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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六月

六月是冰激凌， 

六月是泡泡糖， 

六月被我们们嚼得甜甜的。 

 

六月是花裙子， 

六月是太阳帽， 

六月被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啊，甜甜的六月哟， 

漂漂亮亮的六月。 

六月的阳光是火辣辣的， 

我们和阳光一起奔跑， 

六月不再是母亲的摇篮曲哟。 

我们把六月做成月牙船， 

我们把六月做成小天鹅， 

我们学会读阳光， 

我们也学会了读雷雨， 

我们永远读着笑声。 

六月摇着小手， 

我们要去远方，去远方， 

远方是我们的世界哟， 

远方不再是小人书。 

啊，甜甜的六月哟， 

我们的六月。 

AAAccctttooonnn   CCChhhiiinnneeessseee   LLLaaannnggguuuaaagggeee SSSccchhhoooooolll   JJJooouuurrrnnnaaa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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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话

6 月 12 日是中文学校开课的最后一天。与往日安静的

气氛有所不同, 今天的学校显得活泼了许多。餐厅活动

区里行政管理团队正进行下学期的课程注册，教室里坐

了许多利用这个开放参观日来亲身体验课堂教学的家

长, 走廊尽头几个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排演期末演出节

目。 

 

一个星期后的期末演出结束后, 中文学校 2004-2005 学

年也要画上一个句号。我忽然意识到, 我是多么不希望

这个学期这么快的结束。走在学校的走廊里, 跟家长们

打着招呼, 这熟悉的环境和情景, 感觉如此的亲切。 

 

一间间教室里, 坐着的是求知的学生, 站着的是尽职尽

责、教书育人的老师。经过几年来的历炼和调整, 配合

完备的教学大纲, 中文课的教学进行得平稳而严谨。 

22 位老师、10 位助教和为数不少的后备教师, 在 22 个

学前班至 7 年级和 CSL (中文作为外语) 的中文课堂上, 

为 360 余名学生讲解中文语言和中国文化, 在华裔家庭

和非华裔家庭的孩子心中, 播下中国文化的种子。 

 

第二节课的铃声敲过之后, 兴高采烈地走进教室和体育

馆的, 是各个年龄的文化课的学生。在包括国画、武

术、舞蹈等的 23 个文化课和拉丁舞、合唱队、篮球、

羽毛球俱乐部中, 30 位老师和 9 位助教, 凭借他们扎实

的专业素养,  让超过 280 名学生乐而忘返。在走廊上

我会经常遇见一群兴致勃勃的老爷子老太太走进教室,  

他们可不是去闲聊的，他们是英语之角课的祖父祖母级

的学生, 用行动诠释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含义。 

 

每个开课的日子,例行讲座的主讲人会准时出现在小餐

厅里, 面对满屋子的听众侃侃而谈。家长会所属的讲座

协调委员会精心安排每一个讲座, 从 Acton 学监的学区

政策宣传、地区财政预算介绍, 到高中生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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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作家新作分享, 从金融分析到医疗保健常识, 从儿童教育到成人心理健康关注。一系

列的讲座, 为家长打开了一个更新知识的窗口, 为社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分享经验、相互

交流的场所, 为政治家、金融机构、商业公司搭起了一个宣传舞台。它从不同的侧面, 服

务于家长和社区, 也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力。 

 

穿过学校门厅, 右侧的第一间教室, 就是让我倍感亲切的校行政管理团队的家。在这里我

们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 讨论教学计划、协调各种活动,  商讨财务、后勤、网站、校刊等

各项工作的准备。在学校的各个角落, 都能见到这个齐心协力、积极进取的团队成员的身

影。 

 

在这个学期里, 艾克顿中文学校继续保持严谨的办学风格和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大波士顿

地区的中文学校中引人注目。这一切归功于所有热爱并参与艾克顿中文学校建设的人。 

 

感谢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你们的认同和参与, 是中文学校办学的动力; 你们的支持和爱护, 

是中文学校成功的主导。 

 

感谢学校中文课和文化课的老师。你们在教学第一线, 直接面对求知的学生, 用你们的学

识和人品, 耐心和经验, 让不同年龄的学生, 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氛围中, 渡过一段美好的

时光。优秀的教师队伍, 是学校的巨大财富, 也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感谢家长会、讲座委员会、班级家长代表和众多的志愿人员。是你们的协调组织, 无私奉

献和对学校管理机构的支持和监督,  促进了学校的平稳运转, 开辟了教学活动之外学校与

社区的广泛联系。 

 

感谢学校行政管理团队。是你们担当起了学校的各种计划准备、日常管理和突发事件处

理。你们对学校工作的热情投入和专业高效的工作能力,  保证了学校的平稳运行。 

 

感谢 Cisco Systems Inc、老四川饭庄、好学区房地产公司、Learning Fun of Acton、

Littleton Common Market 和长城金融集团。你们用奖励志愿活动、设立奖学金和赞助学

校演出的方式, 表达了支持教育活动和社区事务的良好意愿, 调动了老师和学生教学与学

习的积极性。 

 

随着期末演出舞台上大幕的徐徐落下, 热闹繁忙的学校将回复平静。我相信, 下学期开学

的时候, 我们又能见到熟悉的面孔, 结识新来的朋友, 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 见证中文学

校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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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Board Election 
 

On June 10, 2005,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has nominated the following seven 
individuals as new members to serve on the board for a two-year term (July 1, 2005 – June 
30, 2007), pending approval by ACLS parents at parent meeting on June 19, 2005.  

 

Nominees’ personal statements (names in alphabetical order) 

 

JINDONG LI  

An engineer. Worked in the ACLS admin team for two years (including serving as the 
Principal for one semester). Is willing to work together with all the colleagues to serve 
the school better. 

 
XIANGHAI LIU  

Xianghai Liu is a software engineer and a parent of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student. Before came to USA, he had worked in the Dean Office of a university in China 
for ten years. He served as Director of ACLS Culture Programs from Feb. 2003 to Feb. 
2004. He is enthusiastic about helping ACLS and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Currently he 
is a moderator for ACLS and Acton_Chinese Yahoo mailing groups. 

 
YANG LIU  

I am a software engineer. I have taught CSL for Children at ACLS since 2003. I live in 
Acton with my husband and two daughters.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young Children 
at ACLS is my greatest hobby. 

Two and half years have quickly past since ACLS's first grand opening in the spring of 
2003. As one of its members, I am like a kid myself, learning and growing a lot during 
the past two and half years. I feel very lucky and happy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each at 
ACLS. I am willing to contribute more of my time and effort to help ACLS in the areas 
of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 etc., to make it not only a good thing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but also a great benefit for the entire community. 

 
VIRGINIA ROSS TAYLOR  

I was first interested in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s a way to expose my 
daughters (from Zhejiang and Jiangxi) to the culture of their country of birth. I never 
imagined how much I would enjoy becoming involved in the school myself!  While my 
daughters have been students at ACLS since the opening semester, I have become 
involved as a parent, a teacher (the English Corner), and a member of the Admin Team.  I 
have enjoyed getting to know many Chinese families as well as other families like mine 
who do not speak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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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lieve that we families who do not speak Chinese are very fortunate that ACLS has 
chosen to address the language learning needs of our children through an especially 
designed series of classes.  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to help build connections between 
families in the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track and other families at ACLS, 
and I would like to help introduce more families in the area to both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at the school. For these reasons I am happy to accept the nomination from 
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FCC) to serve as their candidate for a 2-year term on 
the Board of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What began for me out of a sense of obligation—a promis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my children to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a deeply rewarding personal and 
family experience. I would feel very privileged to serve as a member of your Board. 

