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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主任 李艳 

又是一季春暖花开，虫鸣鸟唱，云淡风清。经过漫长而寒冷的冬

天，大地万物都憋足了劲儿，争先恐后地爆发出它们无限的生机与魅

力。热闹非凡人气鼎盛的ACTON 中文学校更是这一派春色中一道色

彩缤纷亮丽抢眼的风景线。 

每逢周日的下午，天气似乎总是格外地晴好。在一拨拨匆匆奔向

教室的人群中，总能感受到一颗颗望子成龙的父母心；通过一双双幼

小肩膀上驮着的大书包，仿佛看到了我们的孩子们充满了希望的未

来；在一阵阵的感动中，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对我们社区的热爱和作为

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 

从带着孩子们踏入ACTON 中文学校的第一天起，每次萦绕心

中、绵绵不绝的情怀就是感激之情。感激我们的老师的鞠躬尽粹、乐

于奉献，感激我们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心劳力、勤勤恳恳，感激我们无

数志愿工作者的无私相助、尽力扶持。所以当被邀负责文化体育课的

协调管理工作时，虽有些担心自己的毫无经验及有限能力，但强烈的

社区责任感驱使我接下此重任。因而从一个曾经仅仅在走廊等待的家

长变成了忙忙碌碌地穿梭每个教室之间的志愿工作者。经过这两学期

的实践，亲身体会到学校教学与管理事务的繁杂与辛苦，更加深了对

所有为中文学校的正常运行牺牲个人时间默默劳动着的人们的敬意。

而当看到大家辛勤努力换来的成果，又备感欣慰与振奋。我们看

到了孩子们的中文知识一点点地增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

解和热爱，各种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及施展。活跃在学校各种岗位

上的中学生们在社区服务、才艺贡献方面得到砺炼与加强，不仅仅为

学校建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更为自身的前景开拓、适应社会、服务

大众打下良好的基础。还有FCC的孩子们，在老师与家长的额外努力

下，成功地坚持学习认识中国文化。这些都让我感慨沉思：为什么我

们老说“打”入主流社会，何不用自己优秀的文化，深睿的智慧及真

诚的心灵来吸引主流，从而达到真正的文化与精神的大融合？这并非

一件简单的事，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痛苦的过程，需要每个人坚持

不解的努力。而在我们这个几百人的一周一次的学校，我看到了希

望。 

 为了美好的将来，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参与到学校的具体

事务和建设中来，出谋划策，献力献计。绝大多数老师及工作人员都

肩负着繁重的家庭与职业的双重重担，还依然挤出相当多的时间为学

校事务操心奔忙。所以，如果您认为自己能为学校更多地做一些具体

的事，请就在今天开始行动。大到用您的专长开一些有益的课、参加

到管理队伍中，小到帮助还原教室桌椅、参加布置期末演出的舞台等

等。让我们的学校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人添砖加瓦的社区灵魂之所在。

 唯愿这道风景线永远缤纷，永远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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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份的校园讲座 

进入四月份以来，学校里的讲座办得十分活跃，每

次讲座都涉及到各位家长所关心的话题，引人入胜，参

加者踊跃。 
 
细心的人会发现，最近好几次讲座所讨论的，都关

系到如何教育培养我们的第二代的问题。四月三日下

午，由钱红医生主讲，多位 Acton 地区家长和学生与大

家共同讨论了如何让孩子参加体育活动，以促进他们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以及本地区所提供的体育活动及设

施。有关这次的讨论，和相关的议题，由家长之一安宏

博士撰文：Physical Activities, a Routine of Children’s 
Lives， 刊登在本期校刊的生活园地栏目里。 

 
四月十日，学校请来了华裔作家于春来我校朗读她

的作品 Little Green （小青），于春并为大家在其作品

上签名。大约有三十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四月二十四日，钱红医生再次举办讲座，讲解运动

中的损伤，包括如何避免损伤，以及一旦发生情况将如

何处理。约三十人参加了这次讲座。 
 
五月一日的讲座，是关于大家关心的房屋保养维修

及检查的问题，由 Clayton Home Inspection, Inc. 的
Thomas Herbst 主讲，内容包括房屋保养的范围，检查

保养房屋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运用所学到的房屋保养知

识。约四十人参加了这次讲座。 
 
五月八日的讲座，涉及如何为孩子筹备教育资金，

也是目前家长们十分关心的话题。随着学费的日益增

长，大学教育费用已成为每个家庭里孩子的最大开销。

如何有效地为孩子提供这项资金？Prudential Financial 
的浦汉松博士为家长们带来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五月十五日的讲座，由 Fallon Clinic 的心理学家

Dr. Leslie Johnson 主持，题目又一次涉及儿童的健康培

养。这次讲座所讨论的题目是：睡眠、压力和自信，教

育孩子如何自我培养。在讲座中，Dr. Johnson 与大家

讨论了如何培养孩子健康的睡眠习惯，如何减轻孩子及

父母的压力，和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尊自信能力。 
 
随着本学年逐渐接近尾声，家长会举办的精彩讲座

也将告一段落。在学期结束前，还将有三次讲座，它们

包括： 
 
五月二十二日，“Chinese in America” by Iris 

Chang 
 
六月五日，“Mental Health and Depression in Asian 

Community” by Dr. Yuehong Zhang 

 
六月十二日，“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in FCC Families”  by AC Bridge (Michelle 
Deng and Virginia Taylor) 

 
请注意讲座组织者每周的通告。 

（讲座委员会蔡江南 提供） 

 

好学区地产公司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好学区地产公司是艾克顿中文学校一贯的忠实支持

者和赞助人，不仅如此，好学区地产也积极参与 Acton 
社区的发展建设活动。最近他们翻修并进驻的 South 
Acton 新办公楼，就是他们对社区发展贡献的一个实

证。 
 
不久前，好校区地产公司在艾克顿开业的镇公听会

（Public Hearing）上，获得了少有的赞誉，为其在艾

克顿的发展留下不多见的好口碑。据好学区地产老板陈

宏光介绍，一般公听会对开业者多数是抱怨，如交通、

纠纷等带来的麻烦。由于好学区房地产公司进驻艾克顿

的新办公楼受到老房东的致谢，而使得公听会上好学区

房地产公司得到艾克顿镇议会的赞誉，赞扬他们为这个

地区带来新气象。  

据老房东说，曾是第一个艾克顿镇政府楼旧址，后

为邮电局的这座楼在当地是著名的地标楼，而刚刚来的

好学区房地产公司将其粉饰一新，让他这个老居民甚感

欣慰。  

陈宏光介绍好学区房地产公司 2000 至 2005 年，在

麻省房地产商的业绩中名列在前百分之一，在进入 
Acton 地产业主流后，以华人创立的房地产公司体现出

的素质和成就，这本身就是为华人提升形象。  

陈宏光介绍，好学区地产用心服务客户，有感到满

意的客户，介绍了很多朋友来。一位谢姓华人房主表

示，他曾经寻找美国公司卖房没有卖掉，想不到请好学

区地产经手后就卖掉了。  

陈宏光也谈到，华人在美创业、立身不易，要面对

和克服诸多客观及内在的困难和障碍，如果华人相互扶

持，相互帮助，华人企业更多进入主流社会，我们华人

整体也会进一步得到主流社会的看重和认同。这些需要

更多华人的共识和彼此扶持。  

陈宏光同时也希望优秀的经纪人加盟，与抵押贷款，法

律，建筑，公关等相关领域的合作伙伴一道共同开发市

场。 

(本刊综合消息) 

校园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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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文进阶课程之准备、实施与

