working with teachers to make ACLS better.  
 

Maura Valle  
 
ACLS Parent.  Harvard graduate with major in 
education.  FCC Parent Representative. She has 
been actively helping ACLS to communicate 
with FCC parent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school.  
The feedback she collected from FCC parents 
has helped ACLS forming the new curriculums 
for FCC kids and parents. 

 
Feng Wang  
 

Chairman of ACLS Parent Council.  Working in 
a high tech company.  Worked as a program 
instructor in Newton Chinese School. 
 

Zeyang Wang  
 
ACLS Teacher.  Tai Chi instructor at ACLS. 
Zeyang is a very active member of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Over the years he has been 
serving in the leadership roles both in the 
community and in area’s Chinese schools.  In 
1996, he was the director of board at Chelmsford 
Chinese School.  In 1997, he served as Chairman 
of Parent Council of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nd later became the director of board 
there between 1997 and 2000.   
 

Shirley Xie   
 
ACLS Teacher. I am a parent at ACLS and also a 
teacher in a language class.  We have lived in the 

States for 16 years.  I had worked in accounting 
and bank.  Before moving to Massachusetts, I 
was an ESL teacher in a public school in 
Danbury, Connecticut.  The newly created ACLS 
has been the center of our community and it feels 
like ‘home’.  If I get elected to the school board, 
I would like to do my best to serve the school 
and to win everyone’s trust. 
 

Bob Xiong   
 
ACLS Parent.  I am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Linden 
Bioscience, Woburn, MA. Came to the U.S. in 
1987 and received a Ph.D.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in 1992 
(Zoology). Worked as a post-doc at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and Harvard, for a 
total of six years (overdone). Worked for 
Comverse Newwork Systems and PerkinElmer 
Life Science prior to current employment. Most 
importantly, I have two children (Wesley, 4th 
and Kevin, 3rd) attending ACLS. I would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volunteer my time 
and work with others to help enrich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my kids, and yours, at ACLS. 
 

Eddie Zhang  
 
ACLS Principal.  English major at Fudan 
University.  Worked in Foreign Relationship 
Association for years in China.  Currently 
working as an MIS analyst with a Boston 
financial service company.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Boston Chinese newspaper， he is very active 
in Boston Chinese community.  While serving as 
ACLS Vice Principal and the chief editor of 
school journal last spring, Eddie has made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school public 
relationship, seminar, and has drafted some 
important school documents. 
 

Jenny Zhang  
 
ACLS Treasurer.  She was college teacher before 
coming to the States. Studied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Accounting.  Currently she 
works as an accountant in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Jenny has been instrumental at 
creating ACLS financial system and school 
budget plann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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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校行政人员自我介绍 
 

校长助理 周麟  
 
陆总要求新的行政人员提交一篇自我介绍。其实我的问

题已经在二月份的校刊里都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了，除了

出身不是根儿红苗壮以外，没有别的历史问题。作为文

革的同龄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慈祥的外婆给了我

一个温暖的家，我也随着外婆家的搬迁，曾经就读过安

西路小学，镇宁路二小，江苏路五小，市西中学，香港

岭南中学，和嘉定一中，前后共计六所中小学。 值得

回忆的经历是担任江苏路五小广播电台的DJ，从三年级

开始任职到毕业，掌管广播体操、眼保健操等十来张唱

片。那是一个没有刘欢和成方圆的年代， 多也就是来

一首运动员进行曲。童年记忆里 多的，也是学校里的

事情和与朋友们的友谊。现在我的孩子们也到上学年龄

了，感谢中文学校的创始者们、老师们和同事们,为孩

子们创造了学习中文的优异环境，像其他众多的志愿者

一样，我愿意为把艾克顿中文学校办得更好付出一份应

尽的努力。 

 
总务主任 姚晓菊 
 

我很高兴现在有了三份全职工作——保险公司全职的风

险分析师，家中九岁和两岁孩子的全职母亲，以及我们

ACLS 中文学校近于全职的总务主任。 

 

坦率地说，接受这份总务主任工作，并不是对自己的能

力信心十足，而是为上届校务工作人员及教师们无私的

奉献精神而深深感动。因此在中文学校召唤的时候，自

然感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务是一项非常繁琐的事务。我愿意尽自己 大的努力

做好这个既锻炼能力又锻炼身体的工作，让我们的教师

们工作顺心，让我们的学生和家长们在学校开心。 

 
校刊主编 陆青 
 
参与办校刊已是第二个学期了，开始完全是凭兴趣而

已。靠着大家的支持，几期下来，差强人意。不想这学

期开始，编辑的头衔前面被冠上了个“总”字, 顿时让

我惶恐。说实在的，从小到大，当官当到 大的好像也

不过是个班里的学习委员吧，还从没有被“总”过呢！ 
 
有许多人误会我是科班出身。事实上，无论是我以前学

的还是后来做的和文学写作出版没有任何联系。当年在

北大地球物理系苦读四年，研究的是天气天候。还没来

得及用上，便跑来到这“番邦”留学(更确切的说是

学、留)。多年来一直在“理工”这两个圈子打转。后

来又在环保咨询公司工作多年，在写报告，写 proposal 
的中间接触到 desktop publishing, 没想到现在却用到出

版校刊上来了。要说对文学爱好，倒是由来已久，恐怕

要追溯到小学时，每天花一分钱到新华书店后面的租书

处租《海霞》、《金光大道》之类的书的时候吧。就因

为杂书看多了，刚上大学时，还被人认为是专业思想不

牢靠，被系里叫去做工作呢！以前的文学爱好是业余

的，不务正业，现在倒好了，校刊就是我的正业了, 只
是还希望大家多支持我的工作，多为校刊投稿。 
中文学校本学期专题讲座系列简介 

根据上学期成功的经验和广大家长们的要求，校专题讲座系列本学期将继续推出一系列内容丰富的专题讲座，为中文学

校的家长们提供一个交流分享信息，深入了解地方政府、学区动向，沟通学区和家庭的联系，和聆听人文和科技专题的

平台。上台演讲的人员以本校，本地的志愿者以及政府和学区的领导为主，结合特邀嘉宾和一些专业人士。下面是本学

期讲座的主讲人和内容概要。 

 

梁恩佐教授：让黄河水流清 

高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自由撰稿人：中国新的 高领导层 

钱红医师：常见药物的介绍和注意要点 

Mr. Liucun Wu：购买和维护钢琴 

Mr. Frank Chen：房地产专题 

Dr. Anping Shen：教育专题 

Acton Lion Club： 溶入主流社会，参与社会活动 

Ms. Kathy Zhang, CPA,： 如何在年底优化你的投资和省税 

State Representative James Eldridge，州议员，特邀嘉宾 

Mr. Yingmu Zhong：如何自制家庭小电影 DVD 

Mr. Jonathan Landman，Acton Boxborough 学区监督助理：学区新课程开发的动向 

Mr. John Cai：配方药品的价格走向和它对我们的影响 

孔繁林：529 计划，为下一代投资 

 

每期讲座在周日下午 2:15-3:15 学校的小餐厅举行。具体日期将在讲座前的 3-4 天在 Acton_Chinese, ABCLS mailing 

list 上发布，请注意收看。另外，讲座当天，校舍内也会张贴公告。 

 

我们非常愿意听到家长和听众们对校专题讲座系列有什么建议和批评。联络方法：david.zhou@verizon.ne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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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说说咱咱们们的的老老校校长长  
 
