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Journal 

第四十六期  NO. 46      二○○七年十一月 

www.acls-ma.org 



No. 46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1 

                                                                                    

本期要目 

校长的话 
校董事会笔记 

校园内外 
• 教师研讨会 

• 如何教育孩子 
• 教务会议笔记 
• 校园短讯 

Focus on FCC 

回音壁 

• 深蓝色的深，深蓝色的梦 

教学交流 
• 开心的一课 
轻轻松松学中文 
东张西望 

小禾集 
• 六年级学生作文选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主编  袁力 

编辑  李伟 

学生编辑 康原 

封面设计 陈雯蒂 

 

来稿请寄 
sj@acls-ma.org 
 
Disclaimer:  
ACLS Journal reserves the right to edit, 
publish, or reject any submission or its 
contents。   

Any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may 
not be published elsewhere without 
ACLS’s consent and permission. 

Each article represents the author's 
opinion, not necessarily that of ACLS. 

算起来接手中文学校的财务工作已经三年，校长从袁力、刘玉明、邓

敏到苟燕妮也已经换了好几届了。财务工作从本质上说是个比较乏味

的工作，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因此总是觉得没有太多好说的。

但是中文学校的财务工作又的确十分重要，所以今天在这里做个介

绍，让大家对这个工作有所了解，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配合。 

收取学杂费、支付老师及行政人员的工资、处理日常各种开支和整备

处理财务记录是中文学校的财务工作的几个要点。每年的一月和六月

是注册新学期课程的时候，注册后家长们会把学生的学费寄到中文学

校的邮政信箱，或到学校里把支票直接交到我们手上。从开始注册到

开学后一个星期这段时间内，我们要收到 500－700 张支票，随后我和

同属校行政的王英姿、林姗姗、项开华就开始处理这些支票。姗姗、

开华要把支票分别登记到每家的帐上，然后英姿陆续将支票存入银

行。处理这么多的支票有很大的工作量，她们经常要加夜班。 

我主要负责把每一笔收入和开支记入中文学校的财务系统，每个星期

在中文学校的三个小时都在忙忙碌碌，给老师、行政人员和其他人员

报销与中文学校有关的开销。回家后还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整理账

目。 

每年的一月份到二月份我要给中文学校的将近 100 名教师和行政人员

准备 1099 表。因为每年都有新老师，要为他们每个人填写税务表格、

建立财务档案。这段时间我要花更多些的时间，寄出 1099 表、国税局

和麻州的有关表格，接着在春节前要给教师和行政人员发秋季学期的

工资。把将近 100 人的账目整理清楚，开出工资支票，要花上七、八

个小时，我经常要专门请一天假，在家里做这件事。 

秋季学期结束和春季学期开始几乎是紧挨着，学生注册、收费也就格

外的忙。这段时间姗姗要花很多时间给家长打电话，提醒他们及时交

学费。我这里每个星期都有记帐、存款、报销、退款的工作要做。 

六月份发完春季学期的工资后，就要着手准备整理中文学校财务系统

的所有账目，把整理好的财务报表提交给校长和校董事会，以便他们

讨论下一年的财政计划，同时要把一套详细的账目交给学校做税的会

计师。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间，我要经常跟这个会计师在电话上讨

论、在中文学校碰面讨论，商量学校报税的事。艾克顿中文学校是一

个非盈利组织，不需要缴税，但我们需要给税务局上报准确的每项收

入和支出的账目。一直到十一月中我们寄出了税表和年度报表，这一

中文学校的财务工作 

蔡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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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财务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写下这个详细得近似于流水帐的介绍，就是希望大家对我们中文学校的财务工作有足够的了解。

这项工作里没有很多的新鲜事发生，但需要很多的细致和耐心，需要大家的理解和配合，因为这

是我们所有人的事。 
 

 
Minutes of ACLS Board Meeting 

 
 
Date:   November 11, 2007 
Time:   6:00 pm to 10:00 p 
 
Participants:  Bob Xiong, Yanni Gou, Dick Calandrella, Xuan Kong, Fugen Li, 
   Michelle Deng, Lingya Zhou, Yang Liu, Judy Holmes 
 
Minutes: 
1. Overall School Operations: 

Principal, Yanni Gou, reported that the school is running Smoothly, with 495 
students enrolled in Language classes, and 314 in Culture classes.  One concern 
she voiced is a possible shortage of classroom space for the 2008/2009 school 
year.  She will work with Community Ed. to secure additional space. 

 
2. Community and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Chair, Michelle Deng, reported that the committee will continue to 
reach out to the local public schools, and that it supports the tradition of offering 4 
scholarships to ABRH seniors.  She also asked the Board to consider more 
global initiatives like establishing a relationship with a needy rural school in 
China. 

 
3.  Artistic and Cultural Committee: 

The Board expressed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to Artistic and Cultural Committee 
Chair, Yang Liu, for the October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   The event attracted a large and diverse audience.  The event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ACLS to foster community and public relations.  

