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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点对中文学校有益的事
 Do something, something that matters to ACLS

校长  刘汉兰

    当初报名加入中文学校志愿者队伍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

想为中文学校做点事，做一点对中文学校有益的事， 要不然觉

得心里过意不去。自己的孩子能就近享受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

育，能生活在一个朝气蓬勃华人社区的家园，是与这个家园众

多志愿者的投入分不开的，有所摄取也要有所奉献。

    随着艾克顿中文学校——一个开放性的华人家园——不断

成长壮大，认识的人以及后来成为朋友的人也渐渐增多了，从

和他们交流过程中，慢慢发现很多人到中文学校做事的想法和

自己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也可以说是简单的，那就是想为中

文学校做点事，做一点对中文学校有益的事。

    但从来没有想到三年后自己会被推到中文学校校长的位置

上。虽然肩负的责任更大了，接触的人更多了，管理的事也更

杂了，但是到中文学校服务的初衷依然没变：还是那样想为中

文学校做点事，做一点对中文学校有益的事。所幸的是，中文

学校行政管理团队队员都有这样的理念，一个共同的理念，大

家一起共事合作感到非常愉快，我觉得这是团队管理最重要的

基础。所幸之二，中文学校行政管理团队人才济济，每个人都

有很多特长。副校长王建国幽默风趣，善于沟通。助理校长王

伊达沉着冷静，有条有理。语言教导主任史建英和副教导主任

叶红，紧密配合，勇挑重担。文化主任左国英雷厉风行，满腔

热情。财政小组蔡国红，张耀路、王英姿，任劳任怨，甘愿默

默无闻。后勤主任邓育红精巧细打，无私奉献。网络主管项开

华，考虑事情系统周到，做起事来踏踏实实。校刊主编李伟外

号“李艺谋”，职业摄影水准，言简意赅，思维创新。新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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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的注册员鲁贤丹，不畏艰难，一上手就拿下暑期后近两百学生的注册。所幸之三，中文学

校行政管理团队合作精神强。这三个所幸，都与我个人的管理理念非常相近：有着共同的目标

和相同的价值观，发挥个人最大潜能，精诚团结，合作共事。

中文学校的快速成长，和在社区影响力的广泛渗透，对学校行政管理团队构成新的巨大挑

战。怎样吸引和保留一大批热衷于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教育的老师, 怎样增强交流，以满足社

区和家长对中文学校不同的需求和期待, 怎样改进学校内部操作以提高效率, 怎样寻找新校舍

以求长远的持续性的发展, 怎样保持行政管理团队的相对稳定性和提高领导管理才能，这些都

是我们应该未雨绸缪不断思考的问题。

如果将来有人为艾克顿中文学校开墨叙史，过去的五个春秋将是一个难忘的篇章。艾克顿

中文学校已经成为了艾克顿周边华人社区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自强不

息的华人精神在美国土地上的延伸，它象征着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不会成为一个个没有根

的移民。那现在我们迎来中文学校第六个春秋，第二个五年计划，新的历史篇章将由你，由我，

由他来书写。 俗语说：滴水成溪，汇溪成河，聚河成川，川流入海，。英语里也有同意语：

From small drops, mighty river flows.  希望中文学校的家长和所有关心中文学校成长的人们

“朝气蓬勃地投入中文学校”!（艾克顿中文学校前任校长苟燕妮的话）。Do something, 

something that matters to ACLS。

开学第一天的新生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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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燕妮
袁力

随着2007－08学年的结束，艾克顿中文学校退休校长俱乐部里又增加了一个新会员：芶燕

妮。 看着燕妮每个星期天在中文学校里进进出出，好整以暇，有谁能想象得出，仅仅3个月

之前，她还在以校为家，忙得昏天黑地呢。

燕妮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作为一家国际化学公司的部门主管，繁忙的本职工作没有妨碍她

全身心的投入进中文学校。去年 9月，上任伊始，在处理中文学校繁琐的日常工作之外，燕妮

又跟校董事会刘阳女士一起担当起“艾克顿中国音乐舞蹈之夜”演出的组织协调工作。这个演

出由中文学校主办，牵扯到艾克顿本地和周边市镇的各个组织和团体，涉及策划、节目、赞助、

宣传、售票等等各方面，协调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公司、中文学校、演出协调三份工作，燕

妮坚持了下来；甚至在女儿因意外胳膊骨折后，又担负起家庭护士这第四份工，也没有影响她

继续在中文学校的工作。正如燕妮自己所说：作出了承诺，就要负起责任。

燕妮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她任校长期间，正逢中文学校5周年校庆纪念活动。实际上与

其说是纪念活动，不如说是对中文学校建校5年经验的总结和整理，对中文学校的老师、管理

人员和志愿者的感谢和表彰，和对中文学校的一个整体宣传。为此，校庆活动筹备委员会设立

了 7个分组分别负责校庆活动的各个方面。作为校长和校庆活动的总指挥，燕妮参加所有分组

的讨论，出谋划策，并亲自担任校庆专题片的撰稿人。为了拿出一个准确、全面的表彰名单，

燕妮和校庆庆典分会讨论了几十次；为了作出一个高质量的校庆专题片，燕妮请来科班出身的

沈心焯进行配音。在后期制作中，配合画面，跟专题片负责人李伟一起，几乎逐字逐句地编辑。校

庆纪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燕妮应该最能理解幕后的策划、组织者付出的艰辛。

燕妮是一个目光长远的人。中文学校的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中文课教学”，还要发挥

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学校的参与者在社区的影响力，使她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和社区服务

的典范。燕妮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妥善处理中文学校与学区社区教育中心（Community 

Education） 和学监的关系，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各项活动，增进跟波士顿地区其他中文学校的

交流。今年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燕妮代表中文学校，跟波士顿地区的华裔团体一起，发起、

组织了为地震灾区的义演和募捐活动。艾克顿中文学校在波士顿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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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的团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燕妮是一个有亲和力的人。作为校长，她和行政团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紧密合作的团体。

中文学校的行政管理团队是一个高手云集的地方，在日常运作中，团队成员各有侧重，在自己

分管的领域内做得有声有色；在演出、校庆和募捐这样的活动时，团队成员默契配合；聚集在

一起，这个团队就是一个欢乐的大家庭。期末演出时，行政团队全体登上舞台，用《闪亮的日

子》对这个团队作出了总结：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是同事也是朋友。

不做校长的燕妮并没有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她又加入了家长会和讲座委员会。我们感谢燕妮

为中文学校所付出的辛劳和作出的贡献，也为她和她的家庭献上我们的祝福。

A Volunteer, Principal, and Leader
Xuan Kong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has accomplished a great deal during the past 
school year.  Many have contributed to its continuing successes.  One such individual is 
Yanni Gou, the past principal of our school.  Yanni has led the ACLS in forming a tighter 
bond with local communities, celebrating the school’s fifth anniversary, supporting the 
outpouring of sympathy and generous donations for the Sichuan earthquake victims from 
the ACLS community, and engaging more volunteers – all these and more which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continuing success of the ACLS.

