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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服务意识是学校总务工作的根本

总务主任：邓育红

学校的总务工作就好比是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后勤

保障跟不上，教学工作一定会受到影响，俗话说：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虽然总务工作看似平凡，却是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我是二零零七年夏天开始接手艾克顿中文学校总务工作

的。刚开始没有这方面工作经验，对其中的繁杂和琐碎缺乏认

识和思想准备，在前任马静雅的指导帮助下，使我渐渐进入角

色。通过一年多来的学习实践，对总务工作有了一些体会和感

想，现与大家分享。

一. 为教学服务：

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就决定了总务工作必须为教学服

务。在具体工作上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购置教学设备，及

时购买日常教学用品和消耗品，并做好开学前的课本征订和分

发工作，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每年秋季开学前的教材订购任

务非常繁重，因为学校在不断壮大，学生的数量在迅猛增加，

对教材的需求逐年增多，二零零八年秋季中文班学生达到 560

多人，购书量达两千多册。尽管在开学前的订购工作中每个班

在已报名的基础上多预订出 10％的量，但开学后头几个星期的

报名人数却不断攀升，去亚州文化中心买书就成了那几个周末

一定要完成 的工作，加之有些教材因开学短缺，跑了多少趟，

连自己都数不清了。

二，为师生服务：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而老师是学校的中坚力量，是保证教学质

量的关键。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校都会尽量在教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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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用具上给予保障。开课前做到提前到达学校，准备教学用品的发放，让老师在教学上无后

顾之忧。对学生在教材和其它方面的需求，我们也会尽量满足，在帮助老师和学生解决问题

时，做到热情，主动和耐心。

三，为管理服务：

做好学校财物和教学用具的管理，不仅可以促进教学管理，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开源节流，

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学校存放物品的空间有限，这对财物的集中管理和教学用品的分类

保管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对分散在各个储存点的学校财产进行了核对登记；同时为了方

便教学，我们想方设法利用较少的空间存放最多的物品，虽然给发放和整理工作带来许多不

便，但为了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这些工作在管理过程中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四，为学校服务：

在完成日常总务工作的同时，我还有幸参与了几次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让我最难忘的就

是去年的五周年校庆。我的任务是负责给优秀教师，学生和自愿者们（70 人， 6 个奖项）礼物

的订购，运送和包装，为了表示对受奖人为中文学校做出贡献的感谢和敬意，在经费有限的情

况下，我们在对礼物的选定和包装上都花了不少心思，虽然用去很多业余时间，但最终圆满完

成了任务，觉得再多的辛苦也值得。

为了让社区更多地了解我们的中文学校，学校参与了二零零八年艾克顿一年一度的

OKTOBERFEST，活动期间我们除发放了大量介绍中文学校的宣传材料，还免费发放了奥运

会小纪念品和中国结小挂件，通过这些活动，对艾克顿中文学校在社区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有

效的作用。

为减轻学校财务压力，力争创收，我还参加了今年艾克顿镇图书馆的mini-fair，卖出中文

书籍，北京奥运会纪念品和自制的点心饮料，校长刘汉兰，教务主任史建英， 财务副主任阮

静，中文学校家长王泽明和陆青等都为活动捐献了时间，精力，纪念品，饮料和点心。另外我

们（特别是副校长王建国,教务副主任叶红）还在学校把过去老的教材以低廉的价格卖出，既满 

足了家长们的需要也为学校增加了一定的收入。这些活动都为今后创收工作取得了一些宝贵的

经验。

过去对中文学校没有太多的感觉，每周日下午除了接送孩子上下课外，很少参与学校的活

动。自从加入到中文学校的管理团队以后，才深深地体会到办学之不易和艰辛。所幸的是我们

有一个积极进取的管理团队，有许许多多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有社区和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使得

中文学校越办越好，我作为学校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能尽一份责出一份力感到荣幸，虽然辛

苦，却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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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语言还是学语文
刘玉芬

这个地区经常有些教师培训班，我们学校也不断地有人去参加.。但是常常是去的人回来，

他们自己学到了些东西，却很少有机会和大家传播、交流。 最近叶红和史建英分别参加了不同

的两个研讨会，她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心得，在十一月二十三号中文课后的一个小时内，

