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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社区的家园

你是我们爱心奉献的化身
你是我们同舟共济的见证
你是我们落地生根的决心
你是我们亘古不变的乡情

艾克顿中文学校
我们爱你



2003 － 2013：十年耕耘, 十年收获
10 Years of Excellence

艾克顿是一个位于波士顿西郊20英里的小镇，这里环境
优美, 学区良好。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是有着 “蓝带”
美誉的全国重点高中。在2009年和2011年，艾克顿镇
两次被评为全美最适合居住的百名小镇之列，位居第十
六名。被推举的小镇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这里有中文学
校。

艾克顿中文学校创办于是2003年2月9日, 现有注册学生
784人，老师93人。 学校开设从学前班到九年级共38个
中文语言班（包括马立平班以及中文第二外语班)和28门
文化课。

艾克顿中文学校从建校起一直租用镇初中的教室, 2009年
1月开始扩展到租用两所小学所在的Parker Damon卫星校
舍。 每个星期天下午中文学校开课的日子，艾克顿及邻
镇的学生和家长、老人和孩子、华裔和非华裔,聚集在这
里，学习, 交流, 娱乐,健身, 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艾克顿中文学校在建校之初就提出了明确的办校宗旨，
那就是为艾克顿和邻镇提供高质量的中文课和文化课的
教学服务，促进华人社区的发展，促进华人社区与主流
文化的交融。十年来，艾克顿中文学校很好地坚持了这
个方针, 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中文学校像一株幼苗，在异国文化的土壤中破土发芽，
吸收各种养分，健康成长，长出了强壮的枝干，开出了
鲜艳的花朵;中文学校像一颗晶核，凝聚了一大批关心社
区、热衷于孩子教育、 热爱中华文化的志愿者，其中包
括很多非华裔朋友;中文学校像一汪甘甜的泉水，以爱心
和智慧滋润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的心田。

Acton is a small suburban town 20 miles west of  Boston.  It is a 
beautiful and quiet place, with an excellent public school system.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has been consis-
tently ranked among the top secondary schools in Massachusetts 
and it was named a Blue Ribbon School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cton was named the 16th Best Place to Live 
among small towns in the country in 2009 and 2011.  On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Acton is its nonprofit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CLS) was founded on 
February 9, 2003.  Today it has 784 registered students and 93 
teaching staff.  ACLS offers 38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from 
pre-K to 9th grade level (includ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
guage classes) and 28 culture classes.

ACLS has leased classroom facilities from the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 since its first day of  operation.  Starting in 2009, 
it expanded its facility use to include the Parker Damon Build-
ing. Every Sunday, ACLS community members, from Acton and 
neighboring towns, Chinese and non-Chinese, young and old, 
students and parents, all come together to spend a busy after-
noon full of  learning, recreation, fitness, and other activities.

ACLS was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of  providing high quality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services for the resi-
dents of  Acton and neighboring towns, promoting the collabora-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facilitat-
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local communities.  Fo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ACLS has been true to its founding principles and has ful-
filled its promises to the communities.

ACLS is like a seedling, germinating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ground in the soil enriched with foreign culture. Rooted in a di-
verse community, it grows healthily and blossoms with brightly 
colored flowers in the presence of  its caring and nurturing gar-
deners. Like a flower, its pollen attracts honey bees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 love of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its fragrance 
excites hummingbirds to build a caring and stro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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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语言课的教学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主体 。2012年
秋季, 学校开设了22 个普通中文班和 8个马立平班, 普
通中文班还包括AP课以及高级读写会话班。马立平班
包括5个不同程度的班级,是普通中文教学的一个很好
的补充。

中文第二语言班 (CSL),是我们学校中文课的一大特色,
吸引了许多领养中国孩子的家庭和非华裔家庭。从最
初的自编教材,到采用正式教材包括视听和使用网上的
教学工具, 中文第二语言班已成为深受学生和家长们
欢迎的教学模式。 现开设7个不同程度的班级和读写
会话班。

“领养中国儿童家庭组织”（FCC)在建校之初就是中
文学校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美国家庭对中
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中文学校还开设成人中文班,吸
引了一批勤奋好学的美国朋友们。

学校从建校之初起就特别注重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
设，除了提供校内培训、 教研组定期交流外, 还鼓励
老师们积极参加兄弟中文学校以及孔子学院的培训,包
括网络培训、远程培训等。老师网站在2011年11月
完成,成为老师们教学交流的中心和与家长沟通的有效
平台。 

我们的老师们热爱孩子，热衷教学。从选教材到写教

its petal welcomes butterflies to spread the Chinese culture.  ACLS 
is like a puddle of  sweet spring water, nourishing the tender hearts 
of  its students, with love and wisdom.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the primary focus of  ACLS.  Dur-
ing the fall semester of  2012, ACLS offered 22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from PreK to the 9th grade and eight additional classes us-
ing Ma Liping’s teaching techniques.  Additional language classes 
include Chinese AP and Advanced Conversational Chinese.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classes attract students from 
many non-heritage families and families with adopted Chinese 
children. The CSL track has become one of  the unique offerings 
among Chinese schools in the New England area.  Students and 
parents love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which blend 
traditional textbook and online audio/visual materials.

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FCC), an organization of  
adoptive famili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CLS.  
These American families have a great appreciation and deep under-
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CLS also offers adult Chinese lan-
guage classes which draw a group of  studious American friends.

ACLS has focused on teacher qualit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Pro-
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clude in-house training, teacher-
to-teacher exchange within a grade level, web-based training,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offered 
by other local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ur teachers love the students and are dedicated to education.  
They have spared no effort to engage in activities from textbook 
selection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rom lecture prepar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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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从备课到批作业，从去兄弟中文学校取经到参加教
学培训，他们尽心敬业，花费了很多心血。如果没有一
颗炽热的爱心和奉献精神，是跨不出到中文学校当老师
这一步的。 感谢我们辛勤的园丁，你们的辛勤劳动交
给了孩子们开启中华文化的钥匙，你们把中华文明的种
子撒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我们的老师们热爱生活,多才多艺, 在2012年3月成立了 
“忙里偷闲”俱乐部,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所谓 “暂相
忘事业家园脑后，久共享怡情雅兴眼前”, 又所谓“人
到中年事务重，花开四季情趣浓”。愿我们中文学校的
老师们永远保持心灵的青春美丽。

文化课的教学是艾克顿中文学校办学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它培养学生的中华文化基础，拓展学生的文化视
野。建校以来，具有各方面特长的老师们来到中文学
校，教授我们的孩子们学习舞蹈、武术、击剑、乒乓
球、篮球、 电子琴、国际象棋、手工、绘画、数学、
围棋、二胡 、琵笆、 演讲课以及唱歌等，同时，中文
学校还给家长们开办了健美操、国标舞、 瑜伽、 太极
拳 、 绘画 和手工艺术等课目。这些文化课丰富了我们
的生活，活跃了我们的舞台。同时，我们家长们组织的
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合唱团和交谊舞队，吸引了许
多家长参加。他们代表中文学校对外参加比赛，为艾克
顿中文学校争得了荣誉。

homework assessments for each student, from professional develop-
ment training to best practice sharing.  Only with loving dedication 
and the spirit of  volunteerism is it possible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to be as successful as an ACLS teacher.  We thank our devoted 
gardeners for planting the seeds of  Chinese heritage and values in 
the tender souls of  our children and for opening the door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to the curious minds of  our children.

Our talented teachers started a club to “snatch a little leisure from 
the rush of  busy life.”  The club enriches their life, serves as their 
spiritual retreat, and edifies their sentiment.  The club gives them a 
temporary shelter from the daily chores of  families and careers while 
providing them with a permanent sanctuary for life’s little pleasures 
and delight.  We wish our teachers will always be young at heart and 
remain forever beautiful in mind.

Culture classes are another emphasis of  ACLS education. The culture 
classes at ACLS primarily focus on developing children’s extracur-
ricular interests and enriching their cultural life.  Since the founda-
tion of  the school, many talented individuals have contributed their 
talents to offer classes in dancing, martial arts, fencing, table tennis, 
basketball, music keyboard, chess, Go, arts and crafts, drawings, er-
hu, pipa, debates, and chorus. ACLS has also offered adult classes such 
as aerobic dance, ballroom dance, Yoga, Tai Chi, and drawing.  These 
culture classes have enhanced our life and brightened our spirit.  In 
addition, adult sports clubs include volleyball, ping-pong, badminton, 
chorus, and ballroom dancing.  These clubs have attracted many par-
ents, and they have represented ACLS in several competitions with 
notable achievements.

Grandparen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CLS family. In order 
to offer a recreation area for them, ACLS established a senior club 
in the spring of  2009.  Today, more than 20 senior members are ac-
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club.  Every Sunday afternoon, they gather at 
a club room in the Parker Damon building and participate in danc-
ing, playing Mahjong or cards, and reading Chi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a world where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foreign, 
ACLS offers our grandparents a place to enjoy hometown voices and 
time to share nostalgia.

The Seminar Committee opens a window for exchange of  ideas be-
tween the ACLS community and the outside world.  For years, the 
Committee has organized many series of  high-quality seminars of  
significant interest to our community.  Seminars have also inspired 
many to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in local communities, fulfilling a key 
objective of  ACLS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local communities.

Promoting exchange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main-
stream societ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goal of  ACLS.  ACLS 
cares about the local community, gives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builds a stronger community.  In this endeavor, ACLS has att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many areas for the last ten years.

Since 2005, ACLS has made monetary contributions and donated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ctions to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ACLS 
also assisted the library in selecting Chinese books and movies to add 
to its collections.

Since 2007, ACLS has established two annual scholarship awards for 
Acton-Boxborough High School graduates.

ACLS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upporting Chinese languag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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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学校的大家庭里，还有祖父母们。2009年春季,
为了给老人们提供一个娱乐场所,成立了老人活动中
心。老人俱乐部里现有二十多个老人，每个星期天下
午， 他们聚集在Parker Damon 卫星校舍的活动室里,  
有的跳舞，有的打麻将，有的玩朴克牌, 还有些人看
报或闲聊。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们来到中文学校充分
享受那份乡音乡情。

讲座委员会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对外窗口之一 。历年
来，讲座委员会举办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讲座，并以讲
座为平台，介绍并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到镇里的各种活
动中去，实践了与主流文化交融的办校宗旨。

促进华人社区与主流社会的交融,是艾克顿中文学校一
惯坚持的办校宗旨。 艾克顿中文学校心系社区,回馈
社区,共同建设社区, 十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2005年11月起, 艾克顿中文学校向艾克顿图书馆捐
赠中文书籍及经费。 同时, 学校还协助图书馆选择中
文书籍、中文电影等。 。 。

从2007开始, 艾克顿中文学校为Acton-Boxborough 高
中毕业生设立了两种奖学金, 延续至今。

艾克顿中文学校为镇高中在2008年开设中文课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并一直给与大力支持。中文学校还
为高中学生们提供了社区服务的平台,  他们在中文学
校做助教, 有的还当上了小老师呢。

2010年夏天, 艾克顿中文学校和镇高中合作, 首次举办
北京夏令营。

艾克顿中文学校在2006, 2007, 2009 和 2012年成功地
举办了四届“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 。“中国音乐”
在这里是包括音乐、舞蹈以及其它艺术形式在内的中
华文化艺术。这一活动成为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品牌,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华裔观众。 

offerings at the local high school when Mandarin was added to the 
World Languages Department  in 2008.  ACLS also provides com-
munity service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high school students.  Students 
volunteer to serve as classroom assistants as well as primary teachers 
for various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In 2010, ACLS joined hands with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to offer the first high school student summer camp in 
Beijing.

ACLS successfully presented the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in 2006, 
2007, 2009, and 2012. The Chinese Music Night program included 
music, dance and other artistic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Chinese Music Night became a signature event of  ACLS and 
attracts more and more non-Chinese audience members every year.

Music is universal;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is a song without 
words; a song is melody with words; and a dance is a harmony of  
song, music, and pure beauty. The charm of  music and perform-
ing arts surpasses any barrier of  culture differences; it requires no 
translation and it touches the hearts of  the audience directly.  Like a 
shining star, Chinese music and art brighten Acton’s night sky and 
rekindle reminiscences of  our native land.

ACLS members also actively volunteer in various organizations of  lo-
cal communities.  They have served on the Acton School Committee, 
Acton-Boxborough Culture Council,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
dations, and Parent Teacher Organizations of  several local schools.

ACLS volunteers created a splendid exhibition highlight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school offerings.  The exhibition appeared 
at International Night hosted by Conant, Merriam, and McCarthy 
Towne Schools and the annual Oktoberfest, attracting many visito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cton Town Recreation Department and 
the Acton-Boxborough Culture Council, ACLS organized the 2010 
Acton Chinese Culture Festival at NARA Park on June 5th.  The 
festival showcased a variety of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includ-
ing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bonsai, gourmet food, fashion sales, 
acupuncture, stage performances of  Chinese songs and dance, and 
field presentations of  dragon and lion dances, martial arts, and tai 
chi.  This was the first Chinese Culture Festival in Acton and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dragons graced Acton.  Congresswoman 
Niki Tsongas’ office issued a special citation to recognize the event.  
Town officials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3,000 attended the festival.  
Its impact reached far beyond the town of  Acton and the Bost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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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没有国界, 乐器演奏的
是无词的歌，歌声唱出的
是有词的曲，舞蹈融合的是
歌、是曲、是一种纯净圣洁
的美丽。音乐艺术的魅力超
越了文化的藩篱，它无需翻
译，它直入人心。中华音乐
舞蹈艺术的灿烂星光照亮了
艾克顿的夜空，温暖了游子
的心房。

中文学校的志愿者也是社区
公益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他
们活跃在Acton-Boxborough 
Culture Council, Acton Library Memorial Foundation , 
School PTOs, 等组织机构。 自2007年起, Acton-Boxbor-
ough School Committee 终于有了华人的声音。

中文学校绚丽多姿的展台, 出现在 Conant School, Mer-
riam & McCarthy Town International Night, 以及镇一年
一度的Oktoberfest , 吸引了很多的参观者。

2010年6月5日在艾克顿NARA 公园， 艾克顿中文学校和
Acton Town Recreation Department , 以及 Acton-Box-
borough Culture Council 联合举办了 “2010 艾克顿中
国文化节”, 推出了包罗万象的中华文化活动， 包括书
画盆景展、美食篇、服饰艺术展销、中医针灸及爱心服
务、平地献艺（包括舞龙、舞狮、武术、太极等），以
及露天舞台表演。这是艾克顿镇的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华
文化节，中国龙第一次在NARA Park 表演。美国国会议员 
Niki Tsongas 的办公室主任Jane Adams颁发了为艾克顿华
人第一次举办艾克顿中华文化节的特别荣誉证书。据估
计，本次活动吸引了超过三千人次的游客, 在艾克顿以及
整个波士顿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2011年2月19日, 艾克顿中文学校再度与镇里合作，推
出艾克顿镇275周年和中国新年的大型庆祝活动。镇里
有 很 多 组 织 前 来 摆 摊 设
点。Minuteman 鸣枪宣布庆
祝的开始。活动包括猜谜，
写春联，写中国名字，书画
展，品茶，中国乐器欣赏，
做年画，画脸谱，做手工，
中国灯笼服饰手工艺品展
销，舞狮、武术、太极、红
绸舞，吃团年饭，以及包括
舞龙在内的歌舞表演。中国
新年的元素发挥到极致, 艾
克顿和邻镇的居民, 华裔非
华裔都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难
忘的庆祝活动, 得到了社区
和媒体的一致好评。

To celebrate the 275th anniversary of  
the Town of  Acton as well as Chinese 
New Year, ACLS and the town co-
hosted a grand celebration on February 
19th, 2011.  Many loc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celebration with their 
own booths.  The Minutemen fired their 
muskets to open the celebration. Indoor 
activities included solving riddles, writ-
ing couplets, inscribing Chinese names, 
exhibiting drawings and paintings, tast-
ing Chinese teas, listening to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face paint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skills. 
Exhibition and sale of  Chinese lanterns, 
clothing, and art works drew interest 
from many.  Performance included lion 

and dragon dancing, martial arts, tai chi, and ribbon dancing.  Resi-
dents of  Acton and neighboring towns had a unique opportunity and 
memorable evening to experience all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The event was highly praised by loc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media alike. 

In ten years,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has grown from an 
adorable baby into a promising teenager.  Every moment and step 
of  her growth is a direct result of  talent, hard work, and effort from 
countless volunteers. Although the ACLS is a volunteer-run organiza-
tion, the dedicated teams have strived to manage school operations in 
the most professional and efficient manner with a board of  directors,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s, and a parent council. The board i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long-range planning and supervising school operations 
by focusing on mission, strategy, and goals of  ACLS.  The adminis-
trative team carries out daily school operations.  The parent council 
assists the school admin team to ensure school safety and to develop 
seminar programs.

We are rooted in the community and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commu-
nity; we are volunteers who strive to manage our school professionally; 
we share ideas and diverse opinions and coordinate efforts; we respect 
our differences and work together towards a common goal; we commit 
to each other for the long-term while helping each other every step of  
the way.  We excel together with our beloved school by sharing the joy 
of  its success and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its growing pains.

We thank the pioneers and vanguards of  our school.  Thank you for 
your courage and persistenc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devotion; 

thank you for ushering ACLS into the 
world of  the Acton community with 
your affection and enthusiasm.

ACLS has received tremendous as-
sistance and support from the Acton-
Boxborough School District.  ACLS 
maintains a close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strict Super-
intendent,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the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 
Many local businesses are long-term 
supporters and sponsors of  the school.  
Good School Realty established an 
annual excellence award for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in 2005.  Sichuan 
Gourmet has made annual financial 
donations to ACLS since 2003 and 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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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艾克顿中文学校从一个嗷嗷待哺的
婴儿长成了一个小小少年。 她的诞生和
每一步的成长都凝聚了无数志愿者的智
慧才能, 辛勤劳动和最可宝贵的时间。虽
然是业余兼职，历届管理团队成员包括董
事会,学校行政, 家长会都尽心尽责，精益
求精，力图将中文学校办得专业化、正
规化。学校管理团队随着学校的发展而不
断完善。董事会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规划
和监管机构，它从大处着眼，制定学校的
长远规划，决定学校的办校方针。行政管
理团队负责中文学校繁杂的日常运作管理 
家长会负责协助学校的安全工作以保障学
校的顺利运作，并负责讲座委员会。
 
我们立足社区, 服务社区; 我们业余办学, 
专业治校; 我们集思广益, 群策群力; 我们
求同存异, 精诚团结; 我们脚踏实地, 长期
奉献。我们和中文学校一起经历, 共同成
长。

我们感谢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垦荒者和建设
者们。 谢谢你们的勇气和执着，谢谢你
们的爱心和奉献,谢谢你们让中文学校诞生
和成长在充满爱和热情的艾克顿社区里！

十年在人生的长河里不算短暂，借着艾克
顿中文学校，我们把我们的中国根移植在
了艾克顿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绚丽多彩的
中华文化之花让艾克顿镇满溢了多元文化
之馨香。 这里不仅成为华裔和非华裔学
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地方，成为交流信
息, 认老乡，交朋友的园地, 更是传播中
华文化的绿洲。 借助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的包容性和容纳百川的融合力,艾克顿中
文学校推动了华人社区和主流社会的共同
发展,成为艾克顿镇的一道亮丽风景.   

艾克顿中文学校洋溢着爱、热情、青春和
活力。它的勃勃生机凝聚了无数志愿者们
的心血、汗水和最可宝贵的时间。

回顾历史，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对
艾克顿中文学校充满信心。

我爱我家，我爱我师，我爱我校。艾克顿
中文学校，祝你生日快乐！

ated an award for the graduating class since 2010 ACLS and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are very appreciative of  this support and dedication.

ACLS has never been alone for her journey to promote Chinese language educa-
tion and cultural celebration. We are fortunate to travel together with so many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art and performing groups.  We maintain 
an excellent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mbridge Chinese Culture Cen-
ter, the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nd the Century Chinese School.  In 
May of  2008, when the earthquake hit Sichuan’s Wenchuan region, ACL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aster relief  committee, which connected numerous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Greater Boston to raise funds for the people 
in the disaster area. Through our collective effort of  in-school fundraising activi-
ties, charity performance events, and a fundraising walk for Sichuan earthquake 
relief, the Committee raised a total of  more than one million dollars.

Ten years is more than a transient period in one’s life.  With ACLS, we have 
transplanted our Chinese roots into this beautiful and quiet town of  Acton.  Here, 
the blossoming flower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full of  brilliant color 
and fragrance, are dotting the multicultural and diverse landscape of  the Acton 
community.  ACLS is the place our children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study 
Chinese culture. ACLS is the corner where we meet old acquaintances from our 
hometowns, get to know new friends, and exchange fresh ideas with others. ACLS 
is an oasis to broade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Leveraging the strength 
and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ACLS has become a shining example to the 
vibrant Acton landscape for promoting collab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local mainstream society.

ACLS is overflowing with love, enthusiasm, youth, and livelihood.  Its vitality 
draws from the devotion, dedication, and effort of  countless volunteers.

Remember the past, seize the present, and reach for the future.  We are confident 
of  the future of  ACLS.

We love our home, our teachers, and our school. 

Happy Birthday,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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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功夫, 艾克顿中文学校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长

成了一个小小少年。 她的诞生和每一步的成长都凝聚了

无数志愿者的智慧才能、 辛勤劳动和最可宝贵的时间。



校庆五周年时燕妮的一篇以橄榄树开头的文章我
还记忆犹新，一转眼就到校庆十周年了！看到当
年她文中提到的志愿者的名字在十年校庆的光荣
榜上再次出现，的确让我们对他们近十年的奉献
由衷地敬佩；而那些新志愿者的名字更让我们倍
感振奋，并对我们社区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
待。

开学不久，当我还在为校财务报表熬夜，为艾克
顿中国音乐之夜和十年校庆的场所而奔波的时
候，董事会的成员就善意地对我说： 你今年可是
赶上“多事之秋”了！一个学期过去了，一半儿
的事儿做完了，虽然是有一点儿“脱了层皮”的
感觉，但心底最深的感慨是：我是中文学校十年
来最幸运的校长！

教学是学校之本，教师是学校最宝贵的资源。十
年来，我校的教师队伍一直在稳定中不断发展，
教学水平和质量也有了长足的提高。不论是语言
课还是文化课的老师们都为中文的教学、也为传
播中国文化奉献了无数的夜晚和周末。我校的学
生们在中文AP考试、中国文化知识竞赛以及各项
技能及文体比赛项目中取得良好成绩，这里面都
凝聚着老师们付出的劳作。课堂之外，在各种学
术研讨会、培训班、“忙里偷闲”俱乐部以及表
演舞台上都透露出他们的投入、热情及才华。园
丁们，辛苦了！

今年的校行政团队是一支非常精干的队伍。不论
是九（久）朝元老级的建华，红月，陆青；经验
丰富的刘鸣，建国，荣燕，英姿，邱敏；还是“
新鲜血液”立新，毓梅，祁云，王娟，和满霞，
都既可独当一面，又能相互配合，从而保证了
秋季整个学期学校的教学和各项文化活动得以安
全、顺畅地完成；老师们在教学以及娱乐活动上
的需求得以满足。 星期天早来晚走的人群中总
有他们的身影，而平日里每个支持老师或与家长
沟通的电话和email 更是倾注了他们的时间和心
血。同事们，受累了！

我始终认为今年以燕妮为首的董事会和以国英为
首的家长会一如既往，是最支持校行政，最和
谐，也是最给力的管理团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的充分信任和鼎力相助，我们的日常工作才得以

沿承学校的办学宗旨；我校主持或参与的诸如Ok-
toberfest, Music Night, Acton Winter Carnival, 
校庆暨新年晚会等各项活动才得以圆满完成；中
文学校与校区内各团体组织及邻近社区内其他团
体之间的和谐关系才得以建立和发展；我们学校
和华人社区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才得以在周边地
区不断扩大。他们开会到深夜，审批学校的长短
期规划；他们伏案至凌晨，设计公关稿件或活动
海报；他们在超市里为音乐之夜发放传单；他们
在寒风中为募捐卖灯笼、灯泡；他们当然也潇洒
幽默，能歌善舞。用建英喜欢的词儿：赞一个！

学校是所有学生们和家长们的。没有你们的信任
和长期支持就没有中文学校。你们风雪无阻，按
时接送孩子上学；你们以身作则，教育孩子遵守
校规；你们认真负责，坚守安保的岗位；你们潜
移默化，向子女传授中国文化；你们循循善诱，
耐心辅导中文作业；你们更是带领全家积极参与
我们组织的每次活动，很多人还加入了我们庞大
的志愿者的行列。有这么优秀的家长和社区，中
文学校定会越办越好！你们也一定同意我的确是
中文学校十年来最幸运的校长吧！

在今年的第二届新英格兰地区leadership forum 
of Chinese schools and programs 的研讨会上，
我与周边其他院校的领导人分享了我校十年前定
下的办学目标和宗旨：除了弘扬中华文化，我们
要坚持把中文学校融入主流社会，推动学校与社
区的共同发展。十年来，在全校师生和广大志愿
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相
信大家通过征文，校刊、本期特刊以及校庆期间
的各项活动都能感受到我们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
的温暖和凝聚力。正是靠着这份温暖和这股凝聚
力让我在中文学校和社区享受做志愿者，为传播
中国文化添砖加瓦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我们回顾
过去是为了向往更加美好的未来。十年种树，百
年育人；我们为参与了种树而骄傲，我们还会为
它的成长而尽力。祝中文学校十年华诞，再创辉
煌。
 

艾克顿中文学校：十周年寄语
 校长 李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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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绿洲
 董事会主席 芶燕妮

在年少爱做梦的年纪，我很向往一种闲云野鹤的生活。
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没有具体的想象，只是脑海里
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画面：紫蓝色的深水，洁白的仙鹤，
远山绿树，淡淡的浮云。美得宁静，美得深邃。仿佛自
己化身为鹤，融入那种宁静和深邃里，享受着一种自在
和自由。

很多年以后，去了加拿大，后来又到了美国，定居在
艾克顿。工作，家庭, 两个孩子，日日在忙碌中匆匆而
过。偶然回想年少时的梦， 惊觉自己竟然真的是过着
浮云游子、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了－家乡和年少时的伙伴
都在遥不可及的远方。于是记忆中的画面不再纯美，若
有似无的是为什么流浪的问号，是生存与生活的疑虑, 
是淡淡的乡愁。

十年前的二月，挤在镇初中的饭厅里，我和很多人一起
见证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诞生。陈鸿祥校长和学区总监
Bill Ryan先生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了，记得问了简建华主
任教室在哪，带儿子去了谢良玉老师的班上。在自己的
家门口有了中文学校, 终于不用在周末开车送儿子去剑
桥, 去莱克星顿了(这两所学校我们都去过), 所以很感谢
有那么一群有能力的热心人创办了中文学校。在中文学
校里, 我开始认识了好些住在艾克顿的人, 有的还成了很
好的朋友。读了一年半, 儿子不想学了, 我就依了他, 离
开了中文学校。2005年9月, 我的朋友刘汉兰毛遂自荐应
聘成了中文学校的讲座委员会协调员, 于是她左说右劝
希望我进她的团队。

第一次的会议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了汉兰家的。在
座的除了汉兰和讲座委员会资深委员吴利宁和新加入的
李红外，还有当时的家长会长熊柏。利宁介绍了讲座委
员会的历史和基本政策，接着大家就讲座的话题进行了
讨论，我的观望的心态在大家认真热烈且很有见地的讨
论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这次会议之后, 我正式地加入
了汉兰的团队。汉兰做事非常认真，除了联络讲员, 每
周发出讲座的通知，还不断创新。因为讲座的时间和中
文课的时间一致，所以教中文课的老师听不到他们感兴
趣的讲座。于是汉兰买了器材, 在讲员同意的情况下开
始录制讲座，并收集起来制作成了DVD。这应该是中文
学校讲座史上迄今为止的唯一的一盘DVD吧。她还申请
到经费, 开创了为来听讲座的人买咖啡和点心的先例。
记得当时我在讲座委员会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买咖啡和
点心。

在年底，我接到通知去Rick’s House参加一个Appre-
ciation Party。我有点无功受碌的感觉, 本来不想去, 后
来知道是简建华的家, 因为认识建华同时也想看看他家
新修的房子, 所以去了。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聚会，校
长刘玉明，董事会主席王泽养，副校长邓敏, 其他的行
政管理和董事会成员都在，当然还有汉兰。我们吃饭，
做游戏，唱歌,玩得很尽兴。讲座委员会的这段经历让我
觉得为中文学校做事是件非常开心愉快的事情。

2006年5月，即将做校长的邓敏开始组建她的行政管理
团队，说我是她的副校长的最合适人选。邓敏和她老公
陈伟都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和汉兰一样，他们是我们刚
来波士顿不久就结识的武大朋友。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还
有另一对武大夫妇，李杰和鲁贤丹。几次聚会，谈笑间
新的大波士顿地区武汉大学校友会就酝酿成熟了，我老
公戴朝阳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2006年4月我们在亚洲
文化中心组织了第一次武大校友聚会。大约有120名武
大校友和家属参加了聚会，我的描写这次聚会的文章《
我们拥有同一个名字—武汉大学》在《侨报周刊》上刊
登, 让更多武大校友找到了组织, 校友会在短时间里迅速
发展。

担任中文学校的副校长意味着责任, 而且一年副校长, 一
年正校长, 这是两年的承诺。我很犹豫。我的”闲云野
鹤”的生活里有的只是对家庭对孩子们和对工作的责任, 
而走进中文学校的行政管理团队意味着对学校和对社区
的责任。我怕承担不起。那时候的日子虽然忙碌, 可是
每天我都会把喜欢的肥皂剧录下来, 在孩子们睡觉后欣
赏。在已有的责任上加担子, 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属于
自己的那点不多的时间, 所以很犹豫。更大的犹豫在于
我对中文学校的运作不熟悉, 怕 “圈内人” 不认同我
这个”局外人”。这些犹豫, 在邓敏的劝说中渐渐变得
不太重要。我下决心为了朋友就上吧, 要不然说不过去, 
因为要说忙, 谁不忙呢? 要说有孩子, 都有孩子, 邓敏的
老二比我的老二小, 汉兰还有三个呢。