Yanni has always valu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LS and the local communities. 
She has been a strong advocate for the culture programs such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Night to showcase Chinese arts and culture and to give back to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at 
had provided valuable support to the ACLS.  Last fall, when Acton and Acton-Boxborough 
School Districts sought help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a visiting Chinese high school principal, 
Yanni was there to introduce the visiting principal to the ACLS community and to identify 
the resources which facilitated that visit.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Sue Horn indicated that 
s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hospitality of the ACLS and was grateful for the assistance 
with translation provided by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February marked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ACLS, home of our 
community.  Under Yanni’s leadership, a group of volunt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present 
the ACLS community with many wonderful and memorable birthday gifts – from the special 
edition of the school journal and DVD to the exceptional night of celebration; from the 
meaningful recognition of many pioneers to the thoughtful acknowledgement of dedicated 
students; and from the lovely flower presentations to the teachers to the delicious goodie 
bags for all students.

During the difficult and emotional time after the Sichuan Earthquake, Yanni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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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d the fundraising activities within the ACLS community with support from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Yanni also capably represented the ACLS in the Greater Boston 
Coalition for Sichuan Earthquake Relief.  She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organizers of the 
Earthquake Relief Benefit Concert and helped bring varied talents to ensure the concert’s 
success: from a public and media relations expert to a concert poster designer to many 
outstanding performing artists from the ACLS community.

Yanni recogn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each and every volunteer in the success of the 
ACLS.  Once she was invited to present awards at a community culture event outside Acton. 
During her presentation remarks, she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encourage the attendees from 
the neighboring towns to consider volunteering at the ACLS.  Yanni never failed to recognize 
the efforts put forth by others and put great effort into nurturing the volunteerism among the 
staff of the ACLS.  She not only built a great administration team for her term as principal; 
but she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principals by instilling the value of teamwork 
among the ACLS staff.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s not just a place for school-aged children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t is also a place for the parent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Yanni has demonstrated many leadership traits from which we can all learn.  

1. Yanni was always a model volunteer.  As a leader, she became a role model for the 
entire team.  During the fifth-anniversary celebration preparation, she worked many 
sleepless nights together with other volunteers.  She also led the way on behalf of the 
AC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Earthquake Relief effort by attending 
meetings and conference calls.  

2. Yanni was an inspiring leader.  No leader can do all the work alone and inspiring 
others with a shared vision is crucial.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leader of a volunteer 
organization to motivate others to work toward the common goals.  Yanni was able to 
convey to her team the importance of each task and to encourage them to work extra 
hard to achieve the common goals: building a better home for our community.  

3. Yanni was creative and resourceful.  Following tradition is important but perhaps 
even more important is to be creative in achieving greater success by challenging the 
established processes.  Yanni has been very committed and resourceful in managing 
the challenges and differences throughout the ACLS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process 
to ensure its success.  

4. Yanni was an enabling leader.  A good leader must also be able to enable others to 
excel. Yanni was very effective in delegating tasks to others with clear responsibilities 
and freedom.  This allowed others to take ownership of projects and achieve superior 
outcomes without her micromanagement.  Compilation of 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school journal and creation of the DVDs are two such examples.  

5. Yanni was always a cheerleader for her team. A good leader must also encou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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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rts of those who contribute.  After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fif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Yanni held the team wrap-up meeting.  At the meeting, she 
re-affirmed her appreci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everyone's contribution while also 
pointing out areas for future improvement.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in a volunteer 
organization like the ACLS.  When volunteers receive heartfelt encouragement, they 
will be more likely to continue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uccess of the organization in 
the future.

The ACLS is more than a weekly meeting place for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It is the 
home of our community.  At this home, we continue to build long-lasting friendships despite 
our differences at times.  At this home, we share our diverse experience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t this home, we struggle together to take roots in a community of our own.  Let us 
follow the example shown to us by Yanni and volunteer ourselves to make the ACLS an even 
better home for our community.

苟燕妮：一个全心投入中文学校的好校长
刘汉兰

认识燕妮是我们家从纽约州搬到艾克顿镇 2002年以后的事，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具体在什么

季节月份都不记得了，这大概与自己忙忙碌碌有关, 大概是几年前成立波士顿地区武汉大学校

友会认识在一起的吧，因为燕妮和她先生，我和我先生， 都是武汉大学校友。聚会多了觉得

燕妮干事麻利，特别投入。

2005年秋季我报名加入艾克顿中文学校讲座委员会协调委员，做了半年到了春季委员会有

个空缺， 就打了个电话给燕妮，燕妮好爽快地答应了。在任克顿中文学校讲座委员会协调委

员期间，燕妮给人以信任感，如果轮到她给听讲座的家长买咖啡，两点钟咖啡定会在小餐厅摆

好， 如果演讲人需要车接送，燕妮定会叫她先生帮忙， 一年下来合作愉快。

2006年我从中文学校退休，有机会上了两门文化课，不亦乐乎。燕妮则继续为中文学校服

务，荣任中文学校副校长，知道她很忙因为有一两次我婆婆帮她带小女儿，也从那时发现燕妮

有一手好文笔， 偶尔会在当地华文报纸上读到她的文章。再后来燕妮当上校长，想不到她要

我帮忙，我想了两个星期才答应，实在不如她爽快，去年燕妮带领中文学校成功举办民乐舞蹈

之夜， 五年校庆，四川地震赈灾，这么大型的活动，是需要多少心血投入。由于在中文学校

共事， 经常到燕妮家开会，看到她的计算机摆在厨房里，她先生说燕妮想尽各种办法挤出时

间写文章和打电话沟通联系。 因为我儿子和燕妮儿子有一段时间一起学击剑， 一次顺便说起

她妈妈很辛苦，燕妮儿子说：my mom never sleeps before midnight. 我觉得我能承担现在校

长职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燕妮的感染，我想很多和燕妮在学校共事的人都会有同感的。

拜读她 2007年的一篇中文学校民乐舞蹈之夜报道文章（一位职业作家曾对此文评价颇高）

和一篇中文学校五年校庆特刊报道文章，至今仍赞叹不已，文里字里渗透了燕妮一颗全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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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文学校的心。大家有机会读一读 http://www.acls-ma.org/journals/sj_no45_Oct_2007.pdf，

艾克顿中文学校五年校庆特刊 ($10 一本金装版）。

与燕妮工作有感

史建英

与燕妮在中文学校一起工作了两年， 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东西可以写。由于篇幅有限，