全体老师参加了由她们俩组织的”二手”培训。

叶红给大家讲了她所听到的东西，包括一些提高学生兴趣的技巧，比如图画等。她提到了

一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这位教授讲的全是理论性很强的东西。比如她说，国内的孩子

学汉语是学语文，因为他们听得懂又会说；到中国学汉语的留学生是去学语言的，因为他们只

需要学些场景对话来应付日常生活即可；而在国外的孩子则是既学语言又学语文。我觉得她讲

的太有道理啦。我们这些老师肩负着多大的重担啊！我们需要教学生说汉语，写汉字，还要教

语法，字句的用法等。前两星期，我替 5C 班老师代课，一个同学问我是否也听写词语？他重

复了四五遍，我愣是没听懂，最后问别的同学才知道他指的居然是“词语”一词，我还以为他

说的是英语呢！这就是这位教授所指的学生学语言吧。因为他们大多数说的汉语调不大对，常

带有很浓的不知来自何方的口音。我平时连别人咕哝一下都能听懂，现在居然听不懂自己学生

说的汉语。国内有的大学还做过统计，说学生不用知道太多的汉字就可以念报纸等。好像用不

了一千字吧。但我想这个统计数字不太适合国外的这些孩子。就拿我们中文学校九年级毕业生

来说吧，他们肯定学了一千多字。如果让他们看报纸，大多数字他们都面熟或认识，但他们并

不懂整句的意思。这里没有用汉语的语言环境，这也是做中文老师难的另一个原因。

建英给大家介绍了她所参加的研讨会的大概内容，包括目前出版的借助电脑的一些教学辅

导材料。比如，给高年级讲中国地理，行政地图，地貌，气候分布，河流以及旅游等，使用

DVD等来教，视觉效果很好，学生也会感兴趣。

这次的教师研讨会，大家普遍反映效果好，学到了不少新东西。所以我希望以后还会有更

多类似的教师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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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raising for Acton Housing Authority
Melissa Wang

Entering into ACLS a month ago, several weeks before Christmas, might have been a different 
experience for you. First thing you see, so many teenagers! You could probably see a bunch of kids 
dressed up in red and green Christmas attire, hear the ringing of Christmas bells, and the sense that 
sincere holiday spirit was really spreading around into the souls of everyone. 

High off the success of our first fundraiser for the Acton Food Pantry, we, the members of the student 
organization ACLS Student Community Benefit (ASCB), felt excited going into December. A new 
month, a new chapter in our group’s history. This time, we helped out local low-income families in 
need for the holidays and Christmas season. 

Through the Acton Housing Authority, the organization that finds housing for homeless and low-
income people in Acton , we collected boxes of items for two local families that both had several 
children each.

Similar to our first fundraiser, we occupied a space in the ACLS lobby and set out several collection 
boxes for goods and several boxes for money donations. But this time, we made a special ASCB Board 
of Recognition poster in the shape of a Christmas wreath; every time someone donated to the cause, 
he or she would write their name down on a red paper heart and attach it to the board. By the end of 
the day, all 50 hearts were filled out and displayed on the board for everyone to see. 

In total, we collected $76.36 in cash and items worth more than $200! We used the donated money to 
buy even more goods, such as toys, clothes, and DVD’s, for the eight people in the two families. 

But most importantly, the younger kids of ACLS really involved themselves with this fundraiser. 
Young kids donated money and learned about helping the community. It’s good that young kids 
participate in fundraisers, because they are the future; by teaching children, they obtain a head-start 
on becoming good citizens. 

Once again, thanks to the ACLS community, the local families under our aid definitely had much joy 
in the households for the holiday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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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写 - 红花绿叶话劲冬
芶燕妮

高挑的个子，清秀的面庞，麻利的作风---这是很多人对李劲冬的印象，我也不例外。认识劲冬

是2006年二月底我们的朋友马胜出殡的那天。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高个的她站在墓地前一手拿着摄

像机一手指挥着前来参加丧礼的车辆到指定的停车位。我记得很多次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而寒风中的

她却是那样的镇定有力。我不清楚善良而多情的她用了多么大的意志力来保持了那天的坚强？我也一直

没有问过她，而她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形象从那时起就在我心中生了根。

李劲冬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元老了。二零零三年二月学校创办的时候，她是第一任总务主任。第