在新学期第一天的开学典礼上，新任校长张逸将艾克顿

中文学校荣誉校长的称号授予了前任校长陈鸿祥，可是

私下里，许多人自己给陈鸿祥冠上了一个新的称呼：老

校长。老校长陈鸿祥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奠基人之一，

他为我们学校所作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可是一有机

会，他总是在各种场合表彰勉励学校里的老师和其他工

作人员，却从来不提起自己。在上个学期期末的结业典

礼上，陈校长为每一位对中文学校做出贡献的志愿者，

每一位老师，和优秀学生准备了奖状、奖品，唯独漏掉

了中文学校 主要的一位志愿者 —— 他自己。还是王

泽养，张耀路等几位有心人，临时找到一张空白奖状，

填上陈鸿祥的名字，与鲜花一起送给陈校长，以此表达

了全体师生的一片心意。 
 
陈鸿祥校长有一句名言：我是为大家打杂的。他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请看，学校里那些与老校长一起

工作的人如是说： 
 
刘玉芬 （董事会成员，四年级教师） 
 

从第一次中文学校筹备会议到现在，我参加了许多学校

的筹建和教学工作，又比较了解陈鸿祥，我就答应了校

刊的要求，来写一写我们的老校长。可是自己向来写东

西枯燥无味，害怕大家会看不下去。但又一想，我先开

个小头，大家还可以都来发表意见，或者也来“夸夸我

们的老校长”。 

 

第一次中文学校筹备会议召开是差不多一年以前的事

了。当时除了大家的热情外, 学校是一无师资, 二无资

金，要办的事之多真可谓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出面

承担起校长的责任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陈鸿祥就是在

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担任了校长。在短短不到一年的

时间里，在老校长陈鸿祥的带领下，中文学校取得的成

绩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中文学校的成功是校领导班

子，全体教师和家长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在过去的

一年里老校长陈鸿祥为学校花费的时间和心血 多。中

文学校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老校长陈鸿祥功不可没。

上学期学校开的几次领导小组会及董事会，大都是在陈

校长家的地下室开的，包括 后“老校长退休，新校长

上任”那次。所以新校长张逸那天特意“申请”，能否

还可以继续在此地开会。有一次，陈校长把我们的会议

竟安排在他女儿的生日 party 那天，大家觉得还是孩

子过生日要紧，会则改在了第二天开。 

 

就在上学期期中，有人发现校长头发白了很多。大家建

议校长不要操心过多。有人说“不要提了，校长会难过

的”。大家一致认为他太累了，应该给他个 

vacation。 陈校长实在太累了。我们中文学校的事情

那么多，哪一件他不过目！ 先是招聘教师和助教，学

生正式注册，订购教材；后来又是 FCC 孩子入学，学

校财政管理，等等。他为了学校能够做到收支平衡, 与

财务小组一次次开会。给老师们发工资奖金, 可是他自

己却是分文不取。百忙之中, 他还给每期校刊写文章，

鼓励并表扬那些辛勤工作的义务劳动者。 

 

陈鸿祥在上学期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提出要休息一段时

间，董事会经过长时期讨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我们都

感谢他，他为我们学校打开了地基，铺好了路。我们都

以为他会好好休息一下, 可是就在开学前，教务主任简

建华召集的全体教师会议快要结束时，老校长给大家送

教材来了， 他将好几箱书搬了进来！ 就像有一次他在

校刊上说的那样，他是“给大家打杂的”。我们陈校长

就是这样，不图名不图利，兢兢业业为大家服务。 

 

张颖 （校网站设计师） 
 
今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学校里还有许多学生家长赶来

到现场注册。“注册处”设在大饭厅的一个角落里，虽

然僻静，但通风较差。我协助学校几位行政人员流水线

作业，受理学生登记注册，又紧张，又闷热。新任校长

张逸和副校长李劲冬及时给我们送来了凉凉的矿泉水，

我心里一阵感动，觉得校领导如此体贴关心“职员”，

我的活便干得越发卖力。不知不觉，一下子就到学校关

门的时间，收拾好表格，我正准备离开，猛然发现， 
老校长陈鸿祥站在面前。只见他手中拿着几份中文报

纸，一边发个大家，一边说：“知道你们没有时间拿报

纸，我专门替你们每人取了一份。”道谢之后，我不禁

乐了：“谁说老校长退休了？他仍在帮忙跑腿打杂

嘛！”（注：陈鸿祥为自己定的校长工作职责：给大伙

儿跑腿打杂。） 
 
我想，为大家送报纸，不会是老校长在开学第一天做的

唯一的“打杂”事，只是我碰巧从中得益，所以写出来

与大家分享。 
 
周麟（校长助理） 
 
严重同意张颖的观点，谁说老校长退休了？暑假里，他

的身影出现在教师培训班现场，仲夏夜舞场，读书会会

场；遇到相海、劲冬等我们几个，就为我们这学期学校

的工作出谋划策；开学头一天，他站在复印机旁替老师

复印资料；是他和另外几位一起把损坏的乒乓球台扔到

垃圾桶里；为大家取报纸。上学期作为助教和教师，我

的老板是简主任，与陈校长在工作上的接触不多。印象

较深的，一是他和泽养常来读书会活动，是读书会的积

极分子，给小小的读书会带来了人气；二是他对工作一

丝不苟的精神和对同事的尊重，长话短说，一次偶然的

机会，包括我在内的三位语文课老师，与陈校长坐在一

起讨论，话题谈到了期末每班评选优秀学生的事，三位

老师与陈校长持不同的意见，我们几位老师认为，这才

第一学期，我们刚开始认识班上的这些学生，刚开始与

他们交朋友，原始数据比较少，所以较难公正地选出得

奖者。在三位老师的炮轰之下，陈校长耐心地听完，然

后陈述他的道理，还拿出他女儿在小学的奖状作实例，

给我们分析评选优秀学生的必要性。 后虽然谁也没有

说服谁，陈校长的耐心、务实和敬业的精神给我留下很

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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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的大力支持下，使我们学校成为学习中文的好地

方，成为联系中西方文化的纽带，成为艾克顿社区的一

个特色”。  
校园新闻

 

 
年轻的艾克顿中文学校在成长 

——暑期教师培训小记 
 
成立不到一周年的艾克顿中文学校，由于特殊的地理位

置（艾克顿学区的各项成绩在全麻省名列前茅），优秀

的教学质量，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课程，吸引了远近

众多的华人子弟前来就学（其中也包括了 FCC 家庭，

FCC 是 Family with Chinese Children 的简称，即领

养了华人孩子的非华裔家庭）。由于学校扩大秋季报名

范围，方便孩子们前来就学，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教师队

伍也在暑期进行了扩充和壮大。学校领导，在老校长陈

鸿祥，新校长张逸，副校长李劲冬，助理校长周麟, 教

务主任简建华和文体主任刘相海的主持下，面试和录取

了一批优秀的语文课和文体课的教师和助教。 

 

简主任说：“下学期，我们的教学任务更重了，为了保

持高质量的教学，我们聘用了优秀的教师，并采取以老

带新，新老结合的方式，建立和维护一支我们引以自豪

的师资队伍”。暑期里，新老教师们放弃了休息时间，

于 8月 16 日参加了一次有意义的教师培训。这次培训

由本校邢共嘉和刘敏慧两位老师主讲。邢老师和刘老师

都有三十多年的教龄。邢老师的讲座侧重于介绍她在三

十多年幼教生涯中如何把握儿童心理，尊重与理解孩

子，与孩子们交朋友，寓教于乐的体会。刘老师不顾手

术后身体虚弱，把她在多年语文教学中用儿歌教孩子们

识字的心得与大家共享，在她笔下，一个个生字成了一

篇篇简单易懂的儿歌或者顺口溜。两位老教师倾囊以

授，使在座的听众受益匪浅。 

 

张逸校长在培训总结时说：“艾克顿中文学校刚刚起

步，我们在很多方面要向附近的兄弟院校学习和取经，

但我们已经开始有了一支优异的师资队伍。我们要发挥

师资上的优势，加强中文学校与学区的联系。在广大师

生员工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在校董事会和艾克顿公立

 

刘敏慧老师在教师培训中演讲 

艾克顿中文学校现有学生三百多人，共开设了十九个中

文班，二十二个文化才艺班。 
（本刊通讯员消息） 

 

