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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中文学校的核心任务 
刘鸣（Dean）；石红月（Associate Dean） 

 

中文学校校刊是学校与外界交流的一个窗口，作为

学校的核心部分——教务。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每一个

关心、热爱、支持学校的家长们、老师们、热心的人们，

更进一步了解中文教学结构。因此借此窗口特向大家介

绍一下教务的组织结构和我们的教学目标： 

ACLS Language Program _2010 Fall 
中文班： 

普通中文班：从学前班到九年级。共22个班。 

教材：暨南大学 《中文》（课本、作业A,B册、老

师参考书） 

MLP 班：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共4个班 

教材：MLP专用教材、字卡、DVD、老师参考书 

特点：要求学生必须完成1年级中文或有相当的程度 

中文作为第二外语 

CSL 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6个班 

教材：CSL专用教材 

特点：Students come from No Chinese Speaking 

Family 

中文阅读和会话班 

针对高年级学生（必须完成1～6级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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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由2～3位专题老师和一位班主任组成 

教材：由专题老师根据不同的课题自行准备 

ACLS Teacher’s Team -- 2010 Fall 

共有五个教研组，各有一名组长: 

– Pre-K—2：共 17 名老师，组长卢进梅  

– Grade 3—5：7 名老师，组长周小东 

– Grade 6—9 + R&S：10 名老师，组长靳宏 

– CSL 1—6：12 名老师，组长欧文可怡 

– MLP 1—3：7 名老师，组长仲劲红 

 

语言课老师和TA共53人；学生500人以上；替补老师20人以上。 

 

教务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教学，所以在开学前我们就明确了我们的教学目标： 

 老师应积极转换自己在教学中的角色，从知识的传递者变为学生学习的促

进者、组织者、引导者和参与者； 

 

 在教学中应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设置丰富多彩、形式

多样的课堂交际活动，如小组活动(group work)、双人活动(pair work)、角

色扮演(role play)、游戏(games)、讨论(discussion)等等； 

 

 在教学中，我们老师要通过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

中文的兴趣，培养他们积极思维的习惯，使他们达到具有一定的听、说、

读、写的能力； 

 

 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出发，大力提倡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

交流的学习方式； 

 

 尽量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让所有学生都从语言实践活动中受益，使学生

在参与中体验乐趣，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No. 72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 4 ~ 
 

 

开学以来，在全体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所有的班已顺利完成这学期 1/2

教学计划，期中考试也圆满结束。老师们为达到教学目标，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教

学活动，活跃和生动了课堂教学。为了更进一步活跃课堂教学，我们将组织两次

Game Workshop，给老师们提供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共享教学资源，一直

以来都是我们老师的愿望，现在学校正在组织人力开发老师的 Website，在不久的

将来，我们将拥有老师自己的网站……。 

我们有这么好的中文学校，这么好的教师队伍，又有大家的热情支持。我们一定

尽全力和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的孩子学好中文。如果你想加入我们老师的行列

或对我们的教学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请与我们联系：dean@acls-ma.org。

 
ACLS 于六月十号举办的 CSL Open House 活动 

mailto:dean@acls-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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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顺的毛线 
王晓鹂 