 

ZEYANG WANG  
Served in Chinese schools for many years. 1996 as a director on school board at 
Chelmsford Chinese School. 1997 as Chairman of Parent Council and from 1997-2002 as 
a director on board at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Worked as a member in ACLS 
web team and as Tai Chi instructor for two semesters. Served as Chairman of ACLS 
Board from July, 2003 to June, 2004. 
 

LI YUAN  
I involved in school affairs as a club coordinator a year ago, working with club members 
in assisting the instructors, arranging activities and coordinating with culture program 
director of school. That was a good experience. 

Playing the role of Vice Principal and Principal of school gave me the chance of getting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day-to-day school operation, which involves everything from 
teaching planning, school events preparing to community activity participating and 
incident handling. I consider this experience to be very valuable, since it not only put me 
into the situation to get familiar with school affairs, it also extended my visual field to 
view American/Chinese culture inheriting and emerging,  community volunteering and 
local activity involvement. 

To expand way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school, and to help the school participating more in decision making of local town affairs, 
are the main motives for me to join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 will put my whole 
efforts to the position. 

 

JENNY ZHANG  
I am an accountant.  I have had wonderful ACLS working experience as an admin team 
as well as a board member since the first of ACLS was founded. My objectives are very 
simple - to work together with everybody who is willing to serve the school and make our 
community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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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VOLUNTEERS 

Lucy Li 
Andrew Zheng 
Robert Zhang 
Yike Jiang 
Jeff Liu 
Andrew Xiao 
Kevin Chen 
Tina Tang 
John Chou 
Yilun Zhang 
Ning Qin 
Bo Wang 
Jason Ma 
Elaine Xu 
Wenxi Li 
Shuyue Zhou 
Bobby Liu 
Helen Wen 
Chen Li 
Yuan Kang 

CLASSROOM HEAD PARENTS 

Tim Sloane  
Joanne Wu  
Shirley Tan 
Martin Whyte 
Grace Gao 
Baosen Zhou 
Puming Zhan  
Yi Zhu 
Shuyun Wu 
Fan Li  
Guangyu Sun  
Donghai Ma 

Fugen Li 
Qin-Fan Zhu 
Tracy Chen 
Jingsong Li 
Rongliang Li  
Xuan Kong  
Yan Rong  
Mingchun Chien 
Chenghua Ma 
Cuie Hu 
Jennifer Ying Zhang 

CLUB ORGANIZERS 

Jim Wu 
Yun Zhang 
Ning Zhuang 
Amy Wang 
Xiaofeng Chen 
Huang Liu 
Arthur Lee 
Cheng Liu 

ENGLISH CORNER 

Hui Wang 
Rachel Zhang 

SEMINAR COMMITTEE 

John Cai 
Lining Wu 
Sarah Peng Gearey 
David Zhou 

SCHOOL JOURNAL 

Xie Ning 
David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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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ton Common Market Learning Fun of A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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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 学年末 

演出节目单 

主持人: 黎希萌·乔文庭 
策划:  王泽鸣·刘阳· 张蔷·王梅· 裴晓华· 沈心焯 

1. 电子琴齐奏 

Keyboard Ensembles  

表演者 电子琴班      

指导老师  Stephan Wu 

Performed by Class of Electronic Keyboard 

Instructor：Stephan Wu 

2. 舞蹈 《我爱我的老师》 

 Dance： I Love My Teacher       

表演者 ACLS 学生     

指导老师   朱碧云 

Performed by Students of ACLS  

Instructor： Biyun Zhu 

3. 儿童短剧 《小兔过生日》  

Kids ’  Drama: The Little Bunny ’ s 

Birthday 

表演者  KA 班  

指导老师  邢共嘉 

Performed by Class A of Kindergarten 

Instructor： Gongjia Xing 

4. 儿歌表演唱 《数雪花》   

Children’s Rhymes： Counting Snow 

Flakes 

表演者  KB 班  

指导老师   郑平 

Performed by Class B of Kindergarten 

Instructor： Ping Zheng 

5. 武术表演 

Chinese Martial Arts Demonstration     

   

表演者  武术班  

指导老师  Marcelo Almeida /Kevin Lee 

Performed by Class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Instructor：Marcelo Almeida/ Kevin Lee 

6. 儿歌表演唱 《下雨了》 

Children’s Rhymes： It’s Raining  

表演者  CSL-BA 班 

指导老师  谢宁 

Performed by Class A of CSL Beginning 

Instructor：Ning Xie 

7. 儿歌表演唱 《 唱歌跳舞 》  

Children’s Rhymes： Singing and 

Dancing  

表演者  CSL-BB 班 

指导老师  严燕   

Performed by Class B of CSL Beginning 

Instructor： Yan Yan Neale 

8. 舞蹈 《种太阳》 

Dance： Plant the Sun 

表演者   ACLS 学生  

指导老师  朱碧云 

Performed by Students of ACLS  

Instructor： Biyun Zhu 

9. 手语表演《 妈妈的手》 

Sign Language Performance: Mother’s 

Hands    

表演者  CSL-IM 班 

指导老师   刘阳 

Performed by Class of CSL Intermediate 

Instructor: Yang Liu  

10. 儿童短剧《 过生日 》 

 Kids’ Drama： Birthday  

 

表演者  CSL-ADV 班 

指导老师  李日新 

Performed by Class of CSL Advance 

Instructor： Rixin Li 

11. 小提琴 演奏《 欢乐颂》《齐奏》 

Violin Ensembles: Ode To Joy; Concert 

Trio  

表演者  小提琴班     

指导老师  Andrew Xiao  

Performed by Class of Violin Program 

Instructor： Andrew Xiao 



 

 

12. 儿歌表演唱  《幸福拍手歌 》 

Children’s Rhymes： If You Are 

Happy 

表演者  1A、1B、1C 班 

指导老师   叶红、孙颖、齐润娟 

Performed by 1A,1B,1C 

Instructor： Hong Ye， Ying Sun，Mao Tanimura 

13. 诗歌朗诵《 弯弯的月亮》《为什么》 

Poem Recite：A Crescent Moon；

Why ？ 

表演者 2A 班    

指导老师   谢良玉 

Performed by 2A 

Instructor： Liangyu Xie 

14. 诗歌朗诵《 弯弯的月亮》《手》  

Poem Recite：A Crescent Moon；

Hand 

表演者 2B 班    

指导老师   焦秀兰 

Performed by 2B 

Instructor： Xiulan Jiao 

15. 儿童短剧《 我们决不开 》 

 Kids’ Drama： We Won’t Open the 

Door！ 

表演者 2C 班    

指导老师   许玲 

Performed by 2C 

Instructor： Ling Xu 

16. 霹雳舞  

Break dance 

表演者  霹雳舞班 

指导老师   David Shi、David Xiang  

 Performed by Class of Breakdance 

 Instructor： David Shi、David Xiang  

17. 儿童短剧《十二生肖》 

Kids’ Drama： Chinese Zodiac of 

Animals  

表演者 3A 班     

指导老师  曲峰 

Performed by 3A 

Instructor： Feng Qu 

18. .合唱《读书好》《歌声与微笑》 

Chorus: Reading is Wonderful, Singing 

and Smiling 

表演者 3B、3C、3D 班 

指导老师  史建英、陈海虹、汤爽 

Performed by 3B, 3C, 3D 

Instructor: Jianying Shi, Haihong Chen, Shuang Tang  

19. 诗歌朗诵  《 我们的六月 》 

Poem Recite：Our Month of June  

 

