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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教务会 

教务 —— 刘鸣、石红月 

 

每年开学前，教务都要组织一次给全体中文老师的教务

会，目的是让老师，尤其是新老师，了解学校的组织管理方

式和语言课的设置安排。今年的教务会是 8 月 31 日晚在

Acton 图书馆举行的，有 90%的老师和 TA 出席了此次活动。

大家经过暑期的修整、休息，都迫切想知道学校对新学期的

安排和计划。 

此次活动得到了中文学校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董事会会

长苟燕妮，家长会会长陆青都出席会议，跟老师见了面。她

们向老师介绍了董事会的职责范围和家长会的职责范围，表

示了对老师、对学校教学的支持。所有 Admin 的成员也应邀

出席，并向老师们介绍了各自的职责范围。校长史建英和副

校长李日新都是中文学校的长期志愿者，之前是中文学校的

老师，也担任过教务主任，除了最新加入的老师，大家都熟

悉她们了。校长助理邱敏介绍了高中生志愿者的组织与管理

的情况，请老师们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在服务社区

的过程中成熟成长。老师们也认识了管理团队的其他人员，

负责注册的 Sharon，负责财务的阮静和蔡国红，文体主任陈

挺。校刊主编李伟请每个新老师写个自我介绍给校刊，也请

老师们多给校刊写稿及提供学生们的作品。总务荣燕给新老

师带去了新学期需要的教学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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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里管教学事务的唐燕华给老师们介绍了经过整个夏天准备，已初具规模的老师

Web Center，并鼓励老师们利用此网页，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教学体会和教学小道具与大

家一起分享。接着，刘鸣介绍了学校的组织结构，现有的语言课程设置，教研组的分组及

各组组长，老师的注意事项尤其是开学的准备、与家长的沟通等等。石红月介绍了包括老

师的考勤，待遇，报销等方面的规定。最后各小组聚集在小组长周围，大家相互介绍、认

识，好一番热闹的场面。 

这里我们把老师教务会上介绍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并感谢整个中文学校社区对我

们教务工作的支持，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建议。 

Acton 中文学校的组织结构： 

 

 

 

 

 

语言课程： ACLS Language Program _2011 Fall 

 

 

 

 

 

 

 

 

 

 

董事会 

讲座 

家长会 行政、管理 

文化课 语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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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共6个班 

教材：MLP专用教材、字卡、DVD 

普通中文班 

中文AP班 为参加中文AP考试的学生，开设的强化班 

中文阅读和会话班 

针对高年级（必须完成1～6级中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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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自行准备 

中文作为二外班 CSL 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6个班 

教材：CSL专用教材 

MLP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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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 

语言课老师/TA：60人；学生：600人以上；替补老师：20人以上 

分五个教研组，每组有教研组长（Group Coordinator） 

低年级组（Pre-K～Grade1） 卢进梅  Jinmei Lu 

中年级组（Grade 2～5） 高维旭  Weixu Gao  

高年级组（Grade 6～9 + CR&S*+CAP*）  靳  宏 Kitty Raymond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CSL 1～6) 李日新 Rixin Li (代理) 

马力平组 (MLP 1～4) 马  敏  Min Ma 

*CR&S - Chinese Reading and Speaking; *CAP Chinese AP  

中文学校教师队伍，是一个团结、友好、互敬互爱的大家庭。大家每周在一起为社区

默默无闻地做贡献，可谓是任劳任怨。大家只有一个愿望---让我们的孩子对中文感兴趣，

坚持不懈地学中文。希望更多的家长加入我们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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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Subject: ACLS Board transition meeting 
Present: Dick Calandrella, Suzy Eppling, Yanni Gou, Wei Li, Yuan Li, Yuming 
Liu, Jianying Shi, Yanhua Tang, Joanne Wu, Jeff Yang, Guoying Zuo 
Note taker: Yuming Liu 
Date/Time: Tuesday, July 5, 2011, 8:00 – 10:00 p.m. 
Place: 22 Longmeadow Way, Acton, MA 01720 
Meeting minutes: 
 
1. Self Introduction 
Each member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his/her background and past experiences 
with 
ACLS. Yuan Li, Yuming Liu, Jianguo Wang (former Principal), Ming Wang, and 
Joanne Wu (CSL representative) stepped down from the Board. Newly elected members, 
Yanni Gou, Jeff Yang and Guoying Zuo, along with Suzy Eppling (CSL representative), 
Jill Lu (Chair of ACLS Parent Council), and Jianying Shi (ACLS Principal), joined the 
Board. 
 
2. Election of Chair of the Board 
The Board unanimously elected Yanni Gou as the Chair of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3. Discussions of Past Successes and Lessons and New Initiatives 
The Board freely discussed the successes achieved and lessons learn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Board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work with the Admin team and Parent 
Council to achiev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ACLS, to lead the effort in 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advanced methods for Chinese-language teaching/learning,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mong parents and various ACLS and loc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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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Subject: Regular Board Meeting  
Present: Dick Calandrella, Suzy Eppling, Yanni Gou, Wei Li, Jill Lu, Jianying Shi, 
Yanhua Tang, Jeff Yang, Guoying Zuo  
Note Taker: Yanni Gou  
Date/Time: Tuesday, Sept. 13, 2011, 6:30-8:50pm  
Plac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Conference Room, Acton, MA 01720  

 
1. Board new initiatives  

 
The following new initiatives were discussed and approv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unanimously.  
 
a. By-law revision:  
The Board would like to revisit the ACLS by-law which was made effective on Jan. 3, 
2004 and its amendment which was made effective on April 13, 2009. It was 
discussed that the Article VI Parent Council has not been defined. A joint effort from 
the Parent Council and the Board is needed to complete this Article. A by-law 
committee will be formed to work on this task.  
 
b. ACLS Management Handbook  
There have been a few written job descriptions for admin members from the past 
Administration teams;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is scattered. There was a discussion 
about generating an ACLS Official Management Handbook to not only include all 
functions of the admin team, but also to include the Parent Council and the Board.  
 
c. ACLS website  
The project of upgrading ACLS website was initiated in the school year of 2007-2008. 
The new registr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 “face” of the 
website has not been updated. The Board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Admin to have 
this project completed.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hire professional web designers 
and this needs budget approval from the long term fund by the Board.  
 
d. Public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In the past,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has been a traditional school activity 
which opens to ACLS parents and friends only. In 2011, ACLS organized a grand 
celebr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own of Acton and the Acton-Boxborough 
Cultural Council to celebrate the town’s 275th anniversary. This event was opened 
to the public. It was agreed to host a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which is ope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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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for the coming new year of 2012. An event committee will be formed to 
organize this celebration.  
 
e. Set up a program to support students in China  
The Board would like to lead a program to help Chinese students in a developing 
rural area in China. It was discussed that we may seek for collaborations with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since NCLS has established a program, and 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run for many years.  
 
2. Board Subcommittees  

 
A few subcommittees were formed to work on different function areas:  
a. Finance: Yanni Gou, Jill Lu, Wei Li  
b. Public relations: Jianying Shi, Yanni Gou, Dick Calandrella, Jill Lu  
c. By-law revision: Yanni Gou, Jill Lu, Jianying Shi, Dick Calandrella  
d. Communication: Guoying Zuo, Wei Li, Yanhua Tang  
e. Activity: Jeff Yang and others as needed  
f. China project: Suzy Eppling, Guoying Zuo  
g. Teachers liaison:  

i. Chinese Language: Yanhua Tang  
ii. CSL: Suzy Eppling  
iii. Culture classes: Guoying Zuo  

 
 
3. Parent council report  
 
The Parent Council Chair Jill Lu gave a brief to the Board regarding the Parent 
Council. The current members include Jill Lu, Rick Jian, Xiaoshen Ji, Donghai Ma, 
Lixin Sun and Ling Huang. Lixin is the seminar coordinator. The parent security and 
classroom duties are led by Rick with Xiaoshen as an assistant. The current system 
can effectively assign, record and track parent duties performed. Jill suggested to 
that the Principal include a reminder in the weekly note for parents to sign-in on the 
day of duty to get credit. Donghai is in charge of organizing headparents. Jill 
suggested to that the Principal ask Liu Ming (Dean of ACLS) to remind classroom 
teachers to send out survey emails to recruit the headparents. Ling will lead other 
PC activities, i.e., Chinese New Year party and the end of year outing, etc..  
 