推广” 会议于五月七日在

Wellesley College 召开 
 

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 宣布于 2006 年

秋季开始在高中正式加设中文进阶课程，并于 2007 年

5 月实施第一次中文 AP 测试。这是大学理事会自从开

设 AP 课程五十年来首次增加的一门 AP 学科项目，自然

引起全美教育界对中文教育的注目，也带给中文教育界

前所未有的振奋与鼓舞。 

 

为帮助中文教师更好地应对这一机遇与挑战，普源

教育培训中心(Primary Source) 、全美中小学中文教

师协会(CLASS) 、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 东

亚语言文学系和亚洲文化中心于 2005 年 5 月 7日联合

举办面向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中文教师的研讨会。 

 

会上主讲人波士顿公立学校外语部主任林逾岚博士

(keynote speaker: Dr. Yu-Lan Lin, Senior Program 

Director, World Languages Department, Boston 

Public Schools)介绍了“AP 课程与测试之发展以及教

材选择与运用” , 随后并对“在使用不同的教科书的

情况下如何准备 AP 考试” 进行了讨论。卫斯理学院

(Wellesley College) 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宋美玲中

国研究基金会主席马静恒博士(Dr. Jingheng Ma, 

Mayling Soong Chair of Chinese Studies,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Department, 

Wellesley College)从大学中文教学的角度展望了新中

文进阶课程的发展前景。 

 

这次研讨会还为与会教师提供了中文和中国文化教

学法的专题辅导。普源教育培训中心中国培训部副主任

胡万里博士(Dr. Wanli Hu, Associate Director, New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Network, 

Primary Source) 和刘孔礼先生(Program Associate, 

Primary Source)进行了“使用‘大地图’ 教学法介绍

中国地理与文化” 的专题教学辅导。“大地图” 教学

法由普源教育培训中心创办人之一及中国培训部主任

安·瓦特博士(Dr. Anne Watt) 发明及推广，广受教师

及学生好评。 

 

我校有十二名教师及有关人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他们是：刘鸣、许玲、邢共嘉、李日新、谢良玉、谢

宁、简建华、刘玉明、张翼、彭卓瑞、葛剑平和高卫

平。学前班 A 班老师邢共嘉和 CSL Beginning A 班老

师谢宁应邀展出了他们各自的教学材料。 
 

The Chinese Language AP Course: 
Promotion,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ollege Board announced that Chinese AP course will 
be added to high school world language classes starting fall 
of 2006, and the first Chinese AP test will be held in May 
2007.  This is the first AP subject added since the College 
Board started its AP courses fifty years ago.  
 
In order to help Chinese teachers better prepare for the 
opportunity and be up to the challenge, Primary Source,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Elementary 
Schools (CLASS),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Department of Wellesley College, and Asian Culture 
Center joined forces to host the conference “The Chinese 
Language AP Course: Promotion,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n May 7, 2005 at Wellesley College. 
This conference is for all the Chinese teachers in New 
England area. 
 
Dr. Yu-Lan Lin (Senior Program Director, World 
Languages Department, Boston Public Schools) gave the 
keynote presentation on “The Chinese AP Course Program 
and Test Specifications” followed by a panel discussion on 
“How Do We Prepare for the AP Exam When We Use 
Different Textbooks?” led by Dr. Lin. Dr. Jingheng Ma 
(Mayling Soong Chair of Chinese Studies,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Department, Wellesley College) 
presented her “Prospects of Chinese AP Course from a 
College Point of View”. 
 
The conference also offered a workshop on teaching 
metho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Dr. Wanli Hu 
(Associate Director, New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Network, Primary Source) and Mr. Kongli Liu 
(Program Associate, Primary Source) taught the workshop 
on “Introducing Chinese Geography through Making Big 
Maps” and “Learning China through Making Big Maps”. 
The “Big Maps” teaching method was invented and 
promoted by Dr. Anne Watts, who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Primary Source and the current Senior Program Director of 
its New England China Network Department. The method 
has been widely prais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ike. 
 
Twelve teachers and admin members from our ACL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They are:  Ming Liu, Ling Xu, 
Gongjia Xing, Rixin Li, Shirley Xie, Jackie Xie, Rick Jian, 
Eddie Zhang, Yuming Liu, Zhuorui (Sara) Peng, Jianping 
Ge and Weiping Gao. Gongjia Xing (Ka teacher) and 
Jackie Xie (CSL Beginning A teacher) were invited by the 
host of the conference to introduce their teaching materials. 
 

（本刊通讯员） 



 

 

好好学学区区地地产产公公司司
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1-888-430-5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我们是全职、专业的经纪（大波士顿地产专家） 

免费提供房屋估价、咨询 
We are the experts in good school towns 

We also provide assistance on 1031 Exchange for your investment 

陈宏光 

Frank Chen 

781-861-3993 

周毅 

Charlie Chou 

617-653-0063 

赵磊 

Lei Reilley 

781-799-5499 

章鑫明 

Jim Zhang 

617-306-6993

黄秀雄 

Peter Huang 

617-331-0883

Ray Taraz 

781-861-3993 

蔡淑蓉 

Sue-Rong Tsai 

617-792-8842

Theresa Wong 

781-861-3993 

陈光伟 

Stone Chen 

978-371-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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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班 

丹心 

 

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独生子女”逐渐成为

幼儿园的“主流”，随之而来的“四、二、一综合症”

（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一个小皇帝或小公主）给我

们的幼儿教育带来了许多问题。五十年代行之有效的

“分享”、“互相谦让”、“互相帮助”受到了“唯我

独享”的挑战。我们问过许多孩子“在家，你最听谁的

话？”很多回答是“他们都听我的。” 

 

早期教育，是人生一个重要环节。三至六岁的孩

子，还没有是非观，刚从“家”这个“独立王国”走向

集体生活，在家中形成了习惯，到集体生活时，就会发

生矛盾：你要这个玩具，我也要这个玩具，互不相让。

以前，老师要是说：“谁会让给别人？”大家会争相谦

让，因为谁都想做好孩子。可是，独生子女时代的回答

却经常是：“为什么要我让给别人？他应该让给我！”

有的还会扣大帽子：“他不为人

民服务”，“他先想到自己”。

“为人民服务”、“先人后己”

都是别人的义务，也成了他想独

享的“大道理”。 

 

独生子女有很多优越条件，

也有很多优点。只是作为长辈的

成人，对他们寄予太大的期望，

在教育思想方法上，又没能注意

到年龄的特点，只是一味的“给

予”，让他们吃最好的，穿最好

的，玩最好的，而没能给以适当

的教育。 

 

因此，幼儿园的老师，面对

全班三十六个小皇帝、小公主，

真是十分辛苦。孩子争吵，不开

心，甚至带来家长的纠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尝试了

建立“兄弟姐妹班”的方法，即

由大年龄班的孩子到小年龄班

“领养”一个“弟弟”或“妹

妹”，而年龄小的，则有了自己

的“哥哥”、“姐姐”，两个班

结成“兄弟姐妹班”。平时上课

内容不同，各班上自己的课，到

集体活动，如去公园、春游、秋

游、看电影、学校庆祝活动时，

都让“哥哥姐姐”带好自己的

“弟弟妹妹”。对“哥哥姐姐”的要求是，给“弟弟妹

妹”做好榜样，并且照顾好“弟弟妹妹”。对“弟弟妹

妹”的要求是，要听从哥哥姐姐，接受他们的帮助，听

从他们的劝导。 

 

每次外出活动中，他们的表现确实令人感动：下雨

后，地上有好多小水潭，作哥哥姐姐的本身才五、六

岁，还是“好玩”的年龄，本来自己都想到水潭里去跳

一跳，却牵着弟弟妹妹的手，小心地绕过水潭，还不停

地叮嘱弟弟妹妹“小心，别弄湿了鞋子”；平时自己还

要大人帮助系鞋带、扣扣子的“哥哥姐姐”却在努力地

帮“弟弟妹妹”系鞋带、扣扣子……促进了他们学会

“自我服务”的本领。 

 