 
艾克顿中文学校为刘敏慧、冯郁老

师举行欢送会 
 
开学的第二个星期，两位资深的中文老师因环境和工作

的需要就要离开学校了。刘敏慧老师是二年级 A 班的

老师，上学期她带一年级学生成绩出色，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冯郁老师上学期教的是一年级Ｃ班，她工作认真

负责，深受孩子和家长的爱戴。现在，刘老师即将回

国，冯老师则将举家迁往加州发展。九月十三日，在全

体教师会议上学校为两位老师举办了简短的欢送会。 
 

邢共嘉老师在教师培训中演讲 

欢送会上，首先由前任校长陈鸿祥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了

两位老师。他说，刘敏慧老师是一位经验十分丰富的老

教师。在中文学校开办之初，刘老师就积极投入工作，

协助学校办教案，并帮助培养年轻教师。她教学认真负

责，和家长联系密切，十分受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冯

郁老师也是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学校成立的筹备工作。

陈校长透露，冯老师 初还曾是学校教务主任的人选，

但她自己表示还是更加喜欢做老师。在教师这个职位

上，她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现在两位老师就要离开我

们学校了，陈校长代表中文学校对她们为学校做出的贡

献表示十分的感谢。 
 
现任校长张逸表示，刘老师和冯老师都曾是我们艾克顿

中文学校的支柱，是我们学校的财富。两人在艾克顿中

文学校工作的时间虽短， 但她们对中文学校的贡献将

永远留在这里。张校长并对两位老师说，如果将来你们

有机会回来，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大门将永远对你们敞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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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克顿中文学校，刘敏慧老师和冯郁老师都表达了依

依不舍之情。冯郁老师表示，非常有幸成为中文学校老

师，认识大家，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她对各位

老师的帮助表示感谢，并邀请大家今后有机会到加州去

看她。刘老师也一再说，感觉对学校十分有感情，现在

要走了，感情上十分割舍不下。老师们互相勉励，刘玉

芬老师更向刘敏慧老师建议回国后向国内介绍海外中文

教育和中文学校。大家都祝愿两位老师前程美满，万事

如意。 

会上，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们对两位老师的工作也

表示一致赞赏．教务主任简建华说，在学校教学工作

上，刘老师和冯老师都花出了许多精力、心血，她们的

忘我无私都是出于对这个工作的热爱。校长助理周麟在

暑假里参与组织了学校的教师培训工作，他告诉大家，

刘老师在暑假里刚做了大手术，身体还没完全复原，就

在八月中旬赶回来参加教师培训，为年轻教师介绍教学

经验．周麟并把教师培训录像制作成的 SVCD， 赠送

给两位老师做为纪念。学校也为两位老师准备了精美的

礼品。  
 （本刊通讯员消息）

 Acton Memorial Library 
486 Main Street, Acton MA 01720 Tel 978-264-9641, Fax 978-635-0073
September 18, 2003 
 
PRESS RELEASE 
 
Contact: Susan Paju, 978-264-9642, spaju@minlib.net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has been awarded a $20,000 “Community Languages” grant to purchase Chinese 
language materials and to strengthen the library’s ESOL (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collection. 
 
The funds are provided by the federal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through the Library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Act and are administered by the Massachusetts Board of Library Commissioners. 
 
The library applied for the grant in response to increasing demand for materials in Chinese.  Ac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in 2000 there were 773 people who spoke Chinese at home--a 758% increase from 1990.  
 
Members of Acton’s Chinese community have been very active in assisting with the grant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in helping the library establish a beginning Chinese book collection. The grant will ensure that this small 
collection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coming year.  
 
$15,000 of the $20,000 award is designated for the purchase of Chinese language materials, including adult 
and children’s books, periodicals, and audiovisual material. The remainder of the grant funds will be used to   
1) strengthen the library’s English literacy and citizenship collection   2) purchase materials for native-English 
speakers who are studying Chinese   3) support a book discussion series on Chinese and Chinese-American 
experience,  and   4) provide the library staff with training on services to immigrant communit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to offer suggestions related to the grant project, contact Reference Librarian Susan 
Paju at 978-264-9642, or email spaju@minlib.net
编者按：在图书馆 Susan Paju 女士 和图书小组 Miaochen Wu 先生的领导下，下列个人或群体积极参与协助了

这笔中文图书基金的顺利申请。中文学校代表社区向他们表示感谢，排名不分先后。 

 

Town of Acton 的信 

图书馆的信和申请表：Susan Paju 

图书小组集体信，Daoyi Zhu 起草，众人签名 

FCC 的信：Terry Gilmore from FCC 

Lion Club 的信：Lee Daniel 和 An Hong 

中文学校的信：Harry Chen, Zeyang Wang and Eddie Zhang  

个人：Lining Wu 

个人：Tao Guan 

个人：David Zhou 

个人：Yufe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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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The Experts! 
 
 

Sell/buy
Call GO DGGOOOOODD

We have exper
Lexington, Newton,
towns with excellen

 ww
to sign in

 
 

 
 

 
 
 
 
 
 
 
 
 

 a house in good school towns 
 SCHO L REALTY, INC..!!!   SSCCHHO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ts covering Acton, Andover, Brookline, 
 Sudbury, Wayland, Weston and many other 
t public schools! Look forward to our Acton 

and Newton offices soon. 
 

Call 1-888-430-5900  
or visit our website 

w.GoodSchoolRealty.com  
 for automatic marketing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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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多的课外辅导和作业批改。学生家长对孩子升学的

期望心情令人难以想象。尽管如此，从没有不想干的念 
教师之角

 

 
艾克顿中文学校部分语文课老师自我介绍 
 
李奇志 一年级 A 班教师 

 
很喜欢孩子的我，有幸成为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老师。 

学好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是我们每个中国家庭对生长在

美国的孩子们的希望。 我希望能用我的热情和努力，

和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学期，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中

文，了解欣赏更多的中华文化。 

 

史建英 三年级 B 班教师 

 
我叫史建英，是三年级 B班的老师。决定做中文学校的

老师是被大家的热情及凝聚力所感染的，也想为中文学

校做些什么。 

 

当老师是自己从小的愿望，因为太喜欢自己的小学老师

了。长大以后真的做了教师，但不是小学教师，而是大

学教师。到美国后，拿了博士学位，现在做生物信息工

作。 

 

我很喜欢小孩子，自己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一个两岁的

女儿。儿子在中文学校三年级 A班。因为经常辅导儿子

学中文，我对三年级的教材很熟悉。 但是，这是我第

一次教中文，我会积极努力地向其他老师和学生家长们

请教学习，还希望大家多支持和帮助我。 

 
许玲 二年级 C 班教师 

毕业于医科大学，在医学院教了几年学。来美国后，从

事电脑軟件设计工作。在中文学校教学的主要愿望是能

吸取中国和美国教学的优点，在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基

本功的同时，培养学生中文听、说、读、写的基本能

力，了解中华文化的基本常识，拓宽知识面，并通过学

中文得到思维的训练。 
 
焦秀兰 二年级 D 班教师 
 
我叫焦秀兰， 现任艾克顿中文学校二年级 D 班教师。

我虽然年龄较大，但我特别热爱教育工作，喜欢孩子，

一见到孩子自己就忘了年龄，又想唱，又想跳，立刻就

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多。 
 
说起来话长，我从事教育工作 37 年。自学校毕业后一

直任小学教师。当班主任的时间 长， 从一年级教到

毕业的班级有 3 个班，就占去了我十八年的青春年华。

后来只教毕业班，直到退休的前两年才不带班。每周

少 22 节课。在国内当小学老师必须面对各种压力。课

时多，学生多，每班都在 55-60 人之间。还有升学率，

头，反而越干越有兴趣。 
 
有人怀疑你哪儿来的那股干劲？一句话：这股劲是学生

给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当你看到一个学习较差的学生

学习有进步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家长管不了，学校都

不想要的顽皮孩子，在你班里经过一段时间和自己成为

好朋友并且非常依赖你的时候；当你的学生考上高等学

校而不忘启蒙老师，回来看望你的时候；当过春节孩子

们成群结队，冻红的小手里拿着亲手做的贺年卡给你拜

年的时候；当你有病时孩子们和家长们来看望你照顾

你，并用期待的眼光希望你早日康复，重返讲台的时

候，当时的心情能不激动吗？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大概是 1987 年春节，一届毕业十