 
母亲年轻时候是喜欢做女红的，尤喜针织——她关节不好，织毛衣可以锻炼

手指的关节，使其灵巧不僵硬。于是，母亲经常让我们帮她缠毛线。打心底里，

我倾慕着母亲灵巧的双手，渴望也能像她那样做出美轮美奂的女工来。可缠毛线，

是我最讨厌做的事情。那时家贫，很多要缠的毛线，都是旧衣服拆了、洗了、晒

了再来缠的。毛线本就不再光滑，拆洗的时候又非常容易纠结在一起，缠得时候

自然便是一团乱麻。那时，我不过是个初中生，哪里能安安静静坐下来去解那些

纠缠不清的线头，往往是起初的三五个结还耐着性子，再往后便没了耐心，把线

团丢在一边，逃之夭夭了。而母亲，总是把毛线绷在椅子背上，一个结一个结的

去解，好像也用不了多久，再乱再纠结的毛线，都会变成一个个蓬松漂亮的大线

团，让人心服口服。 

有一天，忘了什么事，总之我有些不开心，懒得找同学去玩，便举着两只手

充当椅子背儿绷着线，百无聊赖地陪母亲缠毛线。不知道为什么，母亲拣了最乱

的一团线，每缠一圈就会碰到一个结，有时候根本没有头绪。在我看来，要理顺

那团线简直就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好几次，我都劝母亲干脆用剪刀剪断几根

线。可母亲说，只要有一个头，必定会有一个尾，只要安下心慢慢来，总会理顺。

用剪刀当然简单，可毛线也就断了，再说线头一多，也许更麻烦。反正无聊，我

便耐着性子陪她慢慢耗着，权当打发时间。已经不记得花了多长时间缠完了那团

线，只记得缠完的时候，我的胳膊已经麻木。而那团线，那团在我眼里根本无法

理顺的乱麻，竟然真的被理顺了，变做一个软软的大线团。当然，也不是所有的

结都打开了。有些无论怎样也解不开的死结，母亲就把它拽紧再拽紧，让那个结

变得最小，小到不影响织毛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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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一件极小的事，很多年都没想起过，直到出国前回家辞行，闲聊时母

亲再次提起。她说：“你自读书考学，一路顺风顺水，没遇过什么挫折，性子急

脾气烈，出了国人生地不熟，定然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遇事不要着急，

安下心慢慢来，就像那次缠毛线一样，再难缠的事就都会解开。实在打不开的结，

就尽量把它压到最小，不要影响你的生活。”这才明白，原来那次缠毛线，母亲

是别有用心的。 

一晃十年过去了。 

十年里，的确遇到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每次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时

候，便会想起母亲的话，想起那次与母亲一起理毛线的情景。于是，也拿出自己

的针线筐，随便拣个活计来做，缝缝补补也好，修件衣服也好，改条裙子也好，

哪怕什么都没得做，只整理一下针线筐也好，当手里的活计做完的时候，骚动的

心也会慢慢平静下来，理清了头绪。 

于是，做针线，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次电话里跟母亲聊起

这码事，母亲笑着提到一首歌：“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是

一根线，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的确如此。生活就是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结，再把大大小小的结解开的过

程。只要安下心来，就没有打不开的结，也没有理不顺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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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川 
Sichuan Gourmet 

 

正宗川菜 
www.Laosichuan.com 

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 
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Billerica      Framingham 

978-670-7339   978-670-7348   508-626-0248   508-626-0347 

502 Boston Rd, Billerica MA 01821  271 Worcester Rd, Framingham MA 

http://www.laosich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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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Realty, Inc. 
The true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in real estate!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 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没有卖错的房子，只有买错的房子！ 

We know How to sell and what to buy! 
 

Kathleen Zhang, CPA 
Individual and Corporation Tax Specialist 
We specialize in Tax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Real estate 
taxes; Retirement & Financial planning;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service. 
Not all accountants are created the same! 

 
Our offices: 124 Main Street in Acton and 844 Massachusetts Avenue in Lexington. 

Real Estate:                        CPA Firm: 
(978) 264-0900                   (978) 263-4355 

GoodSchoolRealty.com          Kathleenzhang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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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贺易  

 

我长大了想当一个网球运动员。我现在在

练打网球，我想拿第一名。我最喜欢的网球

运动员是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他有

一个长鼻子。我爸爸妈妈帮我学网球运动员。

我可以打很有力的球，我需要练我的反手。 

你觉得我的中文水平提高了吗？（老师评

语：这句不应该在这儿，不过你的中文确实

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我们的一个造句练习 

。） 

 

候妞妞 

我长大了要当一个滑冰教练，因为我喜欢

滑冰，我也喜欢看别人滑冰。为了 

当个好滑冰教练，我现在要好好学习。我

也要学好中文，因为我要教中国 

孩子学滑冰。 

 

龙苗苗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画家，因为我喜欢画画。

我的同学说我画的很好。如果 

一幅漂亮的画挂在家里那就看起来更美丽。

我可以去天安门，故宫，长城， 

颐和园，白宫和自由女神，去画那里的景

色。我也可以帮助小朋友 

画漫画。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是为什

么我想当画家的原因。 

 

龚阿贵 

我的梦想是成为游泳冠军。因为我的游泳

水平很高，而且我很喜欢。我觉得游泳很 

锻炼身体。我喜欢蝶泳，像海豚一样飞跃。

我现在是家里的冠军，将来成为全国 

冠军。 

 

简安迪 

 

我长大了要做魔术师,因为好玩。我还有很

多魔术书，它们都好看，书上有很多魔术。

很多孩子喜欢魔术。我会做很多魔术。你喜

欢魔术吗？ 

 

蒋松 

我长大后要做一个鼓手，因为我要打鼓,踩

着架子发出很响的声音。我要当鼓手 

另外的原因是我可以用鼓槌敲打，而不是

像弹钢琴那样轻轻地弹琴键。现在我想多练

习敲鼓，将来成为优秀的鼓手，打出美妙动

听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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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和凡尔赛宫 