当哥哥姐姐手里拿着电影票，牵着弟弟妹妹寻找自

己的座位：xx 排 xx 座时，弟弟妹妹们更是佩服得五体

投地：哥哥姐姐会“认字”！这使哥哥姐姐们非常自

豪，过了一下当兄长的“瘾”。 

 

一下课，到操场上，经常会看到弟弟妹妹去找哥哥

姐姐，哥哥姐姐陪着弟弟妹妹玩，象真的“兄弟姐妹”

一样。真的，一个孩子确实太寂寞了，这个活动给他们

创造了一点条件。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活动

没能继续下去，但即使只进行了二、三个学期，却也给

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名卡拼图 

Name Card Puzzle 
 

我校的 CSL(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班，是为没有中文背景家庭的学龄儿

童开设的，学生主要由美国家庭领养的中国孩子组成。怎样教这些孩子学习

中文，对 CSL 班的老师们来说是一大挑战。 

 

没有规定的教材，倒是给了 CSL 班老师们自由发挥的空间。老师们变不利为

有利，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出五花八门

的教具，争取让学生们在每周有限的一个多小时里学到尽可能多的中文。 

 

在 CSL 初级 A 班的教室里，教师谢宁别出心裁地为每个学生设计制作了一

个“名卡拼图”(Name Card Puzzle)，代替以前学生们用的挂在脖子上的姓名

牌。她将学生的中文姓名打印成大字，以偏旁部首为单位，剪成数块，用尼

龙粘贴(Velcro)拼贴在蒙上尼龙丝袜的硬纸板上。上课时，每个学生桌上立着

这块姓名板，十分显眼易读。同时，每个学生还可以把他（她）的姓名每个

字拆开、拼合，加深了他们对自己名字及中文字结构的了解。 

 
 

教师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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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爱：重视孩子一生健康发展

的整体家庭教育(连载之三) 

一个中心， 以人为本 

沈安平 

小明出生在中国，他父母亲在他出生不久后双双来

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小明在国内由爷爷奶奶抚养数年

后被父母接到美国。小明来美国不久就进了本地的一所

全日制托儿所。六岁时小明上了公立学校的幼儿班。一

年之后，学校考虑到小明的英语理解和表达能力较差，

学习上有“障碍”(即“learning disabilities")，决

定让小明在幼儿班复读一年。为此学校还特别聘用了一

位中英双语助教张老师，帮助小明在课堂上的学习，理

解和交流。同时小明每天还定时到中英文双语班上一小

时课。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张老师发现小明智力并没有

什么“障碍”，只是由於生活和语言学习环境的不断变

化，小明的中英文语言能力发展都落后于同龄的孩子，

影响了他的认知能力的发展。一次上课老师讲到

“love", 张老师惊讶地发现，小明不仅不懂“love" 

的英文词义，甚至连中文“爱”的概念也是似懂非懂。

一次张老师到小明家访问，并带去了一份礼物。小明的

弟弟看见了礼物后随手就把它夺走，他母亲看见了也没

有制止。交流中，小明的妈妈告诉张老师：“小明脑子

笨，不会保护自己，在学校受人欺负，他弟弟比他能干

多了，……” 这次家访引起张老师的许多思索。 

 

在幼儿班学习两年之后，小明升入一年级。学校根

据需要续聘张老师一学年陪伴小明。两年期间学校几次

组织了由任课教师，学校社会工作者，和学校心理专家

参与有关小明认知能力发展的综合评估会议。张老师也

写了有关小明的观察报告。小明的家长虽然每次都被邀

请参与这些评估活动，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到场。平

时他们也没有主动为学校提供有关小明成长与家庭生活

背景信息。小明每日少有变化的服饰和携带的午餐也客

观地反映出小明的父母亲对他衣食住行缺乏应有的关

注。 

 

进入一年级下学期后，小明中英文语言能力都有进

步，由此也扫除了他学习和交流上的一些“障碍”。他

在课堂上与老师和其他同学的交往也趋于自然了。一年

级期末张老师离开学校时，小明自己专门制作了一份贴

有他照片的小礼物送给张老师，上面用英文写着“我爱

你，……”张老师为此礼物而深受感动，以后每每看到

这份礼物总会流露出感慨和怀念之情。(为保护有关人

员的隐私，他们的真实名字和细节有所变动。) 

 

小明的成长经历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我们这些定

居海外的华裔家长还是可以从小明的成长经历中找到自

己的影子。譬如：家庭与学校的主动交流不多，家长对

孩子的生活环境变化和感情需求关注不够，家长经常当

着孩子的面对其评头论足，家长动辄就对孩子的学习成

绩和“智力”进行攀比。 

 

小明的教育和成长经历很值得我们关心孩子全面健

康成长的家长们的反思。如果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和

最主要的老师  (primary teacher)，那么孩子的健康

成长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家长来承担的。毕竟是我们家

长“决定”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当孩子生活和

学习发生了困难，出现了故障，我们怎么可以随心所欲

地推卸责任，怨天尤人，甚至对孩子横加指责呢？！ 

 

上次我引用了《三字经》中的有关文字，实际上就

是挖掘中华传统家庭教育的思想根源。《三字经》把家

庭和学校教育看成是一个有机的连贯过程。“养不教，

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父母的责任就是要保证

孩子的教学机会，而教师就是要保证严格的教学质量。

在教与学当中传授知识和道义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教育的

中心内容。至於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则似乎不在传统教

育的范畴之内。 

 

传统教育的优点在於重视教学活动，重视书本知识

的传授，重视通过考试来激励儿童刻苦学习和进取向

上。但是传统的正规教育只有少数儿童有机会享受，优

胜劣汰，能够通过教育而“成功”的只是凤毛麟角，绝

大多数的儿童是被排斥在学校教育的大门之外的。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条件来看，这样的教育观念

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孩子读书的目的就是要熟读和精

通古典经书内容，通过残酷的科举考试来进入仕途。而

且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只有进入仕途，才能保证全

家比较体面地生活和安全地生存。科举考试的功过也在

于此，它既保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但同时也

限制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文化程度的提高，同时极大地损

害了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发展。正如上世纪初中国知名

的民众教育家陶行知所尖刻批判中国传统的读书之道

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美国现代进步教育理论家杜威 (John Dewey) 在上

世纪初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教育理论：教育不是为(将

来的)生活作准备，教育本身就是生活。 (Education 

is not preparation for life, education is life 

itself.)  杜威这里所讲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儿童的生

活。杜威认为教育除了儿童的成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

回音壁 

子子子女女女教教教育育育篇篇篇   



No. 22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五年五月 

7 

的。贯穿于美国当代学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儿童中心论

的思想也就是源于此。应该说小明就是这种以人为本的

教育思想的直接获益者。近几十年来美国学校教育重视

少数民族教育，移民儿童教育，特别是针对智力障碍儿

童的特殊教育就是遵循以(所有)儿童健康发展为中心的

现代教育原则。虽然这种理想化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

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和挑战过程中显示了其不可避免

的局限性，但是它对美国乃至当代世界教育思想的贡献

却是有目共睹的，并且已经日益成为当代世界教育思想

的主流。  

 

现代教育观以儿童(全面健康发展)为中心，现代家

庭教育观也应如此。 

 

如果我们认同教育即生活，接受以儿童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来指导我们的家庭教育活动，那么家庭教育的第

一个原则就是以人为本，以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指导思

想。小明的家庭教育和学校经历的反差实际上就是不同

教育理念和实践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值得我们认

真思索的。 

 

如果生活是现时性的，有个性的，综合性的，动态

的，长期的，有人性的和充满爱心的，那么我们的家庭

生活教育也应该是如此。 

 