二学期任副校长，一年之后任校长。担任校长之后做了两年半的校董事会成员。在我担任副校长的时候

她是学校董事会成员，在我担任校长的一年时间里她负责家长会的讲座委员会工作。两年多以来，劲冬

给了我很多的启迪，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劲冬是热情的，更是实干的。我记得有一次学期末演出的时候，她被分派到了守门的工作。她激

动得好像捡了宝，发誓要和国英“试比高”。任文化课主任的左国英在中文学校的很多次演出时都担任

守门验票的工作，她认认真真、勤勤恳恳，而且刚直不阿、铁面无私。说好演出中间不让人进出就坚

决不让人（无论是谁）进进出出。而那天，劲冬就以国英为榜样，认认真真地把着门，说不让人进出就

坚决不让人进出。我和她开玩笑，说因她的表率作用，咱们中文学校可以形成一个不成文规定，退役的

校长都应该做演出看门的工作。她的亲力亲为的服务精神可见一斑。而对劲冬而言，她做得乐呵呵的，

那种为中文学校服务的开心劲儿遮都遮不住。每一学期中文学校都有需要多余的人手帮忙执勤的时候，

作为董事会成员的她总是随叫随到，常常不叫也到。用她的话说就是在中文学校很开心，“大伙高兴，

我也高兴”。用她老公的话说，既然中文学校让你那么高兴，你就去呗。事实上，她老公常常高高兴兴

地和她一起来中文学校帮忙执勤。

劲冬对咱中文学校的那股骄傲劲儿常常溢于言表。我拜读过她在任副校长和校长期间写的文章。

她的文笔热忱清丽，字里行间总是透着作为艾克顿中文学校一分子的自豪和甜蜜，“那感觉，用北京话

说---真是吃了蜜了”。。。在中文学校五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全体家长写一封邀请信。我立

马就想到了她。她二话不说、欣然答应。一首《相约 2008》的热情洋溢的邀请诗打动了我们以及多少

家长的心灵啊。诗中说：“五年前的二月，十里八乡，人们奔走相告：艾克顿小镇有中文学校了！” 

诗中说：“无论您是新来的客，无论您是久住的人，艾克顿中文学校在此热情邀请您，带上笑容，带上

祝愿，领着家人来参加庆典！” 劲冬的那种“我爱我校”的由衷热情感染着和温暖着我们每一位为中

文学校服务的志愿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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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真正出色的领导者是不需要职位做桂冠的，人们跟从他是因为他的领袖魅力。劲冬就是这样

一位魅力型领导。校庆时六百多人的聚餐是由家长会长李福根，家长志愿者罗 和劲冬一道组织的。我崑

一进大厅看见劲冬吆喝着二十多人的聚餐服务小组，热热闹闹的，心中无比感慨。劲冬的亲和力和感召

力真是了不得，难怪她组织的讲座委员会是那么的热火朝天，讲座的“收视率”常常创纪录。今年五月，

艾克顿中文学校参加了波士顿公园为四川汶川振灾义走的活动，劲冬是主要组织者之一。此项活动，艾

克顿中文学校共有二十多人参加，共捐善款近二万五千元。

担任过校长和差不多三年董事会成员的劲冬对中文学校的组织结构的理解非常直接和单纯。在她

看来，董事会的设置就是为了校长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后盾，“要不然要董事会干什么？”。她一语道出

的正是艾克顿中文学校 bylaw的精髓和核心所在。董事会集体的智慧是为了支持和帮助以校长为核心的

学校行政管理团队治校并为学校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当中文学校的校长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给他