时间有限，只能略写一二。

最初和燕妮的交谈是在我女儿班上的一次聚会。 燕妮的女儿和我女儿在同一个班。由于我

教了三年的中文， 便和燕妮聊了一些怎样提高中文教学的想法，没想到许多想法都和燕妮一

拍即合，她还提出了许多更好的建议。后来燕妮找到我让我接替建华出任教务主任负责教学，

我感到有了校长的理解和支持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在燕妮在任的一年里，只要有关教学的要求，只要老师的要求，燕妮都全力支持。在燕妮

的提议下，我们第一次给老师长了工资，举办了作文竞赛，参加了中国文化知识竞赛。在学校

五年校庆的颁奖项目上，燕妮提议给了老师最大的奖项。

与燕妮在中文学校一起工作的这两年， 我深深地为燕妮的敬业精神所折服，为她的旺盛精

力所折服。有一次， 单位同事得知我住在 ACTON ， 对我说听说你们 ACTON 中文学校有一位

特别能说能干的美女校长， 我才得知原来燕妮的美名并不局限在 ACTON。

和遗憾燕妮的校长不能再多做几年。我也很欣慰的得知燕妮加入到家长会继续为中文学校

服务，并且负责家长对于中文教学的参与。我相信在燕妮的带动下，会有更多的家长参与中文

教学，帮助我们一起提高中文教学，把中文教学办得更生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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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迅：

中国于北京时间 9 月 25 日

21 点 10 分成功发射神舟七号

飞船。飞船搭载了三名宇航

员：翟志刚、刘伯明和景海

鹏。翟志刚 27 日进行了太空

行走。飞船于 28 日安全返回

地面。

http://www.acls-ma.org/journals/sj_no45_Oct_20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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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秋季开学

2008年九月 7日，艾克顿中文学校秋季学期在 AB初中校舍正式开学，这也是整个学期最为

繁忙的一天。在当天有 117名新学生现场注册了语言班和文化班。

为了学校的顺利运转，学校的行政部门设置了下列的帮助服务台：

学校大厅内的 Q&A服务台。王建国，叶红这两位热心人帮助进入中文学校的家长和学生解

答各种问题。学校大厅里板报上贴满了初中校舍的地图和秋季各个班级的名称、教室编号、老

师姓名和学生名单。校刊主编李伟给学生家长指引教室方向并拍摄了许多开学第一天的照片。

在行政办公室 409，邓育红和蔡国红负责分发教学用品及课本；报销等财务工作。教导主任史

建英则是忙上忙下分配突增的近 60名新报名上中文课的学生。

另外有六位行政人员（Jianyin Shi, Sharon Lu, Kai-hua Xiang, Ida Wang, Jenny Zhang, 

Yingzi Wang and Guoying Zuo）在餐厅设起了暂时注册台，共注册了 117名新学生。ACLS的各

位工作人员忙碌了整整一个下午。北京 2008年奥运会的举行激发了许多人学习中文、了解中

国的兴趣。到目前为止 ACLS共注册了 35个语言课，共555名学生；及 32个文化课，共 377名

学生。比上学期递增了 18%。艾克顿中文学校也为全球的中文热做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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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Meeting

Date: June 26, 2008
Time: 7:00 – 10:00 pm
Participants:  Bob Xiong, Dick Calandrella, Michelle Deng, Yanni Gou, Judith Holmes, Xuan 
Kong, Fugen Li, Yang Liu, and Lingya Zhou.  Hanlan Liu, vice principal
Minutes:

This  is  a  special  board  meeting  originally  called  to  review  and  discuss  the  meeting 
minutes Dick Calandrella and Hanlan Liu prepared for the special board meeting held on 
June 11, 2008.

The Chair (Bob Xiong) called the meeting to order at 7:10P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eeting, a motion was made by Dick and seconded by Bob to 
tape-record this and all future board meetings for the coming school term.  All six board 
members present at the time (Dick, Bob, Yanni, Judy, Xuan, and Yang) voted for the motion. 
The motion passed.  

The Chair stated that the only agenda item would be to review and discuss the meeting 
minutes of Board meeting on June 11th.  Several board members requested that additional 
items be put onto meeting agenda.  The Chair first declined and explained that the meeting 
needs to end in time.  After a discussion of the Robert’s rule of order, the chair stated that the 
meeting minutes will be discussed first, but if there is time left, more items may be added to 
the agenda by majority votes.  

A motion to adjourn the meeting was made by Xuan and seconded by Yanni.  Before the 
vote  was  taken,  Dick  convinced  the  Chair  to  allow  additional  items  to  be  placed  onto 
tonight’s meeting agenda.  The motion to adjourn was withdrawn.

A  discussion  followed  on  th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air;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  board members;  and the rules to conduct board meetings.   It  was moved (by 
Xuan) and seconded (by Yanni) to see if the ACLS by-law should be revised to minimize the 
confusion  on  how to  conduct  board  meetings   [Fugen,  Michelle,  and  Lingya  joined  the 
meeting during the discussion].

Several board members agreed that the by-laws should be revised.  A majority of board 
members felt that, without prior notice and preparation, it was not the right time to revise 
the by-law at the meeting and that more time was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by-laws changes 
were done properly.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Chair place by-laws updates as a priority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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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board during the coming term.  It was moved, seconded, and unanimously voted to 
lay the original question on the table.

Yanni asked that whether the board would reconsider the decision related to providing 
matching  fund  for  Sichuan  Earthquake  and  Myanmar  Cyclone  Nargis  Relief,  given  the 
concerns expressed by some members of the ACLS community.  The Chair indicated that 
those decisions were made and must be carried out by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Yang and 
Xuan pointed out that the board could reverse its decisions with two-thirds of the vote.  Dick 
provided some counter-argument that the critical timing for rescinding the vote had already 
passed  based  on Robert’s  Rule  of  Order.   Michelle  asked what  the  board could  have  a 
practical  solution  regarding  the  time limit  set  by the  Robert’s  Rule.   After  some further 
discussion, Dick suggested the board to take an informal vote on whether the board should 
reconsider its decisions of using long-term fund to provide matching fund for the earthquake 
and cyclone relief.  Only two members (Yanni and Yang) had voted for reconsideration. The 
vote to reconsider did not pass by a majority so the original vote to make the donations was 
upheld and should be carried out.

Next the board meeting minutes of June 11th was discussed.  The board thanked Dick and 
Hanlan  for  their  tremendous  effort  of  putting  together  the  detailed  meeting  minutes. 
Individual members provided feedback after reviewing the meeting minutes draft.

Around 10PM, several  board members left  the meeting.   The quorum was lost  and the board 
meeting was dissolved.

Updates from Acton and Acton Boxborough School Districts
Xuan Kong, PhD

Vice Chair, Acton Public School Committee

After serving districts for 38 years, Superintendent Bill Ryan plans to retire on July 31, 
2009. Mr. Ryan is an effective leader for our school districts and he has been a strong 
supporter of ACLS. Please remember to thank him for his services when you see him. The 
School Committees have initiated a search for a new superintendent. If you would like to 
serve on the search committee, please send your letter of request to 
suptsearch@mail.ab.mec.edu  .  