1. 家庭教育是现时性的：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现实

情况和各种需求，而不是一味追求将来要“出

人头地”。家庭中的每一次教育活动都会体现

它的内在价值和现实意义。与其关注将来的

“成龙”和“成才“，不如更关注孩子的现实

问题和需求，尽可能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

境。 

 

2. 家庭教育是有个性的：每个孩子的生理特点，

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是不同，家庭教育就要有

的放矢，因人而异。不尊重个性的互相攀非但

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十分有损于儿童的自尊

心和自信心的。 

 

3. 家庭教育是综合的：家长要全面了解和关心孩

子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成长，学校学习和考试成

绩只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部分，在许多方面，整

体家庭教育的内容和质量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更

为深远。 

 

4. 家庭教育是动态的：现代生活的动态性日益加

剧，我们海外移民家庭更是如此。家长要及时

调整家教的内容和方式，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家长的自我学习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尤为重

要。 

 

5. 家庭教育是长期的：虽然早期教育非常重要，

但是现代教育是终身和全身的(life-long and 

life-wide), 家庭教育也应该是如此。家长对

孩子的影响是无时无刻地进行着。 

 

6. 家庭教育是有人性的：孩子不是为实现家长梦

想的工具，也不是家长炫耀的本钱，更不是家

长发泄情绪的受气包，孩子与所有社会成员

(包括家长)一样享有人的尊严和权力。这是家

庭教育的法律底线。 

 

7. 家庭教育是有爱心的：家长把孩子带到这个世

界上来，家长对孩子应该怀有百分之百的爱

心。不管孩子有什么样的“残疾”和“障

碍”，家长都要全心全意的关爱他们。这是家

庭教育的道德底线。 

 

让我们一起来拥抱以儿童为中心的整体家庭教育理

想和实践吧！让我们每个家长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

起！让我们家长时刻提醒自己：要教育好孩子，我们首

先要教育好自己。 

 

如果我们能够教育好自己，做一个称职的，有知识

的，有理智的，有人性的，有爱心的家长，那我们就是

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社会做出的最

有意义的贡献！而我们自己也会从这样一个充满人性化

的整体家庭教育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土木工程 （二） 

三铃 

他们决定盖一栋 Module House 后， 就开始找工程

队（Contractor）。他们完全可以雇用他们朋友的朋友

所用的工程队，那样会节约许多时间。然而，男主人很

谨慎，脱不开常规办事的框框 在和这家工程队协商的

同时，还是远近找了另外两家类似的工程队谈，两个月

后，经过在式样、价格、施工程序、信任度等各方面的

比较，还是定了启用那家朋友用过的工程队。这两个月

的时间倒也不能算白花，自己亲自比较后总会增加些踏

实感，减少些以后埋怨的可能性。    

他们朋友的朋友很热情，曾给了他们几份标有分类

价格的房子样本图，让他们可以参照图和价格，对财政

许可之下建什么样的房子有个感性认识。等他们确定了

工程队后，又从工程队正式要了几分同样的图纸，当时

离那家朋友建房不到一年的时间，同样的房子已平均涨

了一万。等他们一个月之后敲定一种房样时，价格又涨

了近一万，他们得了教训。女主人以此为由，为自己早

想建房辩解：“早知如此，去年就该建了， 拖一年才

修，为得是把钱包鼓起些底气，却还是被涨价吹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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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四十岁后，往往会有时间如飞的感觉，恨不能

有根铁针绊住时针，不让它跑。可土木工程一上马，时

间就让不需要它的人们有了可怕的想法，开始不惜缩短

生命地催时间快跑，好早早带他们住上新房子。然而， 

工程的各个环节却同古老表盘上的时针，时而不紧不慢

地踏着点儿，时而懒懒散散地停顿片刻。从定下工程队

开始，五个月过去了，这个工程却刚刚完成了审批的环

节。  

他们选好式样以后，开始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修改

图纸，哪里要打通，哪里要改变和调整，如何照顾到现

有的部分，等等。带着激情他们在纸上加加减减。每一

次修改了之后，传真给工程队，再由工程队发给

Module 主公司，把他们的加减画到工程图上，再原路

反回给他们核实。图纸被来来回回的修来改去，每次就

那么点点地方不对他们的要求，画图员又像个蹩脚的程

序员，改了这里，错了那里。这样的图纸遇上认真不可

将就的男主人，就只能两天在这里，两天在那里，三天

在路上那么做着漫不经心的旅行。到了后来就连主人们

画好，传真给画图的，画图的都要抄错，急得女主人憋

不住地说画图的“真是

笨死了”，恨不能自己

画。 

那张计划图纸从去

年十一月中有了初稿，

到今年的三月份才算完

成，那纸上的大小变

化，常常像个张大嘴的

老虎机，无形地吞食着

他们的钱财，使费用超

出了他们预算的近 50%。

他们却像是乘上了一条

从贫穷小岛到富饶大陆

的船，而这价格好似前

面刮着的海风，让驶到一半的船进退两难，他们不甘心

调转船头回到原处， 仍想继续航行，只是希望不要有

更大的风浪。    

图纸终于定稿了，工程队需要拿它去定蓝图（Blue 

Print），通常还要两三个星期。有了蓝图，工程队才

能加上别的材料去镇办申请施工许可证，这些材料并不

多，也不应该难，只是几份电、水、气公司出据的卡

电、卡水、卡气的证明。然而，在他们急切的心里，什

么都成了慢的了，任何一个使证明没按期到位的因素都

使他们烦躁一阵，让女主人感慨一番。 

他们自五年前买了那个房子住进去，就没用过煤

气，可男主人没事找事地说，地下室好像有根封了的煤

气管道。男主人就此情况询问了镇办有关人员，镇办同

志就说必须要煤气公司出一份没有煤气的证明才能行。 

煤气公司却说：“你们不是我们公司的客户，我们不能

出此证明。” 言之有理。男主人用这理由回去找了镇

办，得到的仍是“必须”和“你们想办法找煤气公

司”。这样一推一卡，他们像是被堵到了死胡同，无路

可走，好在当地只是这么一家煤气公司，球就在这两家

中踢，要是有多家煤气公司，球被从这家踢到那家，从

那家再踢到另一家，他们怕是只有天天追球的份儿，没

有让哪一家停踢的能力。两家踢球，总有一家会踢累

的。男主人又打过几次电话给煤气公司，最后该公司还

是出了证明，倒不是煤气公司踢累了，而是煤气公司是

交税而不是收税的，可不想消耗人力来专门应付踢球， 

再说，他们没用煤气，出个实事求是的证明也是应该

的。 

有了“气”公司的经验，他们认为卡电该不成问

题，因为他们天天用电，按时交费，该是电公司的老客

户了，顾客至上对西方公司来说应该是没有质疑的。到

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错了，对垄断着一块地方、一个

行业的公司来讲，是客户求它而不是它求客户，这种供

求关系决定着服务的质量。 

为了卡电，他们必须搬出去住。他们只搬些日常用

的出去，大件储存在原处等开工前再搬，洗衣机就没

关，他们好再回到这里洗衣服，直到没电为止。女主人

已不习惯拿着两大筐脏衣服到公共洗衣店去洗，能在家

洗一次，就少一次出去洗

衣服的痛苦。 

男主人做了充分的准

备，在他们搬出去前两个

星期就通知电公司，安排

了两个星期之后，就是他

们搬出去后的周一卡电，

那个时间也正好是蓝图该

完成的时候。 他们计划的

好好的。谁知，电公司才

不和客户的拍子。 

搬出去住的第一个星期，周一，他们见电没被卡

断，又过了两天，还是没见断电，男主人打电话问，营

业员说：她已安排了，但具体哪一天断，她也不知道，

那要问外面作业组的，她控制不了，只能是问问，不

过，离安排的时间晚一两个星期是正常的，尤其是因为

作业组的人都是参加了工会的，管理部门不好管，管不

对，就有罢工的可能。 

搬出去住的第二个星期，周一，女主人在中午回家

看看，失望而气愤地返回。打电话询问，他们答应第二

天就去断电。第二天，还是没有断，第三天中午，女主

人又回去查看，路上还在生电公司的气，心里有种书生

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闷气感。快到街道的路上，与一

辆返回的此电公司的车擦肩而过，她满心高兴，心想：

“这下好了，终于卡电了”，可等到了家一看，粗粗的

电线还在房子的上面稳稳地挂着。她真是彻底的灰心

了。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才听到留言，原来女主人看到

的电公司的车还真是去他们家卡电的，但是，留言里

说：“从窗户望进去，见还有东西在，拿不准是否还要

卡电。”男主人听了留言，忍不住骂道：“我天天打电

话催卡电，你们还问这个问题？” 这是又一个周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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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周四一早，男主人打电话给作业组，要他们马上来