年的学生自发组织起来，一切准备好，突然来请老师参

加一个什么“春节茶会”。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孩子们

讲话，对母校对老师祝福，还送我一块精美的匾。一个

生动活泼的文艺晚会，又吃又喝，玩得很晚。又把我送

回家，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孩子们已经是在各行各

业，高等院校，都很有能力都很强。今年四月份一个学

生从加拿大来电话问我是否有事，他要回国探亲。可算

得是桃李满天下。 
 
退休后学校还想留用，可是女儿总想每年让我来一次。

我觉得她也确实不容易，从小学习刻苦，1979 年刚 15
岁高一就考入北京大学。我又忙于工作，和孩子在一起

的时间太少了，到这里来弥补以前的不足，同时也帮帮

带孩子，做点饭，做点家务，让她们轻松点，是自己的

一点欣慰。儿子是 82 年考入清华大学，这都是我的功

力。被评为先进和高级职称，好像从心眼里不在乎，所

关心的就是孩子们的学习。 
 
当我被聘为牛顿中文学校老师那一天，女儿全家都为我

高兴：妈妈的愿望又实现了，而且是在美国的教室里。

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动。我只有一个顾虑，教美国的孩子

和教中国的孩子可不一样。中国的孩子母语就是中文，

美国的孩子母语是英文，而且每周只有一次课，两节课

学的知识在六天当中忘了，非常正常。想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下功夫，方法要新颖，让孩子们

对中文感兴趣，喜欢老师。课堂要活跃，形式要多样，

动手、动脑，要唱要说，要蹦要跳，让孩子们学得轻

松，记得牢固。发挥孩子们的特长，让孩子们树立学好

中文的自信心和兴趣，让孩子们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
— 到中文学校学中文。 
 
叶红 一年级 A 班助教  
 
I am a mother of two daughters.  I love kids and have lots 
patient. I enjoy spending time with kids. With both of my 
kids enrolled in ACLS, I am lucky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being a TA.  I'll do my best to help our teacher in the class. 
Hope we'll have a wonderful year learning Chines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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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部分文化课老师自我介绍 
 
张东红 素描班教师 
 
我很喜欢和小孩子们在一起，尤其喜欢他们那天真无邪

的笑脸，充满好奇和认真的眼神。我从小的愿望是想当

一名幼儿教师。可是后来从事的工作一直无缘于孩子们

在一起。现在艾克顿中文学校为我和孩子们提供了共享

艺术知识的课堂，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值

得我珍惜。因此，我现在当务之急是尽 大努力把美术

教学搞得生动、有趣，提高孩子们的视觉感观、想象及

理解能力，为中文学校的孩子们的成长尽我一份爱心。 
 
Luke Zhang 水彩画 I 班教师 
 
M.S. in Computer Science,  U. Mass Boston 
Software Developer with Fleet Bank. 
 
Mr. Zhang was selected to learn painting in Children's 
Palace when he was in second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 
because of his special interest and talent in the painting. 
The children in this program usually spent Sundays at 
Children’s Palace to study techniques in painting, including 
drawing, perspective, anatomy of human body, and theory 
of colors. He learned painting skills from different artists 
and artisans during several years of study. Though he 
pursued career in engineering, he still keeps his interest in 
art. His interest is in portrait painting and figure painting.  
 
Mr. Zhang came to United States in 1992, and has been 
living in Boston area since 1995. After completing a Master 
Degree a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he began to work in 
software industry for years that followed. Moving to Acton 

in 2002, he thinks that to teach in ACLS is good way to 
involve in community service and a good way to contribute 
to building a better Chinese community.  
 
Mr. Zhang is the father of 3-year-old girl, Chelsea J. He 
loves outdoor activities. In weekends, he takes his wife and 
daughter to go hiking, fishing, and camping. His dream is 
to through-hike Appalachian Trail someday. 
 
Mr. Zhang intends to offer some painting classes in future 
to improve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of students of ACLS.  
 
Lisa Song and Jennifer Lu 手工班教师 
 
Jennifer and Lisa are seniors at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Both have taken classes in 
drawing, Chinese brush painting, and crafts. They have 
sold their crafts at craft fairs and have done face paintings 
for kids at festivals and at Patriots' Trail Girl Scout Asian 
Days.  Last summer they volunteered at the DeCordova 
Museum as art class assistants. They have worked with 
crafts for many years and are very excited about teaching 
this class.  
 
Dawn Wang 羽毛球俱乐部召集人 
 
Dawn Wang has played Badminton for years, starting 
from the time when she was in Tsinghua.  
She joined Acton Badminton Club last September and has 
been an active member since then. Badminton is a fun sport 
to keep you in shape and help you make new friends. 

 
我读了余秋雨的《行者无疆》，很喜欢。对女儿说：“我要把这些内容讲给你听。” 
  
我给她讲了书后记中的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学生在欧洲一个国家留学。有一天上课时，一位新来的教

授扫视过教室里的各国学生, 然后独独地对这位中国学生进行了有关中国人的盘问。 
 
这位学生很艰难地回答了一半显然是被广泛误解了的问题， 然后说：“另一些问题不是误解。随着中

国的富强这些问题会逐步被解决。” “那么，什么是你们富强的标志呢？” 教授紧追不放。 
 
这个学生突然觉得有点心酸，说：“我不是政治官员，回答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只想到一个起码的标

志，到了那时，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在教室里被单独挑出来，接受那么多盘问。” 
 
教授走下讲台，拍着这个学生的肩说：“对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种族的

态度，我向你们致敬。” 
 
我用通俗的话给女儿解释了一下. 她说: “ Why they copy stories from the US?” 
“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学习别人的东西，而美国人太自傲，不愿意了解别的国家…… ” 
 
看来，我们需要教育的地方太多了。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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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 

一个温暖美好的乐园 
 

冯郁 
 

[按：我校一年级的冯郁老师因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即将

迁居到加州。冯郁老师是中文专业毕业生，她热爱孩

子，认真教学，深得家长和学生们的喜爱。我们祝愿馮

郁老师旅途愉快，万事如意。下面是她临行前写给校刊

的文章.] 
 

今年的早春二月，波城北郊雪花纷飞，乍暖还寒。然而

路边悄悄泛青的树木，已在轻轻地报送着春的气息。  

正是在这个春风渐劲的季节，由艾克顿几位热心于华人

社区公益事业、热心于弘扬和传播祖国优秀文化的中国

人发起并筹建已久的艾克顿中文学校诞生了。一个阳光

灿烂的午后，我走进了这个学校的大门，于是我就走进

了一个充满了友好互助弥漫着融融亲情的朝气蓬勃的华

人团体。这里有天真可爱、聪明好学的孩子们，有乐于

助人、可亲可敬、积极充当志愿者的家长们，有博学多

艺、勤恳敬业的教师们，有不辞劳苦、兢兢业业的行政

管理人员们。每逢周日下午，大家便从四面八方聚到这

里，一时间，校园内外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孩子们走进教室后，大人们则开始练健美学舞蹈打乒乓

抢篮球玩排球，或呼朋唤友三五成群看报纸唠家常叙旧

事，也忙得不亦乐乎，其喜也融融乐也融融，宛如一个

温暖祥和的华人乐园。  

 