A special Acton town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Thursday, October 2nd (7:00PM, Upper 
Gymnasium Field House, High School) to discuss a citizen petition to use $2,414,809 from the 
Recycling and Transfer Station Enterprise Fund for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the tax rate for 
the fiscal year beginning July 1, 2008. You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the special town meeting 
(only registered voter can vote but all Acton residents are welcome to at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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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get planning for next school year (2009-2010) is in progress. The School Committee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the communities the funding priorities. Priority items include 
expanding curriculum offerings, addressing classroom size, upgrading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s, and improving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such as roofs in several elementary 
schools. The main sources of funding for schools come from state aid (through chapter 70) 
and local property tax. Last year, PTOs (parent teacher organizations) of Acton public 
schools had donated over $300,000 to fund classroom assistants, library assistants, and other 
functions in your child's school. At regional schools, ABSAF raised over $120,000 to suppor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f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tudents. Please consider to volunteer 
in your child's school for its fundraising, social, and culture program activities.

If you have questions, suggestions, or concerns about Acton and Acton-Boxborough 
school districts, please feel free to write to me at XuanKongSC@gmail.com. Other school 
committee member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http://www.ab.mec.edu/about/members.shtml  .  

全体教师会议

刘玉芬

八月二十八日晚上 6:30—9:00，史建英组织了召开了全体教师会议，因为要开学啦,老师们

都得开始忙起来了。其实，整个夏天，建英，叶红和几个教研室主任从来就没有闲着。先是讨

论马力平教材的可行性，后来又为聘用新老师而忙碌着。

这学期新老师比较多，所以会议开始，刘汉兰简单地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包括我们五

年校史，学校的行政结构，中文和文化课的学生人数，以及这学年的日程表等。

史建英给大家讲了各教研组的职能和任务，教材的选用(主要的和辅助材料)，教师的福利等。

她还认为我们应该组织些竞赛活动，比如低年级识字比赛，高年级演讲等。另外，平时高年级

就应该做些大 projects等来促进学生学中文的兴趣。她还提出我们2008-09年的目标和重点就

是要提高教学质量，我们今年还会继续给老师提供培训。我们今后还要设立一项优秀学生奖来

鼓励孩子们学中文。建英还建议我们成立一个活动图书馆，大家把这些年积累的书籍等材料给

别的老师分享，但是具体如何运行还需要商量讨论。

李日新已在 CSL教了好几年了，也是教研室主任，所以建英请她讲了一下CLS的情况。日新

给大家介绍了这些孩子的背景,教他们的实际困难等。她希望大家为我们的 CSL做些宣传。若可

能的话，为这些孩子当课后辅导老师。

叶红讲了教师手则，虽然很多老师都知道了，她觉得还是很有必要重复一下。比如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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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老师尽量用中文讲课，除非实在找不到对应的词。另外，她强调了我们一定不要乱动教室里

的东西，以免中学的老师抱怨。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些日常琐事，还是要经常提醒大家。

 邓玉红是我们的后勤管家，她给新老师介绍了平时用的东西，开学应该领的袋子，书本等

整套东西。平时用的简单用具，可到她那儿领。如果少量的新奇的材料，老师可自己买，回来

报销。

最后，建英感谢汉兰能抽出时间来参加，还衷心感激我们的副校长王建国，他准备好了投

影仪，使这次会开得顺利成功。

新老师自我介绍
马敏，二年级 A班老师

在中文学校任教好几年，最大的感动莫过于来自孩子们的拥抱。当一个个娇小柔软的身躯

热情地张开双臂扑进我怀里的时候，感觉就象拥抱着一个又一个小小天使 － 来自天堂的，收

起翅膀的小小天使。

暑假的时候和徐静老师一同举办了为期四周的“趣味中文夏令营”。当看见第一天还在门

口拉着妈妈的手，扭捏着不愿进门的孩子，第二天却在责备妈妈只为她报了一个星期的名，或

是责备下班的爸爸来接得太早的时候，我和徐老师多次相顾而笑。

和孩子在一起有着太多的乐趣，更从孩子那里重新学习着许多纯真的品格－做为成年的我

们都曾经拥有过，却渐渐淡忘了的品格。最难忘的是孩子们凑到我的耳边，用“震耳欲聋”的

声音说：马老师，我想和你说悄悄话，因为我喜欢你。那是我听到过的最令人难忘的“悄悄话

”。

喜欢中文，更喜欢教中文。开过面向美国成人的“初级中文课”，今年夏天还和裴晓华老

师一起这为 Philips Academy的暑期班开授过面向高中生的“初级中文课”。今年秋季开始，

同时在为 Westford 的六所小学提供中文的 afterschool program。

蒙特梭利说，老师的启蒙作用相当于什么？好像一个人独自在森林里漫步，宁静，愉快，

沉思，任凭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地徐徐展开。这时远处传来了悠扬和谐的钟声，这钟声把他唤

醒，使他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这里的平静和美丽。老师的启蒙只起着这样一个钟声的作用。

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特的挑战。每次站在讲台上，心中依然忐忑，面对

一双双明亮无邪的眼睛，我反复问自己，我要如何去做，才可以将钟声敲得更悦耳一些？

张志莲，Kindergarten B班的老师助理

我叫张志莲，Kindergarten B班的老师助理。有两个孩子都在这个中文学校就读，喜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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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打交道！特别喜欢中国古文化，也教女儿（8岁）每天念“弟子规”和“三字经”，既学

习中国字，也学习做人的道理。自己曾经教过女儿一年中文，有感于没有好方法激发她学习中

文的兴趣，所以来这里当个 TA汲取一些经验，也想把中国的古老文化承传给下一代，身处异

国的炎黄子孙！

高萍，一年级老师

我叫高萍，来自北京。在艾克顿中文学校教一年级中文。我毕业于北京体育师范学院体育

教育系，特长武术、健身操。

在中学任职其间：

1. 考入北京教育学院英语系，学习英语教育(专科班)。后来考上首都师范学院英语系， 

英语教育本科班。课外教授少儿英语。

2. 假期教授健美操。

3. 与其他几位老实合作，编排健美操去参加中央电视台 21起跑线节目。

我很高兴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用我的专长在中文学校教课。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和热情， 

教好课。谢谢大家的支持与信任。

郑爽，三年级 B班

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旅游经济管理研究生班，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曾经担任旅游英

语教师三年。1999年在美获计算机信息系统硕士学位.。现在是一名软件测试工程师。身为两

个孩子的母亲, 我希望能为海外生长的孩子们学习中文尽一份力。 

鲁贤丹（Sharon Lu)