4. Administrati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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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 Jianying Shi gave a brief presentation for the school operations including 
admin team members, school plan/calendar, school program status and school year 
focus. There are 37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three more classes than last year) and 
33 culture classes (four more classes than last year). There are 39 language teachers, 
33 culture teachers and 19 TAs. As of the first week of school, 600 students 
registered for the language classes, and 424 students registered for the culture 
classes.  
 
5. Discussion/approval of the school budget for the fall semester  

 
Jianying presented the school budget for the fall 2011 semester. The budget was 
mended at the meeting and was approved unanimously. The final balance contains 
seven dollar surplus. Jianying mentioned that 20 more new students are expected in 
the second week of this semester.  
Jianying also shared information from Steve Mills,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regarding the proposed charge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 position during school 
hours. The proposed charge is approximately $9000 annually. There was 
communication between Jianying and Steve regarding this proposal. A meeting with 
Steve Mills will be set up to further discuss. 

 
 

新老师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方晶，是中文学校 CSL-4 的老师。今年是我第一年在中文学校当老师，

在这之前，我做过一年 CSL-4 的 TA，还做过几次 CSL 其它班的代课 TA。 

我本来学的专业是化学，做的工作是药物分析。后来在我的两个小女儿（双胞胎）

出生之后，为了有多一些时间照顾孩子，我就做了全职妈妈。我的三个女儿现在都在咱们

中文学校学中文，大女儿上中文八年级，两个小女儿上马立平一年级，她们都是从

kindergarten 开始就上中文学校的。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以及我辅导她们学中文时间的增

长，我对教孩子们学中文有了浓厚的兴趣。两年前当我们全家从芝加哥搬到 Acton 之后，

我就申请了在中文学校当老师。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又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和文化教给他

们，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事。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 CSL program. 因为它的特殊性，所以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首先

是 CSL 的学生基本上来自父母不会说普通话的家庭，他们的中文基础很薄弱或者一点基础

也没有，他们学中文几乎完全依赖中文学校里的学习，他们的家长也基本上不能辅导孩子

的中文，家长们对我们 CSL 的要求也和普通中文班不太一样，多数家长希望孩子在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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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时间里，多练习听说，少花时间学写字. 由于不少家长都是受的西方式教育，他们对

我们的教学方式也有比较多要求，这也迫使我常常思考采用什么样的课堂活动，才能使学

生学得有兴趣，同时又能有效地达到我的教学目的。 

我喜欢我们中文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学校的领导非常重视学术交流，这对提高老师

的教学水平帮助很大，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新老师，学校经常组织有经验的老师介绍经验，

上示范课，又鼓励老师们参加校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我们位于美国文化中心的波士顿郊区，

新英格兰及全美的中文老师学术交流活动常在附近举办，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我

大女儿曾在芝加哥北郊的中文学校学过五年中文，我明显地感觉到我们学校的中文教学水

平要高出一筹。所以只要有机会，我都尽可能参加这些交流活动，这使我在学术水平，教

学方法，课堂管理及新科技在教学中的应用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在这里我也希望

和中文学校的各位老师和家长一起努力, 把我们的中文学校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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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Fencing Students Moving on to 
the Wide World of Fencing Competitions  

Coach Tung-Shan Chang, aka Fritz Chang 
The ACLS foil fencing class has been growing steadily since it was first offered in the 

fall of 2003. This fall, 2011, 34 students are enrolled in the one-hour fencing class which 
is held every Sunday afternoon in the cafeteria of the Parker Damon Elementary School, 
Acton, Massachusetts.   

Of course, one teacher alone cannot possibly teach such a large fencing class. In 
addition to this writer, who is one of the two original fencing teachers, the ACLS has 
added Mr. Ran Ding, Mrs. Sue Chang and Mr. Zhao Kai. (The bios of these fencing 
teachers can be found in the ACLS web site. Mr. Xing Jian, who originally proposed the 
fencing class to ACLS back in 2003 or maybe even earlier, has since retired.) The class is 
still difficult to teach even with four teachers. For that reason, the fencing class also has 
been given teaching assistants* for additional help.  

The students in this large class range in age from six to twelve or thirteen this school 
year. Because some of them are new to fencing and others are returning students from 
one or two years ago, they range in fencing experience and ability. To make sure that no 
student is lost because there are advanced fencing students and no advanced fencing 
students are bored because basic fencing skills are being taught, we have divided the 
class into four levels. We call the beginner’s level the Green Team. Those who have 
taken one year of group fencing class at ACLS are on the next team, the Yellow Team.  
Fritz and Sue Chang have been dividing their time between these two teams. Students 
who have had more than one year of fencing instructions and wish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electrical fencing are on the Orange Team. Mr. Ding Ran has been 
teaching the students on this team. Fritz Chang also helps out occasionally. Those with 
the most amount of experience in fencing are on the Red Team. They have all bought 
their own electrical equipment. They do exclusively electrical fencing in order to get 
competitive experience. Mr. Zhao Kai teaches the students on the Red Team. Starting 
from November, 2010, Mr. Zhao Kai and Miss Meng Shuang volunteered to help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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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d Team. Since September, 2011, 
Miss Meng Shuang has been teaching 
fencing program in another nearby 
Chinese School.   

At this time, we have two strips for 
electrical fencing. A third strip is being 
planned.  Right now, the electrical 
equipment is being put together and 
tested. We hope that it will be available 
to the students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2011. Most students on the Red Team 
have been advised that if they wished to 
take part in local competitions, they 

needed additional practice for which ACLS was not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them with 
space. Fritz and Sue Chang recommended that they could go to the Boston Fencing 
Club for additional practice and perhaps take private lessons. Many students on the 
Red Team have done exactly that and they have competed in numerous tournaments.  
For about a year, they have been compiling some very impressive competition records.  
They deserve our admiration and applause. In fact, so many of them have competed in 
so many competition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list all the results. In the table below we 
will just summarize some of their highlights, such as some of their best results in the 
last year or so.  The students are listed in no particular order. 

The very first ACLS fencing student that took part in a local competition starting 
about three years ago was Grace Ding. She is now thirteen years old and has since 
moved on to compete at the U.S. 
national level. Grace has long outgrown 
the ACLS fencing class and is now 
training diligently elsewhere. 

In order to keep up to date with the 
world of competitive fencing, Teacher 
Fritz Chang still competes about six 
times a year. 

 

 

 

 
Brian Li with Coach Zhao Kai and Meng 

Shuang in Rochester Super Youth Circuit, NY. 