表演者４A,  4B 班   

指导老师  刘鸣，刘小江 

Performed by 4A, 4B 

Instructor： Ming Liu， Xiaojiang Liu 

20. 健美操《 快乐指南 》 

Aerobics Dance： Road to Happiness 

 

表演者   健美操班     

指导老师   王泽鸣 

Performed by Class of Adult Aerobics   

Instructor： Zeming Wang  

21. 女声二重唱《相约九八》 

Duet： Meet in 1998   

表演者  ７年级 

指导老师   葛建平 

Performed by the Students of 7th Grade   

Instructor： Jianping Ge 

22. 相声《 答非所问 》 

 Comic Dialogue： Off-the-Mark 

Answer 

表演者   ７年级 

指导老师   葛建平 

Performed by the Students of 7th Grade 

Instructor： Jianping Ge 

23. 歌舞 《 Color Guard 》  表演者  ６年级学生 孙特、徐映澄 

Performed by 6th Grade Students Te Sun, Yingcheng Xu 

24. 合唱《茉莉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Chorus：Jasmine Flower, My Home 

the Beautiful Pasture  

表演者 中文学校合唱团 

指导老师   张云、刘璜 

Performed by The Teacher’s Chorus 

Instructor： Yun Zhang， Huang Liu 



 

 

GGGrrraaannnddd
OOOpppeeennniiinnnggg   

GOOD SCHOOL REALTY in Acton 
124 Main Street, Acton • Tel: 978 264-0900 

Other Offices: 
844 Mass Ave. Lexington. (781) 861-3993. 
36 Mountain Ave. Malden. (888) 430-5900.

 Good School Realty, together with Acton Coffee & Ice Cream, brings life back to south 
Acton village! 

 Historical beloved landmark building: Acton residents’ "old Postal Office"! 
 Best location to sell your house. Busy intersections. Steps to MBTA Acton station! 
 Best location in Acton area for a real estate office! 
 Experienced and professional realtors. 
 "One Stop" shopping! 
 Acton Coffee & Ice Cream Shop in the same building, bringing you a lot of pedestrians! 

Sample listings: 

162 Guggins Ln, Boxboro – $525K

59 Wood Street, Lexington - $799,900 20 Pine Street, Bedford - $849,000

51 Solomon Pierce, Lexington - $1,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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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HERITAGE, 
AMERICAN CULTURE 

 
A panel of parents and students along with 
about 50 other people convened in the small 
cafeteria on Sunday, June 12, to discuss the 
challenges of transplanting Chinese heritage 
to life in America. The panel members 
included three Chinese parents, two FCC 
parents, and three Chinese teenagers. Linda 
Biyun Zhu, Eric Liu, and Harry Chen spoke 
about ways they attempt to instill Chinese 
values in their children growing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Judy Holmes and Joan 
Wesolowski focused on both the importance 
and difficulties of introducing their childre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ir birth 
country.  David Shi and Susan Yao, recent 
AB graduates bound for Boston University 
and Harvard; and Pamela Wang,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told of their 
own journeys to create a unique identity as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The discussion touched on a range of 
fascinating topics.  Eric Liu spoke of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mindsets of 
the East and West, which he encounters in 
his role in charge of joint venture busines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arah 
Gearey, Yan Ma and other parents spoke of 
the difficulty of instilling high 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in academic subjects and in 
music, in a culture that sometimes 
emphasizes self-esteem over achievement. 
Linda Biyun Zhu talked of encouraging 
Chinese cultural expression, both in 
American-born Chinese children and in FCC 
children, through traditional dance. David 
Shi spoke of exploring his American identity 
through break dance.     
 

The special expertise of the student panelists, 
David, Pam, and Susan, proved especially 
important, as all the parents in the room 
were eager to hear how they have 
experienced coming of age as Chinese in 
America. All three of them talked of 
appreciating their Chinese heritage and the 
values of their parents as well as the space 
for personal exploration that their parents 
had allowed them. Seminar participants 
seemed to agree that although it is 
sometimes challenging to live poised 
between two cultures, the experience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lead a life 
enriched by the best of both cultures.  
 
The AC Bridge seminar was conducted in 
English.  Rachel Zhang (I don't know what 
her Chinese name is!) provided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Many participants regretted that the 
discussion had to stop at 3:30, and hoped for 
a chance to continue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a forum next year. “Chinese 
Heritage, American Culture” was sponsored 
by AC Bridge and coordinated by Michelle 
Deng and Virginia Taylor.  
 

(submitted by Virginia Taylor and 
Michelle Deng) 

 

校园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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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舞蹈班学生为 Merriam 小

学学生示范中国舞蹈 
 

五月十三日，朱碧云老师带领 ACLS 舞蹈班的七个

学生到 Merriam 小学做中国舞蹈示范演出，向小

学生们介绍了中国西部的舞蹈《新疆姑娘》。虽

然演出是在星期五下午两点的上课时间，但学生

们和家长们克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演出任

务。 

 

参加演出的学生包括：Douglas 小学的 Emily 

Neale、Arial Tian、Ellen Yang，Conant 小学

的 Joy Zhong，和 Merriam 小学的 Joy Jiang、

Julie Yang、Helena Ma。 

 

学生家长们积极支持了这次演出活动。家长汤爽

帮助朱碧云老师为学生们改制舞鞋，刘阳提供了

午餐，李劲松、严燕则担负了帮助接送学生的任

务。 

 

（朱碧云 提供） 
 

 
 

好学区地产 Acton 服务中心 

正式开业 
 

筹备已久的好学区地产 Acton 服务中心于六月四

日正式开放，将为 Acton 及周边地区提供更快更

好的房地产服务。  

好学区地产 Acton 开放当天晴空万里，是入夏以

來难得的好日子，负责人陈宏光在服务中心的后

院准备了 BBQ，与來访祝贺的朋友们分享。  

陈先生表示，2004 年 Acton 地区房价的中间值

約$510,000，是麻州近几年来房价增長幅度较高

的市镇之一，该镇的学区非常好，88% 的高中毕

业生继续升学就读大学，2002 年 SAT 考试平均

成绩为 1190，100% 的教室连接上网路。  

华人父母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因此 Acton 吸引

了大批的华人定居，镇內有一所周末中文学校，

中文学习环境良好。  

当天的开放吸引了许多的华人朋友參加。据了解

许多是好学区地产的老客戶及地产及房贷业的朋

友。一位当天出席的房贷仲介表示，陈宏光先生

做事非常认真踏实，所以很多客戶在房屋成交后

也成为他的朋友。  

Acton 服务中心位於 Acton 镇的主街(Main 

Street) 124 号，建筑本身是受保护的历史性建

筑。好学区地产在整修后，以一楼作为办公室，

提供最新的 Acton 及周边地区的房产咨询。  

华人朋友们若想在 Acton 地区购置房产，请联系

好学区地产 888-430-5900 或浏览公司网页

www.GoodSchoolRealty.com。 

（陈宏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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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CORNER 
HAS GROWN THIS YEAR! 