于是, 我决定接受挑战, 承担起这个责任。那一年正好女
儿该上学前班了, 而儿子也答应我重新回到中文学校学
习, 所以似乎为中文学校服务正是时候。

在行政管理团队里除了邓敏, 还有三位是我认识的, 他
们是简建华, 左国英, 和袁力。建华那时候已经做了三
年半的教务工作,是深受老师们和家长们喜爱的教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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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他很热忱, 做事麻利, 走路健步如飞。我还记得他带
我熟悉各个教研组, 各个班的情况, 领着我去各个班外面
参观, 和我聊面临的挑战, 比如紧缺老师, 比如如何招聘
老师, 培训老师等等。在建华的帮助下我开始对中文学校
的教学工作有了初步的认识。国英的女儿和我儿子从小
学一年级开始就在一个班上, 我们曾经不约而同地报名
去孩子们的班上介绍中国新年的习俗, 所以认识已经很久
了。这是她第二年做文化课主任。国英有着热情似火的
性格, 非常能干。她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是: “我们中文
学校就是火”。有了国英快人快语的介绍, 我对文化课和
各种俱乐部的情况开始有所了解。袁力那时是董事会理
事,在行政管理团队里刚刚接任校刊主编之职。与袁力认
识是在2006年3月筹建武大校友会的时候, 他做为武汉大
学测绘分院的代表参加。有人介绍说他做过中文学校的
校长, 是位才子。8月,在看过我写的第二篇关于武汉大学
烧烤聚会的文章后, 他向我约稿,所以我们就熟识起来。
其他的行政管理团队的成员虽然以前不认识, 但很快也就
熟了。她们是校长助理王依达, 财务蔡国红, 会计王英姿, 
注册员林珊珊, 和总务马静雅。

学期刚开学不久, 我就卷入了由董事会领导的第一届艾克
顿中国传统音乐之夜的准备工作中去, 为活动撰写在报纸
上的宣传材料。当时的董事会主席是刚离任校长的刘玉
明。董事会理事刘相海出任这次活动的总指挥, 理事刘
阳任节目总兼制, 刚离任的校刊主编陆青负责节目单的设
计。袁力统管后台及舞台布景设计, 以及打印节目单的任
务。记得有一天袁力发了个电邮让大家去他家开一个装
订节目单的party。我去晚了, 进屋一看, 好家伙, 客厅厨
房里都是人, 有的在打印, 有的在折节目单, 有的在装订, 
还有几个在帮忙剪贴舞台布景。 大家边说笑, 边干活, 好
不热闹。在中文学校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为社区提供高质
量的免费的中国音乐会, 弘扬中国文化, 让华人社区和更
多的非华裔朋友能够有机会欣赏到中华音乐艺术的魅力, 
这群人的热情和干劲感染了我, 我觉得加入到他们中一起
为社区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是非常值得的。

2007年7月我接任校长, 汉兰做了副校长。 建华离任, 教
务主任由副教务主任史建英接任，资深老师叶红任副教
务主任; 马静雅离任, 总务由邓育红接任。李伟做了校刊
编辑,协助袁力工作,其他人员没有变化。育红是我多年的
邻居加朋友。她非常能干, 擅长购买价廉物美的东西,做
总务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史建英这个名字我几年前就知
道。那时候她儿子和我儿子在一起打棒球, 我女儿和她女
儿同岁, 大孩子打棒球的时候, 两个小孩子就在一起玩。
因为总是她老公带着女儿, 所以我只知道我女儿的小玩伴
的妈妈叫史建英, 却从来没有见过她。第一次见建英, 是
在我答应做副校长的时候, 去学期末节目的彩排帮忙。 
一个说三句话半的节目编得很有才很精彩, 我就问是谁编
的。正巧我女儿的小玩伴进来找妈妈, 这才知道原来史建
英是编三句半的中文学校三年级的老师, 而且从建校初就
在中文学校做老师。和建英的深交是在一次讲座之后, 好

些人和嘉宾一起去扬子江吃饭, 建英也去了。她那时刚
刚从中文学校老师的位置上退下来。那天正巧和我坐在
一桌，我们一聊就很投缘。她对中文学校的教学有很多
的建议。那时候我们刚增设了副教务主任一职,于是我请
她重回中文学校帮忙,她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事实证明，
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点将，建英从老师、副教务主任一
路走来，积累了很多教学和管理经验，虽然建华无法超
越，可是建英是巾帼不让须眉。

我们那届行政管理团队正值中文学校即将迈入她的第五
个年头 ，所以在保证学校正常运作发展的同时，还肩
负了五周年校庆的重任。在十月中旬成功地举办第二届
中国音乐舞蹈之夜之后，我们开始了五周年校庆的筹备
工作。校庆的牵涉面很广，所以在搭建校庆组委会的
时候，不但包括了现任的行政管理团队的成员， 比如
汉兰，袁力，国英，建英，李伟, 董事会成员刘阳，孔
轩，Dick Calandrella, 文化课老师朱碧云和王泽鸣，家
长会主席李福根，还包括了“退休”的行政人员和董事
会成员， 比如陈鸿祥，刘玉明，李劲冬，简建华，陆
青，Virginia Ross-Taylor。近二十人组成了包括庆典、
校庆特刊、校庆专题片、文艺演出、募捐、宣传外联、
聚餐安全共七个分组。我认识多年的朋友、波士顿有名
的主持人沈心焯鼎力相帮，为校庆专题片配音，并和高
中生志愿者康原一起主持了一台精彩的庆典文娱晚会。

2008年3月1号的五周年校庆活动是当时艾克顿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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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次活动, 它牵动了
无数为中文学校的诞生和发展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们的
心灵，是对年轻的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一次考验。大家
求同存异，精诚团结，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用爱
心和热情，带给了艾克顿社区一个在中文学校历史上
值得记取的校庆活动，达到了“总结历史、感谢社
区、展望未来”的目的。这次活动，为艾克顿中文学
校在社区的影响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灵。波士顿地区的各大华人团体和中文学校在很短的
时间内就团结起来成立了大波士顿四川汶川地震赈灾
委员会, 我代表学校参加了在麻省理工大学召开的会
议, 领回了为赈灾义演设计海报和为波士顿徒步募捐
活动设计T恤和横幅的任务。袁力为完成海报的设计
和我们其他赈灾委员会的成员一起通宵达旦地工作连
夜完成了海报的设计。 在波士顿公园徒步募捐的那
天，看着袁力设计的大型横幅在风中摇曳，近万人都
穿着他设计的T恤，由李劲冬带队的我们艾克顿的募
捐者们多了几分自豪，因为这份特殊的贡献来自我们
身边熟悉的人，来自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同时, 我
们在学校也组织了募捐活动, 艾克顿和邻近社区反响
强烈，在三小时之内便募捐到了近三万元。加上邮寄
和单位配赠，以及参加波士顿徒步募捐活动, 总共为
灾区筹集的捐款总数超过四万五千元。

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们全体行政管理团队成员, 加上
简建华, 以及我的好朋友、前中文学校文化课主任李
艳一起同台表演了《闪亮的日子》。我们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远方的历史, 远方的文化,远方的热土 ,远方的理想
走过千山万水, 经历坎坎坷坷, 我们相聚在波士顿 , 
相聚在艾克顿中文学校
平凡的奉献 ,由衷的喜乐, 家长老师的信任是我们的
动力 , 学校的进步是大家的骄傲
我们忙忙碌碌 ,我们开开心心。 共同的信念 , 共同的
理想, 共同的热情 , 共同的爱心
燃亮每一个在中文学校的日子, 平凡而闪亮的日子

我们唱: “你我为了理想历经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
拥有闪亮的日子”.

是的, 那些一起帮忙注册，一起装订校刊，一起为孩
子们的万圣节分糖，一起在中国新年为孩子们装红
包， 一起布置演出，一起给老师们送卡片送花, 一起
走过五周年校庆, 都是平凡而开心的日子。

2008年6月，我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进入了家长
会。在此之前，中文学校的家长会实际是一个人的组

织。那一年，家长会主席李福根终于不再是光杆司
令，有了马东海、杨钦钊、赵曙光和我。第二年，马
东海做主席，我和杨钦钊留下，简建华和陆青加入。
第三年，杨钦钊做主席，我们几个继续留在家长会。
在家长会的时候，我同时也在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
委员会服务，和镇里有了联系。2009年11月，在观
看了第三届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后，镇文娱委员会主
席Cathy Fochtman主动找我们合作，希望在艾克顿做
一个中国文化节。

因为有了组织三次“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和五周年
校庆的实战经验，当时的董事会主席刘玉明，校长王
建国，以及家长会主席马东海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
的与镇上联合弘扬中国文化的机会， 同意以家长会
为主体来组织这项活动。活动的策划、筹备、实施前
后历时六个月，组委会成员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2010年6月5日在艾克顿的NARA公园， 我们推出
了六项反映中华文化的活动， 包括书画盆景展、美
食篇、服饰艺术展销、中医针灸及爱心服务、平地献
艺（舞龙、舞狮、武术、太极），以及中国音乐舞蹈
艺术欣赏（露天舞台表演）。这是艾克顿镇的历史上
的第一个中华文化节，中国龙第一次在NARA公园表
演。美国国会议员 Niki Tsongas 的办公室主任Jane 
Adams颁发了为艾克顿华人第一次举办艾克顿中华文
化节的特别荣誉证书。据现场治安警察和镇文娱委员
会估计，本次活动吸引了超过三千人次的游客。

这次活动的组委会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艾克顿中文学
校历年来组织的大型活动，包括三次“艾克顿中国音
乐之夜”和五周年校庆, 也加入了一些新鲜血液。孔
轩，Joanne Wu, Virginia Taylor, Dick Calandrella 负
责推广宣传；袁力负责海报和文化衫设计、舞台和公
园装饰；陆青负责节目单设计以及文化衫销售；王
建国负责网页设计和更新；王泽鸣负责平地献艺，
杨钦钊、刘阳、沈心焯、唐艳华负责舞台表演；刘
玉明、Eve Li、黄玲负责财务和募捐；黄玲、刘玉
明、姚小菊负责中餐协调；孔轩、Fred Hu负责饮料
销售；刘汉兰和邓育红负责服装和工艺品展销；李劲
冬、孙立新负责中国书画展；左国英负责盆景展；史
建英负责品茶；陈挺负责中医协调；马东海、巫冬
灵负责儿童游戏，Dick Calandrella负责充气蹦蹦床
的协调；简建华、Arthur Lee、袁力负责音响；陈鸿
祥、陆青负责抽奖和拍卖；马燕负责分发节目单和活
动咨询；马东海、李福根负责安全；王惠、邝锦波、
钟应木和李伟负责活动摄影、摄像。

文化节的成功，使镇政府对我们信心满满，镇275周
年庆祝委员会、镇文娱委员会，以及艾克顿-博思宝
路文化委员希望和我们再度合作，把艾克顿镇的275
周年庆祝和中国新年庆祝放在一起做成一个大型活
动，并愿意为中国新年放烟火。虽然组委会成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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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从文化节的辛苦中缓过劲来，仍然激情饱
满地开始了新的活动的策划和准备。我们决定
把中国新年的元素发挥到极致。那一天镇高中
挂了很多大红灯笼，Minuteman 鸣枪宣布庆祝
的开始，同时镇里很多组织也过来摆摊设点，
还有写《孙猴王女儿》的作者也过来展销他
的系列从书。我们的活动从下午开始, 包括猜
谜，写春联，写中国名字，脑筋急转弯 （中
英文），书画展，品茶，中国乐器欣赏，做年
画，画脸谱，做手工，中国灯笼服饰手工艺品
展销，舞狮、武术、太极、扭秧歌、红绸舞，
吃团年饭，春节联欢晚会 （有舞龙和许多精
彩的音乐舞蹈节目）。吃年饭的有800人，
晚上看节目的有900人（满座），下午至少有
700-800人的游客量。虽然那天因为风大没有
放成烟火，然而谁也没觉得少了什么，活动很
圆满很成功。

去年夏天在一个餐馆碰见镇政府的一个熟人，
她的老公对我说他在庆祝的那天去了，而且拍
了很多照片。他说他去中国出差，把那些照片
给中国同事看，他的中国同事说：“你们一天
把我们过年十五天的事情都做了”。我们最初
的设想正是要呈献给大家一个浓缩的热热闹闹
的中国新年啊。看来，我们真的做到了！还值
得一提的是，我儿时的伙伴听说我们要搞中国
新年的庆祝，特地从家乡给我寄来了上好的花
茶和竹叶青。那天的品茶活动是由他赞助的。

借着中文学校，我们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撒在了
艾克顿这块异国的土地上。在不是家乡的地
方我们创建了自己的家园，在没有亲人的地
方我们建立了亲情，在没有友朋的地方我们找
到了朋友。那无法改变的中国根，把我们紧紧
相连。我曾经做的两年的承诺成为了七年半的
坚持。生命因为结识了这群多才多艺、无私奉
献、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而多了更多的精彩，一
路走来无怨无悔，且满溢了开心片段和欢乐时
光。流浪的人生也因为我们共同为社区做了很
多有意义的事情而有了意义。

我不再问自己为什么流浪，我不再苦苦思考我
是生存着还是生活着, 淡淡的乡愁化做的是传
承中国文化的动力---这是生活在远方的儿女
能够为祖国母亲所尽的微薄之力。
6
记忆里的那片水域开始延伸，静态的画面多了
许多的热闹和生机。青山绿水好朋友，还有比
这里更美好的生命的绿洲吗？

因为有你
    家长会主席  左国英

回家的感觉
我们2000年搬到艾克顿，唯一不满的就是这里没有中文学校。虽然牛顿
中文学校很好，还是觉得远了点，学生和家长都不熟，总觉得是个客
人。盼啊盼啊，2003的早春艾克顿中文学校终于开学了，我们立马从牛
顿中文学校转了过来。记得第一天开学时先在学校大餐厅举行全校大
会，校长讲话，校行政管理人员介绍，然后家长带着孩子去各自的教室
上课。忘了当时领导们都说了什么，只记得左顾右看，见到了许多熟悉
的面孔，有邻居，有孩子学校的同学，有跟儿子一起踢球的，有跟女儿
一起滑冰的，一股暖流涌上来，回来对了，这是我们属于的地方。

感恩回报
也许是这种回家的感觉让我对在中文学校做事的志愿者们一直怀着敬佩
和感激的心，是他们无私奉献和投入，自己的孩子才能就近学习中国文
化，我们才会拥有一个华人活动的社区家园，为中文学校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就变得自然而然了。从2005年至今，我先后担任文体主任，中文老
师，校董事会和家长会主席。其中文体主任做得最久，长达四年，而且
花的时间精力也是最多的。文化课的教学虽然很难创收，它却是中文学
校办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是促进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培养学
生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二是满足家长的需求，让孩子们在上完中文课后
尝试一些文体绘画方面的兴趣爱好。 由于文化课之间差异很大，又需
要有专业特长的老师，在师资招聘，经费预算，广告推广上都会有一定
的挑战。中文学校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尤其是在资金上，使得
我们很多文化课从无到有，从学生为数不多到名额爆满。作为文体主
任，我为能在这样的团队里一起为大家服务而深感自豪。

可敬的校长们
在中文学校服务才真正知道这里藏龙卧虎，能人多。看看我们每一届的
校长就知道了。可能有人认为中文学校一两年后走入正轨，后面都是例
行公事，校长啊管理啊都应该轻松。其实不然，学校每年都有新的挑
战，而且我们的历届校长每年都会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提高，带
领艾克屯中文学校迈向更高的领域。不说别的，就说说我做文体主任时
的四个校长吧。

刘玉明是我刚当文体主任时的校长。他是为人极其豁达而又有耐心的校
长。当时2005年，一开学，学校就面临租金成倍增长。不仅如此，由于
一位男孩的恶作剧，连续多次发生厕所堵塞事件，刘玉明校长不但要亲
自掏厕所，还要陪着笑脸恭听艾克屯初中部的抱怨。就是如此，也没看
见他发过脾气，真是不得不服。玉明非常务实，办事不守成规，能打破
俗套。记得当时很多老师感觉每学期排演节目压力很大，在征求大家的
意见后，刘玉明校长当年就把每期末的学生汇报演出改成了每学年的汇
报演出，给老师减少了不必要的工作量，这个演出的改革就一直延续至
今。玉明的另一口号就是办好中文学校离不开社区的支持。在他领导
下，艾克屯中文学校开始注重跟社区的互动，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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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支持。每年的图书馆捐款活动就是从玉明开始的。

刘玉明校长卸任后是邓敏接任。邓敏本身是一位知识产权
方面的律师，能说会写，考虑问题细致周全，账目也算得
非常仔细。她在任时，中文学校的财务更加明细化，很多
文件也得以完善更符合法律程序。在努力办好教学的同
时，邓敏继续贯彻为社区服务，促进中国文化和美国主流
文化的互动。2006年艾克屯中文学校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
面向美国主流社区的中国民族音乐之夜。

2007年燕妮走马上任。以前只知道她写得一手好文章，共
事后更是领教了她的干练风格。说她军师，将领和政委集
于一身一点不为过。她思路开阔，出谋划策点子多，像
个军师。善于统筹运幄，点将派兵，是个将领。燕妮又很
能鼓动大家的积极性，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一把抓，这还
不像政委吗？她的另一特点，开会多，废话少，效率高。
燕妮一上任，她就开始管理人员工作明确化的推进，使得
管理人员能够更好有效地做好各自的工作。在她任校长期
间，正逢中文学校5周年校庆纪念活动。为了对中文学校建
校5年有个全面的总结和整理，并答谢和表彰为中文学校
做出贡献的老师、管理人员和志愿者，燕妮亲自担任总指
挥，成立活动筹备委员会并设立了7个分组分别负责校庆活
动的各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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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校庆纪念活动划上了
圆满的句号。同时燕妮又努力推进艾克屯中文学校与波士
顿地区其他中文学校的交流以及中文学校与波士顿地区的
华裔团体的合作。同年艾克屯中文学校参与波士顿地区华
裔团体汶川大地震的义演和募捐活动，使得艾克屯中文学
校在波士顿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我做文体主任的最后一位校长是刘汉兰。她是个非常善于
倾听，又能抓住问题解决问题的实干家。她非常注重与家
长们的沟通，除了及时给家长发送详尽的email，汉兰还专
设了一间教室，定期分年级和家长们面谈，对家长们的意
见虚心对待。在教学质量和激发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上
汉兰专门组织老师，家长和管理人员一起专题讨论，为马
立平教材试点班的可行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校舍管理
上，汉兰提出了简单有效的方法，中文课后管理人员轮流
值日审察教室情况，防止不必要的疏漏和避免可能引起的
误会，这种教室监管方发也沿用至今。汉兰不仅实干，而
且很会谈判。她接任时，学校已有语言课学生580人，文化
课学生376人，老师和助教84名。中文学校已经把初中部
所有能用的教室都用了，学校的发展和老年活动的开展受
到巨大的限制。汉兰接受了这个挑战，多次和艾克屯学区
校舍管理磋商谈判，不仅在2009年春季增设了Paker Damon 
Building 为卫星校园，并且还争取把租金减到了最低，这
种处处为中文学校着想的精神真是让人感动。

回顾十年，有很多感人的人与事。感谢所有为中文学校添
砖加瓦的志愿者们。愿艾克屯中文学校更加茁壮地成长！

中文学校二三事
    陈鸿祥  校长 2003

董事会主席 2004 － 2005

筹办期小记

2002年10月21日晚我们发出10月24日开中文学校办学征
求意见讨论会，并附上调查报名表。10月22日早开始就不
断收到反馈。到24日开会前，已有40多人报名，到10月
底，70人报名。

第一个报名上ACLS 的学生：简路缤
2002年10月22日早，家长简建华为孩子简路缤报名。

第一个志愿要求参加ACLS Admin 工作：张耀路
2002年10月22日早回Email要求用自己专长为ACLS做财会
工作。

家长会长24小时换了3人
10月24日会议上赵曙光报名出任，会议结束后就换成田
军。第二天尘埃落定，王峰正式出任第一任家长会长。

校名初为“Acton-Boxborough Chinese Language 
School”(ABCLS). 

后发现译成中文又长又麻烦，改成今名。而学校的Email 
Group，仍然保留原名 ABCLS@yahoogroups.com.

逼出来的高起点管理
学校筹办期间，最困难又艰巨的工作是注册登记。许多人
忙乎了两个多月，初期全靠手工， 不断出错返工，后期
Web Team加班加点赶出注册软件。ACLS一开始就成为大波
士顿地区第一个实现信息化管理的中文学校。张颖和杨佩
云两女将为大功臣。

文化活动回报社区

学校筹办时，镇图书馆请求我们派人或推荐人员帮助图书
馆建立中文图书库。我们捐出图书并推荐了强有力的工作
小组，为图书馆列出推荐购买书目并参加具体建库工作。
如今艾克顿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图书音像资料，琳琅满目，
社区的中文读者已经离不开它了。

第一学期开学后，为了更好地服务家长和社区，学校在经
费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每周面向这个社区开办讲座。
一开讲就深受欢迎，如今“ACLS Seminar”更成为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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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成立十年了。百年育树，十年育人。

十年时间，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学习过的学生可以说是成
百上千了。建校伊始，学生的人数只有一两百人。当时
的学监Bill Ryan先生曾经不无担心的问起，中文学校还
会增加多少学生，因为初中的校舍能使用的而未在周末
启用的好像已经不多了。可才三四年时间，学生的人数
已经是成倍地增加了。每到周日，听到在中文学校的教
室里朗朗书声。翻开校刊，看到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写
下的一篇篇习作。在一次次的演出中，多少家长为孩子
们能够勇敢的走上舞台展示他们的才华而骄傲，感动。
曾经在中文学校任服务过的的老师和管理人员应该是以
百计了，有的资深老师更是执教于建校之初。他们领取
中文学校所能提供的相当有限的报酬，牺牲个人的大量
的业余时间，每个周日，全身心的投入到中文学校的教
学。是他们的奉献，让中华文化在孩子们心中，在我们
的社区当中扎下了根。

通过在中文学校的学习，孩子们学习了中华语文和文化，结识了朋友。很多同学积极参与学校的教学和文化活动，提
高了能力，也促进了与家长们的沟通。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学校组织老师交流，培训，编写教学大纲，采用新
的教学方法，支持组织教研组和老师的活动。在学校和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中文学校的教学一直享有较高的水平和
声誉。十年来毕业了不少的学生，听听他们和家长们的反应，却也使我们想到也许我们可以做的更好的。在北美教授
中文的困难似乎在于比较缺少语言的应用环境。也许中文学校可以利用华人家长的条件，为学习提供一些环境。

比如学校自建校开始即设有面向家长们的讲座。如果较高年纪的同学承担起部分讲座的任务，为家长们用中文甚至参
杂英文介绍公立学校的学习环境，选课，校刊，各种兴趣小组，感兴趣的文化，政治或经济议题，甚至某一具体课
程。这样科目，同学们学起来和老师教起来会不会比较有的放矢。也许大多数的家长们是乐于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帮助
孩子们完成这样的项目，因为这也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学生的学习和思想方法，甚至有助于部分的消除与孩子交流的困
惑。随着华人社区的发展，社区里老人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比较高年纪的课程, 可不可以在老师帮助下安排对他们
的采访，写出笔录？对同学们来说，从语言和文字都是对他们的挑战。对于老人们来说，他们也许也会珍惜这种交流
的机会。

讲座或是采访只是个建议，与我们传统的课堂教学的不同可能是比较更进一步的互动。听到不止一位在同时在公立学
校和周末中文学校教课的老师讲，公立学校班上的中文学校的学生的中文水平不一定差，可是很大的弱点是互动。
讨论问题很少发言，课堂提问也不太愿意回答，常常与课堂的气氛不协调。想起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的确是比较少回
答问题。当时一直认为，一是其他同学回答太快，二是怕听不太确切，或讲不好英文，露怯。其实可能最关键的是没
有养成在学习中互动的习惯。互动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学校的中文学校的同学邀请公立学校的同学同台演
出，有的学校的开展支贫活动，带同学们到中国的边远地区访问。参与同学们在互动项目，常常可以看到同学们在互
动项目中展示出相当的主动性，和学习热情。而指导，协助互动项目本身对于老师和家长们来说也是学习和接受挑战
的过程。如果通过中文学校的学习，我们能够增进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和互动能力，在学校学习到的文化知识也许也
才真正的扎了根。

叶茂根愈深
    王泽养  董事会主席 2003 － 2004

一个珍贵的品牌。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宝贵
的平台，成为华人群体和本地社区的沟通桥梁。

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中文课老师周麟与我们谈了要组
织一个中文读书会的想法，得到学校管理班子的热烈
响应。2003年4月1日艾克顿中文读书会正式成立（不
是愚人节的玩笑）。学校Admin的主要成员都成为第
一批会员。读书会后来和镇上其它读书会联合开了几
次读书活动，为两种文化的交流做贡献。

舞台表演是文化传播最直接有效的形式。2006年夏天
学校领导和文艺骨干和大波士顿文协国乐团的领导在
我家后院联欢，共商弘扬中华文化大计。10月第一
届“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在艾克顿高中礼堂举行，
盛况空前。为主流社区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精美
的窗口。艾克顿图书馆基金会协助办理。这是学校第
一次举办面向主流社区的大型活动。

推动文化交流并回报社区是ACLS有别于许多中文学校
的主要特征之一。办学的初衷如今已被发扬光大。人
才辈出的ACLS，已是艾克顿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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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建校十年，我作为第一任教务主任（又是
任期最长的），之后又在家长会帮忙，是有很多的感慨。
现在每周看到很多新的老师来学校教课，知道我们的教师
队伍十分壮大，亲眼目睹学校每年的巨大变化，心里很高
兴。现在学校越办越红火，名声在外，我们听到的多是赞
誉了。回想建校初期招聘每一位老师和助教的情景，真没
有想到十年后是什么情况。当时只想把教师队伍建好，为
后面的发展壮大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因为教师队伍的素质
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水平和声誉。回想当初的那几年，我体
会最深的有几点。首先，要尊重老师和老师的劳动。每个
老师都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为学校服务，而且一教
就好几年，从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每个老师都很敬业，
她(他)们深知自己的责任，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备课，尽
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教好孩子们。她(他)们牺牲自己的业余
时间，就是想为社区作一份贡献，为弘扬中国文化尽一
点力。她(他)们每周必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别无他
求。这种精神和行为，难道不值得我们尊重和敬重吗？其
次，要为老师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全力支持老师们的
工作，创造一个有乐趣和有意义的环境，让老师们愿意
来。这样才能保留人才，充实和扩大教师队伍。这方面我

们的学校做得更是不错，比如提供各种型式的教师培训，
不同方式的联谊活动，教师俱乐部，等等。艾克顿中文学
校从学校规模, 师资力量, 教学水平, 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
发展, 现在在大波士顿地区都晓有名气，我真为学校自豪
啊。

回忆这些年来在为中文学校服务的过程，我自己最大的收
获就是结识了很多为中文学校作贡献的朋友。我要是把她(
他)们的名字都列出来的话，那就太长了，恕我不能在这里
一一表述了。这些朋友中，有很多是老师， 他（她）们
有的还一直在学校兢兢业业地服务，有的已不再任教了，
有的离开这个地区，她(他)们是中文学校的无名英雄， 是
她(他)们的无私奉献，换来了中文学校今天的喜人成果；
更多的朋友是学校管理团队的服务人员，她(他)们服务时
间有长有短，但是她(他)们的贡献却是不能用时间的长短
来衡量的。很多人都说过，我们艾克顿是藏龙卧虎之地，
这话一点不夸张。我们会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看到他们的
身影，他们用他们的才华和智慧，把艾克顿以及周边镇的
华人组织和吸引到一起，为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将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精神渗入到我们生活的社区活跃着。
有人羡慕艾克顿人气很旺，那是这一群忘我奉献的人们辛
勤耕耘的体现。我很荣幸结识了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这将是我终生记忆
难忘的经历, 十年或二十年之后, 《闪亮的日子》这首歌将
会在心中响起: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灿
烂的岁月, 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
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得, 我们曾经拥有闪亮
的日子。”

也许大家都了解，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本
地社区的支持。学校的学生多数来也是自艾克顿镇和附近
社区。学校建校后，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社区的各项活
动。从邀请州，学区，镇里的官员到校讲演，赞助，参与
镇里的图书馆的各项活动，到举办音乐晚会，进而协办公
立学校的国际节，镇里传统的十月节等各项活动，以致全
镇的周年庆典。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中文学校为波士顿
远郊的华人社区融入本地社区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也为华
人社区取得了良好的荣誉。听说牛顿中文学校将在2013
年初协助牛顿市举办第一届中国文化节。而刚刚成立十
年艾克顿中文学校，在此一方面，似乎已经积累了一些经
验了。牛顿中文学校是有一千余名学生的大学校。为了调
动大家的积极性，提高活动组织的专业性，积累人才，建
立与本地市区的长期联系，学校建立了活动管理委员会
（Events Committee ), 负责学校的校内外各种活动的计
划，策划，和实施。活动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安排在符合校
长，董事会要求，认可的前提下，由经验丰富的成员负责

起各种活动的具体安排，使校长可以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教
学和学校日常运作中的问题。这种通过某种组织形式式发
掘人才以推动整个社区的活动的方式不知可不可以在艾克
顿中文学校的工作中借鉴。对艾克顿中文学校来说，在华
人社区中建立起主动参与本地社区的政治，文化，社区服
务，建设的活动的意识，对于学校和华人社区在远郊社区
的扎根，发展也许会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牛顿中文学校在2009年庆祝了建校50周年。在波士顿历史
最悠久的中华广教学校三年后将迎来她的第一百个周年。
比较起来，刚满十岁的艾克顿中文学校经历了可喜的成
长，可要走的路还会很长。我们祝贺她度过了第一个十周
年!  祝愿她茁壮成长，叶茂根愈深。

闪亮的日子
    简建华  教务主任 2003 － 2007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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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呀，仿佛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我们爱克顿中
文学校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回想起来，好像一切都发
生在昨天…. 