（她）有力的支持”，她说。

艾克顿中文学校是一个非盈利性机构，大家凭着一股为社区服务的热忱和在一起干活的开心劲儿

走到一起，要的就是那种打心眼里的心甘情愿和乐在其中。在这点上，劲冬颇有感触。劲冬提起她的那

届行政管理团队总是滔滔不绝、赞不绝口。她夸袁力，简建华，姚晓菊，陆青，王泽明，林珊珊，李艳，

项开华，万晓明，张耀路，也夸和她共过事的杨佩云和张颖（Jennifer）。 “Jennifer 为了学校网站，

常常向公司请假。这样的奉献真是太无私了。我恐怕是做不到的”。她感慨地说。

劲冬是谦虚的。她是一朵艳丽的红花却更甘愿做陪衬红花的绿叶。多年以来，她和无数的中文学

校的志愿者们一起带给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百花园一片盎然生机。

劲冬，谢谢你灿烂的笑容。愿艾克顿中文学校永远是我们社区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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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偶书
王晓鹂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唐代诗人贺知章的七绝，自小便会背诵的。那时年幼难以入诗，至多把自己比作诗中

的“儿童”。然而，上月回国一趟，那是来美八年后的第一次返乡，虽不能比诗人八十余岁高

龄才返乡的心情，但真真切切体会了“乡音无改”“儿童不识”的强烈情绪。

我的家在甘肃秦岭末梢的一个小镇，那里三面环山，南有南山，北有北山，西有五凤，唯

有东方开阔，白龙江自西而东绕城而过，下游汇入嘉陵江。镇不大，却古老。早在汉代就有了

现今的城址，名阶州，三国时候诸葛亮六出岐山便从那里经过。千年以来流传着许多离奇的传

说，其中之一，便说慈禧太后是出生在五凤山的一个乞丐家里，出生之时有神仙托梦给当时的

阶州太守，太守来日派人查访，果得一女婴，收在膝下为义女。年十五，随太守迁入京，并选

入宫。后来，慈禧思念家乡，特降命容许阶州人按皇城造屋。于是，阶州人，哪怕在农村，只

要建屋，必是高领飞檐，四角镇兽，四扇开门的。如此一般的故事，人们总是随口说说，一笑

了之。在我看来，也许因为古老，又因为交通不便，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习俗，那里的房屋，的

确古典秀美，精致异常，排列在光滑的青石板路两旁，衬着苍翠的古树，颇有诗意。然而，这

一切，在这次回乡后发现却已荡然无存，连记忆里印象深刻的城门亦无踪迹。愕然之余，环顾

眼前的高楼阔路，一时无语。

幸好不是“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是”。父母姊妹、亲朋好友，在隔了八年，甚至更久

的时间之后，依然健在，容貌气质亦无太多变化，除了相见之初的心潮澎湃，连心情也如做学

生时寒暑假回家那般的自然亲切。可是，那群侄儿辈的孩子们，走前还在呀呀学语的、读小学

的、读中学的黄毛丫头和淘气男孩儿，早已脱胎换骨，变得婷婷玉立、人高马大，站在眼前，

十有八九识不得。自己一辈的姊妹们，自是儿女绕膝，甚至升级为祖父、祖母，不得不感慨“

流年暗中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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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说，回国后会不适应国内的生活环境，会下意识地比较中美社会，会不自觉地挑

剔国内的种种弊端与毛病。是的，我也承认，国内的空气是没有美国干净，国内的车辆在路上

是不如美国的那么规矩。可是，我不能说国内的生活不如美国，不，国内的生活远比在美国要

舒适自在的多。且不说这些年国内的巨大发展，就看与我见过面的同学和朋友，在大城市的，

差不多都是有房有车、功成名就的，就算在老家的小镇，开着出租车，或是自己早已下岗，只

有丈夫一人养家的，都住着三室一厅的新房，过着悠闲自得的日子。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语

言、文化、娱乐方面的障碍，更没有身份的束缚，也不用担心会被裁员。他们是生活在自己海

域里的鱼，自由自在；而自己，则是嫁接在梨桩上的苹果树，举步惟艰。

这次回去，与亲友阔别多年，天天被赶着吃喝，次数多了，对饭菜也就不在意了，更留心

的是与他们的言谈。其中，有位年长的表姐夫，六十开外了，众人皆不知他会唱歌，那次在家

宴上，竟当众放歌，特地给已经去世了的、在座的、以及即将成为母亲的人献歌一首。那首歌，

便是闫维文的《母亲》，歌中唱道：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

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

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给你包

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

你身在他乡住有人在牵挂

你回到家里边有人沏热茶

你躺在病床上有人掉眼泪

你露出笑容时有人乐开花

啊，这个人就是娘

啊，这个人就是妈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啊，不管你多富有

无论你官多大

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

咱的妈······”