 
4.  Motions Passed: 
The following motions were submitted, voted on, and passed by the Board: 

A. The Vice Principal has a standing invitation to attend all Board meetings. 
B. The revised budget can be used to make Decisions for fall 2007 expenditures. 
C. Expenditures, not to exceed $95,656 are authorized for the fall 2007 term. $4,600 

from the long term fund is authorized to fund the ACLS 5 Year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E. Xuan Kong will serve as Board Treasurer. 
F. Judy Holmes will serve as Board Secretary/Cl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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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研讨会 
 

11 月 13 日，中文学校邀请了有经验的几位老

师给大家介绍教学经验，他们是靳宏、邢共

嘉、CSL 班的老师李日新、谢宁、宋新荣以及

胡平。  

 

靳宏是六年级老师，她在公立学校教学。 她

先给大家讲了如何与学生建立好关系。她说学

期开始不急于讲课，让大家花几分钟互相认

识，并把一学期的注意事项，纪律都讲清楚。

也可以让学生来讲，大家如何遵守等。还让大

家讲一下他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另外开学时

把每周日上学要带的东西，如文件夹、笔记

本、笔等和孩子们讲清楚。还要把上中文课的

常规程序建立起来，比如课前把作业写在黑板

的右上角。上课前 10 分钟同学们知道把作业

抄下来，交上节课的作业，待正课开始他们会

集中精力听，配合老师。  

 

另外靳宏还介绍了她如何给学生布置写作文，

要根据季节或节日的具体情况来写，单讲抽象

的东西很难的。在讲课时应该有针对性地提

问，使得学生阅读时有目的性，而不是逼他们

读课文。  

 

靳宏还讲到如何让大家正确对待考试，分数不

是目的。 若有的孩子有别的活动，考试来不

了，可以把试卷给家长寄去，相信学生和家

长。 

 

邢老师搞了一辈子幼儿教育，她教学有方，又

特喜欢孩子。她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幼儿早期

教育经验。邢老师就下列几个方面和大家讲了

她的经验。 

 

在这里教中文是一项特殊事业: 我们这里是英

语环境，上中文学校时爷爷奶奶们笑着来，但

孩子们哭着来。所以教这些孩子需要特殊的方

法，比如平时上课教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说话要完整、发音要清楚。老师一定要讲准确

的普通话，否则会影响很多孩子，本来普通话

说得好的孩子也会搞糊涂。这里孩子很多说倒

装句，所以要纠正他们，教他们把句子讲完

整。 

 

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开发智力。教学不光是教

知识，还要开发智力，而且不能扼杀孩子们的

好奇心。平时观察注意他们做什么，正确引导

他们。比如讲五官，用适当的教具，使孩子们

去思考去听、摸、闻、尝、等。要正面教育。

我们要说应该怎样，而不是不能怎样。从前出

现过一件事，一位手工老师告诉学生不要用剪

子去剪别人的衣服，结果一个孩子把另一同学

的下巴给剪破了。孩子们很好奇，所以要讲正

确的方式，而不是提醒他们错误的方法。 

 

另外 邢老师还介绍了如何给小孩子讲抽象词

汇。要 用儿歌，小动物以及有趣的东西来讲

这些抽象词汇，如长短、粗细、圆等。还有和

小孩子讲，平时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等。 

 

CSL 班是很特殊的，这些孩子的母语不是普通

话，所以教他们即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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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新给大家介绍了这些班的特点、孩子家庭

的大概情况等。教 CSL 班需要经常和家长交

流，开家长会。教这样的孩子需要非常投入，

花很多心血和时间，但见效又最慢。她给大家

讲了些具体例子，如何针对这些孩子的具体情

况来学中文。学声调是最难的，她编了很多顺

口溜来纠正学生发音的问题及常犯的错误。 

 

谢宁给大家展示了她自编的一套教材、CD 和

录音 CD。让孩子们反复地听看，听发音。另

外她还讲了平时如何根据班的具体情况来灌输

中国文化的东西，如何靠玩游戏来巩固学的字

词等。 

 

宋新荣讲了她如何教她的学生。她用各种可能

的方式来使大家集中精力，不觉得乏味，比如

每节课分不同的阶段把课桌移动成圆型或 U

型。还编不同的歌谣，小手工，看图识字游戏

等来培养大家的兴趣。这些孩子回家无人帮，

她即把平时讲课内容录下来发给家长。因为孩

子们喜欢听老师的声音，听录音的效果挺好

的。 

  

最后 Parry 给大家显示了他制作的一套多媒体

教学系统。他将课文、作业、家长检查项目都

做成了 CD，孩子们喜欢，有兴趣。另外他还

把平时课堂上的活动照下来，放在 CD 里，同

学们都喜欢一边玩一边学。他还要求学生读课

文，录下来大家听。他还做了些拼字游戏，涂

颜色填字等方面的内容，效果很好。 

 