 
The ACLS English Corner has grown this 
year!  In September several people decided 
to give it a try, about 30 students, chose to 
stay.  The instructors opted for a structured 
approach to teaching so a text, Foundations, 
was made available to students.  The text 
gav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basic conversation, read and write, and listen 
and respond to English on cassette tapes.   
ACLS administration made sure that a 
translator was present for each class. The 
translators, Wang, Hui and Zhang, Rong 
Hua, did an outstanding job of keeping the 
information flowing between the class and 
the instructors.  The teachers, Virginia 
Taylor and Judy Holmes, made an effort to 
supplement the text with information and 
vocabulary pertaining to American culture 
and holidays.  The class learned a few 
Christmas songs, including a very lively, 
“Jingle Bells.”  The teachers were treated to 
some delicious traditional delicacies at 
Chinese New Year.   We have had a very 
good year. Hats off to our students, who 
have graciously embraced the challenge of 
learning English.  
 

(submitted by Judy Holmes) 
 

 
Bai, Wen-Lin 

（白文琳） 

I attended the English Class for eight 
months. 

There are more than thirty students in our 
classroom. 

We study together very happy. 

Our teachers’ names are Virginia and Judy. 

They are patient and kind. 

They teach some words, speak vowels, spell, 
phrase and dialog, in our English Class. 

They also teach some basic grammars. 

Some time, they take to something and 
picture cards to our classroom. 

When seeing we are speaking. 

 

I understand easier than before I attended 
the English Class; 

I can’s speak English well until eight months 
ago; 

I enjoy reading English right now; 

I can understand simple English; 

I can ask and answer some questions in the 
classroom. 

 

Our teachers are good teachers. 

I thank them for helping me, 

I mean it! 
 

教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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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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四) 
 

两大因素，互动影响 
 

沈安平 
 

前不久我带女儿去参加她小朋友的生日聚会。在座的一

位母亲与我谈起她最近与她孩子的老师有一次面谈 

(teacher conference)。老师告诉这位母亲她孩子在阅读

上有一定的困难。她当时的反应是：这怎么可能呢？我

家大孩子阅读能力很强么！他从小就是喜欢看书，我们

家长对大孩子的学习从来不操心。这二儿子怎么会有阅

读困难呢？ 

我就向这位母亲了解她小儿子的阅读习惯。她告诉我这

孩子看书时似乎容易分心，只要听到电视机的声音就看

不进书，大人在旁边讲话他也免不了会插上几句。与这

位母亲深入交谈之后我得知这孩子平时比较好动，特别

喜欢活动和游戏。上课时据说也有些坐立不安。看书的

时候如果没有大人陪伴，经常要开小差。我又问起家长

是否有时间陪伴孩子一起读书，她说她和丈夫平时都比

较忙，只是规定孩子每天要读半小时书，但没有太多时

间与孩子一起阅读，最多只是叫他哥哥在一旁“监

督”。 

我给这位母亲提了一些建议，最好每天经常抽出一些时

间陪伴孩子一起读书，帮助孩子逐步建立良好的读书习

惯。同时还要注意孩子阅读方法，看看他的常用词掌握

如何；读得时候是否真正理解了，还是敷衍了事；遇到

他不懂的生词，是主动询问词义，还是漫不经心地跳过

去。然后把这些观测结果与班级老师交流并认真听取他

们的反馈。如果有必要还可以请班级老师与学校语言或

阅读专家(speech or reading specialist) 和心理专家联系，

请他们一起给孩子“会诊”。对低年级儿童来说，阅读

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培养这种能力也是由多方

面因素促成的。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

和学科知识的掌握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说家庭教育要以人为本，那么家庭教育的出发

点应该是对儿童的全面理解。理解儿童首先要从儿童的

身心发育开始。一般说来，孩子的整体成长的内部条件

是生理，心理和认知因素。外部条件则是家庭，学校和

社区环境。概括而言，这些条件构成儿童的成长的内外

互动因素。 

在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史上，西方学术界曾经有过两大影

响深远的流派。一派是“环境决定论”。这个理论认为

人的机体构造，形态，神经系统及各种能力，都是由环

境的影响决定的。遗传虽能决定人的机体的发展性状的

可能性，但环境却能引起人体机能的突变，造成性状的

变异。 

上世纪初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沃森 (Watson) 就是

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环境是影响个体

发展的唯一因素。沃森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来证明环境

是塑造动物的行为的关键。沃森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如

果给他一批健全的儿童，以及一个可以由他操纵的环

境，他就可以把这些孩子任意训练成为强盗，罪犯，律

师，医生。行为主义理论在上世纪初至中期在西方学术

界和教育界有很大的影响。上世纪六十年代环境决定论

中的客观主义倾向又给许多社会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提供

了关注和批评社会环境不公正的理论武器。 

另一个流派是“遗传决定论”。 这个理论认为人的机

体构造，形态，神经系统及各种能力，都是由人的遗传

因素决定的，环境虽能影响人的心理发展，但遗传因素

却是主导儿童的智力和能力的全面发展状况。19世纪的

英国人类学家高尔顿 (Galton)认为天才儿童来自遗传，

低能儿也是来自遗传。遗传因素不仅在身体结构，形

态，神经系统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在心理发

展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个流派在上世纪经

过许多演变，在西方的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方面影响至

今。 

现在看来，“环境决定论”和“遗传决定论”两个流派

是各走极端，以偏概全。但是它们之间的争论对西方儿

童教育和儿童发展理论发展影响深远，并促成了著名的

“nature vs. nurture” (“本性与教养”) 之争，以及目

前的“"gene vs. environment"(“基因与环境”)之争。 

20世纪中期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 (Piaget) 提出了儿童心

理发育至成人期需要通过一系列阶段的“发生认识

论”。他认为儿童思维能力的发展要经历一系列固定的

阶段。这个理论认为儿童心理发展就是不断地创造，再

创造自己对现实形成的模式。皮亚杰的儿童发展阶段理

论使人们重新评价传统的儿童学习和教育观念。如果儿

童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基於一个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既有共

性又有个性的时间表，那么单纯的强化对儿童传授知识

教育论坛 

子子子女女女教教教育育育篇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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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念是不够的。要使儿童能够有效地吸收知识和概念，

其心理发育必须达到适宜的阶段。换句话说，外因的作

用要和内在的因素和条件和谐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产生

预期的效果。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现在已经成为西

方儿童教育学说中的主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把传统的”

本性与教养”之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虽然很难明确地区分内因和外

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但是一定要意识到内部条件和外

因环境互动可以极大地影响儿童身心智力的健康发展。 

上次连载谈到的小明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小

明的父母亲都是在国内接受了研究生教育，又来到美国

求学和工作。虽然孩子的遗传基因应该说是不错的，但

是他后天的环境却是相当波动的。小明出生之后不久他

父母亲就来到美国，他主要是由爷爷奶奶抚养的。小明

的母语发展主要受到他爷爷奶奶方言的影响。到了美国

之后，小明的语言学习环境有了较大的变化，他的母语

发展受到了影响，他的交流能力和理解能力发展迟缓

了，这样他的认知能力和身心发展受到了阻碍，这些障

碍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与外部环境的交流，并因此而显示

出“弱智”儿童的特征。同时他父母亲又不自觉地把他

和出生在美国的弟弟作比较，认为小明“迟钝”，不如

他弟弟聪明。这种缺乏理解和关爱的成长环境对小明的

生理和心理发展都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给小明学习能

力和知识技能的正常发展设置了障碍。经过学校聘请专

门助教以及其他方面的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 措施

和两年外部教学环境的调节和促进，小明的内部因素开

始积极转化，他也因此基本上纳入正常学生的行列。 

每个孩子的心理和认知发展虽然都有生理条件上的共

性，但是又受其独特内外因素的制约。因此每个孩子的

成长和发展时间和速度是有差异的，或者说是“特殊

的”(special)。对这些内外因素不加分析并进行所谓的

智商比较只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孩子发展是一个内外因素和条件互动的结果。家长既要