学校建校之初，便呈大气之相。开设网站，创办校刊，

制定教师、学生守则，以传播祖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关

注并参与当地社区服务和社会活动，促进当地华人社区

的团结和繁荣。半个学期过去，学校的各项运作日臻完

善，学校的声誉在波士顿地区可谓远近闻名蜚声遐迩。

新学期开学伊始，学生人数竟比上学期增加了40%。人

们在谈到我们学校的建设者时，无不交口称赞说，这是

一群真正想做事业的人。此言极是，君不见：学校的董

事会主席是一位奉行人文教育、见多识广的资深教育专

家，校长是一位“老校长”，和蔼可亲细致周到是他工

作的通行证，副校长是才华横溢的名校高才生，教务主

任在国内高校时就掌管教务工作，其他几位行政管理人

员的亲切笑容则成了我们学校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而

我那十几位教师同仁则是孩子们眼中的天使，家长们心

中的期望了。  

 

时间过得真快，匆匆忙忙之间，与学校的同事和孩子们

已愉快地度过了半年时间。在这寂寞冷清的异国他乡，

这个温暖的团体尤其令人感觉到亲切温暖。人说教学相

长，与我班这些孩子们半学期的相处，在教授孩子们写

字学句、触摸了解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他们天真可爱

的思考和言行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与遐想，对低龄儿童

的学习兴趣和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开心的课堂活动愉

快而单纯的心灵交流使师生的感情日益加深，周日去学

校去见孩子们几乎成了我平淡生活的一个兴奋点。 近

由于一些原因，我即将离开这里离开我们的学校和孩子

们，奔走他乡。几天前，我收到一个封面印有“thank 

you” 字样的精美的老师卡和一个礼物卡， 打开卡

片，里面写满了稚嫩的笔迹 —— 是我班几乎所有孩子

的签名啊！ 泪水一霎间模糊了我的视线 ……。这饱含

着孩子们和家长们深情厚谊的礼物，我为能得到这个珍

贵的礼物这份美好的心意而感动而陶醉，可爱的孩子

们，我将永远珍藏它，如同把你们珍藏在心底。  

 

西风渐起、 北雁南飞的初秋九月，正是不堪离别的冷

落清秋节，而我却满怀着离愁别绪， 后一次走进我们

的学校。627教室里坐满了老师，其中增加了一半的新

面孔，我们的学校正在发展壮大著。当Harry微笑着把

我介绍给新老师，当建华代表中文学校把一捧精美的礼

物交给我，当新朋老友向我致以惜别的微笑，当我打开

了又一张签满同事们的名字和祝福的卡片，我几乎又一

次“无语凝噎”， 感动、感激、感慨之情盈满心胸，

无以言表…… 与同事们相处共事的半学期里，很多人

在很多方面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无论是学校的行政

管理人员还是老师同仁，我只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

意，并希望有机会有能力回报大家。  

 

提倡并奉行人文教育的地方，一定是个令人感觉温暖的

地方，也一定是聚集了美好的人、经常发生美好的故事

的地方，更一定会是有着美好前程的地方。我为能加入

这个学校加入这个美好的团体而感到幸运，为能与这么

多美好的人们共同度过半年时光而感到快乐，为能得到

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们的喜爱而感到幸福。这段美好的经

历将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我走到哪里，我会记

得美好的艾克顿 (BOXBORO) 的父老乡亲，记得美好的

艾克顿中文学校。临别之际，谨以此表达我衷心的祝

福，愿你的美好成就你传扬北美的美名。 

 

 

园丁杂记二则 
丹心 

 
重操旧业 

 
大半辈子工作在教育园地，习惯地被人们称为“园

丁”。回顾那些辛勤耕耘的岁月，对于作为一个园丁的

甜酸苦辣真是深有体会。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个

人的生活确实乏善可陈，可是从教育中尝到的甜，从孩

子们身上得到的纯真的爱，从家长中得到的信赖、尊重

和友情，却是这辈子 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 
 
这次应邀当上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老师，在退休之年能

继续发光发热是我之所愿，何况这是“重操旧业”回到

自己所喜爱的孩子们中，当然更加欣喜。只是这次的

“旧业”却是大不同于以往，这是在不同的社会，不同

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教育理念，面对的是

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幸福的一代。种种的不同，对我也是

新的尝试，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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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新生的一代，他们

应着父母的爱来到人世，等待着他们的不仅是金色的童

年，幸福的少年，他们还承受着老一辈和家长们的期

望，要成为既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又有西方新时代精

神的新人，他们必须在这异国的环境中，继承中华民族

优良的文化传统，还要使之发扬光大，而我们将要做

的，正是要用我们的金钥匙，开启他们的心灵，引导他

们走向未来。 
 
前面，任重而道远，但我深信，在全校老师的努力和家

长们的支持配合下，我们的小“ABC”们一定会不负

众望，茁壮成长，我们弘扬、继承中华文化的理想也一

定会实现。 
 

理解和尊重 
 
人们常以为，三到六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更不会想

到要理解和尊重他们。正因为这种疏忽，常会对幼小的

心灵造成伤害，而我们还不自觉。相反，如果我们注意

了这一点，会给他们的一生带来一定的影响。 
 
午睡时，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孩子会不自觉地尿床，很

多老师会烦厌地说：“真讨厌，不害臊，那么大的人还

尿床”。当时，孩子不会说什么，但却会伤害他们的自

尊心。有一次，午睡起床，在收拾被褥时，我发现小明

身下一大滩湿印子，他很紧张地看着我，我轻轻地对他

说，“你不小心，是吗？不要紧，你先坐到座位上去，

我收拾好被褥来帮你换裤子”。我不动声色地把被褥拿

出去，然后帮他换了干净裤子。我们都没说什么，他只

是感激地看着我。很多年以后，一位小学老师告诉我，

他的学生在写作文“难忘的一件事”中，竟然写出这件

事和他的感想。这使我意识到，作为老师，我们的言

行、举动，随时都会影响着孩子，所以我们要随时注

意，尽量给他们好的影响。 
 
新宇是作为“捣蛋分子”和原班老师严重对立，弄得全

园闻名才换到我班来的。交接时原来老师告了他好多

状：说他不但打人、推人，还老是说谎，从来不承认错

误，等等。开始来我班，我没说什么，只是加强对他的

观察，五岁的孩子，长得又高又壮，和前排的小不点儿

一比像个巨人。我们的教室只有二十多平方米，三十六

张小椅子一张接着一张，新宇的动作很大，当他坐下去

时，不是碰了左面的就是撞了右面的，在他左右的孩

子，又不谅解，争相控告，“新宇推我了”，“他撞我

了”，而新宇根本没想过去打人，当然不承认，“我没

有打人”。别人说，“打了，他还赖！”原来如此，我

先给他换个位置，给他多一点空间，可以少碰到别人，

告状的也就少一些了。 
 
有一次，我给他们讲故事，大家围着我，讲到坏人欺侮

好人时，新宇气极了，举起拳头说，“我打他”，真不

巧，这一拳头，竟打在我身上。这下小朋友叫起来了，

“新宇打老师了”。新宇也十分紧张，剑拔弩张地看着

我。我说：“不，新宇不是打老师，他是要打坏人，对

不对新宇？”他激动得连连点头。从这以后，他对我是

心悦诚服，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他不再生活在别人的告

状声中，心情好了，也脱去了“捣蛋分子”的帽子，成

了我的“好学生”。 
 
在生活中，每当孩子发生什么问题，我都会留心观察，

了解他们，从不无缘无故地责备他们，或只听一面之

词，妄下结论，因为我知道，即使小孩子，他们也需要

理解和尊重，这也使他们和我更亲近。 

 

150 分钟的感受 

二年级 D 班教师 焦秀兰 

顿中

学校的领导有魄力、有方法，老师们干劲大。 

在美国发展，这些

学生的后代一定会成为佼佼者。 

 