在教师研讨会结束之后，史建英还给那些已经

退休但还不断活跃在中文学校的老师发了”终

身奉献奖”。 

 

大家的对研讨会的反映非常好，很多老师希望

经常办一些有关的讲座之类以提高教学水平，

互通有无。 

 

   【 刘玉芬供稿 】 

研讨会： 如何教育孩子 
 

十一月十一日的家长研讨会题目是如何建立健

康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吸引了众多家长的参

与。主讲人与大家分享了自己教育子女的心

得，使与会都受益非浅。 

 

邢共嘉：全面教育，IQ vs EQ 

教育工作要从小做起。小孩比较喜欢新鲜事

物，家长应该尽量创造丰富宽松的生活环境。

一切从小事做起，给小孩讲述日常生活中的知

识和道理。多让孩子接触不同方面的事物，给

孩子自己独立做事情的机会。不只要注意知识

的传授，还要注重品质情感的培养，这样孩子

将来才能具备战胜困难，承担挫折的能力。 

 

吴蓉蓉：情操培养 

支持鼓励孩子自己选择的活动，让孩子有自由

选择的权利，不要总是以父母的意愿来选择课

外活动。我的孩子就自己爱上了摔跤、跳舞，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但也尊重他的意见。 

 

父母要以身作则，注重品德情操的教导，把孩

子培养成一个正直的好人。做一个坚强的人，

特意寻找给孩子经受苦难，意识到人生困难的

机会。我曾经送儿子去秘鲁参加志愿者夏令

营，让儿子意识到世界上还有许多生活在贫困

中的人。年轻人没有经过困难挫折就很难成熟

起来。儿子曾经在 College PaintPro 做暑假工

作，非常辛苦，但他学到了许多课堂内学不到

的经验，比如怎样自己安排工作流程，提高工

作效率。 

 

Jenny 张: 父母如何与孩子做朋友 

孩子与父母没有共同的人生经历，很难与他们

进行思想交流。如果父母从小就帮助孩子做了

所有的决定，包揽了所有的活动安排，孩子长

大后会非常反感，产生反叛行为，不愿意与父

母沟通。应该让孩子从小就有自己选择的权

利，即使有些决定可能是不对的，要对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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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给予鼓励。要与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不要

自认为父母知道一切，了解一切，要把父母放

在与孩子平等的地位。 

 

简建华：相互尊重 

平时生活要注意与孩子保持平等尊重的关系，

多与孩子进行思想交流。如果在探讨一些敏感

话题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孩子的问题，可以暂时

不做答，等思考成熟了，再策略地回答。有很

多时候孩子在问一个问题，或在征求家长意见

时，不一定是在寻求是与否的答案，而是对父

母的信任，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同，父母要抓住

机会，与孩子深入交流。 

 

中文学校教务会议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 4-5 点，由史建英主持、叶

红协调组织了一个教务小组会。参加者有: 史

建英、叶红、汤爽、李日新、靳宏和李韫哲。 

他们就下列内容展开了讨论。 

 

老师-家长会: 
 

大家一致认为每学期开学第一堂课时，请家长

到教室来，老师公布学期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个别的同学若需要，可在期中或期末考试后和

家长约时间，谈上 5-10 分钟.，具体时间可定

在 4-5 点，地点可在 409 教室或空闲教室。 

 

竞赛活动: 
 

我们应该适当组织些知识竞赛活动，高年级的

比较合适。具体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由各教研

组来定。 

 

演讲比赛是一种竞赛形式，可以在学期中间把

题选好，学生写，老师帮修改，每周课最后

10-20 分钟，学生练习。 

 

专题竞赛，布置大点的作业，可在半学期内完 

成，家长可帮忙。学生可通过这些作业，了解

中国文化等。但这些竞赛活动或专题都会影响

正常课程的进展，恐怕课本讲不完。大多数家

长和老师希望系统地把书上的内容学完。  

 

教师间交流: 
 

我们提倡新教师去听有经验老师的课，看他们

如何教，如何组织课堂。这也是教师培训的一

项内容.。 

 

各个教研组内部要定期开会，比如两周一次。

老师谈谈教学事宜，交流经验等。大家可采取

较好的教学方式，取长补短。 

 

与家长交流:  
 

我们提倡老师与家长经常进行交流，使家长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果老师无法解决家长提

出的问题，可以请家长与校务会联系，学校会

尽量予以解决。 

 

校园短讯 
 

中国天津市华明小学校长吴世明先生近期访问

了本校。华明小学有１至９年级，共 2300 多

名学生，150 名老师。吴校长在本地的一周时

间里访问了艾克顿的所有学校，参观美国的教

育环境。多个学校都展示了它们的文化及教育

节目。吴校长也参观了中文学校，学校负责人

介绍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诸多情况。下面是吴

校长与中文学校负责人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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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活动 
 

10 月 31 日是一年一度、学生们最喜欢的万圣

节。女巫与大鸟也有幸造访了我们中文学校，

给学习了一个下午的学生们发放了糖果。 

 

 

 

 

 

 

  
 

 
 

 

 
 

            Organization of FCC         
 

---Judy Holmes  
      

F.C.C. www.fwcc.org is a nondenomi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families who have adopted 
children from China.  This network of parent support groups can be f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ome chapters are formally organized with 
by-laws and a board of directors, others are informal groups of parents supporting each 
other wit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F.C.C. chapters share three major goals: to encourage adoption from China; to support 
families who have adopted from China; and to advocate for children remaining in 
orphanages in China.  Local F.C.C. chapters often offer newsletters, membership 
directories, picnics, celebrations of Chinese festivals, playgroups an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for children. 
 