关注每个孩子的特有的身心状况，以及他的外部成长环

境(家庭，学校和社区)， 同时还要注意观察由於外部环

境所造成的内部因素(心理，生理和认知方面)的变化。

许多家长就是因为疏忽了这些变化而在家庭教育上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很重视环境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

《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就

是讲述古代春秋时期孟子母亲为儿子找到一个良好的学

习环境而三次搬家的故事。我们许多华裔家庭为了孩子

进入重点学校和名牌大学可以说是不顾一切代价的。我

们不少家长不顾千辛万苦来到美国求学和定居也就是希

望为自己孩子创造一个优良的学习与成长的环境。 

同时我们的传统文化对孩子的认知能力的培养也是极其

重视的。《三字经》中的“苟不教，父之过。教不严，

师之惰”，“头悬梁，锥刺骨”，“如囊荧，如映雪”

等词句和内涵早已成为我们许多华裔家长的文化“基

因”，在很多时候实际主导了我们的家庭教育的行为。

但是如果我们对孩子成长内外因素缺乏比较全面的理

解，在孩子学习和情感上遇到困难时，我们往往就会对

孩子施加压力，或者不加分析地一味“激励”孩子努力

学习。但是我们对孩子，特别是青少年期孩子的社会交

际能力和个人情感问题 (即所谓的“情商”)却很少给予

足够的理解和关注。儿童的身心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是一

个整体的，长期的，并有其内在规律的过程。如果我们

没有认真地分析儿童成长中出现的“障碍”，就主观臆

断下结论，结果无的放矢，甚至可能制造出新的障碍。

其实孩子成长期出现的许多“障碍”都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在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症下药，也应该是可以克服

的。 

我们华裔家庭儿童教育的环境的多变和突变更应该引起

我们家长的重视。我们许多亚裔家庭除了通常的代沟现

象(generation gap)之外，还要面对东西文化上的鸿沟

(cultural gap)。这种双重隔阂往往给我们有青少年孩子

的家庭教育中增添了许多使我们措手不及的矛盾和事

件。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孩子要学会在两条战线

上“拼搏”：他们既要适应我们亚裔家庭的东方文化氛

围和“规矩”，同时又要学会在西方主流文化环境中生

存与发展。我们的不少孩子还肩负着他们父母亲“望子

成龙”的重任。不幸的是我们有些家长非但不能理解和

帮助孩子去应付这种双重挑战，有时甚至还无意中给我

们的孩子的全面发展和成长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我们家长要做好家庭教育，首先要从自我教育入手。而

自我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要尽量理解儿童的内部因素和外

部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影响。 

作者后记：  这是本学年的最后一期，我借此机会向艾

克顿中文学校校刊编辑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同时也

欢迎家长和读者与我交流家庭教育心得和体会，电邮信

箱地址是：ashen@doe.mass.edu. 

下学期我将在牛顿中文学校开设一门“我们关爱--整

体家庭教育”课程，授课时间为周日下午3：45--4：

45 。如需了解详情，可查阅牛顿中文学校网站：

www.nclsboston.org, 或直接与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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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爱 

丹心 

我的父亲是一位传统的、典型的中国“严父”，

但在有一点上，他和一般“严父”有所不同。我

出生在那“重男轻女”的时代，我是他的长女。

他并没有因为我是“女孩”而丝毫轻视我。从开

始为我命名，即对我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我能

成为一个人人赞美的优秀的“人”。他希望我象

花木兰一样，成为一个不亚于男孩的女孩。所以

当我开始懂一点事时，他就给我讲“花木兰”的

故事，吟诵“木兰辞”给我听，并逐字逐句加以

解释。 

他的爱国、忠君思想源自对岳飞、苏武的崇拜。

他没有好的歌喉，但他唱起“满江红”、“苏武

牧羊”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令人难忘。这两首歌

也是他亲自教我的，是我最早学会的中国古曲。

他爱中国，常常指着地图告诉我：“我们中国原

来的版图不是这样的，是腐败的满清、昏庸的慈

禧把我们的国土割让给了苏俄。”现今苏联的阿

拉木图、海参葳、库页岛都曾经是我们的领土；

苏联的“贝加尔湖”就是当年苏武牧羊的“北

海”。在一次坐西伯利亚铁道火车从莫斯科到海

参葳途中，经过贝加尔湖时，已是深夜，但他将

熟睡中的我唤起来，指着那在远处月光下的闪亮

的湖面，告诉我：“那就是苏武牧羊的北海。” 

他牢记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不但他自己廉洁奉公，要求我们也要

能正直一生。当我十一岁时，他在另外一个城市

工作，周日晚去，周六回。在我家壁炉架上，有

五套非常漂亮的瓷杯、瓷碟。每次他离家时，在

每个杯中放一粒糖，要求我每天吃一粒，周末他

检查后，再放新的。只是他不知道我是否遵守诺

言每天只吃一粒，或是一下全吃掉了。有一次，

他周三回来，立刻去检查，发现只有前两个杯子

是空的，后面三个还有糖。他非常高兴，就对我

讲了许多“人应该言而有信”“一诺千金”“受

人之托，忠人之事”等等道理。他不赞同曹操因

错疑吕伯奢而杀了吕全家人。他的观点是“宁愿

人负我，而我绝不负人。”他也用这来教导我和

弟妹们。 

他对我学习上的要求，更是“严而又严”。当我

在班上的了第一，他说，你别太高兴，你只是你

班上的第一，在你学校，在别的学校，还有很

多、很多人却比你好。你还要好好努力。当我偶

然只得了第二，他就十分生气：你不是不能更

好，而是因为你不努力。所以就更严地要求我，

使我以后无论是在学习上或工作上都不敢放松，

一直要求自己“好了还要好”。 

有一次放学回家，我不知道他跟在我后面观察

我。回家后，他训斥我“女孩子走在路上跳跳蹦

蹦像什么样子？”从此以后，我总记得平时要收

拾得干净利落，走路做事稳重大方。还有一次，

我和弟弟去邻家玩，之后邻居说他家丢了什么东

西。父亲认为被人怀疑是非常丢脸的，尽管我们

说没动过任何东西，邻居也道歉说他错疑了我

们，但我们还是结结实实的挨了一顿鞭子。之

后，父亲给我们讲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

耳利于行”的道理，要我们永远记住。 

他最后也是因为自信未曾做过任何坏事，而且遵

守“父母在，不远行”的古训，失去了求生的机

会，导致了他的“英年早逝”。他遇害，离开我

们时才 46 岁。 

我生在战乱的时代，和父亲聚少离多。在仅有的

短暂的相处时间里，他教给了我许多为人处世的

哲理。尽管他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方法，和今

天的教育相去甚远，但对我来说，却是终身受

益。 

父亲爱我，但从未对我说过“我爱你”，有时甚

至令我以为他不喜欢我，才老是责备我。只有在

当他故世很久之后，偶然发现他的一本日记，在

他所记的大事的后面，还记有我的一点一滴的进

步，甚至有一次报上登的我参加演讲比赛得奖的

报道，也被他小心地剪下，夹在他的日记本里。 

父亲的爱，深深地藏在他严峻的外表下，是那么

深，那么刻骨铭心。我所能告慰父亲的是：虽然

我没有成为出人头地的人，但我是一个平凡正直

的人。 

回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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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有感 