目前负责 ACLS学生的注册工作。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为我们中文学校“Officially“做事，但

是在过去几年中，我亲身目睹和经历了中文学校的成长和 进步。每一次的大型庆祝活动都深

深地感染着我；每一次和老师们，校管理人员的接触都鼓励着我要为我们的学校做点什么。我

们全家都很喜爱我们的中文学校。我 儿子是九年级的学生；我母亲是麻将桌上的主力；我老

公是个足球迷。能为中文学校工作是我和全家人的骄傲。我现住Boxborogh. 和朋友聊天和 逛

街购物是我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

龙霞，一年级 B班老师

大家好，我叫龙霞，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系新闻文学专业。获得普通话水平测试一

级甲等。在中国工作期间，作为湖南省郴州市电视台主持人，担任新闻及文艺节目的播音主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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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学中文的故事
张志莲 

昨天儿子上 Kindergarten 中文班，

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注意力，我毛遂自

荐地去当他班上的老师助理（teacher 

assistant）。课堂上学了一首儿歌叫“两

只手”：

你有两只手，

我有两只手。

伸出两只手，

十个手指头。

手心加手背，

一对好朋友。

结果今天早晨在等 school bus 时，我

又把它变成一首歌曲：（tune:The 

Farmer In The Dell 歌词是：The farmer 

in the dell, the farmer in the dell, Hi, Ho, 

the  der-ry-o,the farmer in the dell ）

改编后成了：

你有两只手，

我有两只手。

伸出两只手，

十个手指头。

手心加手背，

一对好朋友。

伸出两只手，

十个手指头。

你有个舌头，

我有个舌头。

伸出你舌头，

尝遍好味道。

牙齿和舌头，

一对好朋友。

伸出你舌头，

尝遍好味道。

姐姐还把它译成了英文：

I have two hands,

You have two hands.

Show me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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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have ten fingers

Palm and the back of hand

They are best friends.

Show me your hands,

You have ten fingers

I have a tongue,

You have a tongue.

Stick out your tongue,

Taste anything good.

Teeth and tongue,

They are best friends.

Stick out your tongue,

Taste anything good.

姐姐还问妈妈“为什么总感觉中文

比英文要简练而又容易押韵？”妈妈神

秘地回答：“是啊！那就是为何妈妈要

让你们学习中文！不但学习中文字，还

要学习怎样做人，因为我们中国古圣先

贤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贝！”我们三个

在这两棵大树下，大声地唱着我们这首

新出炉的儿歌，全然不顾路人好奇地眼

光。每次都配上动作，先是拿出手来，

唱到：一对好朋友时，我们都击掌，来

一个“HI, Ten!”。当我们都唱到“伸

出你舌头，尝遍好味道。”，我们三个

同时伸出了舌头，很 silly,姐弟俩笑得抱

在一起。弟弟还发现：姐姐的舌头是

Pink 的，妈妈的舌头是有些白色的。还

问为什么？妈妈说这几天妈妈的肠胃不

舒服，反应到舌头上来就是告诉我这几

天身体不好，这是中国的医生（简称“

中医”）都这么认为，中医有很多理论

是你们的医生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妈妈

比较喜欢中医！儿子还加一句“舌头白

了，是不是妈妈老了，因为头发白了，

就是老了呀！”我哑然失笑！这个儿子

总有一套“歪理”能证明他的理论！可

见他刚才根本没有听明白我说的中医理

论。妈妈接着跟弟弟说“你跟你的 best 

friend Alex就象牙齿和舌头，有时候会

打架，牙齿会咬着舌头，很痛还会出血

呢!”弟弟马上说“我现在不和他打架

了，有时候，只是吵架 argue!”妈妈说

“这里说的打架并不是一定指要出手打

的那种，argue也是一种，不过没有出

手打那么严重。无论两个好朋友有多好，

有时候意见不统一还是会有的，argue

也是正常的，但你们要记住：argue完

了，还是好朋友，就象‘牙齿和舌头一

样’，咬着过后还是配合得很好啊！还

是一对好朋友！”儿子似懂非懂的点头

了。无论他有无明白，我想还是要继续

灌输这一理论！又是一次很好的情感教

育！

这时校车来了，姐弟俩唱着新编的

儿歌上车了。每次目送他们远去的校车,

心头总会涌起一股暖流，潺潺而来，可

以滋润我一整天没有他们三个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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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沫

商朝的灭亡

在上一章中，提到了商朝贵族的堕

落腐化。统治阶级为自己取乐想出各种

残酷的刑罚，榨取老百姓的财物，引起

了万民公愤。商朝的统治者是宣扬敬畏

神明的，但是他们日夜酗酒， 甚至偷

取祭奠神明的美酒美食来享用。奴隶和

底层的老百姓们起来反抗贵族，这也拉

开了商朝灭亡的序幕。

往往在一个朝代的衰弱，一个新的

朝代正在崛起。

先周是活动与中原西部黄土高原的

一个古老部落。季历是西方周朝的太

子，与商朝贵族通婚来加强周商之间

的政治与文化联系。而且在商朝的支

持下不断向周围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

但是，商王文丁因为忌讳而将季历杀

害。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被纣王

囚禁。周朝的人送给纣王大量的珍宝

与美女将其赎出。继承了父位，埋伏

在商王身边等待时机。姬昌，周文王，

以后便成为了商朝的掘墓人。

周文王在位 50 年。在这 50 年中，

他为灭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文王非

常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

表面上，他仍保留商朝的一个官员的

身份，整日沉湎于玩乐，明里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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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臣服于商朝的样子，暗里积极的

进行灭商的准备。他成功调解了虞国

和芮国之间的争田纠纷，从而迈出了

瓦解商朝的附庸小国们的第一步。虞

国和芮国先后归附了文王，另外一些

小国们也纷纷前来归附，称文王为取

代商纣的受命之君。文王有一次在渭

水河边打猎，遇到怀才不遇的姜尚在

水边钓鱼。文王与他谈得很投机，文

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

同车而归。文王拜姜尚为军师，扩大

军事力量。为了巩固后方，文王先向

西北和西南的小国用兵。接着再向东

边，过黄河，消灭了耆、邗等国。占

领崇，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

为文王灭商东进路上的巨大障碍。灭

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

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位于今天西

安市的西南。此时，商都已经被三方

包围。周国已经对商朝形成咄咄逼人

的形势。在迁都后九年，周文王逝世，

其子发继位，称之为武王。

在文王死后九年，武王带领大军向

西行至毕原文王的墓前祭奠。大军竖

着写有文王姬昌的名字的大木牌，武

王自认为太子，象征此次征伐为文王

统帅。大军向商都 -- 朝歌进军。在

抵达黄河南岸的盟津，武王召集了八

百诸侯会师。军师姜尚认为时机还不

成熟，全军返回等到时机。两年后，

武王探知纣王杀了忠言进谏的良臣比

干，造成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

此时，武王认为时机成熟，在十二月，

武王兵出潼关，向东挥师。纣王闻知

周武王的军队已经直冲都城，于是调

集都中士兵，再把囚犯、奴隶、战俘

武装起来，便起兵相迎。于是就有了

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战前，武王

向全军发誓，历数了商纣的罪恶，说

明了伐纣乃天意民心所向，鼓舞将士

们英勇杀敌。决战开始后，周军士气

高昂，不顾一切的冲杀。商军抵不住

周军强烈的攻势下，纷纷溃散。那些

被迫参战的奴隶、囚徒不愿为纣王卖

命，反把武王看作救星，掉转矛头引

导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

登上鹿台，自焚身死。商朝由此灭亡。

灭商后，武王建周，也开始了中国

历史上最长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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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惊心动魄和触