卡。 周四晚上看，电线仍然逍遥地在上面摆动。周五

还是不见断电，看来只有等下个星期再交涉了。这离他

们提交卡电要求已是四个多星期，离计划卡电日子已过

了两个多星期了。他们除了生气外，只有无奈。 

周六女主人早早把脏衣服放到那里的洗衣机里洗，

心想，这该是最后一次在家洗了。中午回去拿衣服烘， 

到了门口觉得有些异样，才发现，粗粗的电线没了。她

想，虽然衣服可能烘不成了，但他们盼望的一件事总算

解决了，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交涉了。可等她看到洗衣

机的表盘时，如同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原来，衣服刚洗

到个开头，电就没了。她还得从水里把衣服一件一件取

出来，拧干了，告诉男主人把洗衣机里的水放掉。他们

到此算是美美地领教了美国的地方电力公司，对工会的

工作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电总算是被卡断了。他们到镇办拿了份空白的申请

表，签了字发到工程队，委托工程队做好一切准备，等

蓝图一到，就去申请开工许可证。男主人打电话给工程

队，要他们尽快把申请许可证的材料交到他们镇办。对

方耍心眼了，发电函自行安排了付款方式，要他们在许

可证下来之后先交 50% 的款，房子做好后再交另外的

50％，要他们尽快签字后送回，就开始递交申请。他们

很不高兴，“这不是明明要挟吗？原先说得是只交一点

点定金，等房子来了才交 90％，等住房许可有了，才

交其余” 想了半天，最后还是硬了一下没答应。还好

工程队看来只是碰碰运气，并没有为此拖着，而是把申

请让人亲自送到了镇办。男主人想，他终于可以有用武

之地了，可以常到镇办打听进展了。常去镇办，一回

生，两回熟，镇办就会把他当熟人，好像镇办真是镇民

的公仆似的。 

男主人给镇办打电话，询问是否收到了申请？对方

说没有，打电话给工程队，对方却说送了，好像又要开

场球赛了。男主人只好亲自去了一趟镇办，肯求工作人

员把送来的申请再查查，对方说是：“没有”，让他转

告工程队重交一份。工程队当天只好又交了一份，等男

主人再打电话给镇办查时，办公室的人说：“新的申请

收到了。” 顺便告诉他；“第一份也找到了，是收件

人见信封上没有地址，把它登记到另外一个地址上

了。” 女主人很生气：“既然没地址，又怎么能记到

另外的地址上呢？”经过了小小的补充材料，施工许可

证终于下来了，倒没有耽误什么时间。 

就这么力行八个多月，他们已在一个又小又旧的公

寓了住了一个多月了，女主人倒觉得在这小小的居室过

日子，没有什么空间需要收拾，日子简单了，时间也多

出来了，有时间看武打小说和连续剧了，一家人挤到一

起看看电视，倒是其乐融融，很温暖。女主人开始想，

他们原来的房子其实足够大了，好像没有必要扩建了， 

男主人说：“已到这一步，没有后路了，只能让工程队

建了。”   

（未完待续） 

马力 

 

一 小学生读莎翁 

 

十分感激儿子在 Douglas 小学五年级的老师，开始

向他们这班学生介绍莎士比亚。儿子开始读书很早，也

很爱读书，经常是抱上本书就能看半天不放，做家长的

欣慰之余，也有些担心，不知该如何引导孩子读书。作

为新移民，英语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我们对英文的文

化历史也是所知有限。在网上或到图书馆里查到的一些

推荐书目，并不一定对孩子的口味；自己给他们开的书

目，又无非是汤姆索亚等老掉牙的东西，无法引起他们

的兴趣。 

 

几年前，Douglas 小学老师开始向五年级学生介绍

莎翁著作，让他们背诵名剧片断和十四行诗，还举办小

型演出，邀请家长来观看。毕竟是孩子，那些让人费解

拗口的古英文，不几天他们就能倒背如流。学校同时结

合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背景，帮助学生研究莎翁及其时

代，加深学生们对莎士比亚及其著作的理解和兴趣。 

 

据老师介绍，在小学里接触过莎翁的学生，以后在

高中的学习中，有捷足先登的优势。 

 

二 Dan Brown 的畅销小说 

 

去年有一阵，我们家除了还在上一年级的小女儿

外，都迷上了 Dan Brown 的惊险推理小说。 

 

先是从那本著名的 the Da Vinci Code 开始。此

书自 2003 年出版后，曾高居 New York Times 的排行

榜之首一年有余。如此吸引人，不知有什么魔力，于是

买了一本回家仔细研究。谁知我自己才把书翻开来看了

几页，十岁的儿子就把头凑过来看，后来他干脆把书抢

过去先睹为快！不出一天，他就把厚厚的小说从头到尾

看完了。然后是我和先生看。看了一本后就不可收拾，

于是又去买来他的 Angels and Demons, Digital 
Fortress, 和 Deception Point 等书来看（这些书都

是大热门，在图书馆借里要排队预约，等很长时间），

颇有看金庸练武功的劲头。 

 

实际上，Dan Brown 的书还真有与金庸相似处。虽

然一个是中国古代的武侠故事，一个是外国现代的惊悚

小说，它们的故事情节却都是曲折紧张，悬念重重，有

时还有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情节（如 Angels and 
Demons 里的主人公扯着一块帆布从数千米的高空跳下

读读读书书书杂杂杂感感感二二二则则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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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居然安然无恙！）。两位作者的作品都是涵盖丰富，

涉及人文、历史、地理、宗教以及科学等各方面的知

识，加上他们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十分引人入胜。读

了 the Da Vinci Code, 让人对巴黎和罗浮宫的那些艺

术珍品十分向往，看过 Angels and Demons，又会使人

产生想亲身到意大利罗马去感受那些雕塑的艺术魅力的

愿望。 

 

鉴于他们的理解能力，Dan Brown 的书也许并不适

于每个孩子去读，但我们大人则不妨在闲暇之时读上一

读，保证精彩引人，让你手不释卷。 

 

 

电影传奇之二： 侦探篇 

崔勇员 

 

小时候爱看侦探电影，没想到长大后还是爱看。在

汽车里有了音响设备后，重复听得次数 多的碟片，不

是歌曲，而是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录音剪辑。要

说侦探片，就可以从【尼罗河上的惨案】说起。影片

【尼罗河上的惨案】是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同名小说改

编。 

 

扮演大侦探波罗，不是件容易的事，演得好的，给

人印象深的，有三位，也就是阿伯（Albert Finney），

彼得（Peter Ustinov），和大卫（David Suchet）了。阿

伯在 1974 年率先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出演波罗，

那部影片的气氛比较沉闷，阿伯有点老气横秋的，个人

不是很喜欢。彼得在 1978 年继阿伯之后在【尼罗河上

的惨案】里出演波罗，其形象既聪明，又滑稽和可爱，

彼得本人有语言天才，所以饰演带口音的波罗，可以说

游刃有余。大卫在九十年代重拍阿婆作品的电视剧时，

有精彩的表演，赢得了一大批粉丝(fans)。 

 