小溪 

阔别多年，最近终于有机会回了一趟国。从城市

建设到衣食住行，感触都非常深！在这里和大家

聊几件事。 

月亮是外国的圆，空姐是中国的靓 

飞机从波士顿起飞，前往旧金山。机上除了设施

平平，我发现乘务员是清一色中(老)年人。真可

谓“空婆”(或许我对外国人的年龄估摸不对)。

服务态度没得可挑的。从旧金山换乘国际航班前

往北京，飞机大了，乘客也多了。硬件设施好了

许多，更明显的是乘务员们年轻多了，想起了在

哪里读到过“空嫂”这个词。在北京游玩了几

天，搭乘上海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上海。从通道

一拐弯来到机舱门口，年轻漂亮的乘务员们站在

门口笑脸相迎，仿佛一阵清风迎面扑来。我禁不

住在心里喊了一声“空姐！” 

保安的敬礼 

现在国内到处是围墙，大学有围墙，小区有围

墙。有围墙就有大门，有大门就有保安。我去探

望老同学，同学住在一个花园小区。小轿车开到

大门口，身穿制服的保安小伙子正步走过来(看上

去十八九岁的样子)，我同学打开车窗，小伙子立

正敬礼，“您好！”。我同学出示通行证，小伙

子又一个立正敬礼，小轿车缓缓开进小区大门。

我笑着问道：“多别扭呀，每天出出进进小伙子

得给你敬多少礼呀！”我同学感慨说，“刚搬来

的时候是挺别扭的，我有一次专门跟他说，敬礼

就免了吧！你猜他说什么，不行呀，有摄像机监

视，不敬礼要被批评的。”我这才明白，原来小

伙子是在给摄像机敬礼呀！ 

宾馆的硬件和软件 

同学聚会，下榻在一家四星级宾馆，住宿手续已

由国内同学办好。出租车停在大门口，穿着红色

制服的服务生马上为我开车门，拎箱子。一进宾

馆大厅，老远就听见“您好！欢迎光临！”小伙

子主动帮我提行李到六楼房间。我对服务非常满

意，高兴地塞给他小费。小伙子很高兴的样子。

宾馆设施非常好，房间里设备齐全，浴室里整齐

干净，餐厅的食物美味无比。想起在美国住过的

四星级宾馆，真不是一个量级的！ 

临走那天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我要

赶飞机离开，收拾好行李刚一出房间门，停电

了。大箱子我一个人怎么往下搬呀！正好见一位

服务生在打扫房间，于是请他帮忙。他叫来另一

位服务生(正好是第一天碰上的那一位)。我告诉

他我要赶飞机，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把行李拿下

去。小伙子很不高兴地说，“停电了，通常过十

几分钟就会来电。你等着吧，反正停电了也结不

了帐。”我说我不用自己结帐，要不咱俩一起把

箱子抬下去，我怕等的时间长了误了飞机。小伙

子没好气地说，“你先下去吧！”我下到大厅，

焦急地等了十几分钟，电来了，那位服务生推着

我的箱子从电梯里走出来。我忙迎上去，小伙子

当即把我训斥了一顿。说我如何不讲道理，为什

么几分钟也不能等……我真的很惊讶。说实在

的，我并不在乎下出租车是否有人为我开门，我

也不在乎进门是否有人向我喊“你好！”我最需

要的就是停

电时有人帮

我把行李搬

到楼下。我

当然没有时

间跟他讲这

些了，急急

忙忙出了宾

馆。可至今

回想起来，

这家宾馆的

服务还是少

了点什么。 

 

土木工程 （三） 

三铃 

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 他们近来的每一天就

是那样度过的,  那是许许多多个焦躁日子。 

他们盼望到了施工许可证， 又开始盼着早日

开工。 然而，工程队已将日子一个星期、 一

个星期地往后推.。 理由很简单， 工程队很

忙， 有越来越多的客户。 他们无可奈何， 

既觉得踏实， 因为有更多的人好像要和他们

同舟共济，又觉得负担， 因为更多的人来和

他们拥挤花在工程上的劳力和时间。 就这样

等了一个月， 终于在和六年前他们看房子时

一样的阳光灿烂、 花朵绚丽的五月天， 他们

看到了希望。 推土机、 大卡车开进了他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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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宁静的街道， 意味着土木工程的实质阶段

开始了。 

 

一旦居家院落成了建筑工地， 树木花草就被

生硬机器所取代， 鸟语花香就被噪音尘土所

淹没。 最让他们心疼的是几株当时吸引他们

的树木，由于新房子比原来的大了许多， 前

院的那些开花树木就难保性命了。 他们尽其

所能所想， 想移走尽可能多的树， 无奈， 

那些树木在前院已扎根

了几十年以上，根深叶

茂，树冠在上面发展了

多宽， 树根就在地下延

伸了多宽， 男女主人的

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要移动那些树真是心有

余而力不足。 他们曾在

去年晚秋， 花了两个整

天， 把一棵相对小些的

红色叶子的日本枫树移

到了后院， 那移树的过

程充满了斗争、 信心、 知识和经验。他们知

道其它的树难留， 却不忍心砍掉。 他们大概

地圈了地基， 看看哪些树还有保留的可能， 

男主人不得不对三棵樱桃类的树做修剪，结

果使得那三棵树的形象惨不忍睹。他们心存

侥幸， 希望那些受伤的残枝树木以后能够在

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得以恢复， 然而， 施工队

一到， 那些树还是成了施工的绊脚石， 他们

不得不让工程队把树挖了出来， 放倒在院

里。 伐倒的树与房子的废墟不是一类， 施工

队不能把它们和废墟一起拉走倒掉， 主人们

只好每天下班回来， 饭前或饭后，像蚂蚁似

地将砍下的树锯成几节， 搬运到后院的林子

里。女主人一边拖树枝， 一边伤感， 树木虽

也是生命， 却没有一点点主动性， 不能支配

自己的命运。   

工程队在开进来的第一天， 就把他们六年前

买的房子推倒了。人类真是复杂感情的载

体， 他们对这个小平房虽有不满， 但也有了

很深的感情， 看着它被分割、推倒、 砸得稀

烂而从此消失， 他们心中有一种难名的对房

子的歉疚感。更让女主人感到异样的是推倒

房子的这一天， 她听到了公司又要解雇人员

的消息， 得知和她在一个楼的另外部门的职

员，又被大部分地解雇。 那个消息， 如同前

几年紧锣密鼓敲累了的解雇警钟， 缓了口气

后， 又开始敲似的， 吓了女主人一跳。 她

带着那个坏消息， 回到现在是工地的家， 看

着推倒的房子， 整个人感到空荡荡的。 没想

到， 他们会如此快的

遇见了他们认为是建

房最大的风险， 而

且，又是出现在整个

工程最关键的、刚把

现有房子毁掉的时

候， 好在， 他们这次

只是有惊无险。 

工程开工后， 会遇到

许多具体情况，合同

上的那些估计的价格

项目， 就成了让他们

敏感的项目。 工程队会找到理由， 让客户说

不明、道不白地追加费用， 这种在一个固定

的大加码下， 附加的灵活不固定的小价格， 

是美国商人生意手法的典型体现。在工程过

程中接到的帐单， 是最让人心惊心烦的， 往

往是人家要多少， 他们得付多少， 没了多少

商量的余地。  

工程的进度和费用时时被天时、地利、人和

各方面左右着。 

刚刚开工的一个星期， 老天爷不留情面地下

了一个星期的雨， 工程队一个星期无法干

活，使得原本已延期的工程，又顺延了一个

多星期， 这意味着他们还得多租半个月的房

子。 

工程队将房子推倒清理后， 在打地基前， 告

诉他们：“你们的房子地下水位高， 你们要

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新地下室和拆了的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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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室一样的高度， 以保住你们想保的旧壁