目惊心 － 九月时事回顾

瓜农

事件的魅力在于出人意料。

林彪元帅当年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所以在 37年前的 9

月中国的副统帅竟然被发现命丧外蒙温

都尔汗时，事件的轰动程度可想而知 

－ 西方的情报专家们，因为未能及早

发现事件的端倪而怎样的懊恼不已；对

于还沉浸在文革狂欢中的中国人民来说，

那是怎样的晴天霹雳般的震惊，以致于

直到今天，仍有人置官方的说法不顾，

固执地要探寻事件的真相。

美国人民见多识广，早已对什么都

见怪不怪。克林顿捅了那么大的娄子，

老百姓照样该干嘛干嘛，没见有人哭天

抢地、要跟谁谁誓不两立。 911事件

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极大的震惊，

布什硬是有本事把人民的视线牵到了伊

拉克，把曾经的老朋友萨达姆打发上了

路，把本就穷困潦倒的伊拉克打造成为

光砸钱不见动静的无底洞。所以如今麦

凯恩在跟奥巴马的对决中不占优势，他

要争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当选总

统，就要作出些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推

出个出人意料的人物，比方说－竞选搭

档。

共和党大会之前，分析家们普遍预

测，麦老爷子选副手，要么是当年民主

党戈尔提名的搭档、如今脱党单干、说

话慢慢吞吞、内心奸诈无比、“老狐狸

”乔·李伯曼，要么是前宾州州长、国

土安全部第一任部长、“反恐斗士”汤

姆·瑞吉，要么是曾跟麦凯恩同台较量、

人气很旺的前麻州州长、“理财专家”

米德·罗姆尼。这些个精英人物，个个

年富力强，名声显赫，资历不俗，无论

谁跟老爷子搭档，都能弥补缺陷，相得

益彰。分析家们推测的当然有道理，可

惜他们眼界不够宽广，思维不够敏捷，

这次又是旧戏重演 － 砸碎一地的名牌

眼镜，感叹自己枉吃了几十年的分析饭，

到头来还是让人给蒙蔽了：老爷子隆重

推出了女搭档萨拉·佩琳。

佩琳向选民们自我介绍时一定会觉

得简洁而优美：44岁，曾当选选美皇

后、阿拉斯加瓦西拉市市长，现任阿拉

斯加州长，有5个孩子 － 请投我一票。

当然佩琳不会这么没有品位。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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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大会上接受副总统提名的演讲近

乎完美 － 她讲到她的副总统提名意味

着妇女地位的极大提高，讲到她把最大

的儿子送上伊拉克战场，讲到她是一个

坚定的改革者，就像勇敢的斗牛犬，讲

到她的强硬的外交立场，不能总是受这

帮子包着脑袋不劳而获的石油大佬们的

气。演讲华丽而激动人心，佩琳旋风一

夜之间刮遍全国，正为希拉里的退出而

伤心彷徨的众多女性选民又找到了偶像，

共和党极端保守派也把她当作最新武器，

对那些谋杀婴儿的民主党精英们穷追猛

打。麦凯恩-佩琳搭档开始在民调中领

先。

在最初的措手不及之后，奥巴马阵

营很快挑出了对手的毛病，并在竞选广

告中情真意切、忧心忡忡地提醒选民 

－ 佩琳真的准备好了吗？

分析家们承认他们是看走了眼，不

能承认却心知肚明的是，他们实在是根

本就没看上佩琳这个名不见经传 、只

在偏远的阿拉斯加干了两年州长的小人

物。她在担任州长时的亮点仅仅是把前

任州长购置的专机“放到了 ebay上”，

并且否决了一座没有必要的桥

(“bridge to nowhere”)。她的外交资

历是空白，立场却强硬得令人心跳－她

宣称必要时不惜跟俄罗斯一战。她的毫

不通融的反堕胎理念－她自己以身作则

－吓跑了心存善念的中间派，她 17岁

未婚先孕的女儿让那些住在郊外、对子

女严加管教的中产阶级选民退避三舍。

如果麦凯恩以 72岁高龄接任总统，万

一哪天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不能视事，

大家把美国交在这个副总统手里的时候，

心里哆嗦吗？

实际上不用等到假设中的那个时候，

这些天就在大家眼皮底下发生的那些事

实在太过刺激，足够让足够多的人心口

连着腿肚子一块儿哆嗦，以致于人们没

空去听麦凯恩和奥巴马的唠叨，转而把

耳朵都朝向另外两个人 －财政部长保

尔森和联储局主席伯南克。

联邦政府支持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

机构两大巨头 － 房利美(Fannie Mae)

和房地美(Freddie Mac)终于挺不下去，

公司主管卷铺盖走人，联邦政府承诺注

入最多达 1000亿美元巨资，并接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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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业务。“两房”以其占全国住房抵押