Fencing Class Grou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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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Fencing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Competitions Since Spring, 2010 

 

Name Number of 
tournaments 
participated 

Event/Tournament Event 

Date 

Event 

Location 

 

Pla
ce 

Anthony 

Ma 

7 since 
2/5/2011 

Y10 Mixed Foil/Joe 
Pechinsky Youth Memorial 

Tournament 

11/6/20
11 

BFC 3rd 
of 13 

Alex Ma 7 since 
2/5/2011 

Y10 Mixed Foil/Joe 
Pechinsky Youth Memorial 

Tournament 

11/6/20
11 

 

BFC 

 

2nd 
of 13 

Sylvia 
Ren 

 Y12 Mixed Foil/Joe 
Pechinsky Youth Memorial 

Tournament 

11/6/20
11 

BFC 9th 
of 15 

  BFC Youth Progressive #6 6/11/20
11 

BFC 8th 
of 14 

  BFC Youth Progressive #3  BFC 5th 
of 9 

Brandon 
Li 

李浩元 

First and 
only 

tournament 
so far 

Y10 Mixed Foil/Joe 
Pechinsky Youth Memorial 

Tournament 

11/6/11 BFC 3rd 
of 13 

Brian Li 

李浩成 

 Y10 Mixed Foil/Joe 
Pechinsky Youth Memorial 

Tournament 

11/6/11 BFC 1st 
of 13 

  Y12 Mixed Foil/Joe 
Pechinsky Youth Memorial 

Tournament 

11/6/11 BFC 1st 
of 15 

  Flower City SYC 10/1/11 Rocheste
r, New 
York 

3rd 
of 26 

Binbin 
Huang 

21 since 
10/29/10 

Y 12 Mixed Foil. Youth and 
Veterans 

11/5/11 BFC 3rd 
of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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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斌 

  Y12 Joe Pechinsky Youth 
Memorial Tournament 

10/8/11 BFC 2nd 
of 12 

  Y10/Youth Progressive 6/11/11 BFC 1st 
of 10 

Brian 
Wang 

王思齐 

16 since 
11/7/10 

Y10 Mixed foil 5/11/11 BFC 1st 
of 9 

  Y10 Joe Pechinsky Youth 
Memorial Tournament 

10/8/11 BFC 1st 
of 7 

   5/14/11 BFC 3rd 
of 19 

Grace 
Ding 

丁寅蕾 

37 since 
4/12/2008 

Senior Mixed Foil/Granite 
State Open 

10/29/1
1 

New 
Hampshire 

3rd 
of 22 

  Y14 Women’s Foil/Mission 
Fencing Center’s Super Youth 

Circuit 

3/4/11 New 
York 

1st 
of  
51 

  Y14 Women’s Foil/Sword 
in the Snow SYC, New 

Hampshire 

1/7/11 New 
Hampshire 

1st 
of 31 

Andrew 
Ding 

丁驿骁 

17 or more 
since 

3/12/2010 

2011 Pumpkin Smash 10/28/1
1 

 1st 
of 11 

  BFC Youth Progressive # 5 5/14/11 BFC 1st 
of 12 

  BFC Youth Progressive #4 4/23/11 BFC 1st 
of 31 

Kevin Xu 

许亚龙 

10 since 
5/23/2010 

Y10 Mixed Foil/Joe 
Pechinsky Youth Memorial 

Tournament, Series 2 

11/6/20
11 

BFC 6th 
of 12 

  Y10 Mixed Foil/Joe 
Pechinsky Youth Mem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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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nament, Series 1 10/8/20
11 

BFC 6th 
of 14 

  BFC Youth Progressive #6 6/11/20
11 

BFC 6th 
of 14 

 

Their impressive records cannot help but make us wonder if there will be a future US 
national champion among them. We feel that if they keep up with the current level of 
intensity on training, winning one or more national championships will not be a far-
fetched idea. No one can predict if and when this will happen, but if they can do well at 
major competitions, their results will provide them with a great extra boost when they 
apply to colleges.    

We feel that the fact that these students have been able to do so well is due to, to a 
large extent, all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1)  the students have a serious, dedicated interest in fencing; they have been 
able and willing to work hard; they are not discouraged by losses at competitions. 

 (2)  both parents of these students have been providing their children with 
unwavering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These parents have sacrificed a great deal in 
taking a real interest in their children’s hobby. They drive forty-five minutes each way 
to the Boston Fencing Club in Waltham, Massachusetts where their children practice for 
a few hours and then another forty-five minutes back. They do this two or three times a 
week! All these parents deserve a round of applause. 

 (3)  Last but not least is the ACLS administration which, to a large ext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encing class to grow. As the fencing class grew in size over the 
years, we needed a larger space for the students. About two years ago, the ACLS 
administration responded to our needs and provided us with the current space large 
enough for upwards of forty or more fencing students. The administrator who has been 
taking care of our needs is Ms. Chen Ting. Her predecessor was Zuo Guoying. On 
behalf of all the fencing students and teacher, we thank both of them for their support.     

Future Prospect:  We believe that the foil program at ACLS is now pretty well 
developed despite some areas that still require improvement. That being the case, a 
further step to expand the ACLS fencing program, if at all possible, is to introduce epee 
and saber fencing to the students. At this time we can only wonder when and how it 
will happen.   

 *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have been former fencing students who no longer take 
the fencing classes.  However, since many of them still have an interest in fencing, we 
have invited them back to help out the fencing class.  They include Michael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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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ie Ho, Jenny Ho, Sylvia Ren who are current teaching assistants. Former TAs 
include Ileana Wu, Stephen Tang and others.  On behalf of all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 thank these TAs for their assistance. 

 

 

 

ACLS 辩论班学生在 2011 年 3 次全国和区域辩论锦标赛中屡创佳绩 

一年一度的全麻省辩论与演讲新手锦标赛于 2011 年 10 月 15 日在 Sacred Heart High 

School 举行。约 250 名来自全省的高中学生参加了共 13 项比赛。ACLS 辩论班的

Richard Cui，Carolyn Zhou 和 Kevin Fan 同学参加了 Lincoln-Douglas 辩论比赛，表现突

出。三位同学均获得最高优胜奖。其中 Richard Cui 同学获得全胜战绩；Carolyn Zhou 同

学获得演说技术分满分。演说技术满分在新手中是非常少见的。 

ACLS 辩论班同学 Richard Cui

荣获 The National Averill Invitational 

锦标赛 LD 新手冠军。这次锦标赛

于 10 月 28 至 29 在 Manchester-

Essex Regional High School 举行。

Richard 同学从 24 名来自 New 

England 地区各高中的选手中脱颖而

出，以 4 比 1 的战绩进入决赛，2 比

1 赢得半决赛。最终以 3 比 0 获得冠

军。Richard 同时也获得最佳陈述奖。 

 

          

         

         

在 Natick High School's Gracia Burkill Memorial 

tournament（11 月 12 日）锦标赛中，ACLS 辩论班

同学 Kevin Fan 与 38 名选手进行了争夺，获得

Varsity Group Discussion 比赛的最佳新手奖和第三名。

他是 6 名决赛学生中唯一的高一学生（其它均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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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或高四学生）。 约 400 多名选手参加

了这次锦标赛。 

Richard Cui，Carolyn Zhou 和

Kevin Fan 三位同学的优异成绩是源于在

ACLS 辩论班的学习和训练。ACLS 辩论

班提供一个学习辩论和演讲的极好机会。

通过辩论和演讲，学生能够学习并大幅

度提高下列能力和素质，在日常生活和

以后的职场生活中将终身受益。 

1） 能言善辩    与人交流和沟通

（语言的，形体的和心理的），

以及影响力和领导能力 

2） 思维严谨    逻辑分析，推理和评判 

3） 开阔视野    各类信息的大量采集，分析和使用 

4） 才思敏捷    及时准确地确定并有力地维护或反对某种观点，想法 

5） 增长知识    深入涉及到许多新的知识领域，如哲学，道德伦理等 

 

ACLS 辩论班由 Qing Zhou 和 Richard Zhou 讲授。Qing Zhou 曾是 Westford 

Academy High School 辨论队的教练（家长）。Richard  Zhou 在全美国，全麻省和区域的

Lincoln-Douglas, Public Forum, Group Discussion, Student Congress, 和 Extemporaneous 

Speaking 等项辩论和演讲锦标赛中多次获奖, 有全美锦标赛第二名一次，全麻省锦标赛冠

军两次等 7 项奖。他现为 Concord-Carlisle High School 辨论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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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演说 