Eastern Massachusetts F.C.C. membe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many cultural 
and civic activities offered by a large, urban, and well organized F.C.C. chapter.  Acton 
area F.C.C. members have the extra bonus of being encouraged to attend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at ACLS.  The, “Welcome Mat,” was first extended by the founders of 
ACLS, and the tradition has continued.  F.C.C. has been represented on each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Every principal has made an effort to optimize the CSL classroom 
experience, and the current principal, Yanni Gou, has taken the first steps toward linking 
regular Chinese language teens with younger CSL students for tutor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ACLS and F.C.C. is a rare opportunity which has benefits for all 
involved.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ha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ight time, the right place 
and open minded leadership to make this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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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色的海， 

   海蓝色的梦 

 
我是个平凡而善良的江南女孩….. 

 

小桥，流水的江南离大海很远..... 

 

小时候，在方格子的世界里阅读那蔚蓝色

的海洋、海滩、海风、海浪、海燕、海

鸥.....！ 

 

心向往之，就有了那海蓝色的梦......！ 

 

每天，从梦中醒来，希望躺着是柔软的沙

滩，手边有些散落的贝壳.....！ 

 

每天，清晨开窗时，希望蓝天的布幔化成

蓝色的波涛，那飘逸的白云是朵朵浪

花......！ 

 

每次漫步出行时，希望这江南青青芳草

地，是那一波一波的碧浪向我赶来......！ 

 

大了，海蓝色的梦让她有了赶海，看海，

爱海，怀海，念海...... 梦魂萦绕成她---

-生命的深深的蓝色.....！ 

 

每一次来到海边, 深情地倾听大海那独特

的诉说…!  

 

那海浪拍击海岸一次次的回旋,奔腾,这种庄

严的更迭, 强烈而低沉, 是这世界拥有的独

语, 是伟大而纯净的音乐, 是大自然奉献给

我们的深沉之和声……! ! 凝神聆听, 你就

会感到自己是大自然中一个和谐的音符, 

融入自然之廖廓, 自然之伟大, 人生之苍

茫……! ! 

 

一次次与海的告别, 与孤独的海鸟告别, 我

会再来!来找我的百年前身……! ! 一次次海

的回忆, 曾经对那深深的蓝许了愿 :  如果

大海愿意娶我为妻, 这将是我的请柬……! ! 

海蓝色的梦是我半个生命, 淡漠是半个死

亡……! ! 

 

把灵魂高高地带到深蓝色的深渊里, 在那

里美丽的珊瑚会奏起仙乐来迎接我的灵

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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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 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24 Beth Circle, Acton.  Price $299,000. 
 
Sought-after Beth Circle townhouses in north 
Acton.  
 
This well maintained complex of 21 units are 
all owner-occupied. The unit has the best unit 
placement in the complex. It features new 
kitchen, newer hardwood floors and a finished 
basement. Easy commuter location. Walk to 
parks & shops.  
 
Open Sun 2-3. 



No. 46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9 

 

开心的一课 
仲劲红 

 
四年级第三课课文是中国经典童话故事“小马过河”。 我布置的作业里要同学们把这个故事或者

编成一个剧来表演，或者画成连环画，同学们听了都很高兴。 有五个女同学下课以后，就商量着

怎样排练，谁演什么角色。她们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 后来约了周末到一个同学家里一起写剧

本，做面具，排练。 她们又请接她们的妈妈们看她们的排练结果，提意见。  

表演那天， 她们把书包排成一排做“河”，又在白板上画上大树和小马的家。 她们不但准备了

面具，小马和小马妈妈还用围巾做了尾巴。 老牛头上做了牛耳朵。每个角色的表演和语调（包括

旁白）都演出了角色的特征。 后来得知还有一个同学也准备了台词和小松树面具， 就又表演了

一遍。第一个小松鼠还给自己在剧情里增加了一个小松鼠弟弟的角色。 

我得知一年级王倚宁老师正要讲 “小马过河”的故事，就与她联系，让这六个同学去她的班给弟

弟妹妹们表演。她非常支持。从自己很紧的时间安排里给我们腾出了十分钟。 三场演出都很成

功。赢得了本班和一年级同学的掌声和笑声。 同学们也提了一些意见。建议她们按个头大小来分

角色。个子大的演老牛和小马妈妈，小的演小松鼠和小马。同学们还问，能不能全班同学一起表

演第四课“猴子捞月亮”。 

画连环画的同学们也施展了他们的才能。 你看，那一幅幅连环画是多么的生动和有趣。 有的用

铅笔，有的用彩笔，有的把连环画画在一张纸上，有的钉成一个册子。 无论是画的还是演的同学

都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课文的理解。 这一课，我们学得，教得都很开心。扮演者（从左至右）：小