2003年的二月里，大人孩子们聚在爱克顿初中的饭厅举行
开学典礼，陈鸿强（Harry） 标准的福建口音引来听众阵
阵笑声，王泽养把建校的经历娓娓道来。记得我们问泽
养，怎么不等到九月再开学，回答是，“等不及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小小的中文学校，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一
大批多才多艺的志愿者，他们无私的奉献，才使爱克顿中
文学校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在波士顿地
区闪闪发光。

十年了，那些当初转学过来的孩子们，大多数都上大学
了；那些曾懵懵懂懂坐在学前班里，第一次一笔一画认真
写下自己的中文名字的孩子们，现在都该上高中，考大学
了；那些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出生，和中文学校一起长大的
孩子们，已经背着书包走进教室了， 又一个轮回正在开
始。

十年大庆，校刊编辑让写写作校长的感受。想来想去，那
些经历的事都太平常了，而那些和我一起做事的人，总是
历历在目。经常感慨，要是没有中文学校，或许会失去结
交好友的机会。

先说校长助理王泽鸣，我的老朋友，老大姐，我们1997
年就在一所中文学校认识。她总是那么精力充沛，活泼
开朗，不管有什么要求有什么事，找泽鸣就好了。在中文
学校，是她第一个把学生志愿者统一管理起来。而她自己
就是名副其实的志愿者，为学校办事，不取分毫报酬，还
屡屡把自家的音响设备贡献出来。她至今还活跃在中文学
校，叩拜！

再说副校长袁力，人才呀！在外才华横溢上得厅堂，在家
兢兢业业下得厨房。我们经常对他太太说，“小红，你好
福气呀！”忘不了每一次的联欢会、晚会，袁力的舞台设
计，光彩夺目；忘不了他创作的新年喜报，喜庆吉祥；忘
不了每年的CCTV春晚DVD，曾经是我和公司同事的翘首等
待。佩服他做事做人一丝不苟。

教务主任简建华（Rick），教学和教师队伍一揽子工程一
手抓，为学校建设呕心沥血。谁和他搭档，又省力又省
心。业余时间，他那漂亮的男高音，震撼呀！记得最早

是在第一次教师联欢会上，他的一首《牡丹之歌》高亢舒
展，从那时起就喜欢建华的歌。现在他更是百尺竿头，更
加成熟，成为大家喜爱的好声音！

文化课主任李艳，屯里屯外当之无愧的歌星，喜欢她唱的
每一首歌，《青藏高原》、《纤夫的爱》… 优美动听，
荡气回肠。想不到她管理文化课，也认真仔细，一丝不
苟，处处表现出川妹子的能干泼辣。记得第一次请魔术师
来学校联欢会作魔术表演，她一定要叫上我，由她亲自开
车到中国城和陈万菊见面，审核节目质量。还说要不然不
放心呀。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打动我。

总务主任姚晓菊(Julia) ，老朋友了。在过去的中文学校
就是活跃人物，第一次认识她是她那时在舞台上优美的舞
姿。晓菊办事麻利，点子多，是个好管家。为公家买东
西也是货比三家，不合适就退，从不怕麻烦。平时在团队
里，她周到的服务和别出心裁的点缀，让我们每一个在学
校工作的人都感受到融融的暖意。

财务主管张耀路(Jenny) 和万小明，财务帐目一清二楚，
两个都是待人和气，轻声细语。耀路是学教育的，在和她
交流中，得到好多教育孩子的宝贵经验。而且耀路多才多
艺，挥毫泼墨，提笔生辉。小明温文尔雅，漂亮的自来卷
发，衬着一说话就泛红的脸蛋，大家都喜欢她。记得2008 
年为汶川赈灾募捐，小明是头号功臣。 

注册员林姗姗(Susan)，在管理队伍里她总是默默工作，认
真细致。后来才知道姗姗可有才了，做一手好菜，种瓜种
菜也是一把好手。

校刊编辑陆青(Jill)，北大才女，满腹经纶，办事却格外
的低调。她是中文学校的元老级人物了，担任过各种的脚
色，如今依然活跃在社区，默默为大家服务。陆青是个很
有品味的人，朋友们都说，想知道当下时髦什么，看看陆
青用什么就行了。

网络管理项开华，又一个聪明低调的才女。默默在在网站
队伍里挑大梁， 任何事情，总是有求必应。 
如果说当初参与中文学校的管理建设大多出于不好推托，
但现在真的体会到那时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交了那么
多好朋友不说，直到今天，孩子都早从中文学校毕业了，
而我和老公还是每个周日雷打不动地上中文学校，练唱
歌，学太极，会会朋友，聊聊天…  中文学校真是个好地
方。

祝愿我们的中文学校越办越红火！

ACLS十年回首
    李劲冬  校长 2004

董事 2004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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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做副校长起，我在艾克顿中文学校陆续担任过校
长、董事、校刊编辑等角色，七、八年来天天在中文学校
里跟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或主持学校日常管理，或参与
制订学校政策方针，或协助学校文化交流活动；而更多的
时候，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志愿者，跟其他许许多多家长一
起，做一些琐碎而又必须要有人做的事情。

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做事做得久了，对她的架构就有了更多
的了解。学校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也就没有老板，或者
说，全体学生、家长都是学校的老板。不是校长，不是
董事会，而是全体家长，才是学校的决策者，决定学校的
一切：从大政方针到日常运作，比如该开什么样的课，租
什么校舍，招什么样的老师，开展什么文化活动，收多少
学费，付多少工资，讲座怎么开，学生招不够怎么办...等
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家长组成家长会，选出董事组
成董事会，再由董事会聘用校长，负责招聘教师和行政人
员，开设课程，处理教学和文化活动事务。

运转一个有800个学生、100个老师、助教的学校，让老
师、学生、家长都教得舒服、学得满意、玩得开心，还要
跟艾克顿社区有良好的互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
师们和家长会、董事会、行政管理团队都学有专长，热心
敬业，以专业的态度和规程，努力推动中文学校的平稳运
行和促进各项活动的开展。但他们毕竟是人单势孤，面对
大量繁琐的事务，光靠他们，恐怕即使人人三头六臂也难
完成。

在中文学校跟许许多多的人共事，他们都能干、勤奋且敬
业，每天在学校走廊、教室间穿行，神情严肃，脚步匆
匆。他们胸前挂着各式牌子：董事，校长，副校长，会
计，家长会…，让人见了立生敬意：显然学校的运转是维
系在这些人身上。

如果说经过了10年的发展，中文学校长成了一颗枝繁叶
茂、果实累累的大树，那么学校的行政人员和家长会、
董事会、老师们，就是中文学校这颗大树上的叶片，光鲜
而夺目，遮荫蔽日；而叶丛中的果实，自然就是优秀而自
豪的学生，他们代表了中文学校的成就。但是人们往往忽
略的，却是这颗大树上那些暗淡、坚韧、繁茂的枝干和树
根，他们是中文学校的中坚，是他们深深根植于社会的土
壤中，为学校提供最需要的支援，支撑起了中文学校，他
们就是那些可爱的志愿者，是中文学校发展壮大的根基和
动力。

－－在大多数的中文课和文化课教室里，都能见到课堂家
长和助教们的身影。他们督促学生，辅助教学，为任课老
师准备教具；

－－在学校正门内外、走廊上、边门旁，能见到穿着黄马
甲的值班家长们。他们疏导交通，维持秩序，确保在放学
之前不会有孩子单独溜出校外；

－－几乎每一次学校开课的日子，小餐厅都会举办一个讲
座，内容从卫生保健，到家庭理财，从大学报考，到地方
选举，让家长们在社交、闲暇之余，多增加一些知识，跟
社区有更多的互动。讲座委员会的成员们在选题、讲员、
设施等等方面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中文学校每一次组织举办和参与的期末演出、春节聚
会、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Oktoberfest、国际日等等文
化活动，都凝聚着无数志愿者的心血。从活动参加团体的
协调、节目设置，到场地租用、广告宣传、演出票、餐券
出售、纪念品设计购买，到活动时的协调、接待、场地布
置、台前幕后的导引、饮食安排，具体到节目单、演出票
印刷、幻灯片播放、舞台灯光、幕布话筒，无一不是依靠
默默奉献的志愿者；

－－实际上，中文学校的老师、行政管理人员、董事们也
是热心敬业、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他们在教学、管理上所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出了学校所给予的补偿。他们
把对孩子的爱和对中国文化的爱带到中文学校，以他们的
专业和特长，保证了中文学校的高水平运转。

正是在这些志愿者的呵护和托举下，艾克顿中文学校一天
天地成长起来，成长为一个孩子们的课堂、家长们的活动
场所和老人们的娱乐中心，成为华裔家庭的社区家园。

而艾克顿中文学校在10年高速发展的基础上，要想再上台
阶，在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文化交流、扩大社区影响力等
方面取得更大成就，关键的依靠就是志愿者的支持，一个
同心协力，劲往一块儿使，汗往一块儿流的同心同德的志
愿者队伍。

谨以此文恭贺艾克顿中文学校10周年华诞。

那些可爱的志愿者们
    袁力  校长 2005

董事 2005－2007， 20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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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oorway to China
    Virginia Ross-Taylor  FCC Parent

Board Director 2005－2007

Most of  you came to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to bring your native culture to a new country, 
America. As a native of  America, I came to ACLS to 
learn about a country new to me, China. I came to honor 
a promise.

Several years earlier, in a third-floor office, my husband 
and I took turns holding a baby and signing documents. 
That day we promised the men and women from the 
Zhejiang Province Bureau of  Civil Affairs that we would 
raise our beautiful new daughter to know and appreci-
ate the culture of  her birth country. Four years later my 
husband and I repeated the same promise to officials in 
Jiangxi Province, Shangrao: we will help our new baby 
grow up knowing about the heritage of  the land of  her 
birth.  

Easy to say when you’re more than 7,000 miles from 
home, but how exactly do Caucasian parents actually 
keep this promise?
How fortunate we were that the Acton Chinese Lan-
guage School opened its doors!  

We were welcomed to ACLS from its very beginning 
ten years ago. Founders Harry Chen and Zeyang Wang 
reached out during the planning stages to the commu-
nity of  families in Acton and surrounding towns who 
had adopted children from China. At the time we had a 
network of  adoptive families, and we met to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at a local restaurant and the Autumn 
Moon festival at NARA Park. But we knew little of  
“real” Chinese culture.

After being invited to be part of  ACLS, more than 20 
children adopted from China registered for the first 
language classes. My daughters learned how to rec-
ognize their Chinese names, sing songs, and begin to 
write characters from two gifted teachers: Yang Liu and 
Xiangying Xie. They came to know other Chinese chil-
dren—not just those adopted by American families.

After several months it became obvious that the Chinese 
children of  American parents were not learning as fast 
as those children who spoke Chinese at home and whose 
parents could help them with homework. Our children 

fell behind, thought they were stupid, and began invent-
ing all sorts of  excuses for missing Chinese class.

The response of  ACLS to this early problem distin-
guished it among all the Chinese schools in the Boston 
area.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school in Eastern Massachusetts to launch 
a separate track of  classes for those children who were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e school has expanded the CSL program and 
now offers six levels of  instruction in CSL. These class-
es are attended not only by adopted Chinese children, 
but also by children with one Chinese and one American 
parent, children whose families speak Cantonese, and 
children with no particular connection to China other 
than the desire to lear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s 
newest global power.

By the end of  its first semester ACLS changed its cur-
riculum to meet the needs of  families with American 
parents; during its ten-year history,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has changed Acton. Twentysome-
things who grew up in Acton remember that they were 
among the two or three Asian students in their classes.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Acton—drawn here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support of  ACLS—has in-
creased dramatically in the last decade; now nearly one in 
four students in the high school is Chinese.  The dream 
of  achieving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n town politics 
might once have seemed improbable; because of  Xuan 
Kong’s strong contributions through the School Com-
mittee, it has become a widely welcomed reality. The 
World Languages Department in the Acton Boxbor-
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long offered only French, 
Spanish, and Latin. Five years ago Mandarin, taught by 
Rixin Li, expanded the language course choices beyond 
those representing only a corner of  Western Europe.  
Centered at ACLS, Acton’s Chinese community has be-
come a large and vibrant minority with a voice. You have 
raised standards in the schools. You have enriched the 
town’s cultural landscape through splendid performanc-
es and celebrations that have drawn hundreds—and 
then thousands-- of  spectators and participants.  

ACLS has changed the town. It has also changed me. I 
came to ACLS on behalf  of  my daughters and to up-
hold a promise. I did not expect the deep impact that 
the school and the people I met there would have on my 
own life. 

Slowly, over time, and sometimes unconsciously, an af-
finity for Chinese culture sneaked up on me.  I’ve ac-
quired a taste for green tea, and I have a drawer full of  
chopsticks. I have found myself  drawn to exhibi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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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中文学校
离不开社区的支持

    刘玉明  
家长会  2003 － 2004
校长  2005 － 2006
董事  2004 － 2007
董事长  2009 － 2011

我担任艾克顿中文学校校长的时候，正是在中文学校进
入第三个年头时。 初办学时的新鲜劲已过, 社区对我们
的支持下降, 对我们周日下午占用初中教室和设施存在不
少意见, 对我们使用教室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特别是在
当学校剧场或体育馆有别的团体租用时, 中文学校曾经被
要求停课。这些给我们的正常办学和发展规划增加了很
多困难。让我们感觉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如何才能改善中文学校和社区的关系，走出困境呢? 我
们认识到除了教授中文和文化课，还需要积极参加社区
活动, 关心社区发展, 和回馈社区, 才能获得社区对中文
学校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为此我们加强和学区领导的沟
通, 请本镇和学区领导来中文学校办讲座, 介绍本区的各
种志愿活动。中文学校还捐款给本地图书馆, 捐款支持中
学体育场的修建, 举办中国文化日和春节庆祝活动, 并且
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种政治和文化活动。这些举措大大改
进了我们中文学校的形象, 使得社区各种团体和广大社区
成员真正觉得中文学校是本区的一部分, 支持办好中文学
校是本社区的应尽责任。此后, 社区对中文学校的支持大
大改善, 学区领导和我们积极合作, 听取我们的计划和要
求, 配合安排教室和设施, 使得我们可以安心办学并大胆
做好长远扎根艾克顿的规划。

希望今后中文学校的师生和家长继续积极主持和参与社
区的各种活动, 主动关心社区的发展, 慷慨捐助公益事务,
进一步发扬光大中文学校对社区的作用和贡献。

十年寄语
    邓敏 校长 2006 － 2007

董事 2006 － 2009

往事不擅常回忆，风雨彩虹自珍惜。

为中文学校服务的几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我衷
心感谢家长们的信任和一起工作的志愿者朋友们的支
持。希望Acton中文学校继续秉承务实，规范，开放，
包容的精神，健康自信地迈入下一个十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Chinese art and Chinese poetry in translation. When I 
needed new fabric to cover some chairs, I selected a red 
silk material printed with a double happiness pattern.  
One day I looked around my house with surprise and 
realized the décor is as much Chinese as American—a 
reflection in art and furniture of  West meets East.

But what I most treasure about the changes in my life 
brought about by ACLS are the relationships I’ve de-
veloped with people from old to young. In coordinating 
the English Corner with Judy Holmes, I was impressed 
by the appreciativeness of  the grandparents and their 
cheerful hard work despite their limited knowledge of  
English—a limitation so much in contrast with their im-
pressive achievements in their homeland.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good spirits and diligence of  many of  
these students, including Bai Wenlin, Hui Yun Xu, and 
Zhengzhi Li.
As a member of  the ACLS Board,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ove beyond the superficial social conversation that 
sometimes limits cross-cultural relationships. At meet-
ings we exchanged ideas about school philosophy till 
late in the evening, hashed out controversies that arose, 
and moved beyond disagreements. In the process I real-
ized that many of  my fellow Board members had become 
my friends. 

With other parents I’ve enjoyed discussions in seminars 
and book club meetings of  the questions overseas Chi-
nese parents and adoptive parents have in common: the 
challenges of  raising children of  Chinese herit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through ACLS I have met many bright and engag-
ing young students. Through a rewarding symmetry, 
just as the teachers at ACLS helped my daughters, I’ve 
had the privilege of  helping students from Chinese fami-
lies develop their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and 
learn about the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 During my 
year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I never envisioned this 
particular career pathway, but I’m now grateful I was 
open to following it.

Adopting children from China opened a door for me to 
a cult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and once that 
door was opened, one of  the unexpected places I was for-
tunate to find was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 
may have had to travel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to cre-
ate my family, but I now have a deep connection to China 
in my own town.  

Thank you, and Happy Birthday, ACLS.  May you thrive 
for a thousand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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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和育人，是所有学校的宗旨，更是艾克顿中文学校
老师们的座右铭。在中文学校服务的几年时间里，我跟
学校的老师们有密切的接触和合作，更加了解了她们－
才华横溢，认真负责，在中文学校这个大舞台上留下了
坚实的脚印绚丽的身影。  
 
吴利宁老师是我在中文学校近距离接触的第一位中文老
师。2005年响应中文学校家长会的召唤，利宁就和我在
家长会下属的演讲委员会里共事。第一次开会是在119
路和主街拐角的一个小咖啡店里，在那次会上利宁老师
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很佩服她的谦虚和考虑
问题的全面以及言辞的精确。从而使我深切体会到“藏
龙卧虎”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词，用来形容那些在艾克
顿中文学校默默奉献而又才华横溢的志愿者们。 记得
有一次家长会召集演讲委员会会员在学校开会，利宁和
我提前到会， 跟她聊天时，我说昨天在一份中文报纸上
读了一篇介绍韩裔Sam Yoon竞选波士顿市议会议员的文
章…，利宁马上打断我的话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请不吝赐教。”我立刻睁大了眼睛， 看着利宁，呆了几
秒钟，才喜不自禁地说：“哎呀，我正要夸奖作者几句
哩，这篇文章文笔流畅，气贯长虹， 我来美十余年，还
没有读过这样精彩的人物介绍文章呢， 想不到作者竟然
是和我在中文学校的共事人，而且现在就坐在我身边！ 
可见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真是一个卧龙藏虎的地方。”
利宁2006年从演讲委员会退出后， 就当起了中文老师。
我却休息了一年， 但因为和利宁的接触和交往，我被
她推荐加入了她组织的艾克顿读书俱乐部，才知道艾克
顿不只是一个电子、计算机和生物高科技人才云集的地
方，而且还是一个很多才华横溢的文学艺术人才的聚居
之地，他们时不时给我这个学理科而文科先天不足文笔
欠佳的后辈补课，让我受益非浅。我虽然从没听过利宁
老师的课，自己的三个孩子也没有上过利宁老师的课， 
但时常却能从别的老师口里听到夸奖利宁老师的话，还
经常在校刊上看到利宁老师班上的学生写的透着稚气和
色彩斑斓的短文，真是名师手下出高徒啊！在2009年艾
克顿中文学校学年结束时，利宁老师班上的学生汇报演
出的中文小品在我的眼里至今仍然可以堪称精湛作品。 
我记得小品演完后，掌声雷动，获得了广大观众一致好
评。家长们说这些学生真正掌握了所学的中文知识。 我
想利宁老师一定在课外花了很多心血。利宁老师现在还
在艾克顿中文学校教中文，每当看到她背着印有艾克顿
中文学校教师包的身影时，我心里就会自自然然涌起一
股敬仰之情。

藏龙卧虎的
艾克顿中文学校

    刘汉兰  
校长  2008 － 2009
董事  2008 － 2010

ACLS & Dick Calandrella
    Dick Calandrella  Board Director 2007－2012

Dick Calandrella and his wife Nancy first became in-
volved with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CLS) 
in 2003 when they began taking Chinese language les-
sons there – mainly because they wanted to commu-
nicate better with th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from 
so many Chinese friends and neighbors, and this led to 
many pleasant lunches and dinners.
 
We would take them shopping or for appointments and 
visits, all the while trying to learn our 2 language from 
each other, 

This led to our volunteer work with the many children 
and families from Acton and the neighboring towns who 
attend the Boston Metro West Bible Church (BMWBC) 
in Littleton every Fri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Nancy teaches Bible classes and Dick is the AWANA 
Game Director.

This further led to Dick’s 6-year service on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last 2 years as a member of  
the ACLS Parent Council.

During these years, Dick has volunteered for duty at ev-
ery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and Chinese Music 
Night, and many other activities and celebrations which 
involve ACLS throughout the year.

Dick has spentd many hours each week driving children 
to their piano lessons, ice skating, gymnastics, horse 
back riding, soccer, basketball, baseball, drawing classes, 
ballet and dancing classes. 

By doing this Dick and his wife Nancy have become 
blessed with a huge extended family --- and many of  
these children,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here to-
night.

Volunteering keeps us young, and provides u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peoples’ live 
almost e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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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鸣老师的名字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很多热爱锻炼身体的
妈妈们心中代表青春、活力、热情和向上。中文学校初创
时，我就报了泽鸣老师的健身班。班上的人济济一堂，每
当音乐响起，妈妈们就跟着泽鸣老师舒展一周几乎没机会
活动的身躯，抬起头，挺起胸，跷起腿，扬起手，扭起
腰。一堂课下来，本来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和紧张的心情而
来，却是带着舒展的身躯和愉快的心情而走，不亦乐乎！
由于泽鸣老师的课总是爆满，学校行政管理部门常常听到
有些妈妈们因没报上名而抱怨，就决定分成两堂课，以便
让更多的妈妈们能和泽鸣老师一起分享健身的快乐，永展
青春的活力。从2007到2012五年间，由于出任中文学校副
校长、校长、校董事会董事、担任中文第二语言班老师，
我中断了泽鸣老师的课，从此身体大不如以前，到现在都
觉得是一大遗憾，所以从2012秋季起，就亡羊补牢，奋起
直追，一连报了泽鸣老师的健身班和Ally老师的瑜伽课。
泽鸣老师的课上得好，领导才能也非同寻常，她组织的
2009艾克顿中华民族音乐之夜把艾克顿中文学校推向了一
个新的起点。我记得950张票提前卖光，艾克顿高中礼堂
座无虚席，更重要的是观众席里非华裔人数不下百分之十
五，达到了这项活动的最终目的：发扬中华文化，增强多
民族交流，提高艾克顿中文学校在艾克顿和周边镇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2009年校董事会分派我主管中文教学，这两年里由此有了
和许多中文老师“名正言顺”直接接触的机会，先后和周
小东老师，仲劲红老师， 乐瑾老师，肖彦老师一起共事。
刚开始下教学班时，不知如何着手，是小东老师欣然收留
了我， 让我做她的义务教师助理。小东老师在课堂上很善
于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如投影、表演、唱歌、小组活动，
来吸引学生注意力，教学效果极佳。她管理课堂纪律也很
有一套方法，严格但不乏慈爱，两堂课下来，孩子们学得
活而不乱。小东老师做事认真，思维宽广，她认为既要教
书又要育人，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端正的人品和学
中文同样重要， 她每次课后给家长的电子信件全用中文，
包括上课所学的字、词、句，强调作业每天都要做而不要
等到周末来赶做。她不断的引导和促使家长参与和督促孩
子学习中文，多渠道与家长沟通，把学校里的一个课堂变
成校外二十多个家庭课堂，把一个老师教课延伸到校外二
十多个家长共同和他们的孩子们复习中文课。小东老师的
努力和教学模式得到了家长的肯定和表彰，2010年获得了
由“好学区地产”赞助的艾克顿中文学校优秀老师奖，她
的教学模式也在学校中文教研活动中传播开来了。

到了2010年，学校让我和仲劲红老师合作。劲红老师教马
力平三年级，马力平教学是中文学校2009年实验的新教材
和新模式，劲红老师勇于挑起这个重担，积极备课，认真
教学。马力平教材比较灵活，另外，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
好动，课堂安排需要动不少脑筋，劲红老师通过课中站立
拍手，给学生一个活动的机会，然后再组织学习。为了增
强学生注意力、营造活跃的学习气氛，劲红老师设计了击
鼓传花和按铃的方式，让学生回答或抢答问题。为了弥补
说方面的不足，劲红老师强调用中文回答问题，把讲故事

和说笑话作为作业和成绩评估的一部分。劲红老师还很关
心别的同事，有次有位中文学校老师生病了，劲红老师就
邀我一起去看望她，令这位老师好不感动。劲红老师一家
三口人都支援帮助中文学校，2009年董事会和学校做过一
次大范围的中文教学民意调查，劲红老师主动告诉我她先
生可以帮我作统计， 我把上百页的调查表交给她，不出
三天，劲红老师先生就送给我一张整理得一清二楚的表格
报告，学校根据反馈作了不少调整。去年秋季碰到劲红老
师，她指着站在她身边和她都一样高的女儿说: “我女儿现
在做我的教师助理了。”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

到了2011年，学校又分派我到中文第二语言教研组工作，
先后与乐瑾和肖彦老师一起共事。乐瑾和肖彦分别教中文
第二语言的一年级和二年级。中文学校第二语言教育近三
年发展极快，学生人数已超过全校学生总数的15%。由于这
些孩子的家长不会说普通话或中文，对老师的挑战很大，
老师上课几乎要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各类教具，让学生理
解字、词、句的涵义。 和家长的交流也不容易，课后的
电子邮件要求特别详细和明晰。我每次都看到乐瑾和肖颜
老师的教师包要么三四个， 拎着，背着，抱着；要么奇大
无比。真不容易！乐瑾和肖彦老师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魅
力，孩子们都愿意贴近她们，就是升级离开了她们的班，
在走廊里碰到乐瑾和肖颜老师， 经常都会与她们拥抱一下
或拍一下手。

我是在一场辩论中认识姚毓梅老师，可以说“不打不相
识”。2009年学校一位家长勇敢提出“如何让孩子们学习
中文变得有趣？”毓梅老师， 那时还是一位家长，也提出
了她的同感，同时作为一位长期在教育界工作和拥有麻省
中文教师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为中文学校提出了不少宝
贵建议。2009年末我力邀她参加中文学校新成立的教学研
讨小组, 搞新的教学尝试, 目的是想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形
式的改革, 使想要退学和已经退学的高年级学生愿意继续学
习中文。毓梅老师把自己的所学和经验奉献给了这样一个
有益的尝试， 她和左国英老师，裴晓华老师共同开办高年
级中文阅读和会话班。课堂教学贯彻“以学生为中心，以
输出为主”和“寓教于乐”的指导方针。教学采用以课题
为主的形式由老师和学生共同研讨完成。学生成绩的评估
则综合每人所在小组的项目考核结果、课堂参与、作业完
成情况和中文阅读及会话能力的提高程度来进行。毓梅老
师非常了解青少年的心理， 班上的学生都愿意和她说知心
话。毓梅老师的加入使艾克顿学校中文教学走向专业化迈
了一大步，为学校高年级中文教学另辟了一条蹊径。

走进课堂，走近老师，才知道教书辛苦，教好书就更辛
苦。我们中文学校的全体老师都是辛勤的园丁，都是中文
学校的支柱。过去两年，曾经几次想写篇文章投稿校刊来
表彰我们的老师，都因故没能付诸笔端，这次总算趁中文
学校建校十周年之际请假在家涂鸦了几笔，了却了藏在心
里两年的心愿，让我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艾克顿中文学校
义务服务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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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对中文感兴趣也是从教女儿开始。她5岁去日
本，14岁来美国。换一个国家，得学一种语言，但她的
中文始终没有放弃。出国20多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听、说、读都可以，只是写作差了点。找工作，多几种
语言多几种选择。找对象，多几种语言多种选择。现在
她终于明白我们让她坚持学中文的良苦用心。在给她教
中文的过程中，我自己的中文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拼
音，就是在给她教的过程中捡起来的。由于兴趣越来越
浓厚，在日本，中文作为互换，当过中文老师。来到美
国，我有幸目睹Acton中文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不仅看着她一点壮大成长起来，自己也亲自投入到了教
中文和学校管理行列。

2005年，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叽里呱啦说英语
的“中国孩子”时，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如何让
这些孩子对中文感兴趣，在乐中学，学中乐？“寓教
于乐”是我的秘密武器。于是，先从“寓教于乐”，乐
在内容着手。将那些枯燥、死板的内容编译成通俗易懂
的小故事。让孩子们在听故事、讲故事，再根据故事情
节画画的过程中感受到学中文的乐趣。其次，“寓教于
乐”，乐在形式，Bingo！Jeopardy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游
戏。

为了每次上课都有时间玩游戏，孩子们自觉遵守课堂纪
律，挤出时间玩他们喜欢的游戏。成语《刻舟求剑》是
一篇较难理解的课文，给每一个孩子分配一个角色，自
己准备道具，课文内容变成了台词。等表演结束了，问
他们：“难吗？”大家异口同声说：“不难，真好玩”
，此时我比他们还高兴。有句话，一直伴随着女儿成
长：“孩子都是蒋（奖）家外甥”。就是说要多鼓励少
批评，于是就准备了一大堆小玩意，熟读课文奖Stick，
踊跃发言奖Stick，快速查词典奖Stick……当Stick攒到
一定数量时，可得小礼品。孩子们为了得到小礼品，拼
命地记生词和读课文。每当看到孩子们利用课间时间抢
着排队给我或我的TA读课文时；孩子们用那并不流利的
中文与我对话时，真是开心极了。我想这就是当老师的
乐趣，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带着这样美好的愿望，在
Acton中文学校快乐地度过了3年。

2008年，由于搬家离开了Acton，暂时离开了我所热爱的
老师岗位。但由于热衷于教中文，所以中文学校的点点
滴滴总是围绕着我。“我儿子这学期遇到的老师真好，
特负责，不督促他学中文都不好意思了”；“我们一家

体验中国文化
    王建国  校长 2009 － 2011

董事 2009 － 2011

2010年初夏，艾克顿中文学校在北京语言大学里成功地组
织举办了首届夏令营。作为中文教学的补充，北京夏令营
的宗旨是，打破过去陈旧单一“课堂”的教学模式，丰富
了语言课的教学内容和趣味性，让学生有机会亲临长城故
宫，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身感受中华大地的
历史渊源，从而激发他们学习中文的激情。同时，中文学
校还邀请了Acton-Boxborough 地区高中的学生参加北京夏
令营，支援高中的中文教学。