高年级阅读和会话班 

   陈筱竹 

亲爱的家长们，老师们，和同学们，

你们好。今天，我们为了庆祝中文学校又完

成了的一年团聚在一起。这是一个特殊的日

子，因为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高兴的唯一的一

个星期天。喜欢在ACLS的人正在高兴地看着

他们的劳动的结果，而那些不特喜爱每个星

期来上中文学校的人也很高兴，因为课马上

就要结束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时刻。

我从来没把中文学校当成我的第二个家。我

现在有种当你知道你花了很多年的功夫而完

成一件大事后释然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我

现在仍然有一种离开时刻的伤感。我在这里

的九年时间比我想象的过得快多了。回头看，

快十年了，（对一个十四岁的学生，十年和

永远几乎是一样的）。 这十年比我坐在教室

里等着铃声响要短多了。 

  在学校我的第一印象并不特殊。我六

岁时我妈妈第一次开车把我带到这里。当时，

RJ Grey显得非常大， 感觉它比我的小学大多

了。我参加了语言班，我没有特别在乎，因

为张老师老每次都会带着粘纸来发。我还上

了一个文化课-跳舞。我那时不擅长跳舞，现

在也不是。  

  无论如何，第二和第三年级之间发生

了变化。我突然觉得中文学校比其他任何活

动都更加讨厌。 可能是因为功课太多，也许

是因为我的父母非要让我去，也可能两者都

有。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学中文了，但我还

是必须上中文学校。  

  第三，第四，五年级很快过去了。平

静可能是用来描述那些年最好的词。我不记

得太多的细节，因为他们都是很久以前的事，

而且除了难了一点以外，每年几乎和前一年

一模一样。我至少学了五次“的“，”得“，

和”地“的用法，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我的记忆里，六年级占的位置比前

几年的大得多。我那年是跟博文同学同一个

班。在这一年，学汉语成为一件更受欢迎的

事情。这可能有部分是因为有吃的东西，因

为零食总是能促进人们的学习，但我认为大

部分是因为Ｒａｙｍｏｎｄ老师的功劳。  

  我完全同意博文同学关于Ｒａｙｍｏ

ｎｄ老师课的感受。那年我对中文的学习发

生了一个变化，所以我要感谢她促成了这个

变化。  

  然后我来到了七，八年级。七年级是

最繁忙的一年。为了踢足球，我错过了三分

之二的秋天和四分之三的春天。 

  今年也是非常特别。它的特殊不是因

为它是离今天最近的一年，也不是因为我自

己的感觉。它的特殊是因为这门课的教法和

别的课不一样。阅读和口语班给了我非常不



No. 76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 18 ~ 
 

同的经历。课文更多样化，而且它提供了学

习中文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这个班上

我开始愿意自己读中文书了。 我认为这是一

件在普通的中文班上不可能会发生的事。老

师们也都非常优秀，特别是姚老师。 

  其实，如果没有家长们，老师们，和

我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完成中文学

校。我过去的老师帮了很大的忙，但是最重

要的是我的父母。这九年值得吗？我的答案

是肯定的。通过这几年的坚持给我了信心。

现在我知道我如果坚持就可以做到。我现在

认为学习中文是很重要的。当我可以读懂路

上的路牌时，或者在餐馆里点菜时，我总是

对自己感到满意。中文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一

个开启未来大门的钥匙。  

  所以我对Acton 中文学校说再见时，

我不得不对在这里的每个人说一句 “谢谢”。

我感谢你们给了我九年丰富的回忆。从中文

班到舞蹈班，它就像一个旅程，这是我和每

一个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忘记的人生旅程。  

 

毕业演说                    

--漫长而艰难的旅程 

高年级阅读和会话班 

殷博文 

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家长，教

师和贵宾。我叫殷博文我是一个马上要毕业

的九年级学生，我上的是高年级阅读和对话

的课。我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才达到我

今天这个样子， 在许多人面前演讲，大家众

肯定正在评价我的表演和我的演讲技巧。我

在 ACLS 坚持了八年。但是我想一想，这 8

年似乎过得很快乐。我真后悔我当学生的时

候，没有享受到这里学习的更好的时刻。回

头看我认识到那些回忆和时刻造就了今天的

我。我还清楚地记得在 2003 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回忆里最闪亮的时刻是第六，第七和第九

年级，因为那几年带给我许多的好经历。我

最先的五年中文学习很艰巨和沉闷，每年比

前一年带来更多作业和教材。 六年级改变了

这一切。当我心里正要放弃的时候，我的六

年级 Raymond 老师给我的让鼓励继续学习到

毕业，艰苦跋涉到毕业。我永远不会忘记她

的慷慨，她的善良，她的依恋她的学生和她

给了我成功的希望。即使七年级是我在中文

学校最艰难的一年，（我可能在这课里第一

次有了不及格）Buckley 老师教会了我生活不

会也不能老是容易的。也许我承受了很大的

痛苦可是我还是战胜了。现在兜了一圈我的

第九年也快上完了。我很后悔我从来没有在

能享受的时候没有享受那些好的时刻。我选

择高年级阅读和对话的课不是因为这门课更

容易，或者这门课作业比较少，或者课的要

求低。我选择它是因为我想体验新的东西。

我尊重那些帮助我和筱筱毕业的人们。没有

你们的努力工作，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

我相信我的演讲可能不是最好的，我也相信

我的口才不是完美的，但我希望来到这里对

所有帮助我的朋友，家人和老师说声谢谢。

我已经准备好在 ACLS 之外去追求更高级的

中文教育，去未知的世界体验丰富的生活。

今年夏天我会去西安交通大学做一个实习生，

看看那些中文水平跟我一样或比我更好的学

生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是的，我不是指

仅仅为了钱才这样做）。我希望大家欣赏今

天晚上的演出。感谢大家听我的详细的，无

聊的，甚至是愚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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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Prep: Five Reasons 
to Study Up on 529 Plans 

Richard Suder 苏宁 

奥瑞伊兰理财集团公司 

 

Millions of families striving to meet the 
mounting costs of college have flocked to 
529 college savings plans. 
 
For most investors, the plans' main 
attractions are the potential for federal tax-
deferred earnings growth and federal tax-
free qualified withdrawals.1 The plans' 
aggregate asset limits, which often exceed 
$200,000, also appeal to contributors 
concerned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a six-
figure price tag on a four-year degree. But a 
closer look at the rules governing 529 plans 
may reveal other attractive reasons to 
consider putting them to work as you make 
one of your most important investments — 
in your child's or grandchild's future. 
 
Avoid federal gift taxes and accelerate 
giving — You can contribute up to $13,000 
(or $26,000 if you and your spouse give and 
file jointly) to a 529 plan each year without 
owing federal gift taxes, provided you 
haven't made other financial gifts to the plan 
beneficiary in the same year. In addition, 
you can elect to make a lump-sum 

contribution of up to $65,000 ($130,000 for 
married couples filing jointly) in the first 
year of a five-year period, provided you 
don't give the beneficiary additional taxable 
gifts during the five-year period.2 
 
Create an educational funding legacy — A 
529 plan offers the owner control over the 
plan, including flexibility in naming and 
changing its beneficiary. The beneficiary can 
be any age and generally can be changed to 
a qualified relative when needed. For 
example, if the original beneficiary decides 
not to attend college, you can designate a 
new beneficiary. This flexibility may enable 
you to establish a college funding legacy for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For example, 
you could open a 529 plan account to pay 
your child's college bills. Then, if there's 
money left over after he or she finishes 
college, you can change the beneficiary to 
another qualified family member and 
perhaps later to a grandchild. 
 