松鼠 1 -丁寅蕾，小马 - 杨枫予，小松鼠 2 - 邵天颖，老牛 - 刘毓捷，小马妈妈 - 史捷，旁

白 - 赵婉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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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小马来到一条小河边，看到一头老牛在喝水。小马问：“牛伯伯，我要过河，水深吗？” 

 

 

 

 

 

 

 

 

 

 

 

 

老牛说水很浅，小松鼠说水很深，小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回家问妈妈。 

 

下面是学生们画的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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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舞蹈之夜”演出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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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8 奥林匹克运动会想到 
陈雯蒂 

 
What the superior man seeks is in himself; what the small man seeks is in others. 

~ Confucius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with the onslaught of the 2008 Olympics in Beijing, there is 
also the increase of parents pushing their children to athletically over achieve. For 
example, there was the case of a father bicycling behind his daughter, watching her run 

 买仓鼠 周抒悦 

 
我八岁时候，爸爸妈妈决定我应该开始尽我的责任。有了典型的亚洲父母，他们总是比很多别的家

长有更高的期望。他们觉得养一只宠物能够帮我。所以我得到了我的机会：我收到我的第一只仓

鼠。 

 

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让我去附近的宠物店买我的仓鼠。我高兴地跑去，路过我的邻居，路过马路

边的沥青停车场，终于来到了宠物店。我愉快地傻笑着， 想到我马上就能挑选一只毛茸茸的小仓

鼠。 

 

我走进店里，一位店员热情地欢迎我。她笑着问：“我能帮你找什么东西吗？” 我说我想买一只小

仓鼠，她就领着我来到商店后面的一排小笼子跟前。我看到各种品种的仓鼠，不知道应该选哪一

只！ 

 

我想：那只黑色的小仓鼠看起来不错... 算了，它太小了，又跑得那么快，万一从笼子里跑出来就

糟糕了！那只白色的仓鼠也挺可爱... 不行不行，它太懒了，一点都不好玩。哈哈！旁边的笼子里

还有几只大老鼠呢。如果我带回家一只大老鼠，妈妈肯定要吓死。 

 

那我到底该买哪只仓鼠呢？ 

 

突然，我看到一只金黄色的小仓鼠。周围的仓鼠都在睡觉，只有它正在笼子里活泼地跳来跳去。他

的眼睛惊奇地看着我，好像想跟我玩呢！从那时候起，我就爱上了它。 

 

我高兴地对店员说，“阿姨，我想要买这只金黄色的仓鼠！” 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履行我的第一

个责任。  

 

下一个责任是什么呢？但愿是一只狗吧，一匹马也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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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iles a day from Hainan to Beijing, or the one of a father tying his daughter’s hands 
and feet and having her swim for three hours.  

 
Of course, these are all extreme cases, but not too extreme to lack a connection to us. In 
both cases, the parents believe they are helping their children to reach their dreams, and 
perhaps they are, but one does wonder if the fathers are, instead, trying to realize their 
own dreams.  

 
It is difficult to remove ourselves from societal competition and pressure, thus sometimes 
adults place the brunt of their ambition on their children, pushing them to greatness. 
Shakespeare once said, “Some are born great, some achieve greatness, and others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 While some naturally excel in specific areas, others are 
given opportunity to excel, and others excel their own expectations because of necessity 
and need. But in both cases, the energy, ambition, and passion must come from within. 
With someone else’s fire, and not an inner one, to fuel the brilliance, there is none. In 
allowing others to mold you into specific ideals, it is hard to be true to yourself. For in the 
end, we are only left with ourselves, and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who that person is, we 
are ever so lonely. So look inward and be true to what you find.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译文】孔子说：“君子求自己，小人求别人 

 

北京 2008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气氛越来越浓烈，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大力挖掘

他们的孩子的运动潜能，促迫孩子去达到运动极限。例如，有一位 8岁海南女孩在长跑方

面有天赋，被称为“海南小神鹿”。其父策划她从海南三亚跑到北京，说是为了“宣传奥

运”。她每天奔跑 40 英哩，父亲骑自行车跟着女儿。全程约 2200 英哩，花了近两个月时

间。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湖南省长沙市一名父亲将 10 岁女儿的手和脚捆住，在没有任何

防护措施下，让女儿在湘江中游了三个小时，上岸时几乎冻僵。该父亲称，这是为了训练

女儿横渡英吉利海峡，实现她打破吉尼斯纪录的梦想。 

 