我们这个班 

四年级 A 班老师 刘玉芬 

他们知道在这个班人少了，考试获奖的机会则

了。 

 

不客气。” 到现在你们已经知道这是哪个班

吧？ 

答

想不会吧，古时候小孩子没有上过游泳课 
☺.” ） 

 
 

 
8 月 16 日，我第一次见到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全体教职

员工。当然我都不认识。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艾克

文
 
这是个星期六，是休息时间，可大家都来得很早，当老

教师邢老师和刘老师介绍教学经验的时候，是那样的认

真，讲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有理论也有实践，让人

们心服口服。那些年轻有为的新教师，侧耳倾听，有的

还做了笔记。会议结束后，她们依依不舍，问这问那。

她们虽然有些没有当过老师，可她们都是博士或硕士。

由于她们这样虚心好学，艾克顿中文学校一定会兴旺，

一定会越办越好。中国的文化一定会

留

 

 
我们班上学期二十二人, 现在还有十七个。两个学生跳

到了六年级，另两个升到了五年级， 还有一个搬家走

了。走的都是顶好的学生，而留下来的却是 聪明的学

生，因为

多
 
上学期在普通教室， 这学期搬到 Science Lab 。朋友们

可以结伙聊天，当然还可以讨论问题，不会因找不到同

桌而烦恼。他们离老师的讲台也远了。第一节课有位同

学趴在桌子上，干瞪着黑板啥都不干。问其原因，答曰

“没带眼镜”。 老师邀请他靠着讲台坐，他说，“谢

谢老师，

了
 
（提示：上次课讲《司马光》一课。老师讲司马光多么

聪明，他用大石块砸缸，所以掉在缸里的小孩儿得救

了。一位同学问，“那个孩子不会游泳吗？”老师回

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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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想用孩子的这小小的一点才艺作为将来他们进

大学的敲门砖对大多数人还是行不通的，除非他（她）

在某一方面确实有天分，成绩出类拔萃。曾经和朋友中

 
 
大众论坛
的过来人闲聊，听说他的女儿上了 Wellesley，便问

他，你的孩子从小又是学中文，又是弹钢琴，这些对大

学录取到底有没有影响？ 答曰，没有。那么是什么

有影响呢？ 回答是“Leadership”！ 看来， 还是中

文学校里某位家长在一次教育讨论会上说得对， 培养

孩子是要着重他的“character”。 

 
 

课外活动谈 

马力 

热闹的夏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又到了开学的日子，疯了

一暑假的孩子们只好乖乖地收起玩心，回到学校上课。

而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始，一大堆课外活动也接踵而来。

什么体操啦，游泳啦，跳舞啦，武术啦，图画什么的课

程又都开始了。爸爸妈妈们也都跟着忙起来，接大的，

送小的，不亦乐乎。尤其是到了周末，一天连赶几场是

家常便饭。 

话虽然是这么说，开阔孩子眼界，培养孩子兴趣总是没

错的。所以，孩子们的课还是要上，球还是要打，一家

大小放学后和周末的赶场看来还是要赶下去了。 

 

艾克顿这个屯子不大，倒也像个麻雀，五脏俱全的。你

看，方圆不出十来分钟的路，想学点儿什么的地方都

有。 方便的要数屯里的社区教育，开设的课程琳琅满

目，大人的小孩的都有。他们还借用其它场地设施，提

供游泳、滑冰、骑马、滑雪等课程。除此之外，你想让

孩子再学点儿别的什么，那么屯里无论是舞蹈学校，武

术学校，音乐学校，还是美术学校都有好几所，任你

挑。想玩点儿惊险的，屯里还有一所空中飞人学校

（Trapeze），前几天，报纸上还专门报道了呢。开学

以后，屯里各个小小运动球队的活动也相继开始。先是

棒球足球，然后是篮球冰球，大都是热心的家长们自愿

担当教练，为孩子们提供运动的机会。这些球队还有一

个好处，就是来者不拒，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即使是你

的孩子先天愚钝，笨手笨脚，也有机会来强身健体，并

培养体育精神。 

匆匆品味也能醉 

亚平 

谈到品味，人们自然会想到在天空晴朗的早晨，一对老

朋友聚在一起，品味着他们的友情，会想到在夕阳西下

的黄昏，一位悠闲的老者在漫步，细细品味他的一生，

有谁会想到人到中年的忙碌的你我也能时常品味、时常

醉，那是孩子可爱的笑容、稚嫩的话语、天真的思维。

我 爱品味的是孩子们在许多方面的出乎意料。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机会不利用未免有点可惜。况且听说

孩子到了初中功课压力加重，就不会再有许多时间参加

课外活动了。于是趁孩子小，还在念小学，便抱着有教

无类的念头，拼命送他们去上各种课，参加各种活动， 

想让他们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字，

老大是男孩，就让他去学空手道，钢琴，及每周做

Kumon 的数学。小的是女孩，每周则要去上体操、跳

舞、绘画、钢琴课。两人都参加了小足球队，每周训练

一次比赛一次。当然，星期天的中文学校是雷打不动

的。天冷以后还要去滑冰、滑雪，平常还要挤时间带他

们去 Gym 游泳。除此之外，想让他们再参加其它活动已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仍记得大儿子第一次表明他会中文的情景，细细回

味，真是可笑又可爱，那时他刚过五岁。当时一位朋友

来家玩，见到我儿子，就问：“你会中文吗？”   

“会呀！” 我儿子不认生。  

朋友补充到：“会中文可不是只会说，要会写，才算

会。“  

儿子没犹豫：“是呀，我会写的。”  

“你会写中国字？” 我这个当妈妈的以为听错了，对

儿子强调了一句。 

 让孩子参加这么多课外活动，大概大多是家长们的期望

多于孩子们的愿望。首先是孩子小，可塑性强，多数家

长都希望通过这样那样的课程活动来培养孩子的兴趣，

开发孩子的潜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掘出孩子

在某一方面的天赋，还可以加以特殊培养。另外，望子

成龙，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私心。我们这代人小的

时候因为条件限制，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学这学那，现

在就让我们的下一代来弥补我们的遗憾吧。 

只见他不吭声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好久， 他拿

了一个信封出来，给阿姨看背面，我忍不住凑上去， 

见上面认认真真的写着“出纳点钞专用劵”， 我和朋

友面面相觑。我记起了那是姥爷给他的人民币里，头一

张上面的几个字。中国来的，肯定是中文，我想他可能

是这么想的，才找了这么几个字来照猫画虎。他哪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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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哥哥解释，哥哥说：“Mountain is the high 

elevation of a land” 

道， 这么几个让他费尽力气、一笔一划地描出来的

字，竟让他一下子露了原形。 

我还在为这解释心满意足时，小儿已开口了：“不是，

Mountain 是山！”  

 

一年后，儿子上了中文学校，从拼音、笔画学起。也开

始有了家庭作业。从“大、小、人”等简单的字写起，

到了“红、得、很”笔画多的字。作业也从开始的按时

完成，到需要上课前的突击。记的他上学几个月后的一

天，该要去学校了我才发现，他的作业还没做。这次是

八个生字，每个写十遍，并注上拼音。我赶紧变成了书

童，替他在桌子上摆了书、笔、本，让他开始做。平时

要让他做一件不是玩的事，他要磨蹭上十几、二十分钟

才会不情愿地开始。那天的紧迫他还懂，所以他很快坐

到桌前，开始了突击。几分钟后，我过去看了一下，让

我愣在了那里。只见作业本上，第一个字用一行写完

了，正好十遍，第二行的十个格已把第二个字的前三画

写上了，他正在往每个格里填第四画。我立刻从书童变

成了先生，让他停下，郑重地告诉他：“中国字不能这

么写，必须一笔一划写完一个字，才能开始另一个。” 