Consolidate assets — Consolidating college 
funding assets for one beneficiary in a single 
529 plan can make them easier to manage. 
Depending on plan rules, you may be able 
to arrange transfers from a Coverdell 
Education Savings Account, a custodial 
account or another 529 plan without 
triggering federal income taxes. Be sure to 
review the tax implications with a tax 
professional, however. Transfers of assets 
from Series EE and I bonds may als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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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e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Maximize financial aid eligibility — 
Money in a 529 account is usually 
considered by colleges to be the account 
owner's asset, which often means the 
parents' asset. As a result, a maximum of 5.6% 
of the balance is generally assumed to be 
available for college annually, compared 
with 35% if the assets were the student's. 
With a custodial accou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assets are considered the student's. And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qualified distributions from a 529 plan are 
not counted as parent or student income and 
therefore do not affect aid eligibility. 
 
Look into state tax savings — Depending 
on the state you reside in, plan contributions 
to that state's 529 plan may be eligible for 
state tax deductions. Don't overlook this 
potential benefit when choosing a plan. 
There may be other advantages of 529 plans 
to consider, as well. Be sure to talk with 
your financial advisor and tax professional 
for help assessing how a 529 plan may affect 
your tax situation. 
 
1The earnings portion of nonqualified 
withdrawals is subject to federal income taxes, a 
10% federal tax penalty and possible state taxes 
and penalties. 
 
2If you die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ve-year period, a 
prorated por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will be 
considered part of your taxable estate. 

 

Section 529 plans ar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by state governments or agencies or 

eligibl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ontributions 
must be kept in a qualified trust in order to be 
treated as a qualified tuition program. 

You should consider a 529 Plan’s fees and 
expense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fees, enrollment 
fees, annual maintenance fees, sales charges, and 
underlying fund expenses, which will fluctuate 
depending on the 529 Plan invested in the 
investments chosen within the plan. 

© 2010 Standard & Poor's Financial 
Communications. All rights reserved. 

 

Auri Elan Financial Group 

奥瑞伊兰理财集团公司 

1185 Washington St Suite 2 

Newton, MA 02465 

Tel: 617-329-1185, 617-340-2185 

Cell: 617-276-6458 

Fax: 617-370-0507 

Email: richard.suder@lpl.com 

Web: www.auriel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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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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Main Street in Acton 
 (978) 264-0900                    

GoodSchoolReal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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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 4 年级学生习作 

老师：钟劲红 

 

刘天琳 

 今年夏天我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假期。 

刚放假的时候，外公外婆，阿姨和小表

妹就从中国来看我们。一年没见，外公外婆

说我和弟弟又长高了。平时我和弟弟每天去

夏令营。到了周末，我们全家就出去玩。我

们去了CanobieLake Park 给弟弟过生日。我

们在Cape cod 钓鱼，这是我第一次出海钓鱼，

我也是整个船上第一个钓到鱼的人！你可以

想象我有多么激动！我们还去了露营，在露

营地有一个很好玩的池塘，池塘的水很暖和，

光脚踩在沙子上就像踩在软软的枕头上。我

在池塘里游泳和跳水，玩了还想玩。我最喜

欢的旅行是坐邮轮去阿拉斯加。在Juneau，

我们坐直升飞机登上了冰川，美丽的大冰川

是淡篮色的，我爸爸，弟弟和姨夫还非常勇

敢的趴在冰川上喝了一点冰川融化的水呢。

在阿拉斯加我们还见到了许多野生动物：黑

熊在街上走，秃鹰在天上飞，鲸鱼在海里游，

山羊在山里游荡… … 

每次旅行，我看到了美丽的大自然，学

到了很多知识。我喜欢我的暑假，我也喜欢

旅行！ 

 

 

 

李浩成 

暑假的时候，我们们全家去了纽约。先

开车到新泽西，然后坐了渡轮到自由岛。去

参观自由女神。跟它照相。自由女神比我想

象的大。我们还在自由岛上吃了饭，我们吃

了垃圾食品，但是很好吃。还参观了爱丽丝

岛。进去了爱丽丝岛的博物馆。然后坐渡轮

到新泽西，然后开车到纽约。住进了旅馆。

我们把东西搬进去以后，就去了餐馆吃饭。

第二天，我们参观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有很

多的艺术品。我最喜欢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

展览。有许多的希腊神话故事里的人物。赫

拉克勒斯是最有名的英，我跟他照相了。我

还看见了古埃及的雕塑和坟墓。也看到了凡

高的画。最后我累得都头痛了，快睡着了。

我们还去了Intrepid航空母舰博物馆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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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我下次再写。  

 

宣乐韬 

我今年夏天去了阿拉斯加。我们飞了几

个小时。我们到那里的时侯，我们租了个RV。

我们开到了很多地方。我们先去了一个山脚

的RV站。那儿有水和地方停车。第二天早晨，

我们又开出去了。我们开RV去看瀑布。第三

天，我们坐了一艘船。我们看到了秃头鹰，

黑海狮，和很多鸟。我上了一个飞机。飞机

能坐七个人。飞机飞过一个大山。这山两万

一千七百尺！阿拉斯加真好玩！ 

 

杨家刚 

我喜欢我的暑假，可是太短了。我跟我

的妈妈，爸爸，姐姐，和婆婆去了英国。 

我们去了伦敦，剑桥，利物浦，曼切斯

特。我喜欢在剑桥划船。 

我在英国吃了很多的麦当劳。我喜欢伦

敦的地铁。 

我买了一套球衣。我还想去英国玩。 

英国有Stonehenge。我们还和爷爷奶奶

和很多朋友一起去了美国的罗得岛。 

 

龚阿贵 

 这个夏天，我家和我们的朋友去了缅因

州。我们住在一个小木房子里。第 二天，我

们跟着我们的房东一起乘船去捞龙虾。我们

的房东用一个铁钩子把放在海里的铁笼子一

个一个吊起

来。每个铁

笼子都有几

个龙虾和螃

蟹。我和我

的妹妹把龙

虾从笼子里

面捞出来。

先用一把尺

子量龙虾的

长度。把小

的龙虾放生。

然后，我们用一个皮筋把大龙虾的大钳子绑

住。最后我们把龙虾放在铁桶里面。我们捞

了很多 龙虾，都吃不完。 

 

  三天，我们一起去爬山。山又高又大。

上去的时候，山很陡，也很危险。我们爬得

很小心。在山顶上我们往下看，山下很漂亮。

有湖有海和很多树林。 

我们还去了很多玩的地方，我写不了那

么多！我很喜欢缅因州！     

  

沈皓月 

今年夏天，我去陪我哥哥去看大学。明

年我的哥哥要上大学。我们在路上花了很长

时间，我在车上没有事情干，很无聊。 

我在夏天掉了两颗牙。我跟我的朋友玩

了很多。我去了一个跳舞的夏令营，学了三

支舞蹈，我最喜欢的舞蹈是印度舞。 

我养着八只母鸡，它们刚刚开始下蛋。 

我没有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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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蕙 

今年，我和我弟弟，我妈妈去了香港的

海洋公园。我们一起玩了滑浪飞船。船突然

下去的时侯，我抱着我妈妈的腰。然后我的

头就撞到我妈妈的背，鼻子就出血了。不过

这不影响我继续玩的兴致。因为我弟弟的身

高不够，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玩了越矿飞车。

那个实在太吓人了，就是上坡，转圈，然后

就掉下去。我们也坐了登山缆车。坐登山缆

车的感觉有点像在飞。海洋公园里当然有海

洋动物。但是，可能因为是夏天吧，他们的

懒觉睡不够。                                              

第二天，我们又去玩了香港迪斯尼公园，

也很好玩。我在那儿买了个小手链作为纪念

品。我们在哪儿也买了冰棍吃。在香港的时

候真好玩！ 

 