虽然这是些极端的个例，但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联想。 前面两个例子，父母相信他

们是在帮助孩子达到梦想。可人们或许会问，这些家长是否设法让孩子实现他们自己年青

时无法实现的梦想？是否只为了制造一种出名效应，而与孩子的意愿毫不相干？   

 

我们处身的社会充满了竞争和压力，因而有些成人把自己的野心或志向放在他们的孩

子身上，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莎士比亚说过：“一些人生而伟大，一些人因努力

而伟大，还有一些人让伟大驾御他们”。有人在

某一方面有天赋，有人得到机会发挥特长而取得

成就，还有人由于需要而超越自己的期望。在后

两种情况下，能量、志向和激情必须来自自己内

心。 没有发自自己内在的动力，而由别人的火来

点燃的光华终归要熄灭的。由他人铸造的理想，

很难是真实的。生命终将只有自己陪伴自己，如

果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是谁，那会是多么孤独

啊。 

(中文修改：陈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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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吃  

Cantonese Eatery Take-Out Menu 
Yes - We deliver!  

Monday—Sunday Takeout & Delivery: 10:30am—9pm 

晚餐碟饭 Dinner Combinations 

 附白饭/汤,并可选:上海春卷/葱油饼/炸蟹角/炸鸡翼/鸡串/牛串/无骨排 Served with steamed rice 

or soup. Choice of one daily appetizer 

DC1.  芥兰雪豆 Broccoli Snow Peas  ……………………………… $8.49 

DC2.  *鱼香茄子 Yu Hsiang eggplant  ……………………………… $8.49 

DC3.  虾龙湖 Shrimp in lobster sauce ………………………… $8.99 

DC4.  甜鸡 Sweet & sour chicken  …………………………… $8.49 

DC5.  *鱼香鸡 Yu Hsiang Chicken ………………………………… $8.49 

DC6.  *宫保鸡 Kung Pao Spicy Chicken  ………………………… $8.49 

DC7.  蘑菇牛 Beef w/Mushrooms  ………………………………… $8.49 

DC8.  芥兰牛 Beef w/Broccoli …………………………………… $8.49  

DC9.  姜葱牛 Beef w/Ginger & Scallions ……………………… $8.49 

DC10. 鸡捞面 Chicken Lo Main …………………………………… $8.49 

DC11. 鸡炒面 Chicken Fried Noodle  …………………………… $8.49 

DC12. 星州米粉 Singaporean Rice Noodle ………………………… $8.49 

DC13. 酸菜牛肉 Pickle veggy w/ beef  …………………………… $8.99 

DC14. 泰辣鸡翼 Thai Spicy chicken wing ………………………… $8.49 

DC15. *四季豆牛肉 Green bean beef …………………………………… $8.49 

* Indicates Hot and Spicy Dishes. 
 
 
 
 
 
 
 
 
 
 
 
 
 
 

 

124 Main St. (Rt. 27), Acton, MA 01720

Tel: (978)264-1900; Fax: (978)264-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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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闫朝晖
 

这是我等待了 365 天盼来的夜晚，是我们小朋

友最开心的节日－万圣节。两个星期前，我就

把衣服都准备好了。我装扮的是黑暗皇后。 

今年我和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弟弟一起去要

糖。黑夜里，一栋栋房子都闪出蓝色，绿色和

红色的亮光。很多人家门前都放着许多南瓜

灯。有的还放了大蜘蛛网，有的放了大骷髅，

让人看了害怕。我们走了一家又一家，手上的

袋子越来越沉，糖越来越多。突然前面的房子

阳台上放起了音乐，一个大糖盒放在阳台中

间，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漂亮的糖。我正要拿

糖，突然阳台里站出了一个黑黑的人，和我装

扮的一模一样，把我吓了一跳.。“你好! 鬼节

快乐!” 这家的主人在友好地和我打招呼。她

给了我好几块糖，都是我最喜欢的。 

我们一回家就把糖倒在地上开始数，我要了 70

块，弟弟要了 79 块，比我还多。我一边吃

糖，一边想，这真是个快乐的鬼节! 

-项诗梅 

 

两千多年前在 现在的爱尔兰、英国和法国的

北部分住了一群人叫 Celts。万圣节源于他们

庆祝的节日Samhain。十一月一日是 Celts 的

新年，也是他们冬天的第一天。他们认为十月

三十一日，生与死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那天

晚上Druids (Celts的祭师) 会表演献祭。他们也

认为十月三十一日是预测未来最好的一天。许

多年后，这个节日就演变成现在的万圣节。 

现在万圣节是全美庆祝的节日。那天晚上孩子

们会穿各种各样的服装，挨家挨户去要糖。大

约那个时候，人们会用南瓜、巫婆等等来装饰

商店和房子。这是一个很快乐的节日。  

我把万圣节当作丰收节日庆祝。每年我们一家

会去教会参加丰收盛会。小孩子会玩各种各样

的游戏像钓鱼和保龄球，大孩子会在那里帮

忙，每年都度过了愉快的万圣节。 

-谢若蕴 

 