参加今年北京夏令营的10位学员，是来自艾克顿中文学校
的高年级学生和Acton- Boxborough地区高中上中文课的
非华裔学生，他们是孔令熙、沈皓天、戴依缘、毕丹林、
王月媛、林加美、米汤姆、林艾迪、米贝卡、葛明海。6
月初，哈佛大学的中文教师、中文学校的九年级老师，
王苗苗先期到北京为夏令营作准备。6月25日，王建国校
长带领夏令营的学员们，离开波士顿前往北京夏令营营
地。Acton-Boxborough 地区高中的中文教师李日新，随后
抵达北京夏令营，和王苗苗一起辅导营员们学习、照顾孩
子们的生活。

夏令营内容丰富有趣，有中文语言强化学习，教学大纲由
艾克顿中文学校根据华裔和非华裔的特点精心设计，王苗
苗、李日新、史建英、王建国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研究修
改，孔轩还专门去了一趟北京语言大学校园实地考察。王
建国和王苗苗无数次同北京方面联系，聘请北京语言大学
资深对外汉语老师教语言课，语言大学艺术系的老师、中
央美术学院、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教文化课。采用情景教
学课后实践的方式，像讲解风土人情、实用词汇、 语言实
践、随机采访；有中国文化体验欣赏，像武术、书法、国
画、水彩、笛子、葫芦丝、二胡、古筝、琵琶、脸谱、中
国菜谱；有互动实践体验，比如：包饺子、学做中国菜、
商场购物的砍价技巧、公交车上当售票员、与北京地质大
学附中的同学联谊交流、到中学生的家里作客、当义工帮
助海淀区的贫困孩子等等。

学习之余，安排丰富的游览内容和娱乐活动。游览故宫、
天安门广场、长城，参观鸟巢、水立方、国家博物馆，中
国大剧院看杂技比表演、歌舞厅K歌、老子号饭店美食，
游览古城西安，参观世界十大奇观之一“兵马俑”。在夏
令营闭营典礼上，学员和老师们联欢感谢，互赠礼物。每
个学员都获得由北京语言大学签发的结业证书，整个夏令
营在学员和老师们的欢乐声中落下帷幕。

兴趣与乐趣
    刘鸣  教务主任 2010－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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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去中文学校，奶奶去打麻将、聊天，我去跳操，
儿子女儿上课，先生有时来听讲座。还挺忙！”；“
中文学校挺好，把孩子往那一放，我可以买买菜，打
扫打扫卫生，甚至睡一觉……”；还有家长说：“真
看不出来，我儿子那么不情愿去中文学校，但是这次
回国，在中文学校学的中文挺有用，现在去中文学校
积极多了”。“呀，真看不出来，我女儿从一年级上
到九年级，还学了不少中文。象《流星花园》之类的
电视剧都能看懂”。等等，等等这些一直把我与中文
学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2009年深秋在朋友的
鼓动下，冒然承担了教务主任的角色。

Weekly Notes，与老师互换信息的平台。鉴于我们是
Sunday School，一周只有一次与大家见面的机会，就
尽可能利用这一平台，与老师们“掏心窝”、“套近
乎”。夏天提醒老师格外注意防晒；冬天提醒大家注
意保暖；到了“母亲节”提醒大家向妈妈问好；每逢
佳节，送去一张贺卡；这自然而亲切的 Notes像一根
根感情纽带，把我与老师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也在学
校与老师之间搭起了一座互通信息的桥梁。将老师的
教学经验和方法通过Notes传授给大家；老师写的好
文章，通过Notes和大家一起分享；教学安排、学校
活动由Notes传达给老师。几年下来这不起眼的Notes
已融入我的生活，已成为我的最爱，每次写完总有一
种快乐的感觉。

开心时刻“时装表演”。从老师模特队的组建到演出
的成功，是一段最开心的日子。大家出谋划策，群策
群力。总策划、队长、教练、化妆师、发型师、服装
师等清一色由老师担当，我们的老师队伍，真是藏龙
卧虎，人才济济。当我们的“时装表演”队在台上亮
相时，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演出的成功，不
仅展现了老师们的精神面貌，而更重要的是学生、家
长看到我们是一支文武双全的教师队伍。

“时装表演”凝聚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要想真正挖
掘老师们的潜力，必须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水到渠
成，老师俱乐部----“忙里偷闲”成立了。俱乐部
的第一次活动：给“忙里偷闲”对上下联。在短短两
周时间内，大家就对出了20多幅。最佳上下联：暂相
忘职场家园脑后；下联：久共享怡情雅兴眼前；横
幅：忙里偷闲。这一幅幅对联洋溢着老师们的才华，
凝聚了老师们对“忙里偷闲”的期望。现在，“忙里
偷闲”，已是老师们的“最爱”。隔周的讲座丰富了
老师的业余生活；隔周的健美操，也是我们老师舒展
筋骨的好去处。目前，为校庆10周年，《戏歌联唱》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每每听到大家爆发出的笑
声，看到婀娜的舞姿，我开心极了。

俱乐部是大家业余生活的加油站，而Teacher Center

是专门为老师们开设的教学交流中心，是老师们智慧
的结晶。在这个教学平台，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畅谈
教中文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在这里我们可以相互
交流，取长补短；在这里我们可以共享资源，挖掘潜
力……

首先，
我们是一群热爱中文教育的在职或在家的妈妈；
我们没有太高的学历，也不是教育学专业出身；
我们只是凭着一颗爱心，来传播中华文化……
其次，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长着一张中国脸，不会说中
文;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找不到自己的根；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和爷爷奶奶有交流；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多一种语言多一条出路……
所以，
我们走到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教好我们
的孩子！
因此,
我们不图名不图利，不计较个人得失；
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宁愿牺牲自己更多的业余时
间……
同时，
我们希望给与我们更多的理解和信任……

这是写在Teacher  Center主页上的一段话，是发自内
心的感受。三年来我们同为一个目标，共同努力着、
共同提携着；共同分享成功后的喜悦，也共同分担失
败后的挫折。在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中，我们会为
如何育儿争吵地喋喋不休；会为一桌美味佳肴品头论
足；会因老师的穿着打扮献计献策；会开怀大笑，会
其乐无穷。这样的开心和快乐已融入我的生活，我找
到了真正的乐趣。

来美国12年（2001～2013），最开心快乐的日子莫
过于每个周末的中文学校。 感谢您----Acton中文
学校，我在这里不仅找到了一群为传播中华文化，默
默耕耘的志同道合者，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无限快乐。

ACLS 10th Anniversary Special Edition 2003－2013

ACLS School Journal 23

MEMORABLE MOMENTS



与中文学校相识，与中文学校成长

2000年从美国西部俄罗冈毕业后，来到波士顿地区工
作，2001年搬到艾克顿。来之前，对艾克顿了解很少，
更没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只是看中了新建的房子和不错
的学区。和其他华人家庭一样，我们也送儿子到剑桥
中文学校学习中文。2003年听说艾克顿的华人组织办起
了中文学校，理所当然就把儿子换到了艾克顿中文学
校。2003年夏天，中文学校给家长们发E-Mail，招聘新
的老师，自认为自己中文还可以，在家自己也教过儿子
半年，也一直有一个从儿时的当老师的梦想，所以就报
名了。一天，接到一位男士的电话，电话里说他叫简建
华，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教务主任，然后聊了一些当老
师、教中文的事。他后来通知我到图书馆与其他老师见
一见，才知道是建华在招聘老师时所做的Phone inter-
view和面试。 在图书馆，第一次见到建华，也认识了其
他老师，我记得的有刘玉芬与刘阳， 也第一次感受到
中文学校从办学之初就有的严谨和认真。

就这样，在2003年秋季的时候，我成为了艾克顿中文学
校一名教师。 我没有想到，从此便和中文学校解下了
不解之缘，这一晃，10年就过来了。这十年来，儿子
已从中文学校毕业，女儿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的同时，
尝试了水彩画，铅笔画，武术与二胡等不同的中国文
化。10年来，我在中文学校做了三年老师， 三年教务
主任，两年副校长，一年校长，一年董事会，结识了一
大批热爱传承中国文化，热心服务于社区的朋友。十年
来，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事业，与中文学校一起成
长，日益成熟。

中文学校的累与乐

人们常说“苦与乐”，现在回想起来，这十年来，真的
没有感受到苦，累是感受到了，最多的还是欢乐。
最初做老师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为了教好孩子们，
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网上查询有关教案的例子，参考其它
网上教案，准备自己的教案，为怎样教好一个字，词，
成语，为怎样引导孩子们写作文，为教好拼音，为编排
寓教于乐的游戏，等等等等都绞尽脑汁。通常一个半小
时的课，课下要准备几倍的时间。我知道几乎所有的老
师都是这样把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教学中。看到学生们的
进步，感受到的都是其中的“乐”，所有的累也就都忘
了。

自己做了中文老师以后才发现，会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
与会教中文是两回事。老师教了多少知识与孩子们吸收
了多少进去是两回事。教的越久，体会越深。怎样教好
每一课，怎样引进游戏，怎样管理好课上记律，怎样提
高孩子们的兴趣，怎样利用课上的一个半小时，让每一
个学生都得到最大的收获，这是一门更深的学问。所以
做了教务主任以后，便开始组织了一系列新老师的培训
活动，教研组的交流活动，老师之间经验交流活动，以
及鼓励老师们参加这些活动的奖励。

为了丰富我们的教学，2008年我们开展了引进马立平教
材的研讨，仔细研究了利与弊，到牛顿中文学校听课取
经，与马里兰学校无数次的电话讨论，以及家长们的问
卷调查，终于在2009年开始了马立平的试点班。几年走
来，马立平中文班已成为我们中文教学的一个分支。

由于自己是从教学走过来，所以在做校长期间，也就自
然给与教学最大的支持。看到老师们一个个开心的来到
中文学校，积极地讨论，“忙里偷闲”俱乐部的成立与
丰富的活动，时装秀的精彩表演，真是开心的不得了。
2011年，我有幸代表艾克顿中文学校接受FOX电视台的
采访，由衷地为我们中文学校的发展，中文学校的影响
力感到骄傲。

我们这些中文学校的志愿者们大多都是有自己的工作，
家庭与孩子。每天晚上10点以后才是中文学校的时间。
每天E-mail，电话经常是10点以后持续到12点以后。赶
上比较大的活动准备不得不熬夜，转天不得不请假。许
多人都是把中文学校的事看得比工作还重要。

10年来，自己也有觉得特别累的时候，想过退下来，
但是又一次次顶了上去。那天，有个朋友开玩笑对我
说，我们中文学校要杜绝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那人解
释说，你看，你们中文学校的领导们选接班人都是选近
亲：建华选建英，建国又选了建英，日新选了立新。我
一听还真是有点巧合。我说，这下好了，名字换到“
新”上，我可以准备退休了，另外又有人马上说，对，
换到第二个字上了，下次建英该接替国英了。我赶紧
说，还是换回来吧，我准备接替“建行”当行长。

回望10年，脑海里闪现的都是那一个个快乐的画面，以
及那些在一起为中文学校服务的人们 －苟燕妮的组织
能力与文采，刘汉兰做事的认真，李日新的严谨，左国
英的热情，王建国的幽默，刘鸣对老师们的热爱，石红
月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奉献，王泽鸣的风风火火，王泽
养对中文学校的挚爱，Dick Calandrella 数年来为中文
学校宣传，唐燕华为建立教师中心网页所做的努力，袁
力一次次漂亮的设计，陆青度假在飞机上为校刊玛稿，
陈挺从Parker Damon跑回来冻红红的脸庞，以及那些与
我一起有无数交流的老师们以及教过我的儿子与女儿的
老师们：周晓东，仲劲红，颜越，武婷婷，卢进梅，乐
瑾，夏至宁，谢良玉，孙颖…等等，列也列不完。感谢

众人拾柴火焰高
    史建英  校长 2011 － 2012

董事 2011 －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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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成立十年，我和中文学校的渊源就有十年，但说起和
简建华、任亚平两口子的交情， 那可是要长得多了。

九九年秋天，老大上小学，班里有个同学叫简路缤。那时学校
里的华人不算多，两个男孩子自然走得很近，两家也就这么认
识了。记得大概是孩子们上Kindergarten那年，刚成为地主不久
的我们热衷在后院种菜，听说简家建了个塑料大棚，还特意去
他们家参观过呢！

中文学校成立那年的2月，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我儿
子Eric办生日聚会，约小朋友们到附近滑雪场去滑雪胎，是个星
期天的中午，快结束时建华来接路缤，说是要赶到Acton初中准
备中文学校开学。半小时以后，我带孩子们来到中文学校，就
看到建华和我们的老邻居张耀路在那里主持学生注册，这是我
首次和建华在中文学校邂逅。

从那天起，建华在中文学校服务，一做就是十年。有趣的是，
前后十年，他从主任做到主任，行事低调，一直做的是具体
的实际工作。他是我们学校第一任教务主任，是学校的建校功
臣。在他四年多的领导和努力下，学校建成了一个健全的教师
制度，成立了各个年级教研组，把从不同职业、不同背景走来
的老师们组织在一起，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完成了每个年级
的教学大纲，为学校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十年后的今
天，他是学校的安保主任，每次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
身穿橙色马甲站在校门口指挥交通的他，是你每星期天永远不
会错过的一道风景。相信学校里每位家长都曾收到过他发出的
值班通知，他协助建立了学生家长值班系统，在保障学校教学
和安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建校之初，就感叹艾克顿这里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有那么
多人不光是乐于奉献，而且是有才能奉献。才子才女多不胜
数，建华就是其中的一个。多年前我们就曾开玩笑，象建华这
样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高校教务工作的人才，到一个区区的业
余社区学校工作，真是牛刀杀鸡，大才小用！事实证明，他的
才智，他的能力，是我们社区里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除此之
外，建华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男高音，飙歌是他的拿手好戏，
每次学校演出或家庭卡拉OK聚会上，我们都有幸欣赏到他华丽
的声音。而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建华又是我们十分信赖的
大哥，我在去年勉为其难地被推上家长会主席的位子，是建华
和东海、小慎、立新、黄玲这几位家长会成员，让我有信心把
担子接过来，做下去，因为我知道，有建华他们在，就不会有
问题。

我身边的俩位志愿者
    陆青  家长会主席 2011－2012

中文学校让我认识了这么多好朋友，也从这些朋友
那里学到了不止是怎样教好中文，管理好中文学校
这样一个庞大的非盈利志愿者组成的机构，最重要
的是怎样认认真真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

众人拾柴火焰高 

五年校庆的时候，我负责校庆的庆典光荣榜；这次
十年校庆，我又一次负责庆典活动，在这里感谢庆
典团队所有成员的积极协作：刘汉兰，李日新，苟
燕妮，石红月，陈挺，左国英，简建华。 虽然这
项工作繁琐，费时，但是在我们整理出来从2003年
到2012年十年来所有在中文学校奉献的老师，管
理人员，家长志愿者，看着手中的长长的名单时，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有8位老师与管理人员在中文学校服务8年以
上，有31位服务过5年以上。这里让我最感动的还
是我的老领导简建华。建华是第一任教务主任，
中文学校的元老。我接任了他的职位以后，建华一
直默默无闻地在家长会负责学校的治安，总是最早
来到学校，最后离开学校，无论刮风下雨，你总会
看到他穿着黄色马甲，指挥交通。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汉兰。从校长退下来以后，主动加入了教师的队
伍，了解教学，亲临第一线。

10年来，我们共有71人在学校行政管理团队，家
长会，董事会服务；我们共有182人做过中文学校
的语言课老师；203人做过文化课老师；另外还有
近200人做语言课的班级家长代表，以及志愿者在
中文学校的各项大型活动中帮忙。我们的成人志愿
者加起来600多人。还有历年的高中生志愿者，每
一年有50-60人。中文学校是大家的学校，我们每
一个中文学校的成员都积极努力地为中文学校这个
大熔炉拾柴添火，才使得艾克顿中文学校这个火炉
越烧越旺。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创始人之一王泽养说过：“艾克
顿中文学校是我们许多人曾经倾注过心血的地方”
。是的，中文学校倾注了无数人的热情，努力，希
望有更多的人为中文学校拾柴添火， 希望艾克顿
中文学校越办越红火！

祝艾克顿中文学校10周年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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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建华，就不能不提起他的太太任亚平。
亚平可是我们艾克顿的一大才女，琴棋书
画， 样样喜欢。记得我们去建华、亚平家，
满眼看到的是，女主人灵巧心思布置的温馨
家里，墙上有她的画作，花房里有她的画
架，桌上放着墨迹未干的娟秀隶书《三字
经》，那边角落里，还有钢琴和刚从中国运
来的古筝—学校大型活动中，我们经常能看
到她的绘画作品，校刊中，她的文章灵秀如
其人，清新流畅，温婉感人。

我和亚平，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校刊办到
第三期时，亚平寄来一篇文章，署名任亚
平，我不知是怎么疏忽了，把名字错写成何
亚平。她还写来电邮更正，不是（He），是 
(Ren)，但我似乎那时认定她是何亚平，一
直没有改过来，抱歉，亚平！当然，这不会
影响我们的友情，我们两家一路走来，一起
聚会，一起旅游，孩子们一起上学，一起去
夏令营。而对我来说，尤其幸运的是今年当
我重新主持校刊时，亚平自告奋勇来给我帮
忙。以前我做校刊时，一个人又要组稿，又
要排版，还要构思封面，每个月总有一周忙
得不亦乐乎。现在每期校刊出版前一周，亚
平都会先将封面设计好，版面排出来，将收
上来的稿件组织好，剩下给我的事情就是“
填空”了，让我轻松了很多。有时一下子忙
不过来，有些事要央求亚平帮忙，她总是有
求必应，而且不出一天就会把事情办好，让
我深深感受到她做事的认真负责，和她的高
效率。

很庆幸当年选择在艾克顿安家，在这里，我
认识了一大批可亲可敬，又志同道合的朋
友，而建华、亚平则是其中两位尤其值得我
们敬重和珍惜的朋友。在这里，让我借用在
声乐家吴影的学生演唱会上艾克顿观众喊出
的心声，大声说：“建华，我们爱你！”
，“亚平，我们爱你！”

搬到艾克顿已近十年，在艾克顿中文学校服务也已七年有余。我和中文
学校一起经历着，成长着。这些年来许多的人和事让我感动，也一直想
写点什么来纪念我们曾共同走过的那些充满欢笑和自豪的闪亮日子，
来感谢所有为中文学校无私奉献的人们……可每次看到校刊上才子才女
们的妙笔生花，不由自主敲响的退堂鼓把我的自信心震得所剩无几！但
当十周年校庆的筹备工作一件件紧锣密鼓的展开，一篇篇动人心弦的美
文陆续刊出，美好的回忆和思绪再次被撩起，想写的冲动再也没能按捺
住……

搬来艾克顿之前，我曾在牛顿中文学校服务过近四年。刚开始便有幸给
三位名老师也是前校长 －王瑞云，朱伟忆和王晓燕－当助教，她们的
传帮带让我受益匪浅。没多久我便出师自立门户，边学边干，曾教过一
年级和学前班。牛顿中文学校很多曾共事过的老师如今成了我终生的朋
友。因为有此经历，所以当在女儿的跳舞班上遇到刘阳，听她提到艾克
顿中文学校需要老师时，我毫不犹豫自告奋勇。经过时任教务主任简建
华的电话面试，在女儿上学前班的第一天，我再次成了一名光荣的学前
班老师。

到了学校才真正知道这真是个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之地!先不说我们校董
事会，校行政和家长会的能人干将，光我们学前班的老师就值得细数一
番。元老级的邢共嘉老师赫赫有名，不仅教学有方，而且手工，绘画也
有一绝，她把这些都融入了她的教学中，学生们学得津津有味。孙映老
师是出了名的美女教师，她也是第一批加入教师队伍的一员。她的耐心
和爱心让她的学生受益匪浅。课后孙老师和我还经常在一起切磋教案，
交换教学心得。邢老师和孙老师相继离任后，又有石红月，曹桂兰和王
玲老师陆续加入。红月当邢老师的助教多年，颇得邢老师真传，教得一
板一眼，有模有样。曹老师热情奔放，上课极具感染力。她婀娜的舞姿
也经常出现在艾克顿以及波士顿的舞台上。王玲老师教学很用心思，她
的指读教学和自编的阅读教材让学生们在认字上大有长进。一年后因
豪爽干练的叶红升任副教务主任一职，我接替她成了低年级教研组的组
长。也因此认识了解了更多的老师：徐静老师科班出身，教学一流；卢
近梅老师认真负责，上课生动；张雪雁老师亲切耐心，循循善诱；王粤
生老师经验丰富，宝刀不老；马敏老师因材施教，灵活不刻板；邱水英
老师踏实负责，诲人不倦；王倚宁老师做事认真，有要求也有爱心；王
雨辰老师风趣幽默，言传身教，陈周颖老师文学功底深厚，教学有方，
龙霞老师有爱心有热情……，即便是助教和代课老师，也个个身手不
凡：杜先菊老师是人大毕业的才女，和我搭档三年，她做事主动到位，
我们之间极有默契；夏至宁老师不仅泥塑绘画一级棒，京戏的青衣和花
旦做功唱腔直逼专业演员；代课老师徐茜子，刘菁，陈海虹，曲峰等不
仅随叫随到，而且个个都具备老师的资质！随着学生人数的逐年增加，
老师队伍也不断扩大，我的一些好朋友如黄蓓蕾，刘化桥，刘秀等也陆
续加入，还有好多新老师我还没来得及叫出名字……和这么多优秀的老

心香一瓣，祝福万千
唐燕华  董事 2010－present

艾克顿中文学校10周年校庆特刊 2003－2013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26

十年耕耘



师一起共事，我觉得很幸运也很欣慰，也直感叹中文学
校哪有不兴旺的道理！

四年以后我又从刘汉兰手中接过了分管中文教学的校董
事的接力棒，让我有机会对我们的教师团队，行政团
队，校董事会，家长会和众多的家长志愿者们有了密切
的接触，更多的了解和更深切的感受！

其实说实话当初接汉兰的班我是很有压力的，因为汉兰
的热情和能力无人能超越！她出色地完成了家长会讲座
委员会负责人和校长的任期又转任校董事，为了更多地
了解老师和学生的需求，更好地提出提高教学质量的方
案，她不仅在教室里旁听，当义务助教，还在学生和家
长中做问卷调查，成立教学研讨小组，并在此基础上为
高年级学生成功开设了阅读会话班，深受学生和家长的
欢迎。更难能可贵的是汉兰卸任校董事后，又从CSL助教
做起，然后又成为老师。可以说汉兰是我们中文学校为
数不多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全才！你说做她的接替
者怎会没有压力？！在汉兰和燕妮的鼓励下，我是硬着
头皮赶鸭子上架，把压力变动力！

从汉兰主持的问卷调查的结果看，学生和家长都希望把
中文学习变得更有趣，其实这也是老师们一直在探讨的
课题。这与我们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务主任刘鸣和石红月
的教师培训计划不谋而合，又有我们历任校长王建国，
史建英和李日新的全力支持，我们全校老师的各类教学
培训计划在教务的主持下有声有色的定期举行，老师们
学了就能用，教学成效立竿见影。同时考虑到中文学校
老师的流动性较大，为了能让老师之间好的教学经验，
方法，教案更好的分享并传承，网络教学资源和培训资
料有系统的保存，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我们着手为老
师和教学之需搭建了一个网络资源共享的平台- 教师中
心网页，并于2011年11月成功开通。

教师中心的创建不仅可以把我们老师宝贵的教学经验，
方法和心得作为学校的财富得以保存，也让新老师们在
浏览网站后便能轻松上手，教学质量得以保证。教师中
心的创建凝聚了许多人的智慧，花费了许多人的时间，
精力和努力。网页的内容是教师中心的血肉和灵魂，副
校长史建英，教务主任刘鸣和李日新，还有仲劲红，屠
宁君，周晓东，姚毓梅等老师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卢进
梅老师拿出她全套的拼音教案无私地和大家分享；高
萍，卢进梅，张志莲，姚毓梅，王玲等老师的课堂游戏
让老师有了更多的活跃课堂气氛的手段和方法；二十多
位老师提供的教案给老师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相互学习
的机会；李伟把每次老师培训都录了像，也让我们得以
把这些宝贵的资料加以保存；教师随笔和忙里偷闲俱乐
部的活动消息也是老师们课闲时的最爱……

在这里我还必须提另一个这个网页的功臣-- 网页的设计
和建造者张颖。其实张颖是也是我们中文学校的网站创
始人之一，我也是之后才知道的。张颖为人踏实认真，

做事有求必应。我对于网站构建一窍不通，经常提些看
似简单但做起来极费时间的要求，张颖从没有二话，一
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有时我会改变原先的构想，她也
从不抱怨，从新来过。有时因为工作太忙，她不得不干
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当我向她表示歉意时，她只是轻
描淡写地对我说：“这一块比我想象的要难做。是我自
己估计不足。”当我向她表达我的感谢时，她又说：“
大家都在为中文学校做贡献，我也只是做了我能做和该
做的。请不要放在心上。”无数象张颖这样无私的奉献
者就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基石和最可爱的人！还有我们
的家长志愿者刘玲和潘罗，她们花了好几个中文学校的
下午在大餐厅摆桌架电脑，把中文学校所有的书籍拍照
输入电脑变成电子文档，存入教师中心网页方便老师查
询。完成后她俩还跟我说，以后中文学校还有这些我们
力所能及的事，请务必告诉我们！多么热心的家长志愿
者！教师中心的开通也得到了校董事长刘玉明以及苟燕
妮领导下的两届董事会的大力支持，包括资金和人力。
现届的董事会和校行政又在为学校网页的更新换代而努
力，首任校长陈鸿祥又成了这个项目的承建人！十年来
中文学校新人辈出，老将回炉，不计回报，不图名利，
无私奉献，精诚合作，中文学校哪有不发达之理？

中文学校的正常运作和发展壮大也离不开众多家长志愿
者的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教室值班家长，班级家长代
表，学校安全值班家长……每到中文学校举办大型活
动，家长志愿者便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记得2011年艾
克顿镇275中国新年的大型庆祝活动，我负责整个活动志
愿者的总协调，最后在我的名单上我们的志愿者竟有203
人之多，而且许多人还同时担任多项职责！当我在中文
学校设台招募志愿者时，时任校长史建英的先生沈世刚
第一个来报名，不仅报了好几档班，而且把最有可能没
人报的活都给包圆了。我当时开玩笑地说：“你这不太
有给你太太当托的嫌疑了吗？”

其实何止只是建英一家，我们中文学校时刻上演着夫妻
档，父子母女档或是朋友档的连台好戏！正是有我们这
些一如既往的“托哥”“托姐”们，托起了中文学校的
过去和现在，他们也更将是支撑起中文学校美好明天的
擎天柱！我也很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积极踊跃的
参与和加入到学校的志愿者的行列中。中文学校十年校
庆正在火热筹办中，已有不少人主动打听并表达愿意帮
忙的意愿，有的贡献自己，有的贡献配偶，也有的贡献
自己的高中生孩子……我坚信有我们大家的参与和同心
协力，中文学校只会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愿在弘扬
中华文化和传统的道路上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同行，
有更多的人在艾克顿中文学校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异国他乡找到回家的感觉！

心香一瓣，祝福万千。艾克顿中文学校，我们永远祝福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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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 借着艾克顿中文学校，我们把我们的中国根移

植在了艾克顿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

之花让艾克顿镇满溢了多元文化之馨香。



艾克顿中文学校大事记

溯源
1990
 华人家庭逐渐进入艾克顿， 一些早期华人居民开始酝酿为子弟开办中文学校。

2001    

6月 在2000年夏天华裔居民野餐会上，陈鸿祥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收集了一百多人的通讯资料。为主办2001年华
裔居民野餐会，陈鸿祥建立了华人电子联络网，为后来中文学校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2 

5月 王泽养、陈鸿祥向艾克顿社区教育当局提出了建立中文学校的要求，没有得到支持。7月，他们与本地领养中
国儿童的美国家庭组织(FCC) 联系，讨论开办中文学校的设想。10月21日，他们约见了公立学校学监Bill Ryan
先生，向他阐述了艾克顿华裔居民和FCC要求开设中文学校的强烈要求，得到了Ryan先生的同意。 Ryan先生并
批准中文学校使用翻新不久初中校舍。2002年10月24日，约40名家长和志愿者在艾克顿公共图书馆举办了座谈
会。会后根据工作需要形成了一个小组，开始了筹建中文学校的具体工作。

中文学校成长
2003   

2月9日 艾克顿中文学校在R.J.Grey初中正式开学，陈鸿祥出任第一届校长，张逸任副校长，王峰任家长会主席。学监
Bill Ryan先生、初中校长Mac Reid先生及镇社区教育负责人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并致词。开学后的第一学期，
学校有13名教师，9名助教,设置13个中文班，注册学生216人；13门文化课，注册学生226人。一个俱乐部。学
校并定期在小餐厅里举办讲座，每次都能吸引许多的听众。

2月底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创刊。

3月5日 艾克顿中文学校成员在R.J. Grey 初中的”国际语言周”上举办书法绘画演示活动。

4月19日 成立才两个多月的艾克顿中文学校乒乓球俱乐部代表学校参加北美华人体协第一届乒乓球赛，获男子C组亚军。

4月 艾克顿华人读书会成立。

5月 为帮助中国大陆的SARS 病患，艾克顿中文学校发起并募集了一千多美元的捐款。学校通过中国红十字会， 将
捐款送到国内的相应接收单位。

6月15日 中文学校第一学期圆满结束。学校的期末汇报演出会上，副校长张逸正式接任校长，并授予陈鸿祥“荣誉校
长”的称号，以表彰他在学校开办初期所作的贡献。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向老师和家长汇报一个学期来
中文学习的成果。学校第一届董事会也在此时由全体家长选举产生。