邱阳 

这个暑假我去了中国。在中国 我去了北

京，武汉，黄龙，和九寨沟。在北京我去了

天安门，故宫，长城，鸟巢，水立方，和北

海。我见到了姥姥，大舅，和二舅，还见了

表哥。然后我去了九寨沟和黄龙。在九寨沟

我坐了游览车，看了瀑布，湖水和森林。九

寨沟特别漂亮。在黄龙我爬了黄龙山。黄龙

山有许多水滩和瀑布。最后我去了武汉。在

武汉我坐了船去看长江和汉江。我见到了奶

奶，爷爷，叔叔，和婶婶。在中国我去了看

了很多地方。我喜欢去中国！ 

 

谢若晨 

我这个暑假很开心。下面我告诉你为什

么。 

首先，我去了一个篮球夏令营。七月份，

我每天早上先去游泳队游泳，然后去College 

Academy。在College Academy，我学参加了

计算机画图，建造工程，和网络设计班，我

非常喜欢这些课程。我也去了一个Red Sox比

赛，非常精彩。我还去游玩了Acadia国家公

园和Cape Cod野营。 

我这个暑假既学了新的东西，锻炼了身

体，又玩的很高兴，所以这个暑假真的很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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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滢缙 

今年暑假我跟爸爸，妈妈，和姐姐去北

京看奶奶了。 

我们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像颐和园和

后海。 

在颐和园，爸爸，妈妈，姐姐，和我租

船在湖里划船。我也看见了十七孔桥，还有

很多柳树和荷花。划完船以后，我们走到了

一个商店里。妈妈给我买了一条手链和一袋

鱼食喂金鱼。喂完了金鱼，爸爸给我和姐姐

买两个冰棍吃。 

在北京我还跟姐姐和表姐打了网球。我

和家人常常去餐馆吃好吃的饭。这个暑假我

过得很开心。 

 

我的暑假 

老师：靳宏 

陈昊琳 

我今年夏天虽然没有出麻州旅行去，可

是我呆在家里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夏天。我

和我的朋友去了四个星期的艺术体操夏令营。

每天练六个小时。虽然很累，可是很高兴。 

除了艺术体操夏令营外，我们夏天还去

看鲸鱼了！最开始，我们没有看到鲸鱼，所

以我的父母都睡着了。但是，走到 feeding 

ground 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大的鲸

鱼。至少有三十条围着我们的船。人们在船

上高兴的欢呼。在回来的途中，因为风很大，

所以我的头发被吹象一捆竖起来的长草。 

这个夏天，我们还去了飘流划船，游乐

园 和水上公园。我的夏天过得很开心。 

张皓翔 

今年暑假我去了中国。我见了我的亲戚

和朋友。我看到了很多美景，去了很多地方

也吃了很多美食。 

我先到了广州中山大学爷爷奶奶家。在

那里，我见到了爷爷奶奶，小叔，婶婶和堂

弟。我们聚在一起非常开心。我最喜欢在广

州坐地铁。广州的地铁四通八达，地铁站和

车箱里非常的干净明亮。我在广州还吃了很

多美食，比如干炒牛河，海鲜，牛排等等。 

后来，我坐火车去了深圳，见了我的朋

友，周昊杨。我在他家住了两天。第一天，

我们听了音乐会，看到了音乐家袁方的钢琴

演出。第二天，我们去了一个水上公园。那

里可邓玩了。有水滑梯，游泳池，小河沟等

等。我们玩得很高兴。 

我在中国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明年暑

假，我还希望再去中国。 

 

赵咪咪 

在七月，我、爸爸和我的两个小弟弟叮

叮和咚咚去了娱乐公园。爸爸开车带我们去

那里。我们先坐摩天轮，在摩天轮上我们可

以看见好多风景呢！然后我们坐了缆车。坐

在缆车上也可以看到好多风景。过了一会我

们就吃饭了。我吃了一个汉堡包。吃完饭我

们去了水上公园，全身都弄湿了。我坐了一

次过山车。我很高兴。叮叮和咚咚玩了些别

的游戏。他们也很高兴。爸爸给我们买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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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淋。然后我们吃晚饭了。吃完晚饭我们又

玩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回家了。我喜欢去这

个娱乐公园。我还想去这里！ 

 

张雨晴 

今年我去了很多夏令营。我去了纽英伦

中文夏令营。这是我第一次支了住宿夏令营。

我还去了电影制造夏令营。我们全家去了加

拿大去看叔叔、婶婶和奶奶。我们在加拿大

的时候还去了一个动物园。在动物园里有猴

子、豹子、大象和鹦鹉。我骑了一头大象。

大象的名字叫 Jenny。 

 

汤可心 

今年夏天我们去了缅因的 Freeport，我

们先去了海边，蓝蓝的大海上有许多船，还

有很多的海鸥在我的身边和天上飞来飞去，

我追着它们跑来跑去的，我感到非常开心和

高兴。我还看见了好多人在钓鱼，他们都很

认真的样子，但是我没看到他们钓到鱼。 

然后，我们又去逛商店，我和姐姐在

Abercrombie&Fitch 买了衣服，裤子和裤子。

下午很热的时候我们去吃 Ben and Jerry's 的

冰激凌。我的姐姐和小妹妹喜欢薄荷巧克力，

我喜欢 Cookies and Cream。很好吃。我们还

去了 L.L. Bean, North Face 还有其它的店。

爸爸妈妈也买了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 

晚上我们去海边的餐馆吃了龙虾，爸爸

说这个季节来缅因不吃龙虾就太遗憾了。我

们等了很长时间终于可以吃了，很好吃！ 

缅因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有美丽的大

海，有好多商店，当然还有最好的龙虾，我

们全家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王晓荔 

这个夏天我做了很多事。我去了

Tanglewood 的音乐会。我们坐在草地上。我

们也去野营了两次。一次是在缅因州。还有

一次在 New Hampshire。在缅因的时候，我和

我的朋友去了一个游乐场。我们玩的很高兴。

在夏天的中间我去了一个夏令营。我们还去

了 Cape Cod。我喜欢在大海里游泳。天热了

的时候我也就去我家的游泳池里游泳。 这个

夏天 我过的很快乐。 

 

赵雯雯 

在暑假，我去了中国二个星期。我去了

天津天塔。到了天津天塔，它的旁边有好多

水。我进去之后，天塔很高。我上了一个玻

璃电梯。电梯走得特别快，快得让我有点害

怕。我去了最高层。在那里用望远镜看风景，

还跟家人吃了西餐。他们还叫我弹钢琴。爷

爷和奶奶不喜欢西餐。 

我喜欢去中国旅游。我希望明年还去中

国。 

 

顾欣仪 

我今年夏天去了中国。中国有很多好吃

和好玩的地方。爸爸、妈妈和姐姐和我去了

很多的地方。我们去了上海，成都和连云港。

我最喜欢吃的是成都小吃。我的小姨带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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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有名的小吃街。我们去吃小吃的商店名

字是“龙抄手”。我们吃了很多的好吃的。

我们吃了鱼、虾、饺子、云吞和汤圆。我最

喜欢吃的是饺子。妈妈最喜欢吃的是凉粉和

凉糕。姐姐最喜欢吃的是夫妻肺片。我明年

还想去中国。 

 

郑哲加 

我的暑假很好。我打过乒乓球。我也去

过加州看过我的表哥和我的表姐。我表哥叫

Geoffrey，他今年要上大学，在 USC。我表姐

叫 Olivia。她现在上高中。我们住在一个很

好的酒店。在海边上好漂亮。我们去游泳在

海滩里。很好玩儿。我的姨父做了很多很多

牛肉。 

我也上过一个乒乓球标赛。我打到了第

二名。我打的七个人。我输了有一个人，最

后的比赛，比分是十三比十一。我赢了。这

是我的暑假。 

 