贷款总规模 40％的庞大身躯，像在暴

风雨中嘎吱作响的危楼，一旦崩溃，大

量基于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产品市值将

一泻千里，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不可想

象的破坏，政府无奈只好出手相救。“

两房”股东在稍稍松了一口气的同时眼

看着股权被稀释，而广大纳税人终于被

迫兜住次贷危机造成的后续金融风险。

然而华尔街依旧熊气弥漫。政府的

救市行为没能驱散接踵而来的坏消息，

所有的人都陷入疯狂。美林证券

(Merrill Lynch) CEO John Thain 绝望

之中一眼瞥见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抛来的救命稻草，便不顾一切

死死抓住 － 不管以后好死赖活，先喘

过眼前这口气再说。而雷曼兄弟控股公

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连被收购

的运气都没有。这个有超过 150年历史

的投资银行，曾经叱咤风云、富可敌国，

总资产达 6000亿美元，在全球有超过

12000名员工的金融巨鳄，终于被自身

数额庞大的不良资产反噬，在次贷泥潭

中越陷越深，其股票价格在仅仅一年多

的时间里下跌了 95％。大银行不肯施

以援手，美国政府袖手旁观，雷曼兄弟

的路终于走到了尽头。至此，曾经显赫

一时的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破产的破

产，并购的并购，只剩高盛集团和摩根

斯坦利，兄弟守望，四顾茫然。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仿佛是在刻

意考验人们的承受能力，或者是想要再

多逼疯一批人，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

国国际集团(AIG)又成了关注的焦点。9

月 15日，联储局声明拒绝为 AIG提供

过渡贷款，AIG又无法从有价无市的短

期货币市场融资，眼见着活不下去了。

AIG股票当天缩水六成，道琼斯指数大

跌 500点。整个华尔街、连同全球金融

市场就要陪着已经奄奄一息的 AIG共赴

深渊。保尔森和伯南克，这两个同样聪

明绝顶的救火专家，终于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在所有投资者望眼欲穿的期待

中，又一次联手施救，砸出850亿美元，

接管 AIG。

华尔街上架起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

过山车 － 从 9月 15日开始的整整 1

个星期，道琼斯指数大起大落，或高窜

入云，或呼啸而下，5个交易日中有 4

天的涨跌超过了 300点，自道指设立以

来绝无仅有。市场犹如惊弓之鸟，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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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闻反应过度，忧虑不安的情绪笼罩

全球。硕果仅存的两大投资银行高盛和

大摩转变经营模式，放下身段吸收存款，

原先专为擎商巨富准备的豪华密室改成

了营业大厅，任由三教九流拿着大钞小

票进进出出。两个焦头烂额的救火队长

孤注一掷，向国会提出一揽子 7000亿

美元的救援计划，把摒弃政府干预的市

场经济准则抛在脑后，在日夜运转的印

钞机的轰鸣声中，在混乱的市场忧心忡

忡的注视下，在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上奋勇前进。

全球的投资者因财富大幅缩水而倍

受煎熬时，数以万计的中国母亲正为孩

子的健康痛不欲生。9月初，河北、甘

肃等省大批幼儿住院，病因是极为罕见

的婴幼儿肾结石。媒体大量报道，伴随

各种猜测。随后全国最大的乳品企业 

－ 河北石家庄三鹿公司承认，他们生

产的婴儿配方奶粉中发现有毒物质三聚

氰胺，正是这种化工原料造成了婴幼儿

肾结石，现在正在紧急招回污染奶粉。

然而局面并没有得到控制，家长们在痛

骂三鹿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带着他们的

孩子冲进医院，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令人

震惊的事实曝光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全国共有超过 3万幼儿被查出患有

肾结石，其中 3人死亡；大大小小23

家奶业公司的鲜奶和婴儿奶粉被查出含

有三聚氰胺，产品覆盖全国；香港、台

湾输入的大陆原产奶粉中也发现相同情

况，家长们惶惶不安；随后日本、新加

坡宣布招回所有使用中国奶粉的食品。

中国奶制品的形象一落千丈，整个行业

面临崩溃。

三聚氰胺，这个怪里怪气的名字，到底

是什么东西，能够造成如此大面积的污

染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其实这不是什

么新发现、新合成的东西，它是一种化

工原料，作为非法却半公开的食品添加

剂在市场上行销已久，使用一个生动形

象的别名：蛋白精，被不法商贩添加在

各种饲料中，牟取暴利。它无色无味，

只因分子结构中含有超量的氮原子，混

入饲料后可以蒙骗检测仪器，显示很高

的蛋白质含量，因而饲料中可以加入大

量粗劣原料而省下昂贵的蛋白粉。黑心

商人胆大包天，进而扩大用途，把三聚

氰胺加在了收购来的鲜奶里，再加入足

够的自来水后，卖给奶品企业，加工成

成品出售，终于酿成了震惊全球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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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被结石折磨的孩子和泪飞如雨的家

长，一个问题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奶

制品里为什么会出现毫不相干、却能致

人死命的化工原料？怎么能保证下次我

们的食品里不会有三聚氰胺，四聚氰胺

或别的什么东西?

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

新闻，用地沟油做的菜，含有苏丹红的

蛋，用福尔马林泡过的海鲜，琳琅满目，

种类繁多。被揭露出来后人人喊打，可

很快就风平浪静，随后就有更富想象力

的产品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此次三鹿

事件，是因为黑手伸向了孩子，触动了

人们的底线，从而引发了一场足以毁灭

一个产业的风暴。不法商贩、无良企业

为了牟利，可能会干出良心泯灭的勾当，

可是作为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局(对应

于美国的 FDA)，花着纳税人的钱却毫无

作为，搞一些“免检产品”“中国名牌

”之类的噱头，任由假冒伪劣毒害食品

充斥市场。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让人民

失去了保护食品安全的最有权威的屏障，

这才是造成这场惨剧的罪魁祸首。三鹿

事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恶

劣的国际影响，如果这次政府不仅仅倒

掉几家企业、摘掉几顶乌纱帽，而能痛

定思痛，完善制度，改革吏治，从根本

上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这才是足以跟

美轮美奂的奥运和激动人心的神舟 7号

相媲美的伟业，使中国得到凤凰浴火般

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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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fully handle any challenge with focus and determination! 
When you hire me, the most important house to sell or buy is 
yours!!I invited you to experience Janet Qin’s difference !!!

Provide unparalleled professional service

Janet Qin
(978)-761-9838
www.JanetQin.com
Janetqin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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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Good School 
Realty,  INC.Realty,  IN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Address: 384 Great, Acton.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condo complexes 
in Boston area with Tudor-like 
construction. Top floor, large back unit with 
updated kitchen with oak cabinets, granite 
countertops & stainless steel appliances, 
updated bathroom, new carpets etc. Well 
managed complex with pool and 
playgrounds. Convenient location for I495, 
Route 2 etc. Setback from the street. 

Address: 32 Landham Road, Sudbury
Convenient location to multiple highways, Natick 
mall and town facilities. Nearly perfect, level and 
fenced-in  lot  in  a  desirable  neighborhood.  Nice 
ranch for one-floor living. Move-in condition with 
3  bedroom,  2  full  baths,  2-car  garage.  Newer 
kitchen w/ maple cabinets & granite counter tops. 
Newer  appliance  and utilities.  All  hardwood on 
1st flr. LL has a finished family with a wet bar plus 
more  space  for  expansion.  Priced  to  sell  at 
$399,000!