【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一个特点，就是无论主角，

配角，还是龙套，都由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明星演员担

纲。比如扮演波罗伙伴雷斯上校的大卫尼文，扮演大阴

谋家杰基的 Mia Fallow，扮演林内特女佣人路易丝的英

国演员 Jane Birkin （她在 1991 年法国影片 La Belle 

Noiseuse 中扮演老画家的妻子），扮演小说家奥特勃恩

太太的 Angela Lansbury，扮演范·斯库勒太太的 Bette 

Davis，扮演律师彭宁顿的 George Kennedy，扮演护士

的 Maggie Smith，一个个无不如雷灌耳，甚至船上印度

籍管事都由资深的 I.S. Johar 扮演，可谓明星荟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Angela Lansbury。常看电视的同

学知道，1984 至 1996 年 CBS 有个节目 Murder, She 
Wrote, 里面的主角 Jessica Fletcher，身份是替补语文老

师，喜爱写侦探小说。故事就围绕她身边的一些案件展

开。本身情节较慢，看过几集，给 Angela 捧场。为什

么呢，那么一个老太太，主要是她的多才多艺：出道时

在【煤气灯下】（Gas Light）出演小佣人，与大明星美

人英格丽褒曼同台，就获得奥斯卡 佳女配角的提名。

【尼罗河上的惨案】里她演小说家奥特勃恩太太，狄斯

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Beast）中为茶壶

太太的配音以及她唱的一段 Beauty and Beast，在我听

来，不比 Celine Dion 版主题曲逊色。这些成就，在一

位影星来说，足以值得骄傲了，可对老太太来说，这才

是冰山一角，她从 57 年反右时开始登上百老汇音乐剧

中的舞台，到 2000 年退下百老汇，共得过四个 Tony 

Award。作为影、视、音乐剧三栖的天才，她像一颗耀

眼的明星在舞台上下活跃了将近半个世纪。 

 

【尼罗河上的惨案】在中国的成功，要感谢上海电

影译制厂的全明星译制阵容。毕克的波罗，邱岳峰的雷

斯上校，苏秀的小说家，李梓的林内特，刘广宁的杰

基，丁建华 的路易丝，苏秀的奥特勃恩太太，赵慎之

的范·斯库勒太太，胡庆汉的安德鲁·彭宁顿，程晓桦

的罗莎莉，潘我源的鲍尔斯，童自荣的弗格森，于鼎的

贝斯那大夫，乔榛的西蒙·道尔，可以说是上译厂鼎盛

时期的全部家当。圣诞节前在上海有幸见到苏奶奶，巧

合的是她的声音与 Angela Lansbury 竟很相似。 

 

不介意看黑白片的同学，千万不要放过【煤气灯

下】（Gas Light），和【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这两部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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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Kids’ IQ Lift 
Reading system may boost Chinese 

scores 
 
Learning to read 2,500 pictorial symbols, as Chinese 
students do in grade school, yields a 5-point 
advantage on IQ tests, compared with the scores of 
Westerners whose languages are based on alphabets, 
according to a new analysis of mental capabilities of 
Greek and Chinese children. The international team 
of analysts, led by psychologist Andreas Demetriou 
of the University of Cyprus in Nicosia, attributes the 
scoring disparity to a superiority in visual and spatial 
tasks that comes with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assumption that reading 
and writing system are powerful methods for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abilities, and 
perhaps brain growth, in individuals and in cultures,” 
Demetriou says. 
 
First, the team considered a measure of general 
intelligence derived from IQ scores (SN:2/8/03, p.92). 
Overall, Greek and Chinese kids exhibited 
comparable general intelligence despite a slight IQ 
advantage for the Chinese. This new finding, which 
appears in the March/April Intelligence, undermines 
the controversial proposal of an innate intelligence 

advantage for Asian, as 
compared with whites. 

That view is supported by 
recent reports of slightly 
larger brain sizes, corrected 
for body size, among 
Chinese people. 
 
Demetriou and his 
colleagues tested 120 
Greek and 120 Chinese 
schoolchildren, ages 8-14. 
The group included an 
equal number of boys and 
girls from each country and 
from each grade. Most of 
the kids came from middle-
class families. 
 
Each child completed age-
appropriate tests of mental 
speed and efficiency, 
memory, and reasoning 
aptitude. Test problems in 

these areas contained verbal, mathematical,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Chinese children outscored their Greek peers by 5 to 
7 IQ points. 
 
The pattern of findings at different ages indicates that 
the edge derives almost entirely from the honing of 
spatial sensibilities in Chinese readers, Demetriou 
says. Extremely small proportions of both Chinese 
and Greek 8-year-olds scored high on spatial 
problems. By age 12, however, 18 percent of Chinese 
kids ranked as highly efficient visualizers, compare 
with 6 percent of Greek children. That gap slightly 
diminished by age 14, with 26 percent of Chinese and 
16 percent of Greek youngsters qualifying as 
particularly good visualizers. 
 
The study shows that “what have previously been 
argued to be differences based on biological qualities 
can be explained by differences in experience that 
often vary with racial or cultural membership,” 
remarks psychologist Marc Lewis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Demetriou acknowledges that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ta requires that additional experiments show that 
Westerners who learn to read only Chinese score 
higher on spatial tasks than do Chinese who learn to 
read only an alphabetic language. 
 
The new evidence that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influences spatial perception “is plausible but far 
from definitive,” says Yale University psychologist 
Robert J. Sternberg. For instance, he notes, Asians 
might possess an evolved spatial facility that 
promoted their adoption of pictorial symbols in 
writing rather than alphabetic ones. 
 
Canadian psychologist J. Philippe Rushton of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in London says that 
other evidence leans toward a biological basis for the 
IQ differences. “Something innate” gives the Chinese 
a mental edge over whites, he says, noting that 
Chinese kids adopted at birth by U.S. parents also 
tend to score higher on IQ tests than their white peers 
do. Rushton champions a controversial evolutionary 
hierarchy of racial intelligence in which East Asian 
come out on top.  
 
(Reprint with permission from Science News, 
February 12, 2005, p.99)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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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Activities, a 
Routine of Children’s Lives 

Hong An 
Every parent wants children to be successful and 
healthy, but not everyone knows a balanced approach 
to reach these goals.   

Grow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children’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besides the classic views of 
excellent school work and free of illness as the most 
important attributes that ensure future success.  

Assessment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stated that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American adults are not regularly physically active. 
In fact, 25 percent of all adults are not active at all. 
Nearly half of American youths 12–21 years of age 
are not vigorously active on a regular basis. 
Moreover, physical activity declines dramatically 
during adolescence. Daily enrollm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has declined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42 percent in 1991 to 25 percent in 
1995.  

More recently, US government in Jan. 2005 reported 
that nearly two-thirds of Americans are overweight or 
obese; many of our kids are suffering from obese 
resulted from lack of exercises and unbalanced foods. 
Federal government advisors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s sh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mount 
of exercise, plus a diet that emphasizes whole grains, 
fruits and vegetables to offset American’s “super-
sizing” of their diets and their sedentary lifestyle that 
affect even large population of young kid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 
advises that physical activities should become as 
routine a part of their lives as eating and sleeping.  

Major Benefits 

People of all ages, both male and female, benefit 
from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Significant health benefits can be obtained by 
including a moderate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e.g., 30 minutes of brisk walking or raking leaves, 
15 minutes of running, or 45 minutes of playing 
volleyball) on most, if not all, days of the week. 