William Huang 

夏天我们家从 Tampa 搬家到 Acton。我

们搬家因为我的爸爸在 Boston 有一个新工作。

Tampa 是个大城市。我们搬家四天，然后，

我们坐飞机到 Boston。我们到 Acton 已经是

早上 1 点钏，这个晚上我没有睡觉。后来，

我去学校。我喜欢学校。我喜欢 Acton。 

 

张旭霖 

今年的夏天我上了很多夏令营。我最喜

欢的是一个叫   ICamp 的夏令营。在 ICamp

里，我学到了怎么设计电子游戏。我还上了

一个叫 Worcester Academy Robotics。在里面

我们做了机器人。但是，今年夏天我最喜欢

的是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野营。我们第一次

是在 Miles Stands 州森林公园。第二次是在

YMCA Cape Cod。我们夏天最后 和最没意思

的地方叫 Hershey Park，那里没有什么可说

的东西，就是有很多的巧克力。总的来说，

我的夏天是挺好玩的。 

 

宋子炎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去了西雅图旅游

了。西雅图是我大哥哥出生的地方。这夏天

是他的第一次回到那儿。我们去爬山和看爸

爸妈妈的老朋友了。在西雅图爬山的是山上

有很多鼻涕虫。是叫香蕉鼻涕虫因为它们很

大和黄，很恶心。我们还去波音飞机制造厂

参观，那里有巨大的厂房和半成品飞机。我

也看见一位工人在睡觉。 

从西雅图离开后我们又去了加拿大的维

多利亚岛，在那里我们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园。

很好看。然后我们乘渡船去温哥华玩了一天。

然后开车回到西雅图，从那里坐飞机回到波

士顿。 

这个夏天 我和家人去了纽约旅游。我们

准备了很多东西。我们就上路了。 

这场旅途有 4 个小时。在路上我和我的

弟弟有说有笑，看看路边的风景。很快就到

了纽约城市中心。我们先去亲戚家里。住了

一夜。我们先去中国城吃早餐。然后我们去

了纽约中央公园，我们玩的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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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庚诚 

我在中国上海渡过了一个快乐的假期。

一天晚上我和我的爸爸和妈妈上船 去浦江夜

游。我看到黄浦江岸有很多高楼在夜里闪着

明亮的灯光。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方明珠

“电视塔”。船 上有很多人，我也在喝饮料

和说了很多话。拍了很多照片，很开心。 

 

孙汉光 

放假了，是我最喜欢的，我可以玩我喜

欢的东西了，还可以出去到我喜欢的地方玩。

今年暑假妈妈带着妹妹回中国去了。我和哥，

爸爸在家。爸爸给我和哥哥买了一个健身器

材。每天早上可以锻炼身体。帮家里割草地，

我们还去海边玩，晚上坐船，船上有自助餐，

还有音乐。你可以唱歌和跳舞，我们玩得高

兴。我们还到朋友 家去开 Party，总之，这

夏天我过得非常愉快。 

 

我喜爱的地方 

老师：靳宏 

 

陈昊林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图书馆。我很

喜欢图书馆，因为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书。

每次借完了书，我就不停地看它，直到看完

了两次，才放下去。我最喜欢看各种神秘故

事。 

 

图书馆还有很多类型的 DVD's。有时候星

期五，图书馆有活动。有时候，我们装饰蛋

糕，有时候我们还有很多艺术活动和在外面

做小游戏，很多小孩在一起运动。 

图书馆前面有一个大草坪。放学了，很

多小孩儿都在草上面玩儿。图书馆后面有一

条小路，我星期三和星期五常常走着这条小

路。我（从）学校一直走到图书馆。 

我非常喜欢图书馆，因为里面有很多书，

CD's，和好玩儿的活动。 

 

张雨晴 

我们镇上有个公共图书馆。那是我最喜

欢的地方。我有我自己的借书卡。星期一放

学后一起走去图书馆。我们在图书馆里做作

业。然后我们去借了好多书。我会用图书馆

里的电脑找我要看的书。我最喜欢书是《银

河系漫游指南》。我在图书馆里学习了很多

东西，增长了很多知识。图书馆是我最喜欢

的地方。 

 

张皓翔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佛罗里达州的旅游胜

地，迈阿密。 

 今年初，我们在波士顿大雪纷飞时去

了温暖的迈阿密旅游。在飞机快要降落的时

候，我看到了迈阿密有很多美丽的棕榈树和

椰子树，这些树在波士顿我从未见过。 

 在迈阿密的第二天，我们去了美国最

著名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Evergl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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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ark)。我们坐着汽船飞速驶过了大

片大片的水草覆盖的湿地。这种一望无际的

沼泽地非常壮观，也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懒洋洋的鳄鱼和美丽的水

鸟水龟。下了船我们去看了精彩的鳄鱼表演。 

迈阿密除了独特的大沼泽地，还有美丽

的海边风景。我们去了一个在小岛上的州立

公园。公园里有个小海湾。岸上有人钓鱼，

也有人在欣赏海景。水上有很多游艇。远处

看过去，蓝天跟大海连在一起，好美啊！ 

虽然在迈阿密度假很短，但是我深深地

爱上了迈阿密。 

 

Alex Zhang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学校的图书馆。我喜

欢这个地方因为里面有很多书。我很喜欢看

书。我也喜欢学校的图书馆，因为那里有个

安静和平的环境。例如，有的时候里面没人，

所以里面就很安静。 

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个图书馆员叫 Mr. 

Cal。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帮我找我想看的

书，也告诉我什么书好看，什么书不好看。

Mr. Cal 是一个很帮忙的人，他也老高兴。 

 

郑哲加 

我喜欢的地方是加州，因为它很漂亮。

加州也不太冷，不太热，天气很好。也有很

多好的公园。天空很蓝，海里有很新鲜的气

味。也有很好玩儿的地方在加州里。有 Sea 

World, Legoland 和 San Diego 的动物园。还

有很多的好饭店。有 In n' Out 和 Fredrick's，

他们都很好吃。加州也有很多的好学校。小

孩子们都很聪明。他们也喜欢打篮球。他们

篮球打得很好。这是为什么我最喜爱的地方

是加州。 

 

赵咪咪 

我的房间是一个我喜爱的地方。我的房

间很大。房间里有一个书架。我喜欢的书放

在书架里。我的房间里有一个桌子，桌子上

有一些文具。我可以在桌子上画画儿和写字。

屋里的床很大。我每天晚上睡得很香，我在

房间里喜欢读书。虽然我的房间有时很乱，

我还喜爱我的房间。 

 

赵雯雯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图书馆，因为图书馆

有好多书。我爱看书。 

我总去图书馆借书。图书馆里很安静。

我可以专心读书。我也能在那做中文作业。 

图书馆又大又漂亮。我不高兴的时候就

去图书馆看书。我也在那儿还好多书。我随

便挑一本书都爱看。 

 我有时间就去图书馆。图书馆是我最

喜欢的地方！ 

 

顾欣怡 

在我的家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的房

间。在我的房间里有两张桌子，一张大号床，

书柜，我放衣服的衣柜，和我的房间左边四

个窗口。当我醒来时，我可以看到阳光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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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在我的房间里。我最喜欢我的窗帘。我

的房间很安静。所以没有人干扰我。在那里

我喜欢看书，写我的功课。我现在读的书是 

The Rivers of Zadaa。 我的房间我喜欢。 

 

汤可心 

在我家后院有一片树林，在树林里有一

条小溪，有很多小动物，小鸟在唱歌呢，小

花鼠在玩耍，蝴蝶到处飞舞，蝌蚪在水里游

泳，小蚂蚁在木头上爬来爬去忙碌着，树林

里非常平和，安静。 

天气好的时候我喜欢在这念书，画画儿，

爬树，还有在石头上跳来跳去，当我不高兴

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在这儿呆一会

儿，这是我的一个小秘密。 

 