7月13日 校董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王泽养为第一届董事会主席。

8月中 为庆祝中文学校成功走完一个学期，由学校教师朱碧云和学生家长刘欢发起组织了庆祝晚会，晚会在Woburn 市
的亚洲文化中心举行。

9月7日 2003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张逸任校长，李劲冬任副校长，王泽养任校董事会主席，刘玉明任家长会主席。学
校共设置19个中文班，注册学生311人；20门文化课，注册学生279人。成年人活动俱乐部3个，共有教师19名, 
助教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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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艾克顿中文学校参加在Conant小学举办的国际日(International Day)活动。

11月20日 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专题报道文章，并配以多幅照片，向主流社会介绍艾克顿中文学校。

2004
1月18日 2003-04学年秋季学期结束，学校在RJ Grey初中礼堂举办期末联欢会，庆祝中文学校成立一周年暨中国新年。

2月8日 艾克顿中文学校篮球队获2004年北美体协杯篮球邀请赛冠军。

3月9日 艾克顿中文学校获得了Worker’s Credit Union的$100捐款。董事会成员刘玉芬代表学校接受了这项捐款。

4月 由舞蹈教师朱碧云带领，部分中文学校舞蹈班学生参加了由中华艺术协会主办的第一届纽英伦中华舞蹈比赛， 
获十二岁以下年龄组团体第二名。

6月 在学校教务主任简建华的领导和协助下，在全体教职人员数个月的辛勤努力下，全校中文课教学大纲和教学计
划顺利完成。

6月13日 学期结束。学校在高中礼堂举办期末汇报演出。

6月26日 中文学校家长会在NARA公园举办野餐会，超过四百人参加。

9月11日 2004-05学年秋季学期开学。李劲冬接任校长，袁力任副校长，陈鸿祥出任校董事会主席, 刘玉明任家长会主
席。这一学期，中文学校扩大到22个中文语言班，注册学生375人；并有21门文化课，注册学生240人。

10月25日 Conant 小学校长率教师代表来中文学校参观。

11月18日 中文学校成员再次参加Conant和Douglas小学主办的国际日(International Day)。这次活动是在R.J. Grey 初中
举行，中文学校家长们主持的中国展台吸引了很多人，受到好评。

11月13日 中文学校击剑班举办击剑比赛表演。

12月19日  中文学校家长自发组织AC-Bridge，中文学校的中文第二语言班 (CSL)和美国的领养中国儿童家庭组织 FCC在
星期天的中文课后联合举办了圣诞庆祝活动。

 2005
1月16日 中文教学专家胡梅梅女士来我校进行中文教学示范活动。她向我校CSL班的师生、家长传授了她的中文教学经

验。

1月30日 秋季学期圆满结束，学校在R.J. Grey初中礼堂举办文艺演出，庆祝学期结束及中国新年。李劲冬卸任校长职
务，由袁力接任。刘玉明任副校长，家长会主席职务由熊柏担任。

1月 中文学校为南亚海啸受难者向美国红十字会捐款$200。

4月2日 由舞蹈教师朱碧云带领，部分中文学校舞蹈班学生参加了由中华艺术协会主办的第二届纽英伦中华舞蹈比赛， 
获十二岁以下年龄组团体第一名。

4月10日 学校讲座委员会请来了华裔作家于春来校朗读她的作品Little Green (《小青》)。于春为读者在其作品上签名。

4月16日 中文学校排球队获2005北美体协杯春季排球邀请赛第三名。

4 月17日 中文学校合唱团应邀参加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吴国松在波士顿的演唱会。

5月7日 我校部分教师及有关人员参加了普源教育培训中心(Primary Source) 在Wellesley College 召开的有关美国大学理
事会 (College Board) 在高中正式加设中文进阶课程(AP)的研讨会。

6月19日 2004-05学年结束。学校在R.J.Grey初中礼堂举办期末学生汇报演出。刘玉明接任校长，邓敏任副校长，熊柏任
家长会主席，王泽养任董事会主席。

9月11日 2005-06学年正式开学。本学期学校共开办从学前班到八年级共24个中文语言班，注册学生400人；24门文化
课，注册学生246人。

10月1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北美中华艺术协会举办了黄河大合唱演唱会，艾克顿中文学校合唱团的十一位
成员参加了这次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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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中文学校部分家长再次组织参加在R.J. Grey初中举办的每年一度的国际节活动。

11月 中文学校向艾克顿图书馆基金捐款$500。

2006 

1月28日 中文学校在R.J. Grey 初中举行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庆祝学期圆满结束和中国新年。

1月 中文学校首届好学区房地产优秀教职员奖从学生家长的提名中选出五名获奖者，分别为语文教师刘阳、谢
宁、邢共嘉，文化课教师朱碧云，和校行政简建华。颁奖仪式定于学期末的六月举行。

2月19日 校篮球队在第五届北美体协杯春季篮球邀请赛中获第四名。

4月29日 我校部分教师在Wellesley College参加了新英格兰地区中文教师联系网会议。董事会主席王泽养应邀与有关
方面负责人共同主持讨论了“目前中文学校面临的挑战与机会”。

6月 我校为增进与社区互动，扩大ACLS在本地区的影响，特向高中运动场有关机构Friends of Leary Field捐款
$500。为此，Friends of Leary Field向学校发来感谢信函。

6月 老四川餐馆的李中、刘翠瑜再次向中文学校捐款奖学金$500， 这是他们连续第四年向学校捐款。

6月25日 2005-06学年结束，学校在高中礼堂举办期末汇报演出，并颁发第二届好学区房地产优秀教职员奖，获奖成
员是：语文课教师刘鸣、李日新、刘小江，文化课教师Judy Holmes，校行政陆青。

9月10日 2006-07学年开学。邓敏接任校长，芶燕妮任副校长，熊柏续任家长会主席，刘玉明任校董事会主席。本学
期学校共设置28个中文班，注册学生452人；25门文化课，注册学生289人。另外有五个成年人的活动俱乐
部也都相继展开活动。

9月24日 部分中文学校家长由戴朝阳带队参加在Foxborough吉利球场(Gilette Stadium)的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旗
队表演，在波士顿为2008北京奥运摇旗助威。

10月21日 由中文学校主持筹划的首届艾克顿中国传统音乐之夜，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在艾克顿高中礼堂顺
利举行。演出吸引了近九百观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1月5日 在中文学校的协助下，艾克顿华人老年中心组织一批老年朋友前往塞勒姆镇参观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
在博物馆，老人们参观了包括“余荫堂”在内的有关中国及其它东方文化展览。

 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访问教授陈来博士应邀来中文学校演讲“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
演讲后和听众问答互动。满堂听众，反响热烈。陈先生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台湾中央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客
座教授。

12月3日 中文学校家长与校行政管理人员举办座谈会， 讨论中文学校的教学及管理状况。校长邓敏，董事会主席刘
玉明，家长会主席熊柏和二十多位家长出席座谈。

2007 

1月 学校行政增设教务副主任职务，协助教务主任的工作。第一任教务副主任由资深教师史建英担任。

2月17日 中文学校在地区高中举办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超过5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大家通过聚餐、游戏和欣赏
文艺节目，共同欢庆中国新年。

2月25日 艾克顿政府委员会及学校委员会参选人到中文学校举行座谈会。中文学校家长及艾克顿镇居民孔轩博士在
华人中率先出面竞选镇学校委员会委员职务。

3月27日 艾克顿学校委员会参选人中文学校家长孔轩以第一名高票当选镇学校委员会委员。

4月12日 由Conant和Douglas小学联合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节活动在R.J. Grey 初中举行。多位中文学校家长积
极参加组织筹备了这项活动，并主持了活动中的中国展台。

6月5日 在Acton-Boxborough 高中的毕业典礼上，4名应届毕业生获得了艾克顿中文学校设立的奖学金。这是中文学
校回报社区的又一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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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 2006-07学年结束，学校在高中礼堂举办期末汇报演出。今年的好学区优秀教职员奖授予了三名语文教师：孙
映、孙颖、汤爽，文体课教师王泽鸣，和家长会主席熊柏。

9月9日 2007-08学年正式开学。本学年学校由芶燕妮任校长，刘汉兰任副校长，熊柏任董事会主席，家长会主席的
职务由李福根接任。史建英接替简建华任教务主任，叶红任副教务主任。左国英继续担任文化课主任。学校
共设置30个中文班，注册学生494人；29门文化课，注册学生312人。

9月16日 校董事会批准了更新学校网站和五周年校庆，并同意用长期发展基金支持这两项计划。

10月14日 经过数月的紧张筹备，由中文学校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音乐舞蹈之夜在地区高中成功举行。这台集民族音
乐， 舞蹈、杂技和合唱于一台的综合文艺晚会再一次吸引了广大观众。

10月28日 中国天津市华明学校校长吴世明先生在A-B学区学监助理Sue Horn的陪同下来我校参观，这是他在艾克顿学
区参观访问行程的一部分。

11月 我校有五篇学生作文参加了全美中文学校举办的全美作文竞赛。

12月29日 中文学校交际舞班十六名学员代表学校参加了在麻州大学罗威尔分校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波士顿华人交际舞大
奖赛，获得四项大奖。

2008 

1月19日 我校十一名学生在剑桥文化中心参加了全美中文学校联合会和侨办举办的中华知识竞赛。

1月20日 学校举行了教师员工答谢活动，教师员工发展到六十多位。

2月9日 由A-B 文化委员会在Memorial 图书管举办中国节。多位中文学校老师和家长积极参加组织筹备了这项活动，
主持了活动中的展台。

3月1日  学校举行了盛大的艾克顿中文学校五周年校庆纪念活动和晚会表演。A-B学区学监Bill Ryan先生偕同夫人参加
了校庆活动。我们总结和升华建校五年来的经验，以文字 (校庆5周年特刊) 和影像(校庆专题片) 来记录五年
的校史，整理出完整的教师、家长会、董事会和校行政人员名单，把荣誉献给为中文学校长期服务的教师、
管理人员和为中文学校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志愿者们。共表彰了八十多位学生，近七十名老师、
管理人员和志愿者。

3月30日 中文学校的教师们举办了本学年第二次教师研讨会。

5月 中文学校组织了为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募捐活动， 筹集了$24,687。加上邮寄和单位配赠，以及参加波士顿
徒步募捐活动, 总共为灾区筹集的捐款总数超过四万五千元。

5月18日 中文学校全体老师为邢健,邢共嘉老师开了欢送会。中文学校一年级老师陈周颖做了马立平教材的评估报告。
成立第一个学生团体: Student Community Benefit Club

6月 学校网站的更新包括学生注册管理和学校网页两大部分。注册管理更新工作，牵涉到与家长有关的值勤政策
细则。新软件得到牛顿中文学校的支持, 更新工作在网站主管项开华, 和简建华, 陈鸿祥的努力下顺利完成。
网页的更新工作在陈鸿祥和简建华的领导下与学校行政管理团队一起制定了规划细则。

6月15日 2007-2008 学年结束

9月2日 中文课正式列入艾克顿学区高中外语课选项。学区初中也把中文课作为未来选课计划。这是由一个艾克顿公
民组成的小组不断努力推动的成果。多名中文学校家长和志愿者是这个小组的骨干，他们是：孔轩、陈鸿
祥、Dick Calandrella、Virginia Taylor等

9月7日  2008-2009中文学校新学年开始， 刘汉兰任校长，王建国任副校长。

 开设35个语言课，共520名学生；32门文化课，共336名学生。

10月4日 中文学校第一次组织参加艾克顿镇西一年一度的Oktoberfest,宣传中华文化,宣传中文学校特别是中文第二语
言班(CSL).

11月12日 中文学校向艾克顿镇图书馆捐赠了价值$493美元的90本中文图书， 校长刘汉兰出席捐赠仪式。

11月16日 中文学校组织了一次图书展销活动。Science Press, USA共销售$5412.26，他们向中文学校捐款$432。

12 月 中文学校学生组织为Acton Housing Authority募捐活动， 共捐到$76.36和价值$200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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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1月17日 2009中国新年联欢活动在哈佛镇的博朗菲德高中举行,有大约650人参加.这次春节联欢活动采用歌舞茶话的
形式, 活动安排有歌舞音乐欣赏、精美点心共享、聊天卡拉自娱、以及灯谜游戏抽奖。

2月1日 2009年春季中文学校又增设了一个副教务主任职位，专门负责CSL的教学活动以及CSL与ACTON-BOXBOROUGH
的社区交流活动。李日新担任这一重要职位。

2月 中文学校增加了Parker Damon卫星校区, 并成立ACLS老年活动中心

4月 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准备，决定开设两个马立平试点班并进行预报名和面试

6月11日 艾克顿中文学校学生俱乐部成立了网站，成功举办了4次活动: 为Acton Food Pantry募捐食品，为Acton 
Housing Authority募捐圣诞节礼品，为Acton Iraq Soldier 募捐食品和其他供给，当地美国报纸Beacon 在
2009年6月11日还专门报道这一项艾克顿中文学校学生俱乐为Acton Iraq Soldier社区募捐的活动并刊登了他
们的照片。

6月20日 2008-2009 学年结束

9月13日 2009-2010新学年开始， 王建国担任校长， 史建英任副校长， 李日新任教务主任。刘玉明任董事会主
席.马东海任家长会主席。学校共设置32个中文班，注册学生523人；32门文化课，注册学生373人。

 正式开设马立平班(一年级两个班)。

10月 董事会成员刘汉兰主持成立了Teaching Group，成员有：家长、老师、校领导等。

11月14日 中文学校成功地举办“2009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 。组委会意在创建“中国音乐之夜”这一品牌，核心
是包括音乐、舞蹈以及其它艺术形式在内的中华文化。整台演出分上下半场，共十二个节目，包括两个音
乐节目，四个舞蹈，两个杂技，京剧，中国鼓，武术和大合唱。近9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演出非常成功。

2010 

1月 7名学生报名参加了中华文化知识竞赛，李画逸获优秀奖，黄宇捷，单卓恒，汤加华获合格奖。

2月7日 中文学校春季开学，由刘鸣接替李日新出任教务主任。

3月 春季老师校内研讨会，重点介绍语言学习中的5C: Communication（语言交流）；Cultures(文化沟通)；  
Connections (相关知识)；Comparisons (比较能力) ；Communities (社区活动)。

3月26日 部分老师参加剑桥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远程中文教师培训课程》。

3月30日 中文学校家长孔轩博士再次以第一名连任艾克顿政府学校委员会委员。

4月 特为CSL Program 制作的《CSL课堂用语》Website 开始使用。

4月3日 由刘汉兰主持的Teaching Group以5C为基础，完成了学前班至9年级中文教学大纲（4稿）。

6月5日 2010年6月5日在艾克顿NARA 公园， 艾克顿中文学校和Recreation Department of the Town of Acton , 以
及Acton-Boxborough Culture Council 联合举办了 “2010 艾克顿中国文化节”, 推出了包罗万象的中华文
化活动， 包括书画盆景展、美食篇、服饰艺术展销、中医针灸及爱心服务、平地献艺（包括舞龙、舞狮、
武术、太极等），以及露天舞台表演。这是艾克顿镇的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华文化节，中国龙第一次在NARA 
Park 表演。美国国会议员 Niki Tsongas 的办公室主任Jane Adams颁发了为艾克顿华人第一次举办艾克顿中
华文化节的特别荣誉证书。据估计，本次活动吸引了超过三千人次的游客, 在艾克顿以及整个波士顿地区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6月13日 为了宣传CSL，在R.J.Grey初中餐厅举办了首届CSL Open House Party 。近100人参加了联欢。

6月19日 学年的教师及家属感谢及联谊活动在 Great Brook Farm State Park举办。

6月20日 2009-2010学年结束，在R.J.Grey 初中大体育馆举办了期末汇报演出。

6月26日 首届中文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北京夏令营。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组织学生和部分艾克顿-博思宝路的高中生
一起，参加为期三周北京西安 “中国语言文化体验营”。

9月2日 在艾克顿图书馆举行了秋季教务总会， 90%的语言课老师和助教参加。部分Board和 Admin成员应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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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2010-2011新学年开始。王建国连任校长, 史建英任副校长，刘鸣任教务主任，杨钦钊任家长会主席。语言
课34个班，学生515人，新开设MLP四个班，CLS新增六年级。29门文化课, 学生406人, 6个俱乐部。

9月19日 董事会成员Joanne Wu 主持召开 CSL发展前景会议。出席的有家长，老师，校领导。

12月12日  秋季校内老师研讨会。内容：Game Workshop，以高低年级组分别举行。老师们交流分享了很多寓教于乐的
经验。

2011
1月29日 Teacher’s appreciation Party在Brunswick Zone Lowell举行。

2月6日 2010-2011中文学校春季开学

2月19日 艾克顿中文学校再度与镇里合作，推出艾克顿镇275周年和中国新年的大型庆祝活动。镇里有很多组织前来
摆摊设点。Minuteman 鸣枪宣布庆祝的开始。活动包括猜谜，写春联，写中国名字，书画展，品茶，中国乐
器欣赏，做年画，画脸谱，做手工，中国灯笼服饰手工艺品展销，舞狮、武术、太极、红绸舞，吃团年饭，
以及包括舞龙在内的歌舞表演。中国新年的元素发挥到极致, 艾克顿和邻镇的居民, 华裔非华裔都在这里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庆祝活动, 得到了社区和媒体的一致好评。

3月7日 部分老师参加the 19th New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Network Conference

4月17日 春季校内老师研讨会。主要内容：介绍YCT (Youth Chinese Test)考试。YCT是一种中小学生中文考试，是中国
国家汉办为母语非汉语的青少年中文学习者（15岁以下）举行的“中小学生汉语考试”。是一项国际汉语能
力标准化考试。

5月7日 春季校外老师研讨会。组织老师参加由Newton 中文学校主办的《海外中文教学研讨会》，共有近30名老师
参加。地点：剑桥中文学校。

5月22日 李日新主持召开了开设中文AP班说明会。

5月22日 董事会成员（主管教学）唐燕华主持召开有关Teacher Center Website 讨论会。

6月11日 期末汇报演出在A—B高中礼堂举办。

6月12日 学年末教师及家属感谢联谊在Hopkinton State Park举办。

8月31日 在艾克顿图书馆举行教务总会， 95%的老师和助教参加。Board和 Admin成员应邀参加。

9月11日 2011-2012新学年开学， 史建英任校长， 李日新任副校长，芶燕妮任董事会主席. 陆青任家长会主席。

 语言课36个班，学生586人，教师38人，助教23人。新开设MLP两个班。特别是针对高年级的需求，第一次开
设了中文AP考试准备班。文化课程 28个班，445个学生。

10月1日 中文学校参加镇西一年一度的Oktoberfest活动，并设置中文学校展台,宣传中华文化。表演红绸舞。

10月 部分老师参加剑桥中文学校成立20周年中文教育研讨会.

11月5日 部分老师参加了the 20th  New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Network Conference  地点：UMass Boston 
Campus.

11月 Teacher Center Website正式开通.

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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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1月22日  2012春节联欢活动和歌舞晚会在艾克顿初中隆重举行。老师的时装表演---“东方”来袭大获成功。

1月29日 秋季校内老师研讨会。内容1.Teacher Center 介绍；2. 如何写教学计划和教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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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 在R.J.Grey初中餐厅 举办Teacher/Staff Appreciation Party。   

2月5日 中文学校春季开学。增设姚毓梅为教务副主任，兼CSL组长。

3 月 艾克顿中文学校教师俱乐部“忙里偷闲”成立。

4月29日 春季校内老师研讨会 。内容：通过YCT模拟考试，检验我们的教学情况。找出我们与国际标准考试的差距，
以调整我们的教学内容。

5月19日 部分老师参加了the 21st New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Network Conference，地点UMASS Boston 

5月 有13人参加AP中文考试，平均分为4.7。

6月2日 教师及家属联谊活动在 West Hill Park举办。

6月10日 由副校长李日新主持，在 R.J.Grey Small Café 举办首届低年级（Pre-K；K-A；K-B；CSL-1；CSL-2）组期
末汇报演出。有近150学生和家长参加。

6月17日 2011-2012学年结束， 中文学校在高中礼堂举行期末演出并颁发了教师7年服务奖， 4年服务奖， 高中生
教师奖， 高中生志愿者奖， 好学区奖。

8月21日 23位老师参加了为期3天的汉语教学师资培训班--《华文教育•名师巡讲》。其中10位老师获得由中国海外
交流协会文教部颁发的证书。地点：剑桥中文学校。

8月30日 在艾克顿图书馆举行开学前教务总会， 98%的语言课老师和助教参加。Board和 Admin成员应邀参加。

9 月9日 2012-2013新学年开学， 李日新任校长， 孙立新任副校长，左国英任家长会主席。安保的责任由家长会转
移到学校行政。增设安保主任的职位由简建华担任。语言课38个班，学生600人，教师39 人，助教24人。新
开设CSL会话班，MLP两个班。 28门文化课455名学生, 31名老师。

9月30日 为了保证学生安全，加强学校管理，学校决定取消两节语言课之间的固定打铃休息。课间休息时间老师自
行掌握。

10月 参加美东地区第一届少年儿童中文写作大赛。共20多篇参赛作文，其中7年级B班赵伊霖（Emily Zhao）同学
获得少儿组三等奖。

10月13日 中文学校参与Oktoberfest，并表演中国民间舞(Chinese folk dance)。

10月21日 由副教务主任姚毓梅主持召开首届新老师培训会。内容：1.邀请新老师谈谈对学校、学生的感觉和对教务
的要求；2.提出所存在的问题；3.如何管理教学次序；如何写教案等。

10月28日 李日新, 芶燕妮, 孙立新参加了由孔子学院和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新英格兰地区中文学校
领导力的研讨会. 芶燕妮应邀做了题为 “融入主流社会共同发展社区-成长中的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报告。

11月18日 ACLS中学数学竞赛班第三次组织参加AMC 8比赛。这是一个由美国数学学会组织的给8年级以下的学生的数
学比赛，每年有十几万中学生参加。比赛有25道题，40分钟完成。竞赛班学生，12岁的Kevin Kuang这次比
赛获得满分的优异成绩。

12月2日 艾克顿中文学校和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 艾克顿镇文娱委员会, 以及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委员会联合举办第
4届 “艾克顿中国音乐舞蹈之夜”的演出活动. 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的这台演出用现代的艺术手段表现中国
古典和民族风情。精彩的舞蹈表演征服了满堂观众，轰动了艾克顿镇。

2013
1月26日 剑桥文化中心和Megalight公司为支持我校10周年的庆祝活动捐赠了900支节能灯泡。

2月2日 艾克顿中文学校首次应邀参加镇文娱委员会举办的Winter Carnival. 组织了孔明灯的销售和放飞. 带动了很
多华人的参加,70多个孔明灯飞上了天。同时还销售了捐赠的节能灯泡。

2月3日 中文学校春季开学。100多名老师、Staff参加了在R.J.Grey初中餐厅举行的Teacher / Staff Appreciation  
Party，并全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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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持之以恒园丁奖 - 8 年奖  ACLS Long Term Teacher Award - 8 years   
Currently an ACLS Teacher, Have served more than 16 semesters as teacher, plus any other management role including admin, 
board and parent council

孙颖 徐静 朱碧云 王泽鸣 王峰 

艾克顿中文学校持之以恒园丁奖 - 5 年奖  ACLS Long Term Teacher Award - 5 years 
Currently an ACLS Teacher, Have served more than 10 semesters as teacher, plus any other management role including admin, 
board and parent council

谢良玉 胡平 武婷婷 仲劲红 颜越 张雪雁 周晓东 乐瑾 张善继 王玲 卢进梅 曹桂岚 屠宁君 吴利宁

许聪玲 李艾利 程培英 王成军 David West 高宏伟 鲍韵

艾克顿中文学校长期服务管理人员奖 - 8 年奖  ACLS Long Term Management Service Awards - 8 years 
Currently a member of ACLS management team including admin, board and parent council, or current ACLS project leader, and have 
served 16 semesters or more in management team or as teacher

史建英 李日新 简建华 石红月 陆青

艾克顿中文学校长期服务管理人员奖 - 5 年奖  ACLS Long Term Management Service Awards - 5 years 
Currently a member of ACLS management team including admin, board and parent council, or current ACLS project leader, and have 
served 10 semesters or more in management team or as teacher

芶燕妮 王英姿 唐燕华 刘鸣 袁力 刘汉兰 Dick Calandrella 左国英 刘玉明 陈鸿祥 李劲冬

艾克顿中文学校杰出领导奖   ACLS Leadership Award 
Served as ACLS principal, board chair or parent council chair

陈鸿祥 王泽养 王峰 张逸 李劲冬 袁力 刘玉明 熊柏 邓敏 芶燕妮 刘汉兰 李福根 王建国 马东海   
杨钦钊 史建英 陆青 李日新 左国英

艾克顿中文学校毕业生回报母校奖   ACLS Graduates Serve Back Award
Have graduated from ACLS and currently served as volunteer or teacher

Katherine Chen,  Alex Hu,  Barry Huang,  Michael Ji,  Steven Jiang,  Albert Kong,  Roy Li,  Amy Liu,  Zhuoheng Shan,  
Steven Tang,  David Tang ,  Doris Zhang,  Winsto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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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高中生长期志愿者奖   ACLS Long Term HS Student Volunteer Award 
Currently served as ACLS student volunteer, and have served at ACLS for more than 4 semesters

Linda Cui ,  Lily Guo,  Alex Hu,  Anni Li,  Sarah Ma,  Jennifer Zhou,  Ziyi Su,  Steven Tang,  Michael Ting ,  
Evan Wang,  Kevin Wang,  Victoria Wang,  Maggie Yuan,  Doris Zhang,  Winston Zhao,  Rachel Zhu

艾克顿中文学校长期志愿者奖   ACLS Long Term Volunteer Award 
Countable and continuously helped out for at least 5 major ACLS events

陈海虹  陈挺  戴朝阳  邓育红  黄玲  孔轩  邝锦波  乐群  李伟  廖大全  刘向海  刘阳   
刘玉芬  禄艳荣  马燕  满霞  欧阳可怡  靳宏  任亚平  荣燕  沈世刚  沈心焯  孙立新   
Virginia Taylor 王惠  王建国  王倚宁  王粤生  Joanne Wu  夏至宁  项开华  肖彦  姚小菊   
姚毓梅  钟应木  庄宁  

艾克顿中文学校成人志愿者奖   ACLS Adult Volunteer Award 
Valuable ACLS adult volunteers that had helped out in major ACLS events

Tracy chen,  Beth Davis,  Michael Deng,  Weixu Gao,  Judy Holmes ,  Youjia Huang,  Xiaoshen Ji,  Hong Lee,   
Yan Li,  Yunzhe Li,  Qing Liao,  Susan Lin,  Hongbin Liu,  Ling Liu,  Zhongqiu Liu,  Sharon Lu,  Kun Luo,   
Jiang Ma,  Luo Pan,  Zhuorui Peng,  Lin Piao,  Yun Qi,  Min Qiu,  Xinrong Qiu,  Jing Ruan,  Charles Tao,   
Hongbing Tian,  Juan Wang,  Mei Wang,  Xiaomei Wang,  Yida Wang,  Ying Wang,  Yuchen Wang,  Jim Wu,  Shuyun Wu,  
Ying Wu,  Johnny Yang,  Jack Yang ,  Neng Ye,  Jianmin Yin,  Jennifer Zhang,  Jenny Zhang,  Kathleen Zhang,   
Min Zhang,  Zhilian Zhang,  Wei Zhang ,  Juan Zhao,  Shuguang Zhao,  Ping Zheng,  Shuang Zheng   
   
艾克顿中文学校长期学生家长代表奖  ACLS Long term Head Parents award
Served as head parents for more than 5 years

Danyang Bing,  Jenny Chang,  Jingjing Chen,  Julia Du,  Tao Guan,  Xiao Guo,  Yanhui Hu,  Xin Huang,   
zhengyu huang,  Peggy Hwang,  Titus Kao,  Maria Kulsick,  Juan Li,  Yaqing Li,  Xuana Lin,  Bowen Liu,  Jing Liu,  
Ling Liu,  Nina Liu,  Xiao Liu,  Yuming Liu,  Zhidong Lu,  Elizabeth Paulding,  Liz Paulding,  Xinrong Qiu,   
Paul Schottler,  Lei Xu,  Hong Ye,  Qinfan Zhu

艾克顿中文学校学生家长代表奖   ACLS Head Parents Award 
Served as head parents in any ACLS classes since 2009

Yunyun Cai,  Changqing Chen,  Haihong Chen,  Hongmin Chen,  Huaimo Chen,  huaimo chen,  Jingjing Chen,   
Tracy Chen,  Ying Chen,  Lin Cui,  joydeng Deng,  Michelle Deng,  Ru Ding,  Zhanyun Duan,  Susan Eppling,   
Liz Fang,  WenJu Feng,  Yang Feng,  Grace Gao,  Zhixiu Han,  Hong hhoz,  Shirley Hogan,  Dong Hsu,  Beilei Huang,  
Jinsong Huang,  Ling Jia,  Dianne Jiao,  Eva Lam,  Hong Lee,  Fugen Li,  Hongdan Li,  Hui Li,  Jeanne Li,   
Lei Li,  Weihua Li,  Jian Lin,  Cheng Liu,  Hanlan Liu,  Wei Liu,  Wenji Liu,  Xiu Liu,  Yanbin Liu,  Yongxing 
Liu,  Zhigan Liu,  Jill Lu,  Donghai Ma,  Xinfa Ma,  Seling Mao,  Kathy Owen,  Lucy Pan,  Monique Patterson,   
WeiLi Pek,  Shirley Qian,  Jian Rick,  Yan Rong,  Hongliang Shi,  Chang Shu,  Chun Sun,  Larry Sun,  Min Tan,  
dongbin Tao   ,  SanSan Tseng,  Guilin wang,  Juanqin Wang,  Rena Wang,  Yingzi Wang,  Yining Wang,   
ZhiGang Wang,  Mrs.Liz Wei,  Cindy Xia,  Lan Xia,  Dong Xiang,  Hong Xiao,  Nancy Xiong,  Yi Xu,  Zhaohui Yan,  
Peiyun Yang,  Julia Yao,  Janice Yee,  Vickie Yee ,  Mei Yong,  Joan Yu,  Yan Yu,  Hong Yuan,  Jing Zhang,   
Jinglin Zhang,  Jun Zhang,  Lin Zhang,  Michelle Zhang,  Qi Zhang,  Leonard Zhe,  Wenkai Zhu,  Dan Zou