其实，何止是中文不能，别的文字大概也不会有这么将

笔画分开写的，尤其是在为学字而写字的时候。我将他

引入正道后，不禁暗叹“小子聪明，知道机械化来得

快，把写中文字变成了流水线生产了。”  想想我自己

小时候，做了那么多作业，肯定有一字要写好几遍的时

候，肯定也有着急的时候，可我从来没想到过这招，难

道真是我笨么？ 

大儿子不服气，找他爸爸评理去了。我和小儿子在这边

哈哈大笑。 

 

家有小孩，学话、思维、中文、英文，处处让我们感受

到乐趣，不由得拿来细细品味，每样都是让我们身心健

康的良药，欲醉的美酒。 

 

 

成成语语小小故故事事  

 
 
 
 

盲人摸象 
 

有几个盲人在街边休息，忽听有人说大象来了，盲人说

我们去摸摸大象是什么样。第一个盲人摸到象牙，高兴

地说：“大象的形状好似一根萝卜。”第二个盲人反

驳：“不对，大象的形状像个大簸箕！”原来他摸到的

是大象的一只耳朵。第三个盲人摸到大象的腿，怀疑地

说：“我摸到的大象可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倒像个大柱

子。”第四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尾巴，摇了摇，对大伙

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大象就像根又粗又长的大绳

子” 

 

大儿子从小随我们看了许多中文电视连续剧，尤其略带

武打的。我很高兴，他不仅能看明白，而且还爱看，甚

至还能提问题，比如“什么是卑鄙？”，那是看《三十

六计》的问题。看过《宰相刘罗锅》和《铁齿铜牙－紀

晓兰》的人都知道刘罗锅与和申、紀晓兰与和申之间的

斗智，知道他们都聪明，我儿子看的也是津津有味、明

明白白。一次我们一家行车在路上，由于他的不耐烦，

总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到？”只好让他算简单的距

离、时间、速度的应用题来消磨时间。他算的不错， 

 
几个盲人正争论不停，牵象的人告诉他们说：“如果你

们从头摸到尾，了解大象全部，你们就不争了。”果

然，几个盲人从头摸到尾，再也不争了。 
 
比喻对事物不能只看一部分就作结论。只有了解全部，

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我表扬他一句：“你挺聪明的”， 

“像和申一样！” ，他却这么接了一句。 

我一愣，坏了，为什么偏偏比喻成像我们不希望的那种

聪明？我不断地在琢磨，儿子究竟要如何地聪明才好？ 

 

现在多了个小儿子，品尝又多了许多味道。一个周末的

早上，我刚刚醒来就被叫到两岁的小儿子那里，他缠着

我读《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九岁的哥哥

也凑上来听。小儿子要求蛮高，英文版的读物都必要用

英文和中文各读一遍以上。还算照顾我，到目前为止，

没见他让我将中文版的读物也用英文读一遍，那可就要

我的命了。他的这种要求大概是他爸爸教他说话时，中

英文同时教的结果。小儿子有很好的中英文语言环境，

在家是中文，在幼儿园是英文，所以小家伙不仅能听懂

两种语言，还会用中英文说好多话。我刚用英文读完

“She was carrying toys to the girls and boy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 

 

小儿子就问：“What is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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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园地
 税是政府的优惠条件，确定自己的退休生活计划才是主

要的。什么年龄你准备退休，退休后将生活在什么样的

生活水平，多少退休金会够你生活到老，等等，是你应

该明确的问题。 

 
 

理财小常识 
 

如何调整你的经济(投资)位置 子女教育基金计划中，子女可能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将决

定大学费用的多少。父母准备支付什么比率的大学费用

会影响投资数额。子女的年龄应该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因

素。了解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和了解子女的大学目标将是

确定子女教育基金储存的基点。 

 
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认清形势，懂得随机

变的人是聪明人。俗语则说：“人无远虑必有近

”。这两句话与投资毫无关系，但其基本道理可说是

俗易懂。应变产生机会，在应变过程中的深思熟虑，

握机会，你的长期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了解你自己和你的家庭是迈向经济独立的第一步。财务

计划将会帮助你和你的家庭了解你们的经济位置所在。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子女的教育，个人的退休，家庭

的保障，或是投资。一个财务计划在你的手里会增强你

的自信心，会帮助你作出明确的选择，会给你一个经济

上的自由感。 

整你的经济 (投资) 位置，应该从了解客观实际情况

始。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中，但是每

人的经济(投资)位置却是不相同的。每个人经济(投

)位置应该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实际情

加以调整。 （以上由长城金融集团孔繁林提供） 

 
何了解客观和实际情况？ 首先是要“了解你自

”。俗话说：旁观者清。了解你自己应该从第三者的

度看你自己。与一个财务顾问坐下来谈你的经济状况

许是一个好的开始。一个完整的财务计划 

Financial Plan) 会帮助你更好地了解你的客观和实

情况。财务计划是对“子女教育基金计划”，“个人

休金计划”，“家庭保险计划”，“遗产计划” 和

它经济计划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调整，使其有

的组合，进而对实现你的预期目标有更好的效果。财

计划将涉及个人和家庭的每个角落。从你家庭的流动

金分配，固定资产分布，应付税务的责任，各种保险

配备，到你家庭的日常生活开销。你的财务计划应该

你的想法和要求。确定你的经济(投资)目标将是非常

要的。 

每月一菜 
水煮牛肉 

 

“水煮牛肉”，不少客人望名生义，以为是用白水煮成

的白汁，白味牛肉，如何能好吃？ 岂知上桌的这道菜

却是红彤彤的一大碗香喷喷的牛肉， 尝之麻辣烫鲜

香，味十足。有诗赞此菜曰：“麻辣烫鲜香, 浓味溢四

方，片片肉伸展，滑嫩滋味长”真不愧是川菜的传统名

菜。 

 

原    料 

主料：净牛腰柳肉 200克 

配料：中国大白菜（100克），芹菜（100克） 

流动资金分配中，有一些是固定支出部分：赋税，日

生活开销，各种保险费的支付和各种子女的正常花

。另外一些是可分配资金，这些流动资金是达到你将

目标的基点。固定资产分布可分为两种形式：拥有者

布和资产种类分布。拥有者分布与税有直接关系，资

种类分布与投资风险分不开。多数家庭经过长期的资

积累其个人和家庭都会累积一些财产，确切财产的分

和确定财产的继承将被这些家庭所重视。遗嘱和信托

就成为这些家庭必备之物。遗产计划就是围绕着财产

分布和财产的继承问题帮你作计划。如果任何意外发

，遗嘱是你的法律代言人，信托则是一个能使你的想

和意愿被继续的工具。 

调料：姜米5克，蒜米粒5克 ，郫县豆瓣100克，干辣椒

10克，花椒3克，川盐4克，酱油10克，肉汤500克，绍

酒5克，湿淀粉60克，味精1克，素油150克。 

 

制   法 

(1) 将牛肉横筋切成长4厘米， 宽3厘米，厚0。2厘米

的片。中国大白菜，芹菜切成3厘米长的片。 

(2) 炒锅置火上，下入素油 25 克烧热，再下干辣椒炸

至稍变色，加花椒稍炸起锅。 

(3) 炒锅置火上， 加油 25 克烧热，下大白菜，芹菜

炒至断生，放盐 1 克，起锅装盘垫底。 

(4) 炒锅置火上， 下素油 50 克烧至四成熟， 放郫县

豆瓣炒香， 加姜末、蒜末炒香后， 掺肉汤烧沸出味

后，打去粗渣， 加川盐 （1克）， 酱油 （10) 克炒

匀。牛肉片用绍酒， 盐（1克），湿淀粉码匀抖散下

锅， 用筷子轻轻拨散， 待牛肉伸展熟透汤稠后，起锅

舀在菜上，把切细的辣椒，花椒撒在上面，再淋上烧至

七成热的素油即成。 

庭保险计划是个比较复杂的计划，它包括健康保险，

定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生命保险，伤残保险，和长

护理保险等。其复杂的原因在于你是对一个看不见，

不着的事件提供保障。你要了解自己的需要和经济能

。你的保险目标一定要现实，确切。如果意外发生，

应该明确地知道所被赔偿的部分是多少。 (以上由老四川饭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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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在七月的一个晴天里，我和外公、外婆、表哥、姐姐和