Address:246 Main Street, Acton
Young townhouse. Walk to commuter rail, school 
complex, Kelly corner mall & town conservation. Nice 
amenities: garage parking, hardwood floors, central 
AC & VAC, open kitchen w/ Corian counter tops, and 
a private balcony. Fenced yard. Extremely low condo 
fee & maintenance cost. Best buy for a newer home in 
Acton. Price: $285,000

Address: 68 Willow Street, Acton.
Best deal in town while still available: 7-year young 
colonial in west Acton village. Features half-acre level 
lot, 4 bedrooms, 2.5 baths, central AC, central vac, full-
length farmer's porch, large foyer, 4 season sunroom, 
circular drive, oversized deck as well as patio. Gas grill 
and Tiki torches. Lot suitable for 2-car garage addition. 
Shed has electric sys. Close to south Acton commuter 
train, route 2 & 495. Price significantly below cost if you 
hire a builder to build.Price: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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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暑假

四年A班学生作文选

张嘉华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

我的名字叫张嘉华，小名叫乐乐。我

明天就九岁了，我上四年级。我喜欢看书、

学中文、打网球。

我今年暑假支了好几个夏令营。我们

全家还去了中国，我们去了北京、西安、

上海、南京，我们玩儿得很开心。

祝您中秋节快乐

周仕梁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

我叫周仕梁，今年九岁了。我上小学

四年级。

今天夏天放假，我们全家去了北京的

爷爷奶奶家。我们玩的很高兴。我要好好

学中文，做个好学生。

祝老师好。

孙翰韬

亲爱的老师：

您好！

我是孙翰韬，今年九岁了。我住在

Westford。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我

和妹妹。

今年暑假，我去 Cape Cod Camping。

我和朋友们一起骑自行车。我们一起骑了

二十四英里。虽然很累，但我觉得很有意

思。

天黑了，我们点起了火。我们围着火

有说有笑，还在火上烤棉花糖。我们玩得

很开心。

祝老师身体好！

徐雨桐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我的名字是徐雨桐。我们家有

四口人，妈妈、爸爸、妹妹和我。我们夏

天去爬山和游泳了。我还学了打网球。我

爱打网球。

祝老师身体好！

孔令妍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

我叫孔令妍。我有一个哥哥。我和哥

哥都养了一只小鸟。我的小鸟叫“半夜”，

哥哥的鸟叫“兰天”。

今天暑假我们在电视上看了北京奥运

会的节目，我们还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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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过的很快乐。

祝老师快乐！

王欣宇

仲老师：

您好！

我叫王欣宇。我九岁了，我上四年级。

我有一个弟弟。他三岁。我住在

Westford。这个夏天，我去了七个加勒比海

岛。我最喜欢的岛叫 Dominica，在那里我

上了一个火山。我还去了一个温泉。我在

温泉里泡了一个澡，很舒服。我也去了很

多夏令营。我最喜欢的夏令营叫 College 

Gate。在 College Gate 我用电做东西。我也

用纸造飞机。College Gate 也是一个很好的

地方。

许逸文

亲爱的祝老师：

您好！

我的名字叫许逸文。我今年九岁了。

我在 Gates 学校上四年级。我喜欢打和棒球。

我的家里有五个人：妈妈、爸爸、弟弟、

外婆和我。我的弟弟的名字叫许锴文。他

今年是四岁了。他喜欢 Thomas 蒸汽火车。

我有很多朋友。我的最好的朋友是 Isaac。

我要好好学习中文，争取更大的进步！

周萌萌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

我是周萌萌，我有一个弟弟。我九岁

了，我上 Bridge 学校。我喜欢读书。

这个夏天，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去

Canobie Lake Park。我高兴地玩儿。我最喜

欢玩 Timber Splash Water Coaster。我还喜

欢 Carousel。十点钟我们才回家。

史博文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

我的名字叫史博文。我今年九岁，在

Merriam 小学上四年级。今年暑假我们全

家从加州搬到这里。

夏天的时候，爸爸、妈妈说我就要搬

到麻省了，所以我要把加州好玩的地方再

玩一遍。独立日那天我们去了 Disneyland

玩了很多东西，最后，我们看了美丽的焰

火。后来，我们还去了 Legoland。在那儿

我们玩得很开心。最后我们去了海滩。我

们追海浪，找贝壳，看夕阳，我的过得很

愉快。

吴博安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

我是吴博安。我八岁。我喜欢运动、

下棋、画图。我最喜欢踢足球和打篮球。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五个夏令营。我学了骑

马、射箭和开帆船。我们全家还坐大游船

去 Bermuda渡假。我们玩得很高兴！

祝仲老师一切都好！

李欣亮

亲爱的老师：

您好！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看尼亚加拉大瀑

布我最喜欢的是美国瀑布。因为在晚上它

闪出红、蓝、紫和绿色的光。很美丽而光

亮。

齐苗卉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

我叫齐苗卉。我感到很幸运能在您的

班级里学中文。我九岁了。我很喜欢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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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和跳舞。

今年暑假我们去水上公园玩了，还去海边。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帮妈妈干了许多事，

我会用洗衣机了，我会拖地了，我会包水

饺了。因为我要有小弟弟了，我要尽量帮

妈妈，不要让她烦，要自己管好自己！

祝仲老师身体好！

杨博怡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

我的名字是杨博怡。今年我八岁了。

我喜欢看书画画。我会游泳、弹钢琴和跳

舞。我也很喜欢滑雪。我在三年级。今年

夏天，我全家去了缅因。在缅因。我也上

Norwegian豪华游艇。里面很好玩。我在

百慕大摸海豚。我也玩水了。我还在水中

看鱼。我喜欢游艇。我也去了水上世界。

我们玩了一天。那天很热。我玩的很高兴。

我的夏天很好玩。你是很好的老师。我很

喜欢在中文学校学中文。

周诗宇

仲老师：

您好！

我的名字是周诗宇。我八岁了。我喜

欢打游戏。明年我可能去北京。今年夏天

我去加州玩了迪斯尼和海洋公园。在迪斯

尼，我玩了玩具总动员。它很好玩。在海

洋公园我摸了一只海豚。它摸起来象橡皮。

我玩得很开心。

巫昕奕

亲爱的老师：

您好！

上星期，我们学了“给爷爷的信”。

我想给您写一封信，告诉您去年我回中国

的一些事。

我先去了北京，我看望爷爷和奶奶。

我也去爬长城，游故宫，上了天安门广场。

北京太漂亮了！

第二个星期，我就去武汉了。我看望

外公和舅舅。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要好好学中文，下次我回中国有更

大的进步！

朱婧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去年，我的奶奶来了。今年，

我快十岁了。我放假的时候，爸爸、我和

弟弟去游泳。有一天，我们全家去 Boston

玩。我们玩、玩、玩，好玩得要命！我去

了 Boston 的大公园，叫 Boston Common。

我也去了 Chinatown，上了火车回家。我

放假的时候，很开心！

任颖凡

亲爱的仲老师：

您好！

我的名字叫任颖凡。我今年九岁了，

上四年级。我有一个妹妹，她十月份就五

岁了，好的名字叫任烨凡。我最喜欢干的

事是读书。我也喜欢游泳，玩和画画。我

暑假的时候，我的全家去了 Cape Cod。我

也去了好几个夏令营。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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