顾玉洁 

 

亮亮：明明，你去过颐和园吗？ 

明明：我没去过。 

亮亮：你要去吗？ 

明明：要。 

亮亮：说一二三。 

明明：好，一二三。 

他们开始飞了。你看颐和园，真美啊！颐

和园有一个长长的走廊，它的名字叫长廊。

颐和园有万寿山，万寿山上面颐和园的景色

都能看到。颐和园有小狮子，它们都很生动

十分可爱。颐和园的景色可真美啊！ 

亮亮：你去过凡尔赛宫吗？ 

明明：我没有去过。 

亮亮：你要去吗？ 

明明：要。 

亮亮：说一二三。 

明明：好，一二三。 

他们开始飞了。你看凡尔赛宫，凡尔赛宫

有七百多间大厅和房间。镜厅里面 

有很多名画。王宫里面很美，外面更美，

十分迷人。凡尔赛宫可真美啊！ 

颐和园和凡尔赛宫都很美。 

 

一个机器人 

孙雨桐 

 

从前有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发明了一个机

器人。 

爸爸说“不要玩我的机器人，我要去买点

饭吃”。那个孩子什么都没听见。他想 

了想说，“我去看看爸爸的机器人能干什

么”。他从机器人上拿下了一个小钉子。他

爸爸吃完饭回来后去看他的机器人。他一过

来就问，“谁从机器人上拿了个 

钉子下来？” 

过了两天，那个孩子跟爸爸说，“是我拿

下来的”。他爸爸说，“没关系，你跟我说

了就好”。 

 

飞飞的好朋友 

顾欣仪 

 

有一天，一只小鸟在一棵树上，它很不高

兴。因为它没有很多朋友，别的小鸟都 

不喜欢它。 

“飞飞，你还好吗？”它的妈妈问。飞飞

没有回答，它很不高兴。 

直到有一天，一只小鸟月月去了飞飞的家。

它也没有朋友。飞飞和月月 

成了好朋友。 

 

不听话的小熊 

吴文迪 

 

从前，有一只小熊，有一天早上起来看见

外面在下雪，他很快到楼下玩。在他出去 

之前，爸爸妈妈说“小熊阿，多穿衣服吧，

外面很冷”。小熊一点儿都不听，就 

跑了出去。他在外面先觉得很舒服，后来

就冷了。小熊就冻僵了。 

妈妈觉得很奇怪，小熊怎么还不回来阿？

已经三十分钟了。熊爸爸到外面看， 

看见小熊冻僵了，他就把小熊抱了进去。

现在小熊再也不敢不听父母的话了。 

 

它是谁？ 

陈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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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名字是白。白是天空的小白云，又软

又轻。它爱打别的云，白变成 

了大云。因为它不是小云了，所以它的名

字现在是白白。每天白白比昨天更大。 

如果白白很大，它能压缩成为小云。 

 

小女孩想成为女神 

陈小玲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女孩住在北方渔村。

每天晚上，她都看到天上的流星，她 

希望她能骑一个流星。她知道天空女神的

女儿都夜间乘着流星。她认为，如果 

她是流星女神，那么她可以骑流星。于是，

她抬头看着天空，祈求天空的 

女神，她想成为流星女神。 

天空女神回应：“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流星

女神，明天晚上，数有多少流星 

划过天空下降。如果你给我正确答案，我

将让你成为流星的女神。“ 

所以女孩数着流星，看见流星正是 501。 

就这样，小女孩成了流星女神。 

 

小鸭子 

陈粒 

 

小鸭子的家里有鸭妈妈，鸭爸爸和鸭妹妹。

有一天，小鸭子又脏又饿。它来 

到一个小湖边，游到湖中心，抓到一条鱼，

把肚子吃饱了。小鸭子就高高 

兴兴地回家了。 

小鸭子回家后，鸭妈妈生气地问它，“你

为什么没有给妹妹抓一条鱼？” 

小鸭子很不好意思，马上回到湖边，又抓

到一条小鱼。它走回家，把鱼给 

妹妹吃。妹妹说，“哥哥真好”。 

 

井底之蛙 

高凯文 

 