艾克顿中文学校持之以恒学生奖 -8 年奖   ACLS  Long Term Students award - 8 years
Currently study at ACLS and have studied at ACLS for more than 16 semesters

Grace Chen,  Karen Chen,  Kevin Hu,  Felix Huang,  Michael Ji,  Kimberly Jin,  Alissa Kong,  Amanda Li,   
Simin Li,  Eric Liu,  Janathan Liu,  Shelley Liu,  Allen Lu,  Hannah Ma,  Lianna PattersonWare,  Julie Peng,  
Andrew Sun,  David Tang,  Andrew Wang,  Alana Wu,  Brandon Wu,  Eric Xing,  Isabella Xu,  Rick Yang,  Wynne Yao,  
Daniel Yin,  Alexander Zhang,  Frank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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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持之以恒学生奖 -5 年奖   ACLS  Long Term Students award - 5 years
Currently study at ACLS and have studied at ACLS for more than 10 semesters

Cecilia Buckley,  phillip cai,  Nicholas Chafy,  Alan Chai,  Chelsea Chang,  Julie Chen,  Kaitlyn Chen,  Richard 
Chen,  Samuel Chen,  Xiaomei Chen,  Sophia Cronin,  Sophia Cronin,  Alicia Dai,  Andrew Ding,  Jason Fan,  Amanda 
Franco,  Andrew Gao,  Anthony Gao,  Kevin Gao,  Sarah Gao,  grace gong,  Kristine Guo,  Serena Han,  Valerie Han,  
Carina Hou,  Sarah Hsu,  Andrew Hu,  Brian Hu,  Lyndon Hu,  William Hu,  Jeffrey Huang,  Randy Huang,  Richard 
Huang,  Lucy Huo,  Cherry Jia,  Andy Jian,  Roland Jiang,  Cynthia Li,  Grace Li,  Helen Li,  Karlin Li,  Jason 
Liang,  Benjamin Lin,  David Liu,  Elsie Liu,  Emily Liu,  Jessie Liu,  Katherine Liu,  Kaylee Liu,  Melissa Long,  
David Lu,  Rachel Lu,  Larry Medwin,  Monique Patterson,  Luke Paulding,  Annie Qian,  Lindsey Qian,  Tiffany Qin,  
Michael Qiu,  Samuel Qiu,  Lynn Rushkin,  Mila Rushkin,  David Schottler,  John Schottler,  Jessica Shen,  Elizabeth 
Sun,  Kelly Sun,  Kerry Sun,  Kevin Sun,  Victor Sun,  Alex Tang,  Tiger Tian,  Sarah Wan,  Aaron Wang,  Allen Wang,  
Brendt Wang,  Eric Wang,  Vincent Wang,  Wenwei Wong,  Amanda Wu,  anna wu,  Carlson Wu,  Elise Wu,  Justin Wu,  
David Xiao,  Dora Xiao,  Peter Xie,  Veronica Xu,  Ari Xuan,  Adam Yang,  Alicia Yang,  Andrew Yang,  Connie Yang,  
Katherine Yang,  Katherine Yee,  Helen Yin,  Jonathan Yin,  Carrie yu,  Jenny Yuan,  Stanley Yuan,  Caroline Zeng,  
Elizabeth Zeng,  Aaron Zhang,  Andrew Zhang,  Brian Zhang,  Emily Zhang,  Evan Zhang,  Fionna Zhang,  Jessica 
Zhang,  Brian Zhao,  Vivien Zhao,  Karen Zhou,  Amy Zhu

艾克顿中文学校语言课教师及助教

2003 春季
陈晨 陈晓红 冯郁  高卫平  葛剑平  乐群  
凌红  刘敏慧  刘阳  刘玉芬  石沂平 孙映  王大惠   
夏一江  向京  谢良玉  谢宁  谢翔英  徐静  颜越  尹
梅  郑平  郑晓楠  周麟

2003 - 2004 学年
陈晨  陈晓红  高卫红  高卫平  葛剑平  
焦秀兰  李奇志  李日新  林峰  刘小江  
刘彦彬  刘阳  刘玉芬  马燕  乔琼  史建英  施箐  孙
映  孙颖  谢良玉  谢宁  谢翔英
邢共嘉  许玲  颜越  姚瑶  叶红  尹梅伊  
张燕宇  郑平  孟渝民  

陈晨  高卫红  高卫平  葛剑平  侯伟  焦秀兰  乐群   
李奇志  李日新  林峰  刘小江  刘彦彬  刘阳  刘玉芬  
马燕  齐润娟  乔琼  曲峰  石红月  史建英  孙剑平   
孙映 孙颖  谢良玉  谢宁  谢翔英  邢共嘉  许玲  颜越  
姚瑶  叶红  尹梅伊  郑平

2004 － 2005 学年
陈海虹  陈海荣  陈磊  高卫红  高卫平  葛剑平  焦秀
兰  李奇志  李日新  刘小江  刘彦彬  刘阳  刘玉芬  
齐润娟  曲峰  石红月  史建英  孙映  孙颖  汤爽  王
梅  肖前  谢良玉  谢宁  谢翔英  邢共嘉  许玲  严燕  
姚瑶  叶红  于晓研  郑平

艾克顿中文学校毕业生

2008年
Lucy Chai,  Victoria Chen, Chelsey Han, Jason Li, Jerry 
Li, Melissa Wang, Pauline Zheng

2009年
Amy Chao,  Diana Du,  Margaret Gao,  Yusi Gong, 
Clara Hong,  Amanda Li,  Siyang Li,  Sharon Lu,  
Kathy Ma,  Ariel Tian,  Wesley Xiong,  Davis Yao,  
Jannesa Zhang,  Lily Zhao

2010年
Yiran Buckley ,  Andrew Chen,  Grace Gao,  Alex Hu,  
Chelsi Hu,  Lubin Jian,  Steven Jiang,  Kelly Liu,  
Franklin Liu,  Steven Pei,  Andy Shen,  Steven Tang,  

David Xiao,  Rena Yang,  Doris Zhang,  Helen Zhou

2011年
赵慧Elaine Chao,  陈哲,  陈筱竹 Amanda Chen, 陈瑞琪 
Katherine Chen,  孔令熙Albert Kong,  李扬Roy Li, 
刘冬Amy Liu,  汤宇华David Tang,   殷博文Daniel Yin, 
徐一帆Grant Xu,  赵可齐 Winston Zhao,  

2012年
韩圣雪Enya Han,  郝泰戈Taige Hao,  黄成东Barry Huang,  
季泽然Michael Ji,  李达安Andie Lee,  黎德高Aaron Li,  
李思骄Amanda Li,  李梦尧David Li,  马泓Julia Ma,  
单卓恒Eric Shan,  吴思迪Cindy Wu,  张宝宝Jessica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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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虹  陈海荣  高卫红  高卫平  葛剑平 焦秀兰  李联春  
李奇志  李日新  梁慧颖  刘鸣  刘小江  刘彦彬  刘阳  裴
晓华  齐润娟  曲峰  石红月  史建英  孙映  孙颖  汤爽
王梅  谢良玉  谢宁  邢共嘉  许玲  严燕  姚瑶  叶红    
郑平

2005 － 2006 学年
陈晨  陈海虹  陈磊  董馨华  高卫平  葛剑平  靳宏    
李日新  李笑天  李韫哲  梁慧颖 刘红宾  刘鸣  刘小江  
刘彦彬  刘阳  潘宁  石红月   史建英  宋欣荣  孙映    
汤爽  王梅  王倚宁  谢良玉   谢宁  邢共嘉  徐静    
严燕  叶红  郑平  周翎亚

陈晨  陈海虹  陈海荣  陈磊  董馨华  高卫平  葛剑平   
靳宏  李日新  李笑天  李韫哲 梁慧颖  刘红宾  刘鸣    
刘小江  刘彦彬  刘阳  石红月  史建英  宋欣荣  孙映   
汤爽  王春浓  王梅  王倚宁   王雨辰  谢良玉  谢宁   
邢共嘉  徐静  严燕  叶红  郑平  郑德生  周翎亚

2006 － 2007 学年
陈晨  陈海虹  陈周颖  冯志惠  胡平  靳宏  李日新   
李玮  李韫哲  凌紫枫  刘鸣  刘小江  刘彦彬  欧文可怡    
石红月  史秋菊  宋欣荣  孙映  孙颖  汤爽  唐燕华    
屠宁君  王春浓  王晓鹂  王倚宁  王雨辰  武婷婷  谢宁  
邢共嘉  徐静  叶红  赵雨男  郑平  仲劲红

陈晨  陈海虹  陈周颖  冯志惠  胡平  靳宏  李日新   
李玮  李韫哲  凌紫枫  刘鸣  刘小江  刘彦彬  欧文可怡    
祁云  史秋菊  宋欣荣  孙映  孙颖  汤爽  唐燕华    
屠宁君  王春浓  王大惠  王晓鹂  王倚宁  王雨辰    
武婷婷 谢宁  邢共嘉  徐静  严朝晖  叶红  张雪燕 赵冬  
赵云  郑平  仲劲红

2007 － 2008 学年
曹桂兰  陈周颖  杜先菊  冯志惠  
Girardin Tina  胡平  靳宏  乐群  李日新 李玮  李韫哲  
凌紫枫  刘鸣  刘晓阳  卢进梅  欧文可怡    祁云  曲峰  
Shao Amy   孙瑋  孙映  孙颖  汤爽  唐燕华  屠宁君    
王春浓  王玲  王英  王倚宁  王雨辰  王粤生  吴利宁   
武婷婷  谢宁  邢共嘉  徐静  徐茜子  严朝晖  乐瑾    
张雪燕  赵冬  仲劲红

鲍韵  曹桂兰  陈周颖  杜先菊  冯志惠  Girardin Tina   
胡平  靳宏  乐群  李日新 李玮  李韫哲  凌紫枫  刘博文  
刘鸣  刘晓阳  卢进梅  欧文可怡  祁云  曲峰  Shao Amy    
孙瑋  孙映  孙颖  汤爽  唐燕华  王春浓 王玲  王英    
王倚宁  王雨辰  王粤生  吴利宁  武婷婷  谢良玉    
邢共嘉  徐静  严朝晖  乐瑾  张雪燕  赵冬  仲劲红    
周小东

2008 － 2009学年
白玫  鲍韵  曹桂岚  曹平  陈德美  杜先菊  冯志慧  
高维旭  胡平  纪君美  靳宏  乐群  李日新  李晓红  
凌紫枫  刘健  Stephanie Liu   龙霞  卢进梅  马敏  

欧文可怡 邱水英  邱新蓉  Amy Shao石红月 史秋菊  
孙玮   孙 颖  孙映  唐燕华  Girardin Tina   屠宁君  
王春华  王  玲  王雨辰  王倚宁  王粤生  吴利宁  武婷婷  
肖  彦  谢良玉  徐  静  颜  越  阎朝晖 乐  瑾     
张凤兰  张雪雁  张志莲  赵  冬  赵雪禅  郑  爽  仲劲红  
周小东  

2009 － 2010学年
白  玫  鲍  韵  曹桂岚  曹  平  陈  磊  杜先菊  冯志慧  
高维旭  何春燕  胡  平  黄蓓蕾  纪君美  靳  宏  孔  云  
乐  群  刘  健  刘  玮  龙  霞  卢进梅  马  敏  马  睿  
梅  双  欧文可怡    邱水英  邱新蓉  师  青  孙  玮  孙  
颖  孙  映  唐燕华  Girardin Tina    王春华  王  玲  王
苗苗  王粤生  吴利宁  武婷婷  武昱芳  夏至宁  肖  彦  
谢良玉  邢共嘉  许  冬  徐  静  颜  越  姚  瑶  姚毓梅  
尹  菲  乐  瑾  张凤兰  张  星  张雪雁  张  毅  张志莲  
仲劲红  周小东  左国英

2010 － 2011学年
白娓丽  鲍  韵  曹百真  曹桂岚  陈  磊  方  晶   
傅开屏  高维旭  胡  平  黄蓓蕾  贾春光  贾  玲  姜海群  
靳  宏  李冬菲  李日新  李  雪  刘汉兰  刘  健  刘  菁  
刘  玮  刘  秀  刘玉芬  卢进梅  路  潘  马  玲  马  敏  
马  睿  马  燕  梅  双  欧文可怡        裴晓华  朴  琳  
邱水英  孙  颖  屠宁君  王春莲  王  玲  王粤生   
武婷婷  武昱芳  夏至宁  肖  彦  许  冬  徐  静  颜  越  
杨新星  姚毓梅  尹  菲  袁伟辰  乐  瑾  张凤兰  张  星  
张雪雁  张  毅  张志莲  仲劲红  周小东  左国英

2011 - 2012学年
白娓丽  鲍  韵  曹百真  曹桂岚  段潔茸  段占云  方  晶  
傅开屏  高维旭  胡  平  黄蓓蕾  贾春光  贾  玲  姜海群  
江小舟  靳  宏  李冬菲  李建丽  李日新  李志敏  刘汉兰  
刘化桥  刘  健  刘  秀  刘仲秋  卢进梅  马建国  马  玲  
马  敏  马  睿  梅  双  裴晓华  朴  琳  邱水英  沈  萍  
孙剑平  孙  颖  孙玉梅  屠宁君  王  玲  王粤生  武婷婷  
武昱芳  夏至宁  肖  彦  谢良玉  徐  静  Lucy Xu 严永红  
颜  越  杨新星  姚毓梅  于晓研  于  燕  乐  瑾  张爱珍  
张凤兰  张  星  张雪雁  张  毅  张  宇  张志莲  仲劲红  
周文歆  周小东  左国英

2012 － 2013学年
白娓丽  鲍  韵  曹桂岚  陈  隽  董  昕  段潔茸  段占云  
方  晶  方益菱  傅开屏  高维旭  韩燕玮  胡  平  黄蓓蕾  
贾春光  姜海群  李冬菲  李画逸  李建丽  李志敏    
刘化桥  刘  菁  刘  秀  刘仲秋  卢进梅  马  睿  马  燕   
裴晓华  朴  琳  邱水英  沈  萍  孙剑平  孙雅丽  孙  颖  
孙玉梅  汤鸿冰  屠宁君  王桂林  王  玲  王  雯  吴利宁  
武婷婷  武昱芳  夏至宁  谢良玉  徐  静  徐  丽   
Lucy Xu 严永红  颜  越  杨新星  于晓研  乐  瑾  曾颖娟  
张爱珍  张凤兰  张  星  张雪雁  张  毅  张  宇  张志莲  
仲劲红  周文歆  周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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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文化课教师及俱乐部组织者

Spring 2003
Drake,Andries  Duan,Lingze  Geng,Qiquan / Zheng,Yizhou  
Jia,Hongqi   Liu,Alex  Lu,Ling/Chang,Jun   Sun,Weiyuan  
Wang,Jing     Wang,Zeming  Wang,Zeyang   Wu,Sharon  
Xing,Gongjia  Yang,Fan   Zhu,Biyun  Zhu,Shunshan

Fall 2003
Almeida,Marcelo  Chen,Bob  Duan,Lingze  Gao,Weihong  
Jia,Hongqi  Liu,Alex  Lu,Jennifer  Song,Lisa  Wang,Feng  
Wang,Jing  Wang,Zeming  Wang,Zeyang  Wu,Rongrong  
Xing,Gongjia  Zhang,Donghong  Zhang,Luke  Zhang,Yun  
Zhen,Andrew  Zhu,Biyun  Zhu,Shunshan

Spring 2004
Drake,Andries  Gao,Weihong  Jia,Hongqi  Lee,Arthur  
Liu,Alex  Kao,Mei-po  Wu,Sharon  Song,Lisa  Tylor,Virginia  
Wang,Dawn  Wang,Feng  Wang,liqun  Wang,Zeming  
Wang,Zeyang  Wu,Rongrong  Xing,Gongjia  Xing,Jian  
Wang,Ye  Zhang,Luke  Zhang,Tongsheng  Zhang,Yun  
Zhen,Andrew  Zhu,Biyun

Fall 2004
Almeida,Marcello  Chen,Xiaofeng  Deng,Hua  Gao,Weihong  
Gao,Weiping  Ho,Jonathan  Holmes,July  Hu,Xingchun  
Huang,Jian  Jia,Hongqi  Kao,Mei-po  Lee,Arthur  Li,Lianchun 
Li,Richard  Liu,Cheng  Lu,Zhidong  Shi,David  Taylor,Virginia   
Wang,Feng  Wang,Zeming  Wu,Jim  Wu,Sharon  Wu,Stephan  
Xiao,Andrew  Xing,Gongjia  Xing,Jian  Yao,Susan  
Zeng,Chunhui  Zhang,Luke  Zhang,Tongsheng  Zhang,Yun  
Zhang,Michelle  Zhu,Biyun

Spring 2005
Almeida,Marcelo  Deng,Hua  Gao,Weihong  Gao,Weiping  
Ho,Jonathan  Hu,XingChun  Jia,Hongqi  Jiang,Huang  
Kao,Mei-Po  Lee,Arthur  Li,Richard  Liu,Cheng  Liu,Huang  
Lu,Zhidong  Shi,David  Tylor,Virginia  Wang,Feng  
Wang,Zeming  Wu,Jim  Wu,Sharon  Wu,Stephan  
Xiao,Andrew  Xing,Gongjia  Xing,Jian  Zhang,Luke  
Zhang,Michelle  Zhu,Biyun

Fall 2005
Chang,Tungshan  Chen,Xiaofeng  Gao,Weihong  
Gao,Weiping  Holmes,Judy  Hu,Xingchun  Jiang,Yike  
Lee,Arthur  Lee,Kevin  Liu,Cheng  Lu,Zhidong  
Nguyen,Tammie   Taylor,Virginia  Wang,Feng  Wang,Zeming  
Wang,Cynthia  Wu,Jim  Wu,Stephan  Xia,Rosanna  
Xiao,Andrew  Xiao,Jeff  Xing,Gongjia  Xing,Jian  Zhang,Luke  
Zhang,Michael  Zhu,Biyun

Spring 2006
Chang,Tungshan  Chen,Xiaofeng  Choi,Grace  Gao,Weihong  
Gao,Weiping  Holmes,Judy  Hong,Xing  Hu,Xingchun  
Jiang,Yike  Lee,Arthur  Lee,Kevin  Liu,Cheng  Lu,Zhidong  
Nguyen,Tammie  Wang,Feng  Wang,Zeming  Wu,Jim  
Wu,Sharon  Wu,Stephan  Xia, Rosanna  Xiao,Andrew  
Xiao,Jeff  Xing,Gongjia  Xing,Jian  Zeng,JianXia  
Zhang,Michael  Zhu,Biyun

Fall 2006
Bao,Yun  Chang,Tungshan  Choi,Grace  Gao, Weiping  
Holmes,Judy  Hong,Xin  Hu,Ping  Hu,Xingchun  Kang,Yuan  
Kong,Xuan/Zhuang,Ning  Lee,Kevin  Liu,Bob  Liu,Cheng  
Lu,Zhidong  Man,Xia  Nguyen,Tammie  Qi,Runjuan  
Wang,Amy  Wang,Cynthia  Wang,Feng  Wang,Zeming  
Wu,Jim  Wu,Stephan  Xing,Gongjia  Xing,Jian  Xiong,Bob  
Zhang,Luke  Zhang,Michael  Zhu,Biyun

Spring 2007
Bao,Yun  Chan,Dan  Chang,Tungshan  Choi,Grace  
Deng,Cathy  Fei,Susan  Gao,Weiping  Holmes,Judy  Hong,Xin  
Hu,Ping  Hu,Xingchun  Kang,Yuan  Kong,Xuan/Zhuang,Ning  
Lee,Kevin  Li,Ally  Liu,Bob  Liu,Lynn  Lu,Zhidong  Man,Xia  
Nguyen,Tammie  Qi,Runjuan  Wang,Cynthia  Wang,Feng  
Wang,Kenny  Wang,Zeming  West,David   Wu,Jim  
Wu,Stephan  Wu,Sharon  Xing,Gongjia  Xing,Jian  Xiong,Bob  
Yang,Nancy  Zhang,Luke  Zhang,Shansi  Zhu,Biyun

Fall 2007
Chang,Tungshan  Ching,Pui-Ying  Deng,Cathy  Gao,Weiping  
Han,Chelsey  Holmes,Judy  Hong,Xin  Hu,Ping  Hu,Xingchun  
Kang,Yuan  Lee,Kevin  Li,Ally  Li,Annie  Lin,Zhantao  
Lu,Zhidong  Man,Xia  Nguyen,Tammie  Pan,Haifeng  
Qi,Runjuan  Sun,Yanlong  Wang,Cynthia  Wang,Feng  
Wang,Kenny  Wang,Zeming  West,David  Wu,Jim  
Wu,Stephan  Xing,Gongjia  Xing,Jian  Xiong,Bob  Yang,Jeff  
Yang,Nancy  Zhang,Luke  Zhang,Shansi  Zhu,Biyun

Spring 2008
Chang,Tungshan  Ching,Pui-Ying  Deng,Cathy  Du,Kaisheng  
Gao,Hongwei  Gao,Weiping  Han,Chelsey  Holmes,Judy  
Hong,Xin  Hu,Ping  Hu,Xingchun  Kang,Yuan  Lee,Kevin  
Li,Ally  Li,Danya  Liu,Cheng  Lu,Zhidong  Ma,Joanna  
Man,Xia  Pan,Haifeng  Qi,Runjuan  Wang,Feng  Wang,Kenny  
Wang,Zeming  West,David  Wu,Jim  Wu,Sharon  Wu,Stephan  
Xing,Gongjia  Xing,Jian  Yang,Jeff  Yang,Ling  Yang,Nancy  
Zeng,Yanqin  Zhao,Juan  Zhu,Bi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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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Fall 
Gao, Kevin; Holmes, Judy; Hong, Xin; Wang, Zeming; Li, 
Ally; Kang, Yuan; Li, Siyang; Wang, Feng; Gao, Weiping; Hu, 
Ping; Man, Xia; Ma, Joanna; Ching, Pui-Ying; Lee, Kevin; 
Li, Danya; Zhu, Biyun; Chen, Alex; Chen, Wendy; Chang, 
Tungshan; Wu, Ileana; Wang, Kenny; West, David; Wang, 
Zhiping; Wang, Amy; Xiao, Yan; Ma, Kathy; Cui,zhenqian; 
Li, Ping; Lu, Yanrong; Zhong, Jian; Zeng, Yanqin; Rosenfeld, 
Lois; Choi, Grace; Liu, Xiaoyang; Sun, Xiangzhong; Wang, 
Hui

Spring 2009
Gao, Kevin; Hong, Xin; Holmes, Judy; Wang, Zeming; Li, 
Ally; Kang, Yuan; Li, Siyang; Wang, Feng; Gao, Weiping; 
Hu, Ping; Man, Xia; Wu,Sharon; Ma, Joanna; Ching, Pui-
Ying; Lee, Kevin; Li, Danya; Zhu, Biyun; Chen, Alex; Chen, 
Wendy; Chang, Sue; Chang, Tungshan; Wu, Ileana; Wang, 
Kenny; West, David; Wang, Zhiping; Wang, Amy; Xiao, 
Yan; Ma, Kathy; Cui,zhenqian; Gao, Hongwei; Lu, Yanrong; 
Zhong, Jian; Zeng, Yanqin; Liu, Xiaoyang; Sun, Xiangzhong; 
Wang, Hui; Chen, Ting

Fall 2009
Li, Siyang; Xing, Gongjia; Man, Xia; Lin, Ashley; Ching, Pui-
Ying; Guo , Yifang; Wang, Zeming; Li, Ally; Wang, Feng; 
Gao, Ping; Lee, Kevin; Li, Danya; Zhu, Biyun; Chang, Sue; 
Cui, zhenqian; Chang, Tungshan; Sun, Xiangzhong; Wang, 
Hui; Gao, Weiping; Hu, Ping; Shi, Hongliang; Xiao, Yan; 
Zhou, Tom; Gong, Yusi; Wang, Zhiping; Zeng, Yanqin; Gao, 
Hongwei; Lu, Yanrong; Chen, Alex; Chen, Wendy; Zhong, 
Jian; Wang, Kenny; West, David

Spring 2010
Guo , Yifang; Wang, Melissa; Li, Siyang; Li, Sunny; Lin, Ash-
ley; Man, Xia; Wu, Sharon; Ching, Pui-Ying; Wang, Zeming; 
Gao, Ping; Li, Ally; Sun, Xiangzhong; Wang, Hui; Wang, 
Feng; Zhu, Biyun; Li, Danya; Cui, zhenqian; Chang, Sue; 
Chang, Tungsha;  Xiao, Yan; Zhou, Tom; Gong, Yusi; Wang, 
Zhiping; Yao, Susan; Hu, Ping; Zeng, Yanqin; Gao, Hongwei; 
Lu, Yanrong; Chen, Alex; Chen, Wendy; Zhong, Jian; Wang, 
Kenny; West, David

Fall 2010
Guo , Yifang; Wang, Melissa; Li, Siyang; Li, Sunny; Lin, 
Ashley; Wu, Sharon; Ching, Pui-Ying;  Xia , Zhining; Zhang, 
Yaling; Xu, Hangdong; Wang, Zeming; Li, Ally; Sun, Xiang-
zhong; Wang, Hui; Wang, Feng; Lin, Yun; Li, Danya; Liu, 
Hongsheng; Chang, Sue; Chang, Tungshan; Zhou, Richard; 
Zhou, Qing; Gong, Yusi; Wang, Zhiping; Tang, David; Hu, 
Ping; Tang, Steven; Zeng, Yanqin; Gao, Hongwei; Lu, Yan-
rong; Chen, Annette; Yuan, Maggie; Wang, Kenny; West, 
David

Spring 2011
Guo, Yifang; Li, Sunny; Lin, Ashley; Wu, Sharon; Ching, Pui-
Ying;  Xia, Zhining; Zhang, Yaling; Xu, Hangdong; Wang, 
Zeming; Li, Ally; Sun, Xiangzhong; Wang, Hui; Wang, Feng; 
Lin, Yun; Li, Danya; Liu, Hongsheng; Chang, Sue; Chang, 
Tungshan; Ding, Ran; Zhou, Richard; Zhou, Qing; Gong, 
Yusi; Wang, Zhiping; Hu, Ping; Tang, Steven; Tang, David; 
Zeng, Yanqin; Gao, Hongwei; Lu, Yanrong; Chen, Annette; 
Yuan, Maggie; Wang, Kenny; West, David

Fall 2011
Guo, Yifang; Liu, Kelly; Lin, Ashley; Wu, Sharon; Ching, Pui-
Ying ; Xia, Zhining; Zhang, Yaling; Xu, Hangdong; Wang, 
Zeming; Li, Ally; Sun, Xiangzhong; Wang, Hui; Wang, Feng; 
Lin, Yun; Li, Danya; Liu, Hongsheng; Chang, Sue; Chang, 
Tungshan;  Zhou, Richard; Zhou, Qing; Gong, Yusi; Li, Si-
yang; Hu, Ping; Tao, Eric; Ma, Martin; Tang, Steven; Tang, 
David; Wu, Ileana; Wu, Lily; Zeng, Yanqin; Gao, Hongwei; 
Lu, Yanrong; Chen, Annette; Yuan, Maggie; Wang, Kenny; 
Wang, Jimmy; West, David

Spring 2012
Liu, Kelly; Lin, Ashley; Wu, Sharon; Ching, Pui-Ying ; Xia, 
Zhining; Xu, Hangdong; Man, Xia; Wang, Zeming; Li, Ally; 
Sun, Xiangzhong; Wang, Hui; Wang, Feng; Lin, Yun; Li, Dan-
ya; Liu, Hongsheng; Chang, Sue; Chang, Tungshan;  Zhao, 
Kai; Ding, Ran; Zhou, Richard; Zhou, Qing; Gong, Yusi; 
Li, Siyang; Hu, Ping; Tao, Eric; Ma, Martin; Tang, Steven; 
Tang, David; Wu, Ileana; Wu, Lily;  Wu, Ying; Gao, Hongwei; 
Lu, Yanrong; Chen, Annette; Yuan, Maggie; Wang, Kenny; 
Wang, Jimmy; West, David

Fall 2012
Kuang, Cathy;  Wu, Sharon; Ching, Pui-Ying ; Xia, Zhining; 
Zhu Biyun;  Wang, Zeming; Li, Ally; Sun, Xiangzhong; Wang, 
Hui; Wang, Feng; Chen, Joy; Liu, Hongsheng; Chang, Sue; 
Chang, Tungshan; Gao, Weixu; Wu, Willy; Zhou, Richard; 
Zhou, Qing; Wang, Evan; Li, Huayi; Song, Daniel; Cui, Linda;  
Hu, Ping; Tang, Steven; Tang, David; Wu, Lily;  Wu, Ying; 
Gao, Hongwei; Lu, Yanrong; Chen, Annette; Yuan, Maggie; 
Wang, Kenny; Wang, Jimmy; West,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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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家长会

2003 Spring Feng Wang
2003-2004  Yuming Liu
2004-2007  Bob Xiong
2007-2008  Fugen Li
2008-2009  Fugen Li, Yanni Gou, Jeff Yang,   

Donghai Ma, Shuguang Zhao
2009-2010  Donghai Ma, Yanni Gou, Jeff Yang,  

Rick Jian, Jill Lu

2010-2011  Jeff Yang, Yanni Gou, Rick Jian, Jill Lu, 
Donghai Ma

2011-2012  Jill Lu, Ling Huang, Xiaoshen Ji ,   
Rick  Jian, Donghai Ma, Lixin Sun

2012-2013 Guoying Zuo, Dick Calandrella,   
Xiaoshen Ji , Zhongqiu Liu,   
Hongbing Tian, Shuang Zheng