Through a modest increase in daily activity, most 
Americans can improve their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Additional health benefits can be gained through 
greater amounts of physical activity. People who can 
maintain a regular regimen of activity that is of 
longer duration or of more vigorous intensity are 
likely to derive greater benefit. Physical activity 
reduces the risk of premature mortality in general, 
and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ypertension, colon 
cancer, and diabetes mellitus in part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also improves mental health and is important 
for the health of muscles, bones, and joints.  

Briefly the benefits: 

• Increase cardiovascular endurance 

• Improve large muscle strength and 
endurance 

• Increase flexibility 

• Maintain proper weight 

• Reduce stress 

Physiologic Responses and Long-Term 
Adaptations to Exercise  

Many of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exercise training—
from both endurance and resistance activities—
diminish within 2 weeks if physical activity is 
substantially reduced, and effects disappear within 2 
to 8 months if physical activity is not resumed.  

This finding echoes AAP’s recommendation that a 
life long routine of exercise is as important as eating 
and sleeping although the effects of lacking of 
exercise are not readily noticeable, its negative 
effects on health take place. Many experts believe 
that the increasing incidents of heart disease, diabetes, 
and even cancer,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inactive lifestyle.  

Appropriate Activities for Young Kids 

There are many sports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local 
schools and professionals such as little league 
baseball, youth soccer, community basketball, 
swimming programs, and so on. There are so many 
choices, sometimes a bit confusing.  

Recreational or Competitive 

Each child is different, expecting a child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athlete or an Olympic champion is not 
an average household’ objective.  

Here are some statistics:  

1 in 4 outstanding elementary school athletes 
becomes a sports standout in high school. 

生活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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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more than 6600 high school football players will 
ever rise to the professional football ranks.  
 
Nevertheless, the benefits of participating and excel 
in sports programs are tremendous. 
 
There are also sports programs that are, by nature, 
individual or team sports, and contact or non-contact 
sports. AAP suggests that children up to 8 should 
participate mostly in non-contact sports. Children 
should not participate in “collision” sports (football, 
hockey) earlier than 10.  
 
Also children grow at varying rates and at different 
times. Some are early maturing, some are late-
maturing. Late-maturing children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programs maturity is not 
as important such as tennis, gymnastics, track events, 
and late move into sports where size plays more 
significant role.  
  
Sports Programs Resources (partial listing) 
 
Local 

• AB Community Education (lots of recreational 
sports programs offered from beginners to 
advanced levels at schools facilities, 978-266-
2525) 

• Acton Recreation Dept. (sports programs at town 
facilities, 978-264-9608) 

• Acton-Boxboro Girls Softball (978-263-0718) 

• AB Youth Baseball (www.abyb.org) 

• AB Youth Hockey (www.abyha.org) 

• AB Youth Soccer (www.abys.org) 

• AB Swimming (www.abswimming.org) 

• Thoreau Youth Shark Swim Team 
(www.thoreau.com, Concord, MA. Contact: Ann 
Boudrot, 978-369-7349 ext 150) 

• Sudbury Youth Swim Team (Suburban Winter 
League Champion, 2004, 
www.sudburyswimteam.org)  

• Mighty Ducks Swim Club (Lexington, MA)  

• Bernal’s Gator Swim Club 
(www.bernalgators.com, Waltham) 

 
National 

• USTA (junior tennis, www.usta.com) 

• USS (age group swimming, www.neswim.com, 
www.usaswimming.org) 

• USATF (youth track and field, www.usatf.org) 

• Little league baseball (www.littleleague.org) 

• Youth Basketball of America (www.yboa.org) 

• American Youth Football 
(www.americanyouthfootball.com) 

• USA table tennis (www.usatt.org) 

 
References 

USA President's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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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酿福建老酒 

 

母亲是福建人，会做福建老酒。以前每年初冬都要在家

里做上几瓶，留到春节时拿出来喝，酒糟还可以用来做

菜。此酒做法十分简单，现介绍如下： 

配方比例： 糯米 10 磅   红曲 1 磅   净水 10 磅  

白酒药 1-2 粒（做甜酒酿用的那种） 

做法： 将米洗净泡一晚， 蒸熟放凉，将酒药，红曲

粉碎后拌入,捏成拳头大的米团。彻底凉后，将其置入

干净无油之玻璃或陶制容器中，加入净水（米要完全浸

入水中），瓶口用纸密封，放阴凉处，经常用干净的木

筷搅拌（每 3-5 天一次），一个月后即可过滤，黄酒装

瓶。酒糟另放，可用来煮菜，当调料用。 

注意： 

• 所有与酒接触的物件，必须干净，无油。    

• 发酵过程可能表面会有白毛，是正常现象（做

江米酒也有时会看到），只要将其搅拌到酒液

中，就会消失。所以要常搅拌。 

• 在华南，一般冬天才做，温度太高会发酸。如

果有 basement， 温度在 10 摄氏度以下，大

概就可以。   

• 红曲中国店有售，要颜色红的那种，去年我们

在中国超市买的颜色较淡，结果很不理想，发

酵不好 发酸。黄酒酿成后，能多放些日子味

道更醇。 

（吴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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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老师的话 
 

这些由二年级 A班的同学在学年行将结束前写的小
短文，读来虽是“三言两语”，但语句通顺，语言表达
清楚、完整，已符合二年级教纲要求。特载于校刊以给
他们多一份的鼓励。 
 

谢良玉 
 

我最喜欢的运动 
 

李思骄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骑自行车。我有一辆非常漂亮的

自行车。我经常骑着它到学校去玩。有时候我和朋友一

起在院子里骑自行车比赛，看谁骑得快。我们玩得开心

极了。 

我喜欢的运动 
 

李凯林 

 

我喜欢的运动是中国武术。我的哥哥武术打得很

好，我也想像他一样。我们每星期都去 Acton 武术学校

练习。武术中的动作很好玩也很酷。 

 

我喜爱的体育运动 
——记一次跳水比赛 

 

杨妞妞 

 

三月十九日，星期六的早上九点，我有一个跳水比

赛。比赛在 Holy Cross College 进行。我非常认真地

跳好每一个动作。每个参加比赛的人跳过五个动作后，

裁判给出了比赛结果：我得了一米跳板九岁以下组第

一。我喜欢跳水运动。它好玩儿，有趣，有挑战性。 

 

我喜爱的体育运动 
 

陈思宇 

 

我喜爱的体育运动是篮球和游泳。打篮球使我强壮

和活跃。还有它让我领会得到团队合作的精神。游泳使

我的身体有力量，并且我也可以学到在水里生存的技

巧。 

 

金戈 

 

我喜欢很多体育运动。最喜欢的是骑自行车。我的

自行车是蓝色的，它有两个车轮。我天天下午放学回家

骑半个小时，骑车很开心。 

 

吴泽然 

 

我喜爱的体育运动是网球。因为我可以跑，也可以

打。网球是很好的体育运动。 

 

我的爸爸 
 

汤加华 

 

我的爸爸是个好爸爸。他很爱我，我也爱他。他长

得很高。他很好玩，他有时会跟我们一起玩。爸爸老是

在楼下计算机上干活。我的爸爸是最好的爸爸。 

 

韩圣雪 

 

爸爸很爱我。他教我怎么游泳；教我和弟弟怎么打

网球。他很喜欢打网球。爸爸喜欢看月亮，我也喜欢看

月亮。爸爸现在在 Florida，他今天会回来。我很想

他！ 

 

黄成东 

 

他戴着一副眼镜。他跟我一起踢足球。他跟我下

棋。他问我问题。我喜欢他背我。他是我的爸爸。我爱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钱昆 

 

我的妈妈是个小孩的牙医。她每天上班给小朋友看

牙。工作很辛苦很累，晚上回到家里也没有时间给我讲

故事。星期一的晚上妈妈要送我去学画画，星期四她要

送我去弹钢琴，星期六她又要送我去学滑冰，到了星期

天她送我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妈妈辛苦了，我要谢谢

她！ 

 