是的，自己并不富有也非高官，但无论何时也不会忘记那“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而且时时在牵挂自己的父母双亲。此次回国，最心痛的时刻，也莫过于初见小女与再次离家的

刹那。小女生在波士顿，八月有余随祖父祖母回国，虽然每周都会视频，并不面生，但错过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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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成长的点点滴滴，亦没有在她最需要的时刻陪在身边，心中愧疚难当。不到三岁的孩子，经

历了“5.12”百年不遇的大地震，随即又得了急性阑尾炎，动了手术，生生饿了三天三夜。当

她在露天夜宿的时候，在帐篷里汗流如水的时候，在病床上辗转呻吟的时候，饥饿难忍哭闹不

眠的时刻，我却远在天边，束手无策。那么小的孩子，乖巧伶俐，初见便紧紧搂着我的脖颈，

操着方言，软软地叫着妈妈，只一声，泪水便奔涌而出。而父母，几十年间坚强乐观，从未见

他们流泪，却在小女要随我远走的时候，茶饭不思，潸然泪下。我自己，自高中毕业上大学以

来，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与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二十年间由少女而母亲，从未在父母膝下行

孝，却劳顿双亲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刻远渡重洋，接回年幼的孩子一手照顾，心中亦是愧疚难当。

这一走，不知何日才能再次相见，看着高堂花白的头发，如何不令人心痛，如何能忍住奔腾的

热泪······

在我返回的行囊里，收着两幅字，一幅是父亲的行书，一幅是一个只有九岁的表侄女的隶

书，他们一老一少，不约而同地写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表侄女是以诗中“儿童”的眼光

看待我们的此行，写“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约莫透露着如自己年少时那样的对远方的憧

憬。而父亲，则另有深意。那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又将远行的我说：“你放心，只要有我和

你妈在，我们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怎样，我们都会支持你。不过你要记着，能回来就要

多回来。莫要真的变成‘少小离家老大回’，待回来，我们已然不在······”

如今，重吟此诗，自己心中的感慨又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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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

周沫

周平王在郑、秦、晋等诸侯的援助

下从镐京迁都洛邑。东迁之后，历史上

将这一阶段的周王朝称之为东周。东周

时期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在西

周时期，诸侯定期朝聘贡献，这是王室

的重要收入。到了春秋时期，一些较大

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

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

争，而减少了对王室的朝贡。大的诸侯

兼并了小的诸侯，因此了也促进了不同

民族融合。

春秋末年，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

的吴国和越国加入了这场争霸战。吴国

打败了越国，强迫越国臣服。这也有名

的卧薪尝胆的故事。相传越王勾践为不

忘耻辱天天舔尝苦胆，立志报仇。他注

意增加生产，训练士兵，积聚力量。经

过长期努力，越国终于重新强盛起来，

最后灭掉了吴国。

春秋时期，农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了

非常的发展。铁器渐渐被大众使用。在

农业生产中使用，农民们使用铁锄、铁

斧等。铁器要比旧式木石和青铜工具更

加坚硬与锋利。铁的生产和使用标志着

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野生动物开始

被圈养，牛被用来耕地使得耕作技术提

高了。随着农业生产不断的发展。一些

贵族把国家的公田纳为私有。这也使得

贵族们逐渐开始采取新的剥削方式。种

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给有土地的

贵族，自己却只能保留一小部分产品。

在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

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战国早期，秦，晋，齐、燕，楚、

越这几个大国在春秋时期的长期战争中

保存了下来。其中秦国和燕国的实力较

弱。晋、齐、楚、越四国比较强大。晋

国在公元前 453年形成赵、魏、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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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晋”的局面。晋国在战国初期最强