艾克顿中文学校董事会

Nov. 2002 - Feb. 6, 2003 (Preparation Board)
Harry Chen, An Hong, Yufen Liu, Maura Valle,   
Feng Wang, Zeyang Wang, Miaochen Wu, Eddie Zhang, 
Jenny Zhang

Jul 2003 - Jan. 2004
Harry Chen,  Yufen Liu, Mairen Innis Valle, Feng Wang, 
Zeyang Wang, Shirley Xie, Bob Xiong, Eddie Zhang,  
Jenny Zhang

Feb. 2004 - Jun 2004
Harry Chen, Yufen Liu, Mairen Innis Valle, Yuming Liu, 
Zeyang Wang, Shirley Xie, Bob Xiong, Eddie Zhang,  
Jenny Zhang

Jul 2004 - Jan 2005
Harry Chen, ,Jindong Li, Yufen Liu, Yuming Liu,   
Mairen Innis Valle, Shirley Xie, Bob Xiong, Eddie Zhang, 
Jenny Zhang

Feb 2005 - Jun 2005
Harry Chen, Yufen Liu, Mairen Innis Valle, Shirley Xie, 
Bob Xiong, Li Yuan, Eddie Zhang, Jenny Zhang

Jul 2005 - Jun 2006
Jindong Li, Xainghai Liu, Yang Liu, Yuming Liu,   
Virginia Taylor, Bob Xiong, Li Yuan, Zeyang Wang,  
Jenny Zhang

Jul 2006 - Jun 2007
Michelle Deng, Jindong Li, Xainghai Liu, Yang Liu,  

Yuming Liu, Virginia Taylor, Bob Xiong, Li Yuan,   
Jenny Zhang

Jul 2007 - Jun 2008
Dick Calandrella, Michelle Deng, Yanni Gou,   
Judy Holmes, Xuan Kong, Fugen Li, Yang Liu, Bob Xiong, 
Linya Zhou

Jul 2008 - Jun 2009
Bob Xiong, Dick Calandrella, Michelle Deng,   
Judy Holmes, Hanlan Liu,  Xuan Kong, Fugen Li,  
Yang Liu, Lingya Zhou

Jul 2009 - Jun 2010
Yuming Liu, Dick Calandrella, Fugen Li, Hanlan Liu,  
Donghai Ma, Jianguo Wang, Zeming Wang, Joanne Wu, 
Li Yuan

Jul 2010 - Jun 2011
Yuming Liu, Dick Calandrella, Wei Li,  Yanhua Tang,  
Jianguo Wang, Zeming Wang, Joanne Wu, Jeff Yang,  
Li Yuan

Jul 2011 - Jun 2012
Yanni Gou, Dick Calandrella, Suzy Eppling, Wei Li, Jill Lu, 
Jianying Shi, Yanhua Tang, Jeff Yang, Guoying Zuo

Jul 2012 - Jun 2013
Yanni Gou, Rixin Li, Wei Li, Jianying Shi,   
Derek Skawinski, Yanhua Tang, Jeff Yang, Guoying Zuo

艾克顿中文学校讲座委员会

2004-2005   John Cai,  Yuming Liu, Zhuo Rui Peng,  
Lena Wu,  David Zhou

2005-2006 Hanlan Liu, Yanni Gou, Hong Li,   
Zhuo Rui Peng, Lena Wu 

2006-2007 Pei Wang, Chen Chen,  Harry Chen,  
Jane Zeng, Kathleen Zhang

2007-2008  Jindong Li,  Harry Chen  Jill Lu,   
Xiaoju Yao, Eddie Zhang

2008-2009 Shuguang Zhao, Jill Lu
2009-2010 Jill Lu
2010-2012 Lixin Sun
2012-2013 Guoying Zuo, Shuang Zheng,   

Hongbing Tian, Zhongqiu Liu,   
Kathy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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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行政

2003春季
陈鸿祥 张逸 王泽鸣 简建华 张耀路 王蕙  刘相海 
李劲冬 万小明 杨佩云 张颖  王泽养  陆青

2003－2004学年
张逸  李劲冬  周麟  简建华  刘相海  邓敏  陆青  
万小明  张耀路  姚小菊  林珊珊

2004秋季
李劲冬  袁力  王泽鸣  简建华  李艳  张耀路  蔡国红   
姚小菊  陆青  林珊珊

2005春季
袁力  刘玉明  王泽鸣  简建华  李艳  张耀路  蔡国红   
姚小菊  陆青  林珊珊

2005－2006学年
刘玉明  邓敏  王依达  简建华  左国英  蔡国红  
马静雅  陆青  王英姿  林珊珊

2006－2007学年
邓敏  芶燕妮  王依达  蔡国红  简建华  左国英  
马静雅  王英姿  袁力  林姗姗  

2007－2008学年
芶燕妮  刘汉兰  王依达  蔡国红  史建英  叶红 左国英   
邓育红  袁力  王英姿  林姗姗

2008 - 2009学年
刘汉兰 王建国 王依达 史建英 左国英  叶红  蔡国红  
王英姿 鲁贤丹 李伟 邓育红 项开华 张颖  阮静  李日新

2009 - 2010学年
王建国  史建英  陈挺 邓育红 李日新 李伟 鲁贤丹 
阮静 石红月 王依达 王英姿 项开华

2010 - 2011学年
王建国 史建英 陈挺 李伟 刘鸣 鲁贤丹 邱敏 荣燕 阮静 
石红月 王英姿 项开华

2011 - 2012学年
史建英 李日新 陈挺 李伟 刘鸣 鲁贤丹 邱敏 荣燕 阮静 
石红月 王建国 王英姿 姚毓梅

2012 - 2013学年 
李日新 孙立新 刘鸣 石红月 姚毓梅 满霞 王娟 王英姿 
荣燕 邱敏 陆青 祁云 简建华 王建国

  学期 中文课 中文课学生 文化课 文化课学生 中文课教师/ 助教 文化课教师

  2003 春季 13 216 13 226 24 16

  2003 秋季 19 311 30 279 31 21

  2004 春季 20 315 19 197 33 24

  2004 秋季 22 375 21 240 32 24

  2005 春季 22 356 26 257 31 19

  2005 秋季 24 400 24 246 32 22

  2006 春季 24 375 23 238 35 22

  2006 秋季 28 452 25 289 34 23

  2007 春季 26 432 30 299 38 35

  2007 秋季 30 494 29 312 42 32

  2008 春季 30 431 27 289 43 35

  2008 秋季 35 520 32 336 48 33

  2009 春季 35 491 32 347 48 34

  2009 秋季 32 523 32 373 48 34

  2010 春季 33 505 32 346 51 35

  2010 秋季 34 515 29 406 54 34

  2011 春季 34 500 29 377 52 31

  2011 秋季 36 586 28 445 61 36

  2012 春季 36 562 28 427 62 37

  2012 秋季 38 600 28 455 63 31

艾克顿中文学校课程、教师、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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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责：李日新，芶燕妮，左国英

  委员会 成员

庆典委员会 史建英*，石红月，刘汉兰，陈挺，芶燕妮，李日新，王建国，邓育红，李伟

校庆特刊委员会 袁力*，芶燕妮，史建英，陆青，任亚平，孙淳，陈鸿祥

舞台表演委员会 杨钦钊*，白云，荣志鹏，田思遥，孔令熙，马燕，钟应木，刘阳，孙淳，王慧，王泽鸣，马江，   
姚山，张忠勤，沈世刚 ，钱修琪， 万小明

晚餐委员会 左国英*，田红兵，姚山，马东海，郑爽，王雨晨，荣燕，王建国

游艺委员会 满霞*，邓育红，李劲冬

教师大会委员会 孙立新*，刘鸣，石红月，姚毓梅，郑爽

筹款委员会 刘玉明*，陆青, 王泽养, Eve Li, 黄玲

公关委员会 芶燕妮*，Dick Calandrella ,  孔轩，Virginia Taylor，孙立新

来宾接待及颁奖委员会 唐燕华*，张敏，刘阳，戴朝阳，Dick Calandrella，王建国

网站更新委员会 陈鸿祥*，芶燕妮， 王建国

校庆专题片委员会 芶燕妮*，孙淳，王晓梅，邝锦波，王慧，李伟

保安委员会 简建华*，刘相海

  标*号者为委员会负责人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District School Committee艾克顿-博思宝学校委员会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Acton-Boxborough School District艾克顿-博思宝路学监

The Acton-Boxborough Community Education 艾克顿镇教育部
The Acton-Boxborough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艾克顿-博思宝路初中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
Recreation Department of the Town of Acton艾克顿镇文娱委员会

The Acton-Boxborough Culture Council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委员会
Good School Realty 好学区房产

Sichuan Gourmet Restaurant 老四川餐馆
Cambridge Chinese Culture Center 剑桥中国文化中心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牛顿中文学校
Century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世纪中文学校

Angel Dance Company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 
Biyun Dance Studo碧云儿童舞蹈团 

Acton Sunshine Dance Troupe艾克顿阳光舞蹈团 
Wah Lum Kung Fu of Concord华林派中国功夫康可得学校 

Chinese Martial Arts Division of Athletic Balance, LLC 艾克顿中国功夫学校
Greater Bosto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大波士顿地区中国文化协会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GBCCA)

喜洋洋乐队
中华艺术协会传统中国舞蹈团

华姿舞蹈团
由艾克顿中文学校、安多福中文学校、波士顿东方之声合唱团、黄河艺术团和康州中华艺术合唱团组成的大合唱团

Thanks for supporting ACLS   谢谢支持中文学校  

艾克顿中文学校十年校庆筹备委员会

Acknowledgement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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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华人社区与主流社会的交融,是艾克顿中文学校一惯

坚持的办校宗旨。 艾克顿中文学校心系社区,回馈社区,

共同建设社区, 十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金秋，让中华之音深入人心
－记 2006“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之夜”台前幕后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
落”。十月二十一日晚上10点30分，抒情优美的《同一
首歌》在Acton-Boxborough 地区高中的大礼堂里回荡，
首届“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之夜”音乐会徐徐落下了帷
幕。

这台演出的主角是大波士顿地区中国文化协会国乐团及
青少年国乐团（GBCCA)。同台联袂的演出单位有: 中华艺
术协会传统中国舞蹈团，华姿舞蹈团，天使舞蹈表演艺术
团，碧云儿童舞蹈团，以及由艾克顿中文学校、安多福中
文学校、波士顿东方之声合唱团、黄河艺术团和康州中华
艺术合唱团组成的近百人的大合唱团。

千人礼堂，座无虚席。这台音乐盛会，在身着白色晚礼
服、美丽动人的中国少女黎希萌的主持下，乐曲与舞蹈相
间，合奏与独奏交错，交响乐与大合唱共鸣，美仑美奂，
引人入胜。

文协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向观众介绍了中国传统的管、
弦、拨乐器，包括笛子、笙、唢呐、海螺；二胡，高胡、
中胡、板胡；扬琴、古筝、琵笆、四弦琴、中阮等，以及
节奏感强烈的打击乐器：锣、鼓、木鱼等。他们给观众
献上了四个大合奏：《闹新春》、《五哥放羊》、《花好
月圆》和《东海渔歌》；扬琴二重奏《将军令》；阮独奏
《丝路驼铃》；笛子独奏《牧民新歌》；和古筝主奏《百
花引》。乐团的专业水准极高，演奏者对手中的乐器非常
精通，吹、拉、弹、击，或高昂，或低沉；或浑厚，或清
澈，声声悦耳，浑然一体。观众无不惊叹于中国民族音乐
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五个多姿多彩的舞蹈节目来自波士顿地区四个享有声誉、

具有影响力的舞蹈团。两个藏族舞着装鲜艳，各有特色。
碧云儿童舞蹈团的《洗衣舞》把观众带到了清清的河边，
十几个十岁左右穿着亮丽藏族服装的孩子们挥舞长袖，在
轻快的乐曲中，跳出了活泼喜悦和无忧无虑的童真；华
姿舞蹈团的成年人在深情饱满的《吉祥谣》中，用挥洒自
如的长袖和收放自如的身体语言，跳出了藏族人民的热情
奔放和无拘无束。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一群美丽的妙龄傣
族少女用优美的舞姿和鲜亮的绿伞，营造了清丽空朦的意
境，让观众看到了风景如画的云南村落的《竹林深处》。
另一个傣族舞是由中华艺术协会传统中国舞蹈团编排的《
美丽的傣族姑娘》。在悠扬的歌曲声中，七、八个美丽的
傣族少女泼水嬉戏，婀娜多姿。传统中国舞蹈团还推出了
《琴趣》。一群少女用轻快活泼的舞姿跳出了对二胡的喜
爱。舞蹈和音乐水乳交融。

在下半场开幕之时，近百人的合唱团演员们整齐站立在舞
台上，男士们黑色燕尾服的庄重映衬着女士们白色的晚礼
服的纯净，加上醒目的红色小礼花，大合唱团散发出逼人
的震慑力。在乔万均的指挥下，他们用美丽的歌声深情演
绎了深受大家喜爱的《康定情歌》，《掀起你的盖头来》
和《世界同唱》。“我们来到一起，不同背景同样的心” 
，“我的声音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是我们同属一体的证
明”。高音、低音、中音，男声、女声融汇成激越有力，
气势磅礴的中华之音，像阳光般照亮全场。歌声渐行渐远
之时，前排的女歌手们抖出了世界各国的旗帜，观众报以
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之夜”是艾克顿中文学校联合
艾克顿图书馆基金会共同推出的音乐盛宴。艾克顿中文学
校创办于2003年初，在努力办好国学教育的同时，中文学
校也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希望用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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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促进美国主流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融
合。这一理念与大波士顿地区中国文化协会国
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一拍即合，于是有了组织
一场民族歌舞音乐会的想法。
演出的酝酿从今年初夏便已开始，音乐会的宗
旨是“国乐经典”，要让波士顿地区的美国主
流社区和其它非华裔少数族群欣赏到纯正的中
华音乐。经艾克顿中文学校第一任校长陈鸿祥
和乐团团长潘台春、欧阳东美牵头，以艾克顿
中文学校董事会、校行政成员为主体的演出筹
备委员会于八月底正式成立。筹委会成员各自
有明确的分工：校董事会理事刘相海出任总指挥并负责联
络赞助单位，校董事会理事刘阳任节目总监制并负责联络
各大文艺团体，校长邓敏、校董事会会长刘玉明、艾克顿
图书馆基金会董事会理事 Pat Sills、副校长芶燕妮、陈
鸿祥等负责协调和联络其他主办单位和大波士顿及艾克顿
地区各文化教育主管部门、各兄弟中文学校和其他团体，
校董事理事袁力统管后台及舞台布置，校行政陆青负责节
目单的设计，家长会会长熊柏负责节目单、门票的印刷和
演出的安全，校行政左国英负责演出当天的观众接待，退
休以前曾任报社记者和公共关系主管的Richard 
Calandrella 负责新闻宣传。

精干的筹委会经过几次正式的会议协商和无数的email往
来讨论后，十月初的时候，演出的基调大致确定了下来，
整台节目的雏形也已显现，节目单、门票、宣传公告的编
排和制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与此同时，关于这次演
出的短讯、介绍和特写也陆续在大波士顿地区各中英文报
刊上登出 －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按计划进行。

在关于这次演出的门票价格方面，筹委会经过了一番争
论。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和每年圣诞前后的经典芭蕾演出不
同，这样的中国民族音乐晚会在艾克顿地图乃至大波士顿
地区都是第一次，观众的反应无从预料，票价对上座率和
观众人数控制的影响也很难把握。主张出售门票的意见考
虑到对演出人员劳动的尊重，同时根据售票的数量就可以
准确预知观众人数；主张免费入场的意见则认为：虽然这
次组织的演出水平非常高，完全值得一个适当的票价，但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非华裔居民对中国民乐了解甚少，如果
要付费入场，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来，根本没有机会领略
民乐的精彩和传神，文化交流自然更无从说起。而免费入
场则给他们一个来欣赏演出的动因，相信他们一定会被博
大精深的国乐所折服。最后筹委会统一了意见：免费凭票
入场！

演出之前的十天左右，波士顿地区近三十种中英文报刊都
刊登了Richard 和燕妮撰写的演出消息，特色鲜明的演出
公告牌也在艾克顿的几个主要路口树立起来。短短几天的
时间，由艾克顿图书馆分发的的几百张票被抢领一空，艾

克顿中文学校掌握的一百张票也供不应求，
分配给十五家赞助单位的票很快也就给拿光
了。不断的有求票的电话打给艾克顿图书
馆、刘相海和Richard。与此同时，刘阳、潘
台春、袁力和左国英的节目和舞台班子全力
运转，进行最后的演出准备。年轻的主持人
黎希萌写好了全部串联词，在两位指导老师
沈心卓、裴晓华的点拨下，走台、形体和与
观众的交流日趋完美。120分钟的演出、14
个节目、7个演出团体、180位演员、50位志
愿人员、4位摄像师、3位摄影师。筹备委员

会所有成员的目光都盯住了十月二十一日晚的高中礼堂。

当近千人的礼堂满座，各族裔观众分座其间，所有无票而
至的人都得到妥当安顿后，舞台灯徐徐亮起，演出在热烈
的掌声中准时开始！

一个又一个的节目把观众带入了一个由声、歌、乐、舞所
构筑的虚幻中华世界中，领略了国乐深厚的历史感、鲜明
的地域性、丰富的表现力、细腻的情感和磅礴的气势。观
众对于精心编排组织的精彩节目给予了热情的回应，掌声
雷动。

民乐大乐队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在指挥陈志新魔术般的
指挥棒下，《东海渔歌》从舒缓渐转热烈，渔民出海捕
鱼，满载而归的殷实喜庆的生活丝丝入扣地演绎在音乐
中。伴随着乐队充满激情的演奏，台上传出海螺的呜呜
声、潮水的哗哗声和渔工苍劲的号子声。晚会在这丰满激
昂的合奏中推向了高潮。

“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
们同一首歌”。演出的成功感染了所有的人，大家脸上洋
溢着微笑，在结束曲中相互祝贺。晚会总指挥刘相海道出
了筹备委员会成员们的心声：“祝贺演出成功，谢谢大家
的共同努力，谢谢演出人员的精彩表演和所有志愿者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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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4日星期天晚上7点30分至10点，艾克顿中
文学校在Acton Boxoborough 地区高中的大礼堂里，成
功地举办了“第二届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之夜”演
出。
 
这台演出星光璀璨，它集合了波士顿地区颇有声望的文
艺团体和个人，他们分别是：大波士顿地区中国文化协
会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GBCCA），中华艺术协会传统
中国舞蹈团，华姿舞蹈团，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艾克
顿碧云儿童舞蹈团，以及由艾克顿中文学校、安多福中
文学校、波士顿东方之声合唱团、黄河艺术团和康州中
华艺术合唱团组成的北美艺术合唱团。同台献艺的还有
享誉世界的杂技表演艺术家陈望菊，以及新组建的艾克
顿阳光舞蹈团。

这台传统中国音乐舞蹈盛会吸引了大约七、八百名来自
艾克顿和邻镇的中国和其他族裔的观众。晚会主持人张
逸和郑婷婷象两位神奇的向导，用纯正的英语和普通话
引领着观众步入金壁辉煌、多姿多彩的中华音乐舞蹈圣
殿。张逸稳重而不乏睿智幽默，他娓娓道来乐器的历史
让人不止于欣赏音乐更能接触到音乐背后的深沉文化。
清纯甜美的少女郑婷婷落落大方，上半场身着淡蓝色晚
礼服，下半场一袭古典旗袍，成为舞台上迤逦风光的亮
色。她和张逸引领着观众穿梭于乐曲与舞蹈之间，享受
美仑美奂的中华文化盛宴。 

这场演出策划精细，充分考虑观众的视觉感官效果和对
舞台的审美接受。舞台布景设计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 中英文对照的“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之夜”采
用与维幕和后台同色的红、黑色，加上金色。英文用横
体，中文则用竖体且相嵌在独具匠心的古印章中，充分
体现中华文化内蕴。配上一轮淡蓝色的圆月，渔翁垂钓
的剪影，若有若无的云影，颇有“海上升明月，天涯共
此时”的意韵，同时也点射出金秋十月举办这场演出的
主题。整台节目安排精致而周全，音乐与舞蹈相间，独
舞、双人舞与多人舞交错，合奏与合唱呼应，加上精彩
且惊险的杂技表演，让观众目不暇接，却始终能兴味盎
然。

私帮助”。 
艾克顿地区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代表也纷纷发表了热情的评
论：

－艾克顿行政委员会主席Walter Foster： “我享受了一个
美妙的夜晚， 衷心希望今后有更多类似的演出。”

－艾克顿行政委员会理事Lauren Rosenzweig：“感谢艾克
顿中文学校组织了这么一场成功的演出。我一定要亲自到
学校去看看。”

－Acton-Boxborough学区助理总监Susan Horn：“今晚的
演出太好了，以后类似的活动我一定参加。”
  
－州议员James Eldridge：“这个活动体现了艾克顿亚裔
居民的影响力。相信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会得到麻州和艾
克顿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Acton-Boxborough 文化委员会副主席Ann Budner 和 
Rachel Lucas：“ 今晚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演出非
常成功，我们正在考虑在明年年初举办一个中国文化节活
动。”  

－Acton-Boxborough学区师生家长协会Beth Petr：“演出
的准备和组织工作无懈可击，堪称完美。” 

－艾克顿图书馆基金会：“作为这次活动的共同参与者我
们很自豪，演出非常成功。”
 
这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群策群力的又一个辉煌成果。这是艾
克顿中文学校在弘扬中华文化路途上又一次非常有影响力
和深远意义的尝试。在这条路上，艾克顿中文学校不是独
行客，波士顿地区的文艺团体，广大的赞助单位以及其他
兄弟中文学校，他们与我们同行；在这条路上，中华儿女
心中有同一首歌。这一首歌会让我们的心相通、情相联。

 “音乐没有国界”。乐器演奏的是无词的歌，歌声唱出
的是有词的曲，舞蹈融合的是歌、是曲、是一种纯净圣洁
的美丽。这就是音乐和艺术的魅力，它可以超越任何文化
的藩篱，它无需翻译，它直入人心，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
领会。“让中华之音深入人心”这正是让表演者和组织者
心灵共鸣的同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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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升明月，你我共此时
－记 2007“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之夜”台前幕后

文协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向观众推出了大合奏：《花好
月圆》、《微山湖》和《三十里铺》。这三个大合奏把
中国传统的管、弦、拨乐器，包括笛子、笙、唢呐、海
螺；二胡，高胡、中胡、板胡；扬琴、古筝、琵笆、四弦
琴、中阮，以及节奏感强烈的打击乐器：锣、鼓、木鱼等
表现得淋漓致尽。同时他们还给观众献上了古筝二重奏《
写怀》，二胡独奏《奔驰在千里草原》和笛子独奏《陕北
好》。乐团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演奏者对乐器的把握娴
熟自如。吹、拉、弹、击、拨，或高昂，或低沉；或浑
厚，或清澈，浑然一体，声声悦耳。中国民族音乐的表现
力和感染力可谓直入人心，让人不仅叹为观止，且觉“余
音绕梁” 回味无穷。
八个舞蹈节目色彩斑斓，各有千秋。表演者们的中国舞蹈
造诣和芭蕾舞功底兼高，观众对精彩的节目不断报以热烈
的掌声。

中华艺术协会传统中国舞蹈团推出新疆双人舞《掀起你的
盖头来》，和傣族独舞《孔雀》。新疆舞中的“小伙子”
是妙龄少女扮男角。用夸张的舞蹈形体动作来体现“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的诙谐风趣。《孔雀》的表演者运用精
巧的手指、手臂和肢体动作带给观众一只活灵活现、绚丽
多姿的七彩孔雀，颇有著名舞蹈家“孔雀舞神”杨丽萍的
神韵。另一个傣族舞蹈《春天的孔雀》由艾克顿碧云儿童
舞蹈团表演。五个无忧无虑，带着童真的美丽的小孔雀们
把观众带回初春的西双版纳。

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推出了中国古典独舞《梦回故乡敦
煌》，八人汉族舞蹈《雪中梅》和十二人蒙古舞《奔腾》
。独舞衣饰头饰皆古典，长袖飞舞，跳出了美艳女神的典
雅与柔情。《雪中梅》的服装运用红白两色并刺绣梅花，
巧用白色和粉红色扇子，用柔中带刚的肢体舞出了雪中红

梅笑傲严寒的顽强生命力。《奔腾》气势磅礴，表现一群
朝气蓬勃的十一、二岁的翩翩少女“骑队”骑马奔驰在草
原上，她们身着以粉红为主色的蒙古服，手中的小皮鞭挥
放自如、英姿飒爽。

华姿成人舞蹈团今年推出了中国古典舞蹈《戏魂》。她们
采用旦角扮相，白绸衬兰边的古装，用舞蹈“唱出”中
国的戏剧瑰宝京剧。她们功力深厚，从面部表情到一招一
势，让观众体味深层次的中国戏剧文化的博大精深。新组
建的艾克顿阳光成人舞蹈团带来了欢快的《踏歌起舞》。
她们鲜艳的红色长裙象红云燃亮舞台。在欢快的乐曲声
中，舞蹈者们面带微笑，跳出了欢乐、跳出了热情、也跳
出了青春无限。

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陈望菊的《转碟》堪称一绝。转碟，
在传统杂技里属于“文活”，它轻柔、优美，出神入化，
是属于高难技巧的杂技，需要多年的训练。陈望菊在武汉
杂技团三十年，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并在中国国内和
国际比赛中多次获奖。身着鲜艳杂技服的她左右手各执四
根长棍，长棍顶端是八个旋转的盘子，配上高难度杂技动
作，让观众大开眼界。场上掌声和喝彩声不断。在场观众
莫不折服于转碟这一经典中国杂技艺术。

北美艺术合唱团在上下半场各有精彩演出。在著名指挥乔
万均的指挥下，上半场推出男声合唱《渔阳声鼓动起来》
，《海港之夜》和《猎人合唱》。男士们身穿庄重的黑色
燕尾服，从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情，到二战时期俄国的
军港歌曲，再到著名德国浪漫戏剧的片段， 他们用中文
演绎得尽善尽美。高音、低音、中音的配合和四个声部的
处理无懈可击。晚会压轴的近百人的大合唱气势恢宏，女
士们的粉红色晚礼服在男士们黑礼服的映衬下份外耀眼夺
目。他们献上了哈萨克族民歌《我的花儿》， 深情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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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唱出了哈萨克青年之间的纯朴爱情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赞美。男女多声部
加朗诵的形式演绎了瞿希贤的经典合
唱曲目《把我的奶名叫》，表达了战
乱时期背井离乡的儿女对故乡的依恋
和深情。 最后他们演唱了激情雄厚的
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唱出
了红军征服娄山关的英雄豪情。 

在合唱团的《难忘今宵》声中，所有
演员们及演出团体的负责人登场。六
个天真活泼的儿童演员向他们献上了
鲜花。两位主持人鸣谢了所有演出单
位、赞助单位、晚会的组织者和志愿
者。在“明年再见”的约定中，“第
二届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之夜” 
徐徐拉下了维幕。
 
晚会结束之后，从特邀嘉宾到普通观众，赞美的电子邮件
源源不断地发送到艾克顿中文学校校长信箱。大家称赞
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演出，也是一场组织得非常成功的
演出。有些热情并热心的观众表示现在就应该定下明年的
演出时间，他们好为演出做宣传。各演出单位的负责人也
对中文学校组织这场演出表示感谢。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
团长兼艺术指导克克说：“你们中文学校真是了不起，组
织这么大的演出好像不费劲似得。到底是人多力量大”。
碧云儿童舞蹈团团长兼艺术指导朱碧云一直在艾克顿中
文学校教舞蹈课，并任中文学校的文化顾问。她由衷地感
叹，“经过这么些年打基础，中文学校组织演出的能力非
常了不起”。阳光舞蹈团团长李艾立说，“谢谢中文学校
和我们社区的热情支持。我们愿意用我们对舞蹈的喜爱与
中文学校一起为推广中华文化做贡献”。演出筹备委员会
的成员们也相互祝贺，欣慰于“我们做到了，而且比去年
做得更好”。

看似行云流水般自然，成功却来自人后的深功夫。演出

筹备委员会于七月底正式成立，由董
事会理事刘阳出任总指挥，统帅有去
年实战经验的团队，采取分工合作、
以点带面、充分发动志愿者的形式来
组织这场演出。刘阳负责联络各文艺
团体，并任节目总兼制；刘相海和董
事会理事 Dick Calandrella 负责联络
各赞助单位并筹集赞助费，同时，相
海还负责演出当晚的组织工作，Dick 
负责公共关系和新闻宣传；陈鸿祥和
校长芶燕妮负责邀请大波士顿及艾克
顿地区各文化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
其他团体；校刊主编袁力负责演出公
告牌、舞台背景的设计及布置，陆青
负责节目单和门票的设计、印刷和装
订；董事会理事邓敏和家长会会长李

福根负责组织各方售票工作。同时，福根还负责演出当天
的安全工作。文化部长左国英负责观众接待；刘玉明担任
筹委会的临时会计并负责为演员们准备晚餐及中场休息时
的义卖活动；副校长刘汉兰及校长助理王依达负责收集新
志愿者的信息。在众多的志愿者中，彩排和演出当晚的后
台工作由王泽明、简建华和王惠负责。马燕负责监控音乐
和灯光。钟应木、邝锦波、李伟、胡庆忠、王伟宁和马东
海负责摄像、摄影工作。董事会理事周林雅负责演出当晚
的售票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四十位志愿者加入到
售票、舞台布景的剪贴及布置、节目单的装订、拉幕、换
场、礼仪、保卫、义卖等活动中。

“金秋升明月，你我共此时”。成功地组织这场演出，再
次证明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再次证明了
群策群力可以同唱一曲辉煌。它坚定了艾克顿中文学校在
弘扬中华文化的路途上和波士顿地区的文艺团体及个人、
广大的赞助单位以及其他兄弟中文学校携手共进、让中国
音乐舞蹈艺术深入人心的决心和信心。