我的好朋友 
 

汤有有 

 

我的好朋友的名字是 Gina。她有个哥哥。我和

Gina 在一起有很多话可说。我们一起玩儿，一起骑

车。她上三年级，我上二年级。我们是好朋友。 

 

小禾集 



No. 22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五年五月 

15 

黄小丽 

 

我的好朋友是 Caroline，她今年七岁。她会讲中

文。每个星期天她去中文学校，她很喜欢中文学校。她

也上英文学校，她很喜欢她的老师。我们总在一起玩。

她喜欢马，也会画马。 

 

苏洁颖 

 

我的好朋友是 Janice。Janice 是一个有礼貌的好

孩子。我去她的家，她说：“你好！” 

 

马泓 

 

我的朋友叫 Jenny。我和 Jenny 一起上芭蕾课。我

们都喜欢唱歌、画画、跳舞和吃饭。我和 Jenny 一起

玩，一起学习。 

 

张宝宝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我只知

道她的名字叫 Rachel。她有一个哥哥。她哥哥九岁

了。她哥哥的名字是 Edwin。 

 

曹睿琳 

 

我的朋友是亮亮。她快八岁了。她会说中文。我喜

欢和她一起玩游戏。她有一个黑头发、大眼睛的妹妹。

亮亮喜欢读书、唱歌，我们是好朋友。 

 

 

三年级 D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汤爽 

我的假日 
 

白景怡 

 

在我放假的时候，我和爸爸去钓鱼。我们六点钟就

起床。钓鱼的地方在 Eastman’s Docks。但是我们没

有钓上鱼！无论如何，我玩的很开心。 

 

谢若蕴 

 

我放春假的时候去了华盛顿特区。那是一个很好玩

的地方，而且景色优美，鲜花盛开，我最喜欢粉红色的

樱花。总统住在那儿和有很多展览馆。国家动物园也在

那儿。 

 

第一天，我去了林肯纪念堂，它的对面是华盛顿纪

念碑，它们中间有一个倒映池和纪念二战的大喷泉。倒

映池的北面是越战纪念碑，南面是韩战纪念碑。华盛顿

纪念碑的北面是白宫。那天也去了三个展览馆：自然历

史、航空航天、大屠杀展览馆。 

 

第二天，我去了动物园。我觉得那里的动物很懒。

它们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只有熊猫最精神。在国家公

墓，我看到了庄严的换岗仪式。 

 

第三天，我去了巴尔的摩的水族馆。我看见各种各

样的鱼。我也看了精彩的海豚表演。海豚游得真灵活

呀。我那天也去了一个住在宾州的朋友家。他是弟弟的

好朋友。 

 

我玩得很高兴也学了很多东西。我的假期真快乐！ 

 

王潇 

 

春假，我去 Disney World。 

 

第一天我去了 Magic Kingdom 玩了。我真喜欢那

地方。第二天我去了 Animal Kingdom，我玩了很好。

第三天我去了 MGM Studio，我真喜欢那个 Roller 

Coaster 跟那个 Tower of Terror。第四天，我去了那

个 Blizzard Beach。我们没去 Epcot，因为我们没有时

候（间）去 Epcot，我们这（还）要去那个 Blizzard 

Beach 也这（还）要去 Seaworld。第五天，我去了

Seaworld，在那儿我看了 Shamu，它把我弄了很湿很

湿。 

 

陈筱竹 

 

上个星期是春假。有一天我们出去到一个新餐馆吃

饭，它就像一座宫殿，非常漂亮。我们吃了很多东西。

回家的路上我就睡了。 

 

王琳琳 

 

我和我的朋友 Zoe 一起滑旱冰。我们玩得非常开

心，我们一起玩游戏，在旱冰场上跳舞，我还得了玉米

花奖。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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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刘鸣 
 

我最喜欢做的事 
 

崔乐怡 

 

我喜欢玩电脑游戏、画画、游泳和打羽毛球。但

是，我最喜欢看书，尤其是虚构的故事。看书可以让我

知道很远的地方、认识许多人、也让我了解发生的故

事。比如，我没有去过巴黎，但是我知道巴黎；我没去

过伦敦，但是我知道伦敦；我没见过孔夫子，但是我知

道有关孔夫子的故事。读书丰富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喜

欢读书。 

 

朱秋爽 

 

我最喜欢做的事是看书。我喜欢看书是因为我喜欢读故

事。我喜欢读有关天文学的书，也喜欢读传记。我现在

最喜欢读的书是希腊神话。总之，我喜欢看所有的书。 

 

林云 

 

我最喜欢做的事是玩游戏。有些游戏，像篮球、足

球和棒球，能让你锻炼身体，也能让你学本事。还有一

些电脑游戏，既好玩又长知识。另外的游戏，就是消磨

时间，可是还让你高兴，把不愉快的事情放一边。虽

然，游戏很好玩，可是我不能用太多的时间玩，因为我

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李梦昀 

 

我最喜欢做的事是打篮球。我喜欢打篮球是因为打

篮球很有趣。我学会了投球、远球、进攻和防守。我喜

欢在球场上跑来跑去。我觉得打球很好玩。 

 

韩语韬 

 

我最喜欢做的事是踢球。这是为什么？第一，踢球

很好玩；第二，踢球可以锻炼身体；第三，踢球可以交

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踢球。 

 

我爱春天 
 

高像 

 

春天，天气热了，我可以在外边玩。我和我的朋友

会玩“棉花糖”和讲好笑的故事。我也可以采花，听到

小鸟在唱歌。天热的晚上，我和姐姐会听到蟋蟀在叫。

很热时妈妈就让我和姐姐吃冰棒。早晨上学时我们穿很

厚的衣服，放学后我们就脱下了。在外边，我可以游泳

和钓鱼。在图书馆附近的草坪上，我和姐姐会荡秋千和

玩“儿童捉人游戏”。在秋千上，姐姐会荡得很高。我

们也会讲令人惊异的故事。我真爱春天！！ 

 

我为什么爱春天？在冬天，我们要呆在家里，因为

天气太冷了；在秋天，我们要扫叶子；在夏天，虫子会

咬你，天气也很热；在春天，天气不冷也不热，你不用

呆在家里，可以到外边玩。你也不要打虫子。 

 

春天有绿草，秋天有大风。 

春天有冰棒，冬天有大雪。 

春天有蝴蝶，夏天有小虫。 

 

 

李嘉荣 

 

我爱春天，因为我可以出去玩。可以在蓝天下看

书。花开了、树绿了、鸟儿的歌此起彼伏。雪都化了，

可以骑自行车。不用穿厚厚的衣服了。不下雪了，雨来

了。谁都不喜欢下雨，就是小草喜欢下雨。我们的足球

赛季开始了。我的生日在春天。我爱春天！ 

 

春天好不好？ 
 

乔艾伦 

 

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有很多原因说明春天为什

么是一个好季节，但春天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春天是那么好，每天的天气真好，人们可以打棒

球、踢足球、打篮球、还有很多的运动可以做。春天还

有一段假期可以休息。学生们不用每天做功课，可以去

除上学的疲劳。夏天很快就会到来。夏天的时候，每个

人都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叫他们的朋友到家

里来玩和每天玩游戏。 

 

春天还有几个不好的地方。有时候要受虫子咬。外

面有很多的花粉，有些人一碰到花粉就会受苦。 

 

对我来说，春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春天来了 
 

林云 

 

春天来了！ 

天气暖和了！ 

花儿开了， 

树上的小鸟在林子里不停地唱歌。 

小松鼠也在草地上跑来跑去。 

人们都开始穿 T-shirt 了！ 

春天真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