大。在公元前 403年，周威王正式策命

三晋为诸侯。齐国在公元前 481年因

为田氏子杀齐简公夺得齐政权，形成“

田氏代齐 ”的局面。齐国的实力暂时

弱于晋国。楚国征兵北上与晋国争夺郑，

但是因为兵力不及遭受失败。越国在进

入战国后因长期内乱，国势日衰。

战国中期，齐、楚、燕、韩、赵、

魏、秦七国争雄的格局逐渐形成。最初，

魏在各大国中实力最强。由于国内变法

的成功，秦、齐成为西、东两大强国。

齐和秦联合夹击下使得魏逐渐衰落下去。

楚国任用吴起变法使得国势颇振。各国

中只有燕实力仍较弱。秦与齐、楚这东

西两大势力一直对峙着。秦在战国中期

基本居上风。齐一直未与秦直接交锋，

保持着东方霸主地位。

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的兼并更加激

烈。楚违背纵约，与秦结盟，但在齐、

韩、赵以及背盟的秦国的两面夹击下，

一蹶不振。齐虽挟韩、魏与秦相抗衡，

但却难以阻止秦对韩、魏的蚕食进攻。

在这一时期齐和秦并称东西帝。在秦的

威胁下，东方六国结成暂时的联盟。秦

各个击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

齐，统一天下，七国争雄长期战争的局

面结束。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化思想

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以儒家，道

家，墨家，法家等为首的诸子百家的局

面。

其中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

表人物。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崇尚礼

乐仁义，提倡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

这一学派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

修养。在政治上，主张以礼治国，以德

服人。道家以春秋时期的老子、庄子为

代表。它主张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

在政治上推崇无为而治。墨家以战国时

期墨子为代表。这一学派以视人如己，

爱人如己为宗旨。它强调靠自身的强力

从事。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主张以法

治国。在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

奖励耕战。在政治上主张以严刑峻法进

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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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争战中，军事作战理论更是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兵家以孙子为代表

对战略与战争有着深刻的研究。兵书也

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孙武著《兵法》十

三篇。提出了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

识和克敌制胜的方法。此书为中国最杰

出的兵书。

中国的医学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出

现了新的形势。代表人物扁鹊是中国历

史上著名的医学家。他写著了《内经》

和《外经》，发明了四诊法  望、闻– 、

问、切。扁鹊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

医学，并吸取民间的医疗经验。扁鹊长

期在民间行医走遍诸国，使得他在人民

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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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 Hen vs Golden Egg 
– Use real estate as one of 
investment vesicles for retirement

Frank Chen
Financial  advisors  have  constantly 

preached  us  on  the  use  of  mutual 
funds to grow retirement egg. Using a 
very  standard  financial  calculator,  I 
did two interesting calculations: 

First,  if  you  have  $1,000,000 
retirement fund at the age of 65 when 
you retire and you expect to live up to 
90  years  old  using  that  money,  how 
much you can withdraw each month, 
using an investment  return of  6.00% 
(consistently & after costs) and 4.00% 
inflation.   The answer is  $3,500 each 
month, not a whole lot (and enough) 
for a worry-free life.  You will use it to 
the last penny when you reach 90.  If 
you die before 90, then there will be a 
little  left  for  your  kids.   If  you  live 
beyond  90,  then  it  will  be  a  huge 
problem since few can still go back to 
workforce after 90.  Yes, there will be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incomes, but, 
there are a lot of unexpected expenses 

too.

Second,  if  you  are  40  years  now 
and set  aside  $15,000  each  year  into 
401K with 3% contribution from your 
employer,  how much will  it  grow to 
when you reach 65, again using very 
conservative  assumption  of  6.00% 
average  growth?   Not  much,  only 
little over $500,000.  To get to the first 
scenario  of  having  $1,000,000  at  65, 
one will need to set aside $30,000 each 
year, which is not an easy number for 
anyone to achieve.  Or one will have 
to get a very high rate of return, as we 
all  know  that  it  is  not  easy  for  25 
consecutive years.  

It is not that easy to grow that nest 
egg.  $1,000,000  is  not  easy  to  get  to 
and still not enough for any good life. 
Quite depressing!