叮咚! 门铃响了。我看见几个认识的小孩， 是

附近邻居。有的装扮成仙女、有的装扮成魔

鬼，他们大声说 “Trick or Treat!” 如果在万

圣节有人说“Trick or Treat!” 你就要给他们

糖果。所以我给了他们糖。接着我自己也出去

要糖了。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是万圣节。在万圣节，很多

小孩、有时候还有大人穿各种各样的装扮来庆

祝。要糖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我也喜欢去。 

今年万圣节的时候我没有跟别人约好一起要

糖。本来我计划自己去要糖，但是正好有我认

识的人来到我家门前。我就赶快跟出去一起要

糖。我们一起去了近处的几条街要糖。万圣节

万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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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玩，我得了很多糖。我等不及明年的万圣

节。 

-汤加华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是有名的万圣节，晚上小孩

子穿着奇怪服装去人们家里要糖。人们门前摆

着大南瓜，奇形怪状，越大越可怕。风吹大

树，叶子掉到路上发出怪声，令人害怕。今年

万圣节不冷。  

这天月光照在我的头顶。我走到一个门口， 

然后我敲门说: “Trick or Treat!”这家人马上

来到门口给我糖。我拿了太多糖一个人吃不

完。我拿到很多巧克力和棒棒糖。  回家以后

我分了糖给弟弟吃，他心里很高兴。然后在家

里我给小孩子糖。我看到很多奇怪的服装。有

小孩子看起来像鬼，还有别的孩子像海盗。每

个孩子穿不同的服装。 

-李达仁 

 

去年万圣节的晚上我和姐姐和一个朋友出去到

他家的附近要糖。  

到了朋友家的时候，我们等了一下，因为他要

准备去要糖。他快弄完了，又有一个人来了。

他也需要准备好才能出去要糖。准备好了，我

们就走去外面开始要糖了。 

外面的天气很凉，所以妈妈叫我们多穿一点衣

服。我们走到一些家要糖，我们只走了一个钟

头后，我们妈妈说：“现在应该回朋友的家

了。” 我还想要糖，但是妈妈不让我再要糖

了。 

回到了朋友家，我们就开始数我们得到的糖。

我只有 50 颗糖和 25 分钱。 

今年我们没有去要糖，但是妈妈给我们一些从

公司带回来的糖。虽然没有去要糖，但是我们

还是有糖吃。我觉得很高兴。 

-赵慧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晚上是万圣节。我要打扮自

己，装成一个鬼。然后我去每个家要糖。要完

糖以后，我就回家数我要了几颗糖。万圣节很

好玩。  

有一次我朝一个门口走去，正在敲门，突然一

个人跳在我前面，把我吓了一跳。这之后我就

觉得很好玩。 

但是今年妈妈不想要我们去要糖。因为我妈妈

不喜欢我和弟弟吃很多糖，对我们身体不好。

所以今年万圣节晚上我妈妈带我和我弟弟去看

电影。电影很好看。但是明年我还想去要糖。 

-关园园 

这是最暖和的Halloween。今年我没有去讨

糖，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在家里

给小朋友Halloween糖。我惊喜地发现有许许

多多的小孩来我家讨糖，看着他们在夜幕下跑

来跑去，十分快乐。我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好的

Halloween。 

-周晨 

 

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靳宏 

我的爱好 
 

 我有很多爱好，可是我最大的爱好是跳

舞。 

 我跳两种舞，芭蕾和中国民族舞。每周

我上三次芭蕾舞课和一次中国舞课。我有很多

朋友跟我跳舞，很好玩。我也参加了很多表

演。今年夏天，我去了中国北京，参加了中国

舞蹈夏令营。跳舞很好玩儿，也很优美。 

－邝凯菲 

 我有两个爱好，读书和跟我的朋友玩。

我爱读什么样的书呢？我爱读的书是：小说，

科幻小说，fantasy，adventure，action 和 

nonfiction。到现在我已经读上百本书了。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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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年级，作业多起来了，我就没有那么多