王晓荔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的家。家里有很多

好玩的东西。我有很多画画儿的彩色笔和本。

我还可以跟我哥哥玩 Wii 的游戏，可以看电

视。我也有时做巧克力的蛋糕。我还喜欢我

的房间因为里面有一个舒服的床，还有我喜

欢的书。我最喜欢我的家。 

 

马汉蕙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中国。我爱去那里。

我很喜欢的部分是看到我的家人。我几乎能

看到他们，所以真的很特别。我也喜欢去商

店和饭店。它们有很多好东西。 

我很喜欢去中国。 

学生习作：7B 

辅导老师 张凤兰 

 

看红叶 

王欣宇 

上个周末，我的妈妈，爸爸，和弟弟跟

我去了青山州。我们听到这个星期红叶在那

儿很漂亮。我们星期六早晨八点钟醒的，快

快的吃了饭，然后就上路了。在路上开了一

个多小时后，我们就开始看见红叶了。 

前面的山上有好几种颜色，有红色，紫

色，黄色还有桔黄色。从远处看，山上好像

有一个五颜六色的地毯一样！真的很漂亮！

到了山上以后，我们先去爬山。青山州的山

很漂亮啊！我们那儿边还没有看见红色的时

候，青山州这边已经都成为了一个五颜六色

的森林！我们一上山，还没走几步就听见流

水的声音。我们向前走一点儿就看到一个大

瀑布！这个瀑布很长，从山顶上流下来的。

瀑布的边上都是各种颜色的树，把这个瀑布

变得很精彩。快爬到山头的时候，我找到了

一个很大的，很胖的毛毛虫在地上爬着。弟

弟觉得它很好玩儿，想把它带回家。不过，

我们当然不能呀！在山顶上，我们到一个悬

崖，向下面看。下面真的很美丽。我们可以

看好几个英里，到处都是彩色。那时因为青

山州没有很多大城市，所以树就多了。我们

在上面看了几分钟，然后就下山了。下山后，

我们开车去一个自行车路。那边也在树林里，

里面也很富色彩。自行车路上也有好多木桥，

下面的水挺干净，不过没有鱼。天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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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点小风，觉得太舒服了。我们骑了两

个多英里就掉头，朝后走。回到停车场，爸

爸开车带大家到 Ben and Jerry's 冰淇凌工厂。

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冰淇淋，也有一些地

方他们给你们看他们怎么做冰淇淋，最后又

给大家一些冰淇淋。吃完了以后，已经天快

黑了。我们快快地回到客店，吃了晚饭，就

睡觉了。 

 我的确喜欢青山州。这个地方人和大

高楼不太多，也挺安静。秋天时，这边的红

叶也比马萨诸塞州漂亮多得多。森林也很多，

我也爱在林子里走一走，呼吸爽气，看一些

小森林动物跑来跑去。骑车也很有意思。住

在这的人好像很和气，对别人有礼貌。我肯

定会以后再来到青山州。 

游白山 

张嘉华 

上个星期，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白山爬

山、旅游、学习，一共三天。 

我们每天都去爬山，山路很陡，有很多

石头，有一天，我们爬上了皮尔斯峰(Mt. 

Pierce)，来回有 8.4 英里山路。我们在山里

的那几天，天气很不好，经常下大雨，山路

很滑，人也湿透了。 

第一天，我们去了一个瀑布，瀑布不大

不小，但是很漂亮。在山里，到处都是五颜

六色的树叶，像调色板一样。在山顶上可以

看到远处的山，还可以看到树林，一片一片

的红色、黄色和绿色。 

在爬山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冰川和各

种各样的岩石。走在路上，老师还教我们识

别山里的各种植物、动物、还有动物的足迹。 

这次远足很有意思，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东西，就是时间太短了。 

游 Acton 

顾玉洁 

Acton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有两万

两千左右的居民。Acton 的学校非常好，也

很安全。Acton 有很多树和动物。在秋天树

的叶子变成一个美丽的红色。在冬天孩子出

来堆一个大雪人。在夏天孩子出去在游泳池

里面游泳。所有的植物在春天雨里变得美丽。

树叶更加碧绿，花变得更加鲜艳，五彩缤纷。

我喜欢住在 Acton。 

游芝加哥 

杨睿恺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芝加哥度假。我们

到了很多有名的地方。包括 Sears Tower 和

John Hancock Tower。我们看了飞机表演，参

观了芝加哥大学。我喜欢在 Magnificent 

Miles 漫步，在 Navy Pier 看焰火。芝加哥有

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最喜欢的地方时 John Hancock Tower。 

在 John Hancock Tower，我可以看见整个芝

加哥。John Hancock Tower 有世界上最快的

电梯。我可以在那里学到很多芝加哥的历史。

我们看到另外好玩的是空中表演。这个空中

表演每年一次演很精彩。因为飞机飞得比声

速还快。产生很大的响声。我还想再去芝加

哥玩。 

 



No. 76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 33 ~ 
 

Carlisle 

唐晓冰 

在波士顿繁忙的郊区中间有一个安静的

小镇，它没有加油站，也没有红绿灯，只有

一个杂货店，一个冰激凌店，和一个修车铺。

小镇虽小，但是野生动物很多，小鹿、浣熊、

松鼠到处都是，还有众多的飞鸟，以及躲也

躲不掉的成群的蚊子。 

唯一的杂货店是大家社交的地方。人们

到商店买吃的喝的，休息聊天。冰激凌店的

名字叫 Kimball's， Kimball's 卖的冰激凌很

好吃。我最喜欢的冰激凌是花生酱香草。 

这个小镇只有一个学校，学生不多，但

是学校教的很好。它的长跑越野队和篮球队

很出名。镇上还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的书

不是太多但是很全。图书馆有一个项目叫

TOGA。TOGA 很好玩，还可以吃东西，玩游戏，

和做很多其他的事。 

这个小镇是我家所在的镇-Carlisle。 

在超市里 

周萌萌 

我们到了超市，就在停车场找空。停完

车，我妈妈和两个弟弟找了一辆推车，进了

商店里，妈妈拿了一张广告。她看广告找便

宜和想要的东西。妈妈看完广告，就推着车

找东西。我经常帮助妈妈找到项目，并帮助

照看我的弟弟们。大部分时间，我的弟弟不

听我和妈妈的话。妈妈说：“如果你们听话，

我就给你好东西。”有时候他们听，有时候

他们不。当我们找完了杂货，我们走去付钱。

收银员扫描我们的东西，和另一名工人把东

西装袋子里。妈妈拿出她的信用卡支付我们

的东西。我帮助妈妈把袋子放在推车里。然

后我、妈妈、和弟弟们推出商店。 

买东西 

王欣宇 

上个星期，我跟妈妈和弟弟去 Market 

Basket 去买吃的和喝的东西。当天在下雨。

一经商店，我们把雨伞放在一个推车里，然

后到冷冻的地方去。在那儿，我们买了牛奶、

鸡蛋、和酸奶。买好了后，我们就去了买菜

的地方。那边我和弟弟把白菜、萝卜、和青

菜放在车里。刚弄完时，我看见了我的朋友，

Andrew。我们说了一会儿话，然后我的妈妈

说我们该回家了，因为下午我得打网球。所

以我们快快地走开了。在付钱的地方，在那

儿办工作的问：“您们要把这些包起来，还

是不要包它们？” 妈妈说：“我们要把这些

包起来。”包完了以后，妈妈感谢了他，然

后走开了。我和弟弟快快乐乐跟在她后面，

向家走。 

秋天 

张嘉华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 

我喜欢秋天因为上学了，是一个新的学

期，可以学新的东西。我还可以跟我的朋友

玩。 

我也喜欢秋天的天气，秋高气爽，感觉

很舒服。但是，秋天最让我喜欢的地方是五

颜六色的树叶。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各种红

色和黄色。 

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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