从前有一只小鸟，她和井下的青蛙是好朋

友。小鸟每天都跟青蛙说话聊天。 

可是，有一天小鸟去找吃的去了，青蛙很

着急。过了两天，小鸟终于回来 

了，青蛙又生气又着急地说：“你上哪儿

去了？”小鸟说，我去抓虫子 

吃了。青蛙说：“下次你出去告诉我。而

且天那么小，你怎么去那么 

多天阿”？小鸟说，你坐在井下，只能看

见那么小的天。要是你爬上来， 

就能看见天有多大多高了。青蛙爬上来了，

他看到了天空。 

天空原来很大很高啊！ 

 

感恩节 
7A, 老师：张风兰 

 
幸韬 

感恩节是一个奶美丽的节日。菜和肉都做

成很好吃的饭，又好看。我的家第年感恩节

做一 只鸭。我们还做其他的菜。 

感恩节我们做南瓜饼。南瓜饼很美味和可

口。我们也做土豆跟海藻沙拉。菜都方位，

也顶好。 

感恩节是一个美丽的节日。菜又好吃又壮

丽。感恩节是一个好的节日，菜又好吃。 

 

陈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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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620 年， 一百多名英国清教徒乘坐

五月花号船来到了麻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又缺少食物，他们又冷

又饿，受尽苦难。到了第二年春天，只有五

十多人活了下来。这时，好心的印第安人给

新移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还专门派人教他

们打猎、捕鱼和种玉米、南瓜。在印第安人

的帮助下，移民们终于获得了丰收。为了感

谢上帝和印第安人朋友，移民们每年举行感

恩欢庆。在清晨人们放礼炮，排队走进教堂，

点起篝火举行盛大宴会。最初感恩节没有固

定日期，直到美国独立后，感恩节才成为全

国性的节日。在 1863 年美国总统林肯宣布每

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感恩节。之后，

感恩节的日期又有几次变动。直到 1941 年经

过国会通过，又改回到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

星期四。 

美国的感恩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

象中国的春节一样。每年的感恩节全家人都

会聚在一起吃一顿慧的晚餐，有烤火鸡、南

瓜饼、土豆泥。人们还用南瓜和彩色玉米进

行装饰。 

 

姚慧妮 

感恩节起源于三百多年前，由一批英国的

白人第一次坐船来到现在的美洲大陆。当他

们刚来这里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碰到了很多

的困难，例如，造房子和种庄稼。后来，他

们遇到了当地的土著人，也就是原始的印第

安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互相敌视，但是

不久以后，他们又开始了互相帮助。当地的

土著人帮助白人种庄稼，月箭，弓和陷阱来

抓动物。白人教土著人使用枪支来打猎。当

第一个丰收季节来到的时候，为了感谢他们

丰盛的收获，他们准备了很多的食品，如玉

米，酸果蔓，火鸡，土豆，面包，鱼等等，

一起来庆祝这一年的巨大丰收。从此以后， 

每年的这一天，也就是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

四就成为了传统的感恩节。 

 

郭宁宁 

感恩节是美国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 11

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就是感恩节。感恩节是美

国人合家欢聚的日子。 

三百多年前，一些从英国来的人到了美国。

在第一个冬天，很多人死于饥饿和病。活一

下的人就开始种粮食。人们整个夏天都在盼

望丰收的到来。最后，人们得到了一个意外

的丰收。人们为了感谢上帝就举行了三天的

欢乐活动。直到今天，人们都还在庆祝感恩

节。 

如今，人们感恩节的时候会吃烤火鸡，南

瓜饼，玉米面包和各种各样的水果和饮料。 

 

施宏颖 

感恩节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节日。这一天

不但表示感谢，而且还表示美国的一个重要

事件。 

1620 年，102 名英国人挤到一个船上去美

国。无边无际叫 Pilgrims。他们下船在一个海

附近的地方，叫 Plymouth，船 上也有鸡，羊

和牛从英国带来。所以人有东西吃。他们附

近的地方水不好喝，所以他们用树上的苹果

做喝的。可是，这些英国人的第一个冬天还

是很难。许多人生病死了，冬天完时，

Plymouth 里的人少了一半。这时，住在附近

的土著人来到 Plymouth，让英国人回家。

Squanto，一个土著人，会说英文，给英国人

翻译，帮这两边同意在一个答案。Squanto 教

英国人怎么种吃的，抓海里的东西和钉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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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动物吃。下一个秋天，英国人有了一个

非常大的晚餐，感谢 Squanto 帮他们在

Plymouth 生活。 

感恩节是在 1863 年开始。美国的第十六

个总统把十一月最后的星期四变到感恩节。

可是在 1939 年，总统 Franklin D. Roosevelt

把这一天换成 11 月里第四个星期四。 

感恩节教我们不要做一个贪心的人，教我

们不怕劳动，教我们一齐干活做一个更好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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