炉， 另一种是将新地下室整个地抬高， 但旧

壁炉就不能用了。”  他们的原计划里， 留

下了旧的砖壁炉， 是因为做新的砖壁炉费用

很高， 拆掉旧地下室， 是因为它比较矮。 

现实的情况让他们只能保其一。 总不能让新

地下室还像以前的那么矮，他们只好忍痛割

爱地放弃了价值近万块钱的砖壁炉， 希望能

像工程队的人所说， 不用多少钱就可以在以

后建一个好看的煤气壁炉。地下水位高， 工

程队又要他们付近两千元， 用于在做地下室

的地面和墙时， 放进加固钢条的费用。 

他们每天是在下班后到工地看看， 很少和干

活的人打照面。男主人和那些工人们聊过几

次， 觉得工人们开朗爽快。 本应该花钱砍的

树， 跟工人们说说， 只听一声：“No 

problem!” 工人们就用挖土机把粗壮的树砍

倒了。从开工那天起， 推倒房子、 清理废

墟、挖土方、 灌好水泥地基，到架上房子， 

工人们真正干了只是十八、九天， 而且只是

三、五个人， 效益之高， 让他们这些高技术

公司的职员都该心虚。 施工中充分体现着机

器的力量，一辆挖土机， 后来一辆起重机， 

再加一辆小型推土机，干完了整个的工程， 

吸引了整个街道有机会看到它们的小孩， 成

了那些在家带孩子的妈妈们每天给孩子们看

的最好的节目。 

他们的 modular 房子，分前、后、上、下四

块， 厨房的柜子、台子， 卫生间的浴缸、 

洗手池， 各个房间的门、窗、 地板、地毯， 

各种电线、插口、灯口， 都装配好啦。 在费

城的工厂造好后，大概已在几天前就被运到

了麻州， 安排在周二在地基上组合起来。 因

为工程队驻地离他们家还有一个小时的路

程， 他们听说， 工程队要在他们镇租一个场

地， 提前一天把那四块运来存放， 好在一天

内完成组合。 那一天， 男女主人都请了假，

一早就去了是工地的家， 见到六个干活的。 

他们看着写有：“Over load”、“Wide 

load”的前开道， 后护道的车，将运房子的

车前后护拥着， 将房子一块一块分期开到工

地， 因为他们街道路窄， 那六人就拉开距离

地站在路中央，头尾的人把路人行车拦住， 

等着运房子的车通过 ， 那场面， 有像迎接

新娘的感觉。每等运来一块， 干活的六人就

分头分工地干起来， 拆掉包装， 套好吊车挂

钩， 很快就把每一块放到位子， 只一天， 

房子就起来了。  他们看着很高兴， 不少邻

居都停下来看得津津有味， 和主人们一样激

动。 

计划修房子之前， 就听别人讲， 修房子太麻

烦， 不如买房子省事， 但凡修过房子的人， 

都说：“再不修房子了”。 他们和那些仍走

了修房子这条路的人们一样， 可能也有：

“别人的经验只是别人的， 凡事还得自己体

验” 的想法。 到房子没架上之前， 女主人

就她的所见所感， 体会到了那“再不修房

子”的道理， 并且很是赞同。然而， 一见到

架起的新房子， 那“赞同”就不会被她当成

结论传授给别人了， 前期的等待和辛苦都成

了过去， 成了值得的回味了。  

看着新房子， 感觉真好。等里外装修、布置

了，相信感觉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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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YYY   YYYOOOUUURRR   
RRREEECCCOOOMMMMMMEEENNNDDDAAATTTIIIOOONNN………   
 
Listed here are some business services 
recommendated by local resident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CENTRAL AC CONTRACTOR 
 
Comfort Tech, Inc. 
1794 Bridge St. Ste 33 B 
Dracut, MA 01826 
Contac: Steven Schafer 
(978) 475-0034 - work 
(978) 957-7800 - work 
Email: stevenschafer@comforttechinc.com 
www.comforttechinc.com 
 
PIANO TUNNING 
 
Sanderson Piano Services 
410 Great Road 
Littleton MA  01460 
Ph.  978-486-0650 
Fx.  978-486-0632 
www.sandersonpiano.com 
 
ARCHITETURE/BUILDING CONTRUCTOR 
 
Two Storey building 
89 Spectacle Hill Rd 
Bolton, MA 01740 
(617) 438-0313 
Fax: 978-779-0302 
info@twostoreybuilding.com 
DougStorey@twostoreybuilding.com 
BillStorey@twostoreybuilding.com 
 
ONLINE GINSENG RETAILER 
 
www.hsuginseng.com 
 
PIANO TEACHERS 
 
Norman Zhang 
781-929-7038 
musicfromabove@comcast.com 
 

Houry Schmeizl 
Contact: Hong An 
Anhong168@yahoo.com 
 
Indian Hill Music 
36 King Street 
(Rte. 495/Exit 30) 
P.O. Box 1484 
Littleton, MA 01460 
Tel: 978-486-9524 
Fax: 978-486-9844 
www.indianhillmusic.org 
 
LAWN CUTTING SERVICE 
 
Bob Parks 
978-461-9993 
 
HANDYMAN SERVICES 
 
Master Zhang Handyman Service 
Mr. Yiming Zhang 
617-899-4867(c) 
978-399-0015(h) 
 
PLUMBER/HOT WATER SERVICE 
 
Denise Proulx 
(877) 377-6859 
 
LANSCAPING CONTRACTOR 
 
Donny Pan 
603-891-0118 
 
COUNTERTOP FABRICATOR 
 
Assorted Stone (华夏石材) 
Contact: JianMing Yan  
617-331-5952 
860-938-0818 
www.assortedstone.com 
 
ROOF CONTRACTOR 
 
Peili Wang 
617-828-1061 
 
Choice Roofing 
Contact: Ray Beqo  
617-512-2626 
 
CHINA VISA SERVICE 
 
华美服务中心 
1-888-899-VISA 

生活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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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schinavisa.com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CPA) 
 
Thomas Arrison 
312 Great Road 
Littleton MA 01460-0771 
tel (978) 486-9855 
fax: (978) 486-9088 
thom@arrison.com 
www.arrison.com 
Hong(Judith) Cai, CPA 
978-866-0841 
hcai@ureach.com 
 
TAX PREPARATION 
 
Xiao-Hong Pei 
(978)929-9035 
 
IMMIGRATION ATTERNEY 
 
Cathryn Macinnes 
617-227-0717 
 
Brian T. O'Neill, Jr. 
617-722-4000 
boneill@btolaw.com 
 
USED ICE SKATES FOR SALE OR TRADE 
 
H A Zwicker Inc 
379 North Rd 
Bedford, MA 
(781) 275-0900 
 
TRAVEL AGENT 
 
Tony Qin 
Kitty's Travel Inc. 
38 W.32nd Street, Suite 1209 
New York, N.Y  10001 
Tel: 212-594-1416 
Tel: 800-801-8448 
Fax: 212-643-0656 
Email: kittystravel@usa.com 
 