的时间读书了。我每星期读的书少了很多。可

是有时我把作业很快地做完了，我就找出一本

书读起来。 

 我第二个爱好是跟我的老朋友玩。我现

在搬了家，到另外一个镇。我就不能每天见到

我的老朋友。我就想有一点时间可以跟我的朋

友玩一下。有时周六、周日有时间，我妈妈说

可以去玩，我就高兴极了。有时妈妈说不能去

玩，我就不高兴地回家，想下个星期能够玩一

下。 

－殷博文 

 我有很多种爱好，例如：画画，拉小提

琴，跳舞等等，但是我最大的爱好是跳舞。每

个星期我都跳好多次舞蹈。每个星期一、星期

二、星期三和星期六，我在 Acton 芭蕾舞学

校学芭蕾舞。星期五，我在学 variations。它是

学习著名的芭蕾舞的几个片段。星期天，我参

加 Nutcracker 演出的练习。星期六，我和我

的朋友们 carpool 去学习中国舞蹈。 

 我也很喜欢画画。每个星期四我都去跟

一个很好的老师学习。每节课我们都能学到很

多种画画的技巧。我们学了人物和景物画。它

们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它们很难，需要花很多

时间去练习。 

－杨航 

 游戏机是每个小孩喜欢的玩具，尤其是

配上好的游戏更使人喜欢。 

 我就是爱玩游戏，特别是有人有鬼都来

打我，非常好玩，如 Final Fantasy Tactics 游

戏，我玩输了还想玩第二次。 

 平时妈妈给我另用钱，我就去买好玩的

游戏，每次做完作业或坐在汽车上我都会去

玩，这就是我的爱好。 

－孙瑞 

 我有很多爱好。我最大的爱好是音乐。

我喜欢唱歌，弹琴，吹长号，弹琵琶，还去 

NEC 学习音乐理论。我以前还吹过长笛，弹

过吉它。我从四岁开始学琴，这个暑假我开始

学弹琵琶。以前我在学校里吹长笛，可是今年

春天我换了，开始学长号。在学校里，我在我

的年级里的合唱团唱歌，我非常喜欢！NEC 

在波士顿，每个星期六我和我的妈妈得七点多

起来，吃点儿早饭，然后开车近一个小时去城

里，所以现在你应该知道我很喜欢音乐。 

 除了音乐我还有好多爱好。我喜欢篮

球、读书和滑雪。从四年级开始，我就是一个

女童子军。去年我们童子军去野营时，还看见

了一个熊。其实那个熊才差不多一岁半，可是

看上去挺大的。这个学期星期一和星期三我在

学校里跟别的女孩们打篮球。有一次在训练

时，我们二人对三人比赛，当比分是 12 比 12

时，我投进了决胜的一球，我高高兴兴地叫了

起来！每个冬季，我们学校都去Mt. Wachusett 

滑雪，可好玩了。听了我告诉你我有这么多的

爱好，你肯定觉得我很忙吧。我是挺忙的，可

是我还可以找时间跟我的朋友们玩儿别的。 

－王潇 

 我有好多爱好。我有一个爱好是画画。

我喜欢画卡通，也喜欢画真人。我也喜欢游泳

和做体操。我每个星期都去游泳和做体操。 

 我也喜欢集邮。我有好多的邮票。我有

四个集邮本，一本是我爸爸以前收集的。我妈

妈也给我买好多。我的姑姑也从Singapore 寄

给我一套邮票。 

－陈怡 

 我有很多爱好，象打网球，吹小号，弹

钢琴，等等，但是我最大的爱好是画画。油

画，水彩画，彩笔画，我都喜欢。其中我更喜

欢油画，因为有很多著名画家是画油画的。油

画画的东西看起来很逼真。画油画不用担心会

画错，你总是可以修改你画的画。这样能够越

画越好。但是画油画很费时间，我只有暑假有

时间画油画。平时我画更多彩色铅笔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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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班的老师叫牛晓林。他教我们画很多风

景、人物、动物和水果，等等。 

 我每星期都有很多活动，但是我即使再

忙，也总是会抽出时间来画画，因为画画可以

使我感觉轻松，愉快。 

－刘东 

 我喜欢很多东西。我最爱的是冬天的

雪。我想，雪真好玩。我会堆雪人。可以做成

各种的人。我都做得很漂亮。我也常常跟朋友

投雪球。我爱雪。真好玩。 

－胡茜茜 

 我很喜欢音乐，所以我的爱好是弹钢

琴。我弹了很多作曲家：Beethoven，Mozart，

Clementi，Haydn和 Bach。他们的曲子很好

听。 

 我也喜欢跳舞。跳舞帮我锻炼身体。我

跳了各种各样的舞：扇子舞，红绸舞，孔雀

舞。跳舞让身心陶醉。 

 我也喜欢游泳。我每星期六上游泳课。

我的老师叫 Danielle。我进步了很多。 

－李欣怡 

 我喜欢玩儿电子游戏。我有Nintendo 

Wii 在电视上玩儿。Wii 的控制器不像别的控

制器。它的控制器像个电视 remote。它是动

感应器。Wii 也能加上游戏棒，叫 

nunchuck，它也是动感应器。Wii 有wi-fi，能

用它和别的人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一起玩。 

 我有三个Wii 游戏：Zelda，Mario 

Party，和 Wii Sports。我最喜欢的是 Zelda。

在 Zelda 里，你当Link，要 save Hyde，rescue 

Zelda，和打 Ganondorf。真好玩啊！我要买 

Guitar Hero 3，Metroid Prime 3，和 Super 

Smash Bros. Brawl。我也喜欢在 Xbox 360 上

玩 Halo 3。 

 我真喜欢玩电子游戏。 

－刘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