妈妈一起去了世博园。世博园里有许多各种颜色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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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了美丽的花道、花钟、花船和花柱。我也去了蝴

蝶园，在里面有很多漂亮的蝴蝶，它们在花丛中飞来飞

去，我 喜欢的是蓝色的银光蝶，它在不同的光线下，

会发出不同的颜色。我还去了国际园，它有代表三十二

个国家的建筑。 后我们又看了国内各省的展园，它一

共有三十四个展区。 

 

年级学生暑期习作选 

导老师 颜越 

 

世博园真的好美，我爱那里的一花一木，有机会我还要

去。 
快乐的一天 

 三年级 A 班 陶醉 
暑假见闻 

8/24/03 三年级 A 班 许洋 
天是星期天，是我们到 Cape Cod 的第二天。今天我

去 Nantucket 岛上玩。一大早，我们就到码头去坐

。两个小时后，到了岛上。妈妈的朋友来接我们。她

带我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就去 Surfside Beach。我

在水里玩，还在沙滩上搭了一个城堡。那里的浪很

，我们玩了很久才回家。 

 

这是我第二次回昆明，我 想去的地方就是动物园。七

月的一天，我和妈妈、外婆、妹妹和表哥一起去了动物

园。 

 

昆明动物园坐落在城中心，它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动

物。表哥先带我们去看猴山，那儿有一百多只大小猴

子，有的小猴子在爬山，有的猴子在打秋千，有的猴子

在抢东西吃，还有一个老猴子正抱着它的宝宝睡觉。看

完猴山后，我们又去看了大象、骆驼、老虎、狮子、熊

猫和梅花鹿。我们还看到了美丽的白天鹅和高高的长颈

鹿。给我印象 深的还是孔雀园，这儿的孔雀能自由自

在地在绿草坪上到处走动，它们的羽毛十分漂亮。也许

你不会相信，我还看见了珍稀的白孔雀。它们实在是太

美了，我给它们拍了许多张照片。 

生日 

三年级 A 班 刘华 

8/9/03 

天是我的生日，我和我的七个朋友一起去 Roller 

ingdom 滑旱冰。我们一起互相追逐，大家打打闹闹。

的朋友要玩激光游戏，所以我们就去了。这真好玩，

面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有激光枪，然后我们去换小东

玩。 后我打开了生日礼物。今天很好玩。 
 

我爱动物，我爱昆明，下次回中国，我一定还要去动物

园。 
夏令营  

Concord Academy 夏令营 三年级 A 班 鲁朔龙 

三年级 A 班 吴弘毅 

个暑假，我在 college gate 学了电的知识。我用一

电池和电线、开关点亮了三盏灯。暑假里也学了数

。但是我觉得非常简单，是因为我已经学了。我还学

地球，风，和火的知识。我用红的、黄的、绿的和棕

的软泥做了一个小地球仪。我还学了龙卷风。老师告

我他的朋友有一百五十头羊，一个龙卷风来了之后，

百五十头羊都不见了。我还用用红、黄、绿、蓝的软

做了一座小山。 

 

今年我去了 C.A. 夏令营。我很喜欢它。它有射箭，工

艺美术，制陶，划独木舟，网球，游泳，其他体育运

动，跳绳，戏剧，音乐和群体活动时间。我 喜欢射

箭，制陶，和划独木舟。在制陶班我做了两个壶。 

暑假见闻 

三年级 A 班 许露 

暑假里我第一次回到中国，昆明是一个很美丽的城

，我去了许多的公园，吃了许多的特产，买了许多的

艺品，让我 难忘的还是去游览世博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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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螃蟹 四年级学生暑期习作选 
四年级 A 班：张珊思 

指导老师 刘玉芬 
 

 八月四日，我的全家到 Cape Cod 海边去玩。一路开了

两个小时，终于到了！我们把行李放到定好的旅馆，休

息了一会儿。到下午了，我们开到了离旅馆不远的海边

去了。太阳正照到我们的胸前，海风轻轻地吹，海浪轻

轻地打。当我们把两脚伸到海里，海水不到我的膝盖，

海水好像在哗哗地从北向南那样流着。水里有田螺，小

鱼和大大小小的螃蟹。我问爸爸：“爸爸，能不能抓一

只螃蟹？”爸爸点一点头，就开始抓螃蟹了。找来找

去，终于找到了一只小小的螃蟹。爸爸用手去抓它，可

是它很快地钻到土里去了。妈妈用手指着并告诉爸爸螃

蟹钻到的地方。爸爸马上用手把土和螃蟹一起捞了上

来。螃蟹扎了爸爸的手。后来那螃蟹逃走了。所以我们

决定回旅馆去拿一些工具。 

暑假 

四年级 A 班：赵心意 

 
今年暑假我去了中国。我去了上海和北京。中国今年很

热。我们在上海一下飞机，我弟弟直叫，“中国好

烫！ ”他把烫和热搞混了。 
 
我们在上海呆了几天，然后去了北京。在北京，我们游

玩了颐和园。我看到了八国联军破坏的佛像。我还参观

了皇帝的屋子。现在看来他住得并不舒服。我还去了苏

州街，我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中国很好玩。可是，今

年太热了。我希望下一次去的时候能凉快些。  
 不一会儿，我们又回到了海边。两脚一伸到水里，鱼儿

和螃蟹都吓跑了。所以我们只好轻轻地走着。一看到螃

蟹，爸爸就用两只手，一手一个铲子，把两个铲子并

拨，螃蟹就在铲子中间了，然后把螃蟹放在水桶里。我

们继续往前走，看到了跟我爸爸的手掌一样的螃蟹。我

爸爸很高兴，可是我害怕死了。我想要回去，但是爸爸

不同意。所以我们呆着看热闹。那螃蟹很聪明，它把尾

巴先钻到了土里，它的头和爪子伸到外面。爸爸走近一

步，它的爪子伸高一点。它的爪子伸得象两个大炮。妈

妈劝爸爸不要抓它，担心它夹爸爸。爸爸后来还是放弃

了。抓小螃蟹比抓大螃蟹容易。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

共抓了大大小小五个螃蟹。 

Canobie  湖公园 

四年级 A 班：熊枭 

 
今年暑假， 我去了 Canobie  湖公园。这是我第三次去

这个公园。我非常喜欢这个公园。 
 
九月三日，我跟我的好朋友李阳和其他七个小朋友一起

去。我们坐了各种各样的吊车，翻车和水船。中午的时

候，我们吃了热狗和汉堡包。我们还喝了可口可乐。时

间过得真快啊，我们一点都不累，还想玩，可是已经六

点了，该回家了。多么快乐的一天，我喜欢 Canobie  
湖公园。 

 
天色已晚，太阳已经从西边落下了。我们也累了，要回

旅馆了。在车里我还在想抓螃蟹的事情。原来螃蟹的听

力那么敏感，为了保护自己，先用尾巴钻进土里，然后

身子一起钻进土里。啊！ 多么有意思——抓螃蟹。 

 
暑假生活 

四年级 A 班：李燕  
  

今年暑假，我们去了辛辛那提。我们参观了水族馆，看

见了各种各样的鱼，蛇，蛙，还有鳄鱼。我们还参观了

当地的艺术和音乐集会，

我给自己绘制了一件 T 恤

衫。 

夏天的记忆 
后来，我们又去了加拿大

的温哥华。我们参观了著

名的悬浮桥，维多利亚的 
Buchart 花园。花园里的

花儿真多！ 花又香又美

我都舍不得离开了。 
，

 
我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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