AUTO BODY SHOP 
 
Colonial Chevrolet 
171 Great Road 
Acton, MA 01720 
Tel: 978-263-1000 
Fax: 978-263-1988 
www.colonialchevy.com 
 

HOUSE REMODELING CONTRACTOR 
 
Mr. Ma  
617 470-1601 
 
HOUSE CLEANING 
 
Ferreira's Cleaning 
(603)886 3786 
 
FAMILY DAY CARE 
 
YingZi Wang's Family Care 
978-589-3884 

 
 
 
 
 
 

老人卡更新 
 
最近，由于 MBTA 的售票系统换代，连带着要将现有的

老人卡（Senior ID）更新。如果您目前已持有老人

卡，须拿现有的卡到 Downtown Crossing 或是 Back 

Bay 车站去换取新卡。换卡手续免费，当场可领到一张

临时卡，有照片的正式卡会在六至八周后寄到您家。 

 

如果您已年满六十五岁，但还没有申请老人卡，则需到

Back Bay 的 Office for Transportation Access (在

橙线地铁上)办理，手续费（连照片）为$0.50。请记得

带护照、绿卡等证明身份、年龄的证件。 

 

许多老人在美国因为不开车，没有驾驶执照等身份证

件。经常带着护照在身上，既不方便又不安全。申请老

人卡，可作为身份证件，同时，凭卡还可享受如乘车、

购物等的老年优惠。 

 

Downtown Crossing 和 Back Bay 的办公时间是早上八

点半到下午五点。如有疑问请上网查询 www.mbta.com 

或电话至(617)722-3200。 

 

（元会 提供） 
 

 

 

 

 

 

 

 

老人天地 

CORRECTION: 

In the last issue of the ACLS Journal (no.22, 
May 2005),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AB 
girl’s softball listed in article Physical Activities, 
a Routine of Children’s Lives was incorrect. The 
correct number is 978-26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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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裴晓华 

 

我最喜欢的人 
黎希萌 

 
我特别喜欢我的弟弟，也非常为他骄傲。 他今年

七岁。 他爱唱歌，有时喜欢跳下舞。我弟弟还爱

踢足球、看书、看电视、玩玩具、玩电脑，还有

画画。别看他这么小，他还会弹钢琴！不但会

弹，而且还弹得不错。有一次，弟弟跟妈妈一起

出去买东西。妈妈在商场看见很多好看的笔，就

问弟弟要不要买一个。他马上说，“能给姐姐也

买一个吗？” 他这么小就懂给姐姐买东西，真不

容易。人人都特别喜欢他，因为他又聪明 又好

玩。有很多小孩都总是又哭又叫的，可是我弟弟

很少这样。他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看见谁都微

笑一下。你说，你能不喜欢我弟弟吗？ 

 

我也很喜欢我的一个好朋友。因为她对谁都好。

她的学习还可以，还很会画画。她的漫画画得很

好，我都羡慕死她了！有时我有什么高兴的事，

我的朋友也会跟我一样高兴。有一次，我们数学

考试，因为我得了100分， 我那一次很高兴。虽

然我朋友才得了80分，但她还是一样为我高兴。

我觉得我朋友特别了不起。 

 

我妈妈是我一生最爱的人。她很疼我还有爱护

我。我一个星期上八个不同的课，全部都是妈妈

接送。我演出时总是妈妈

坐在那儿看。我练钢琴或

者笛子时都是妈妈陪着。

每天下午妈妈下了班回家

后，她还要做饭，洗碗，

还有做好多别的事情。但

她总能抽出时间陪弟弟做

作业，跟我说说话。我认

为我妈妈是世界最伟大的

人。 

 

春天 
任爱 

 
天气暖和，冰雪融化。小鸟从南方飞回来了，树

枝上长出新鲜的嫩绿，草地上发出清新的气息，

这就是春天的开始。 

 

春暖花开，百花开放。道路两旁有黄色的迎春

花，有粉红色的樱花，家家户户门前摆着各种不

同颜色的盆花，人们在庭院里忙着剪草种花。有

些人喜欢去公园欣赏春天的景色。 

 

大地都绿了，人们经历漫长的冬天之后都走出家

门，尽情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温暖的阳光。孩

子们在草地上玩耍追逐，年轻人骑自行车，有的

还踢球。老年人在公园儿里散步、看花。 

 

但是有些人对花粉过敏。尽管他们不太适应，他

们仍然欣赏春天美丽的景色。 

 

春天，带给人们美好和快乐。 

 

波士顿的冬天 
徐菲 

 
波士顿的地理位置在美国的东北部，所以这里每

年冬天下很多雪。 

 

住在波士顿的人们，每年到了冬季要穿上大棉

袄，顶大风在马路上走。虽然天气很冷，可是雪

停了以后，波士顿的雪景会变得很美丽。孩子们

在家里看着雪花慢慢地飘下来，希望雪会马上停

住。雪停了以后，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出家门，在

白雪地上跳来跳去。有些孩子在堆雪人，还把自

己的帽子戴在可爱的雪人头

上。有些孩子在马路边上躺

在雪上作白雪天使。有些孩

子张开嘴巴，伸出舌头望着

天空，想尝一尝雪的味道。 

 

路边行人看着，在自们情不

自禁地笑了起来。孩子们的

母亲虽然担心自己孩子的安

全，但也还是忍不住地笑了

起来。这就是波士顿的冬

天。 

小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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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的冬天 
徐映澄 

 
波士顿的冬天很美。第一场雪下完后，外面的每

一样东西都被厚厚的雪盖住了。一看就象到了一

个新世界。我很喜欢跟我家人一起站在外面欣赏

这个“新世界”的美丽。 

 

波士顿的冬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玩的时

候。每一年我的爸爸妈妈都会带我和我的妹妹去

一个高尔夫球场滑雪。我很喜欢滑雪，每一年都

要去好几次。除了滑雪，我也爱滑冰。我和妹妹

每一星期都要去滑至少一次。每次去滑冰，我都

会学一些新的动作，而且我不断地练习，很快就

学会了不少花样。我现在对滑冰越来越有信心

了。 

 

只是，有时候雪下得太大了，我们不能去上学。

另外，波士顿的冬天太冷又太长了。我很高兴波

士顿的春天终于到了。 
 

我学中文的经验 
王宗涵 

 
要学好中文，除了上中文课要认真听讲，课后认

真完成作业以外，我认为以下这些方法都很重

要： 

 

1). 读课文： 

1. 充分理解课文的意思。 

2. 每天都要高声朗读课文直到会背

诵为止。 

3. 学会课文中所有的生字并做到会

默写课文。 

 

2). 每学习一个生字时，我都尽量通过以下的

对比来增加对这个生字的认识。 

1. 比较以前学过的字形，相似的字

也就是同形字。如“是”、

“题”和生字“提”的字形相

似。 

2. 比较以前学过的发音相似的字也

就是同音字。如“提”和“题”

是同音字。 

3. 比较同义词。如“遥”和“远”

是同义词。 

4. 比较反义词。如“遥”和“近”

是反义词。 

5. 比较多音字。如“重要”和“万

重山”。 

6. 一个字可以组成很多词。如

“提”可以组成：提篮子、提

高、提出、提醒、提前和提问。 

 

3). 争取各种机会多说中文。在家里尽量和爸

爸、妈妈说中文。 

 

以上这些方法既帮助了我学习中文，也增加了我

学中文的信心和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