All these retirement calculators are 
complicated and less straightforward, 
plus there are too many assumptions, 
although,  it  is  not  difficult  at  all  for 
this  group  of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it.   I  like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ways of thinking so I 
would  like  to  use  a  simple  real  life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same 
retirement fund issue and you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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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the picture clearly:

A  brick  contractor  in  Waltham 
bought  a  5-family  rental  property 
when  he  came  to  USA  from  Italy 
about  35  years  ago.   There  is  no 
mortgage  on  this  building  now.   It 
generates  a  net  monthly  income  of 
$7,000 month after month for him after 
all expenses paid.  The building may 
not be worth a lot of money, but, if the 
scenario  #1  above  applies,  that  is 
equivalent  to  a  $2,000,000  fund  and 
that will not disappear even if he lives 
beyond  90.   They  may  not  make  as 
much  in  salary  as  most  Chinese 
families  in  Acton,  but,  they 
unknowingly  successfully  raised  a 
nice golden hen.  Just for the records, 
they also happened to raise their kids 
successfully, with some help from the 
building. 

Yes,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s  to 
identify,  develop and maintain those 
buildings  to  make  them  into  golden 
hens.  Who says that it is easy to set 
aside  $15,000  annually,  let  alone 
$30,000,  to  build  the  nest  egg  in  25 
years?  It is probably lot easier to raise 
the  golden  hen  than  to  grow  the 
golden egg! 

Like everything else, there are pros 
and cons of any kind of investments. 
One  biggest  drawback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s  its  immobility  for  this 
group  of  high  mobile  professionals. 
However,  the  pros  may  overweight 
the  cons  and  there  are  always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It is kind of crazy to talk about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now while the 
market  is  falling.   However,  to  the 
contrary,  this  may  be  one  of  those 
golden  opportunities  to  find  and 
acquire buildings at lower cost.  Next 
30 years will be the golden years for 
most  of  us  first  generation  Chinese 
families  to  raise  our  families,  build 
our  careers  or  busines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grow our nest eggs or to 
raise the golden hens.  I happened to 
know some Chinese families in Boston 
area  successfully  raised  the  golden 
hens  in  real  estate  in  last  decade. 
However,  the  popularity  is  very 
limited, only to handful that one can 
literally count. I truthfully hope many 
more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is 
window  of  opportunity  to  raise  few 
more golden hens in real estate! It will 
be  very  satisfactory  to  see  our 
community to be benefited from it.

To conclude, 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have a golden hen than a golden egg. 
Obviously, the best is to have both the 
hen and the 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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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ear’s Eve in New York
Wendy Chen

New  York  is  extremely  crowded 
on  New  Year’s  Eve,  as  is  expected. 
Everyone is out to celebrate, hurrying 
through the streets to cluster around 
attractions  like  Rockefeller  Center  or 
Saks Fifth Avenue.  Cameras and cell 
phones  swing  in  the  air—their  flash 
and sheen only adding to the glitter of 
displayed ornaments, an ice rink, and 
the snow dusting tourists’  hair.  As  I 
push  through,  walking  along  the 
sidewalk of  the  Time Square,  I  look 
down and see people already setting 
up chairs, laying out newspapers, and 
huddling  together  to  wait  for 
midnight.  The  eagerness  for  a  new 
year is hardly dampened by the chilly 
weather,  perhaps  even  increased 
because of a hard year for everyone. 

The spirit and life in the crowds of 
the  city  remind me of  opening up a 
fortune cookie and reading that  “the 
difficulties  of  life  are  intended  to 
make us better,  not bitter.”  After all, 
as  in  the  past,  this  New  Year’s  Eve 
continues  to  remind  us  of  the  hope 
and faith inherent in humans.

除夕在纽约
陈雯蒂

正如预期中一样，大年夜的纽约非

常热闹拥挤。人人都出来庆祝新年。人

群熙熙攘攘的汇集在各个旅游点：洛克

菲勒中心摩肩接踵，第五大道精品百货

店街上车水马龙。照相机和手机到处飞

舞，闪烁的银光为节日的装饰品，为溜

冰场，为游人头上飘扬的雪花增添了许

多灿烂。挤在时代广场川流不息的人行

道上，我看见已经有人在街边摆上椅子，

铺好报纸，拥作一团等着午夜那一刻。

寒冷的天气挡不住人们对新年的盼望，

也许反而更增强了，因为这一年大家都

不容易啊。

这城市里人们的精神和生活使我

想起从签语饼中读到一句话：“生活中

困难意欲使我们上进，而不是痛苦”。 

就如往年一样，这个除夕依然提醒我们

希望和信念终究还是人的本性。

(中文编译：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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