“难忘今宵”，今宵难忘。我们明年金秋再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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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的冬日，火红的联欢
－记艾克顿中文学校2009春节歌舞茶话晚会

位于波士顿西郊的艾克顿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小镇，
在严寒的一月天也不例外。镇上以及学区的活动占据了艾
克顿中文学校所在的初中、以及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的
元月份的每个周六，艾克顿中文学校只好把2009中国新年
联欢活动办到了艾克顿往西十多英里的哈佛镇的博朗菲德
高中。组织者在筹备的时候一直担心联欢会的地点会影响
到参加的人数，然而600多张票在两次中文学校开课的日
子便售罄一空。

元月十七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好几场大雪之后零下
的天气让人只想待在家里，没事便不愿意出门。然而博朗
菲德高中从下午三点起就热闹起来，前来彩排、走场的演
员们和负责各项活动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大
厅、走廊、饭厅、教室象夏天一样暖洋洋的。

这次春节联欢活动采用歌舞茶话的形式，意在举办一次高
质量大规模的艾克顿中文学校的社区晚会，让男女老少同
乐、欢欢喜喜过年。活动安排有歌舞音乐欣赏、精美点心
共享、聊天卡拉自娱、以及灯谜游戏抽奖。

歌舞晚会由活跃在波士顿地区舞台上的节目主持人沈心焯
和黎希萌主持。七时三十分晚会开始时，六百五十多人的
博朗菲德高中礼堂座无虚席。喜洋洋小乐队奏响了优雅温
婉的《苏堤小调》，带来了热火朝天的《幸福年》，这些
有专业水准的演奏者们吹拉弹配合默契、圆融和谐。开场
乐后，艾克顿中文学校校长刘汉兰笑容可掬地给了大家一
个“牛气” 冲天、极富幽默感的牛年祝词，希望大家 “
学习更牛， 工作更牛，身体更牛， 财富更牛， 生活更
牛， 全家老老少少都牛” 。。。等绛红色的幕布再度拉
开，著名指挥家乔万钧引领着由艾克顿中文学校合唱团、
安多福中文学校合唱团、世纪中文学校合唱团及黄河合唱
团组成的北美合唱团再度以其气势宏伟、浑然一体的专业

合唱水平震慑了观众。在《天路》和《快乐的聚会》余音
绕梁之际，家长会会长李福根把观众的情绪调动到了对精
彩节目的赞许和对后面节目的最佳期待状态。而事实的确
没有让观众失望，节目个个精彩、样样好看, 不是春晚胜
春晚！

艾克顿中文学校资深文化课老师朱碧云的儿童舞蹈班以及
碧云儿童舞蹈团的小朋友们，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带
着天真和童趣表演了《红苹果》和《春天来了》。七年级
学生王潇让观众在琵琶声中领略了《阳春白雪》的明丽脱
俗。艾克顿阳光舞蹈团的十几位漂亮妈妈们舞出了《茉莉
花》的芬芳柔美和诗情画意。功夫老师、高中十一年级学
生李凯闻武艺出色，在铿锵有力的《男儿当自强》中身剑
合一，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观众席上掌声雷动。

接着，国家级专业演奏家艾克顿中文学校二胡老师高宏伟
表演了脍炙人口的二胡独奏曲目《葡萄熟了》。高老师
以其精湛的技艺拉出了浓郁的新疆风味，既清新优美又热
烈奔放。艾克顿社区的女高音歌手李艳在喜洋洋小乐队的
伴奏和天使舞蹈队四个英姿飒爽的九、十岁小女孩子的伴
舞中，给观众带来了有浓烈京剧韵味的甜美深情的《故乡
是北京》。节目主持人沈心焯在著名扬琴演奏家李平的扬
琴伴奏声中用极富感染力的朗诵把观众的情绪带入了苍茫
的大海和大海上勇敢飞翔的不畏狂风暴雨的《海燕》。天
使舞蹈团十二、三岁的少女们以二胡为道具表演了京韵十
足的《舞动的琴弦》，展现了美轮美奂的青春魅力。在波
士顿地区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段小毅深情款款的《在那遥远
的地方》和气势磅礴的《长江之歌》声中，晚会进入了高
潮。

真可谓歌美、人美、舞美、服饰美、音乐美，让人美不胜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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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登台谢幕之后是幸运抽奖。美酒、奖券和最大奖
i-pod让大礼堂里观众的气氛更加热烈欢畅。散场之后，
人们涌向了张灯结彩的大食堂。十多位志愿者们在中文学
校前总务主任姚小菊的带领下，很有次序地分发精美可口
的各式蛋糕、芝麻球和鸡尾虾。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边吃边聊、说说笑笑。由前教务主任简建华负责的卡拉OK
开始集聚社区的歌坛高手们，或民族或通俗，或凄婉或嘹
亮地劲歌。让人们在饱口福之余再饱耳福。

同时，家长们带着孩子们在走廊里和活动室里玩各式游
戏。游戏节目由前中文学校校长李劲冬总负责。她和中
文学校数学课老师鲁志东和文化课老师刘晓阳以及其他家
长志愿者们一起为家长们准备了450条字谜，16道数学题
（据说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可得经常让脑筋多活动活
动）；为孩子们准备了80条英文字谜（您千万别以为字谜
是中国人的专利），60条英文数学题。准备这六百多条工
整的字谜得花多少功夫啊。 这些红纸条和中国灯笼以及
五颜六色的彩带一起装饰了大厅和活动室。同时，由文化
课老师满霞负责的中国画展为节日增添了高雅浓郁的文化
气氛。前文化课老师张善继贡献了两幅力作《万里霜天竟
自游》和《笑傲江湖》。前文化课老师、著名画家满征贡
献了十幅精美大作 《雍容华贵透春芳》、《迎春-红梅》
、《云薄月徘徊》、《竹子》以及《碧海渔乡》等。

语文课老师吴利宁，董事会成员周玲雅以及几个十四、五
岁的大孩子们组织了很符合小朋友口味的、让他们玩得不
亦乐乎的游戏，比如数独（Sudoku），扔沙包，套圈，扔
乒乓球，钻杆，捏面泥，踩石头过河等等，吸引了各年龄
阶层的孩子们。活动室里热闹非凡、笑语喧天。看着三、
四岁稚气未脱的小孩子小心翼翼踩石头过河的认真相，让
人忍俊不禁。孩子们排队玩游戏，然后拿到奖票，再去领
奖台领奖。那些小绒娃娃和小礼品让他们兴奋得不得了。
十一点晚会结束的时候很多孩子都不想回家呢。

这次春节歌舞茶话联欢会是艾克顿中文学校在继成功地举
办两届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之夜和五周年校庆之后的

又一次成功。它充分展现了艾克顿中文学校承办大规模、
多功能、全方位社区活动的实力。

这次活动的总策划是艾克顿中文学校家长会成员杨钦钊
（Jeff）。Jeff 能歌善舞，有很好的艺术感觉和组织活
动的能力。他的很有创新意识的晚会构想得到了家长会成
员以及参加组织活动的家长志愿者们的支持。

资深文化课老师王泽鸣担任舞台总监，统管全局。文化课
主任左国英负责场务工作，颇有舞台经验的马燕和副校长
王建国负责灯光音响。学校行政管理团队成员邓育红、叶
红等负责装饰工作。前校长、校刊主编袁力再次负责宣传
海报和舞台背景的设计。以邱敏为首的五、六位巧媳妇们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剪出了设计师所要的雕花壮牛、
宽叶花瓣以及大红灯笼。这次的舞台布景以红黄颜色为主
色调，展现了中国剪纸艺术的精美，让人赞不绝口，总算
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呵。节目单由前校刊主编陆青负责。家
长会会长李福根负责售票工作，家长会成员马东海负责安
全工作, 家长会成员苟燕妮负责协调工作。而关键性的经
费来源（广告捐款）则由前董事会会长刘玉明负责。多家
公司、餐馆和个人对这次活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特别是 
pandahome.com. 

瑟瑟冬日因为中国新年的联欢而充满了春的希望和夏的热
烈。艾克顿中文学校如大熔炉般聚集了人气更凝聚了人
心。在除旧迎新的时候她将迎接她的六岁生日。让我们在
吉祥的新年祝福里为她燃亮六根蜡烛，烛光里志愿者们的
爱心和热情在升腾。。。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家长们的热情
支持让艾克顿中文学校社区火红火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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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有很多人或许都在小时候的作文里骄傲地写过“中
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中华民族的
历史、文化、音乐、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融进了
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同胞同族的印记。这注定了我们这
群炎黄子孙会在异国的土地上同唱 “中华文化”之歌。
我们骄傲着我们的文化，我们想让波士顿近郊艾克顿的居
民们知道，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博大精深，我们的文化是
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这一理念是艾克顿中文学校在2006年创办“艾克顿中国民
族音乐之夜”的初衷。在胜利地打响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礼
炮之后，2007年艾克顿中文学校又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届
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之夜”。十一月十四日晚七点至
九点半在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礼堂举办的“2009艾克顿
中国音乐之夜”是它们的姊妹篇。

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的礼堂能容纳九百人，那晚座无虚
席，礼堂里约三成的观众属于其他族裔，比例远远超过往
年。整台演出分上下半场，共十三个节目，包括两个音
乐节目，四个舞蹈，两个杂技，京剧，中国鼓，武术，大
合唱和中场休息时的钢琴独奏。节目安排细致精美，演员
们专业水准很高。舞美设计采用投影的方式，构思精细。
观众陆续进场时，便在柔美的中国轻音乐里播放着2006和
2007年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的幻灯片。舞美设计师袁力设
计了与每个节目相媲美的舞台布景。这一高科技，将舞台
延伸，拓宽了观众的视野。投影与节目交相辉映，加上各
色舞台灯光的明暗配合，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晚会的主持人是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学生乔文庭和郑婷
婷。两位“金童玉女”洋溢着动人的青春朝气。他们带着

对祖先的骄傲，对中华文化的自豪，用流利的中英文引
领着观众流连在绚丽迷人的中国音乐、舞蹈和文化的殿堂
里。

文协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的大合奏《丰收锣鼓》敲响了
晚会的开场。这首中国民族管弦乐曲以吹管乐器富有号
召性的音调开始，转入弦乐组和笛子，然后笛子与弹拨乐
器以轻快的节奏和跳跃的旋律抒发人们在劳动时的欢快心
情。四个乐章节奏明快，一气呵成，气势磅礴，音乐所呈
现的欢庆丰收的场面和亮丽的红花背景给观众以热烈的情
绪感染。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指挥陈志新用英文介
绍了部分中国的传统乐器，包括二胡，高胡、板胡；扬
琴、古筝，笙以及节奏感强烈的打击乐器云锣。接着背景
切换成婉约古典的黛玉葬花图，乐队为观众演奏了《红楼
梦》组曲的两个乐章：《叹红楼》和《晴雯曲》。乐团优
雅迷人的演奏如歌如诉，深沉含蓄的红楼深情如诗如画，
让人如临仙境，如痴如醉。

另一个音乐节目是由专业木笛演奏家John Tyson, Miyuki 
Tsurutani, Carolyn Jean Smith 和林靖伟组成的敏通士木
笛四重奏(Meantones Recorder Quartet）。他们用不同型
状和大小的木笛，精巧的、细长的、粗壮的、高大的，演
奏了跨度广泛的曲目，包括中国民谣组曲，文艺复兴时期
古乐曲，60年代流行音乐和爵士音乐。他们的演出风格自
然，不落俗套，时而深情专注，时而摇摆舞动，又时而以
风趣幽默的肢体语言将木笛音乐带给观众，让听者融入他
们自信愉快的演奏气氛里，情不自禁地拍手摇摆，与他们
同享音乐的魅力。他们的专业演奏让人领略到音色自然圆
润的木笛艺术的美丽。在他们演出的过程中，四种风景：
西风古树，晚霞湖泊，秋色烂漫和山峦绵延在投影屏幕上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骄傲
－记 2009“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之夜”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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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变换，将观众的视觉带入多维空间，演奏者和造型奇
特的木笛成为无限风光里最为生动的风景。

舞蹈节目“剧情”生动，美伦美奂。“艾克顿碧云儿童舞
蹈团”两个年龄组的孩子们同台表演《放风筝》。绿色的
舞台灯光映衬着带着梦幻色彩的蓝天绿叶红风筝的投影。 
她们一组身着绿绸服舞动着绿绸（绿风筝），另一组身
穿红绸服舞动着红绸（红风筝），一个穿着黄绸服的小
女孩嬉戏穿梭期间，童趣实足。春天是绿色的季节，是充
满青春和朝气的季节。“艾克顿阳光舞蹈团”带来了轻快
欢畅的《春风又绿》。投影将观众带到了开着白色野菊花
的新绿的原野，一群美丽的穿着淡绿绸服的少妇们手拿青
翠的柳条，沐浴着初春轻暖的阳光，在蓝天白云春风里舞
出了对春天的热爱。芭蕾舞剧《夜莺》片段让观众大饱眼
福。《夜莺》是Commonwealth Ballet Company 的经典剧
目之一，这个发生在中国皇宫里的美丽传说用芭蕾舞的形
式表现出来，很有艺术感染力。他们表演了双人舞《两只
夜莺》和群舞《宫女舞》。 Commonwealth Ballet Com-
pany 艺术总监 Chip Morris先生扮演皇帝一角与两只夜莺
配戏，诙谐幽默博得了观众的阵阵笑声。波士顿地区著名
的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出演了大型民族舞剧《大梦敦煌》
的片段。这个让人气荡落泪的爱情舞剧带着浓郁的西域风
情。年轻的舞蹈演员们表演了《西夏罐舞》，《长绸舞》
和《琵琶舞》。这一片段浓缩了舞剧的精华：服饰美，音
乐美，道具美，舞蹈美。它集古典舞、现代舞和民间舞之
大成，给人以神秘迷人，色泽斑斓的纯美享受， 让观众
叹为观止。

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有着三十年舞台经验的陈望菊在
2007年的“艾克顿中国音乐舞蹈之夜”表演了《转碟》。
这一次再度出山。与她同台的是她的两个学生，他们表
演玩空竹。 一幅清新悦目的梅兰竹菊四君子投影图映衬

着她艳丽的杂技服。只见她左右手各执四根细棍，顶端是
八个不停地旋转的盘子，在优美的音乐里，时而倒立，时
而下腰，时而劈叉。她的出神入画的表演和精湛的技艺让
观众惊叹不已。另一精彩的杂技表演是艾克顿-博思宝路
高中学生包永浩的玩空竹。深蓝色的背景配上黄色的玩空
竹剪纸投影，和红色的舞台光相辉映，透着喜庆的节日气
氛。他身着中国传统黑色对襟衫，两个空竹上下飞舞，他
双手提、拉、抖、盘、抛、接，脚下走、跳、绕、落、
蹬，眼做瞄、腰做扭、头做俯仰、转等动作，反应快、时
间准、动作灵敏、协调。他精湛的技艺，惊险的动作赢得
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另外三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节目是京剧，中国鼓和武
术。京剧是中国的国粹。“波士顿北京京剧协会” 的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玮珊表演了《天女散花》。在蓝天白
云的投影里，盛装的花旦唱腔悠扬温婉，声情并茂，古装
长袖翩翩起舞，表情精致细腻，十分入戏。让人欣赏到“
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京剧艺术魅力。中国鼓文化可以
追溯到远古。鼓是精神的象征，力量的表现。在红色灯光
配上抽象派的红橘色星光背景里，“剑桥中国文化中心”
的八位十岁左右的男孩们训练有素，步调一致，鼓、舞结
合把红黑相间的八个大鼓击得鼓乐齐鸣，人心振奋。如果
说这是一个高潮连叠的晚会，“艾克顿中国武术学校”表
演的中国武术无疑是一个高潮。节目的编排独具匠心。在
一个幽暗的舞馆，一个道行很深的大师闭门修行，突然来
了几位不速之客，于是一场真枪真剑的实战开始了。。。
在刚劲的舞台背景和令人振奋的音乐里师傅雷铁客(Mas-
ter Narcyz Latecki)，大战 Kevin Lee, Jay Po 和 Michael 
Ting。 他们表演了少林八步连环，八极拳，翻子拳，劈
挂拳，陈式太极拳，疯魔棍，三才剑，白猿剑和劈卦刀。

晚会的压轴节目是“北美艺术合唱团”近百人的大合唱。
在著名指挥乔万均的指挥下，他们表演了高山族民歌《欢
乐的聚会》。女士们的白色长裙晚礼服配上红色胸花和男
士们的黑礼服对比强烈，有一种逼人的震慑力量。这首
无伴奏混声合唱难度很高，合唱团的表演炉火纯青。男
女声部，高低声部配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充分体现了
合唱艺术的感染力。接着他们为大家献上了云南撒尼族民
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表现
了人们在喜庆的节日里，欢迎远方客人并共度美好时光的
愉悦心情。在四部混声合唱和女高音独唱声中，“天使舞
蹈团” “阳光舞蹈团” 和“Commonwealth Ballet Com-
pany”的舞蹈演员们走进了观众席，载歌载舞把晚会推向
了高潮。

在合唱团的《难忘今宵》声中，所有演员们及演出团体的
负责人，艾克顿中文学校校长王建国和“2009艾克顿中国
音乐之夜”组委会的总指挥王泽鸣登台谢幕。天使舞蹈团
的演员们向他们献上了鲜花。两位主持人鸣谢了所有演出
单位、赞助单位、晚会的组织者和志愿者，在观众意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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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热烈掌声中晚会拉下了维幕。
 
这是一场精心制作，颇有创意的演出，更是一场爱心奉献
的演出。所有演出单位都付出了全部的精力精心打造高水
准的节目。“2009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组委会由二十多
位董事会、家长会以及家长志愿者们组成。他们从七月中
旬便开始倾心投入到音乐之夜的准备工作中。

演出团队由泽鸣负责。袁力负责舞台背景的设计及投影
机的掌控，陆青负责节目单和门票的设计，杨钦钊负责
后台，王蕙负责催场，李劲冬和Dick Calandrella 负责接
待，泽鸣和刘阳负责彩排及艺术总监，沈心焯负责节目主
持，马燕负责灯光，芶燕妮负责监控音乐。钟应木、邝锦
波和 Todd King 负责摄像、摄影，马东海负责安全， 刘
玉明负责为演员们准备晚餐及中场休息时的义卖活动。十
多个高中、初中生志愿者参加了后台和礼仪工作。

公共关系和新闻宣传团队由芶燕妮负责，
成员包括袁力，孔轩，王建国, Joanne Wu, 
Dick Calandrella,，陆青，Wendy Chen, Me-
lissa Wang,孙立新，马东海，左国英，刘
阳，刘相海和蒋荻蕾.。他们负责联络协
办单位，设计宣传海报，撰写宣传文章，
建立网页，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制作，邀
请大波士顿及艾克顿地区各文化教育主管
部门、学校和其他团体，联络艾克顿-博
思宝路镇的学校散发宣传海报等，意在
让“2009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卖票团队由刘汉兰和李福
根负责。成员包括王泽鸣，姚小菊，刘玉
明，简建华，陆青, Joanne Wu, 王建国，
马东海，左国英，李日新，刘阳，Melissa 
Wang 和Wendy Chen。他们采取了包括网

络、邮寄、店内、店外、中文学校等售票
方式，成效卓著，售罄一空。董事会长刘
玉明负责联络各赞助单位并筹集赞助费，
成员包括杨钦钊，陈鸿祥，芶燕妮，陆青
和刘阳。
 
这次晚会的协办单位包括艾克顿-博思宝
路社区教育委员会，艾克顿-博思宝路文
化委员会，艾克顿镇娱乐委员会，艾克顿
图书馆基金会，艾克顿芭蕾舞学校和艾克
顿武术学校。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志愿者们和波士顿地区
的文艺团体将他们对中华艺术的热爱和自
豪化做了深秋十一月里节日前的盛宴，
让所有赴宴的人莫不陶醉其间、流连忘
返。。。艾克顿行政委员会主席Paulina 
Knibbe在贺信中说： “这场无与伦比的

演出把我带入了一个神奇美妙的地方，谢谢你们组织这场
演出”； 艾克顿镇娱乐委员会主席Cathy Fochtman在贺
信中说：“两位主持人表现出众，演员们的才艺出色，作
为晚会的支持单位之一，我荣幸地参与了前期的宣传工
作，你们的组织能力很了不起,谢谢你们带给我们一个终
身难忘的夜晚”；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委员会的两位主
席Barbara Estabrook和Reshma Singh在贺信中说：“你们
计划周密，节目安排合理，演员素质很高。我们很高兴能
够协助你们的宣传工作，看到这么多人来看演出，我们无
比欣慰。我们期待着下一个中国音乐之夜。。。”

中华艺术文化魅力无穷。我们的文化是我们永远的自豪和
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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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的中华传奇
－记 2010“艾克顿中华文化节”

波士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近400年的历史沉淀让整
个波士顿地区，以及近郊的市镇，在拥有金融中心、科技
重镇、名校之城的称号之外，更散发出浓浓的文化气息。

波士顿往西20英里处，有一个2万居民的小镇——艾克
顿。这个以纯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学区闻名的小镇，近
十年来吸引了很多高素质的华裔居民入住。他们以自己的
辛勤劳作以及对社区事务的积极参与，为这个有275年历
史的小镇更增添了多元文化的魅力。在2009年《Money》
杂志评选的“全美最适合居住的100个城镇”排名中，艾
克顿高居第16位。除了自然条件和学区等等，文化的多元
性以及艾克顿中文学校是艾克顿镇上榜的重要缘由。华裔
居民的增多和积极务实的作风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艾
克顿小镇在严谨、典雅的欧洲风情之中，更透露出几许龙
吟虎啸、水墨金石、黄钟大吕，以及传承数千年的自强不
息的精神、厚德载物的情怀。

2010年7月，艾克顿将迎来建镇275周年纪念日，为此，镇
文化娱乐部 (Town of Acton Recreation Department) 安
排了一系列庆祝活动。“2010艾克顿中华文化节”(2010 
Acton Chinese Culture Day) 作为其中一个大型的社区文
化活动和重头戏之一，由艾克顿中文学校 (ACLS) 承办，
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委员会 (Acton-Boxborough Cultural 
Council)协办，于6月5日 (星期六) 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在艾克顿NARA Park 隆重举行。

初夏6月的天气阴晴不定，文化节的前一天夜里还是雷声
隆隆、暴雨如注，第二天清晨的天色仍然阴沉，让人担
心，上午9点之后居然奇迹般地云开雾散。阳光润润地从
滚动着水珠的树叶中穿过，洒落在鲜绿的草地上，升腾起
一层薄薄的轻雾，轻盈飘荡。 随着游客的脚步，穿过NARA 
公园入口处的大红灯笼，就看见“艾克顿中文学校”的醒

目横幅；沙滩屋里红黄两色的桌布上整齐摆放的笔墨纸砚
和墙上悬挂的中国书画，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中国文化
气息，而艾克顿武术学校摆放的刀剑棍棒等各式古典兵
器，和华林派中国功夫康可得（Concord）学校威风凛凛的
红黄黑舞狮头饰，幻化出夺目的气势。孩子们在装饰着可
爱大龙的充气蹦蹦床上翻滚嬉闹。漫步于遍布在草地上的
各参展单位的白色和蓝色帐篷间，顺着悠扬的中国音乐循
声而去，来到Amphitheater 露天剧院前，背景上正红底色
里大朵的吉祥金叶和蓝黄两色中英对照的“2010艾克顿中
华文化节”字样，借着浓浓的中国风情，清晰地传达出将
要在这里上演的文艺演出的主题。

自然风光秀丽迷人的NARA公园，就像出嫁的中国新娘穿
上了华丽的盛装。她手中的一轴轴美丽迷人的中华画卷在
初夏的阳光下优雅丰盛地展开，各项活动全方位立体式进
行。

画卷之一， “书画盆景展”。真所谓“山不在高，有仙
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沙滩屋的“书画盆景展”
成为精英荟萃的文化中心。不算宽阔的两面墙上以及沙滩
屋外挂满了中国字画，包括艾克顿中文学校 国画班同学
的三十多幅作品，周九卿先生的包括《炎黄赋》在内的十
几幅精美书法，张耀路女士的字画，以及王均先生带来的
春联和字扇。Springfield的盆景协会 (Bonsai Society of 
Greater Springfield, MA) 的泰勒先生（Doug Taylor）应邀
带来三十多盆中国盆景，在桌子上高低错落地摆放着，把
小小的沙滩屋装点得高雅迷人。泰勒先生还为游人讲解中
国盆景的知识，让游人在大饱眼福之外，“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伴随着轻柔的中国音乐，任亚平女士和国画班的其他同学
以及张耀路女士现场挥毫作画，素雅的水墨中轻抹上几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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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寥寥数笔间，鸟语花香在宣纸上
弥漫。周九卿先生、王均先生、廖大权
先生、胡先生、陈淑芝女士和吕慧文女
士为游客书写中国名字：保罗、梅根、
杰西卡。。。西式的名字在精美的书签
上转化为优美的汉字，大人孩子手捧书
签如获至宝。许聪玲老师是艾克顿中文
学校少儿国画班老师，她为小朋友们带
来了自做明信片的节目。她身边围满了
学画画的小朋友，和无数国画爱好者。
有一位叫孙制胜的“书法发烧友” 带着
他的笔墨砚纸和作品从Hopkinton 慕名
而来，他说能有机会见识这么多书法高
手，真是太有幸了。

“炎黄脊梁遍列九州，姓氏血脉，扬辉全球 ...”中华书
画艺术的优美和博大精深引人入胜，让人叹为观止。

画卷之二， “美食篇”。“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是
中华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吃中餐、尝小吃、品香茗
当然是文化节上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目。

NARA公园两顶最大的帐篷下，早早地挂起了中国餐馆
的招牌：名满波城的“老四川”(Sichuan Gourmet)、艾
克顿人期待已久、新近开业的“花椒苑”(Spicepepper 
Garden)、“亚洲风味”(Asian Gourmet) 和 “川雅居” 
(Top Garden)。一道道风味地道、价廉味美的午餐摆上了
野餐桌，菜式包括夫妻肺片，笋尖肉丝，水煮鱼，椒盐
虾，以及风味小吃凉拌腐竹，凉拌土豆丝 ， 麻辣银丝 
，樟茶鸭腿 ，台式锅贴，炸酱面 ，川味担担面 ，酱肘
花 ，葱油饼 ，上海春卷等。接近中午时，大帐篷下排起
了四大长队，第一批准备的五六百份饭菜不一会就销售

一空。 “花椒苑”和“亚洲风味”占了离NARA公园距离
近的优势，各式美食从餐馆厨房源源不断运上公园的野
餐桌。热闹的场面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过，美食大聚会才
告一段落。

除地道的中餐外，公园里还飘荡着中国茶的清香。MEM 
Tea Imports 从波士顿的唐人街带来了八十多种茶叶，
伴以冰咖啡和冰茶。烈日当空，喝杯冰茶，格外凉爽宜
人。负责茶坊的史建英张罗了三、四套精美的茶具和中
国小工艺品，把小小的帐篷装饰成了优雅的茶馆。她热
情地为大家烧水泡茶，让游客们品尝江南水乡的西湖龙
井，福建安溪的铁观音和四川的茉莉花茶。真可谓一杯
在手，满口清香。

画卷之三， “服饰艺术品展销”。“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中国小工艺品和首饰以其物美价廉著称，大受欢
迎。Boston Galaxy, Salem Oriental Gallery 和HwaFong 

Gift 在帐篷里摆摊设点销售制作
精美、五颜六色的头饰，胸佩，
项链，手链，中国花鸟画，山水
画，山西皮影画，中国小礼品。
负责联系小商贩的邓育红从唐人
街弄来了工艺扇，工艺小伞，纸
灯笼，缎子帽，小佛像，以及中
国音响制品。负责中国服饰的刘
汉兰联络到以中国为基地的跨国
服装设计师陶亮（Jerry Tao）
。Jerry T 品牌的设计以其独到
的构思，鲜明的色彩和细腻的做
工在近两年的时间很快打入美国
市场，他每年都会在美国举办三
十多次时装表演。陶先生空运了
九十多套衣服来参加此次文化
节。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衣服是
一种时装化的职业装，不只是晚
宴装。很多女士们倾心于样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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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在展台前流连忘返。不少人选到了满意的时装。据
悉，文化节之后汉兰还会继续销售他的服装，卖完为止。

提起设计师，组委会多才多艺的设计师袁力设计了两款体
恤衫：一种是以中华龙和艾克顿纪念塔为背景的文化节
主题衫，另一种是以中国汉字为背景的“ACTON”立体文
字花卉衫。图案精美、立意深刻。组委会特别设置 “买
衫抽奖”的趣味活动。凡买一件体恤衫则有一个中奖的机
会。二十种奖品，中奖率高。家住Maynard 的Christine 
Bell 在买衫时便说：“这是一件很高质量的体恤衫，$10
很值得。而且还有中奖的机会。”幸运的是她有幸拿到其
中的一个头等奖“艾克
顿中文学校$50奖券”
。

画卷之四， “中医针
灸及爱心服务”。中医
针灸是我们的国医国
粹，历史可追溯到春秋
战国时代。NARA公园
里的一顶帐篷外，高悬
的针灸穴位图和推拿手
势图，清楚地表明这里
是中医现场咨询和推
拿按摩的摊位。来自
艾克顿Reservoir Fam-
ily Wellness 的Maria 
A. Broderick 和Louise 
Dunn，艾克顿中医诊
所（Acton Chinese Medicine）的李英，博思宝路针灸所 
（Boxborough Acupuncture）的Cynthia McMahon King 和
维斯福中国针灸所 （Westford China Acupuncture ）的张
越（Yue Joy Zhang），2中3洋，热情地为络绎不绝前来的
游客们做咨询、演示、推拿，两个按摩椅一直没有闲着。 

文化节上，这样散发出中国气息和浓浓温情的爱心服务随
处可见，波士顿西区华人圣经教会的巧手媳妇们为老人们
爱心剪发，青少年们为孩子们做动物气球，画脸。波士顿
生命河灵粮堂教会为大伙准备了灯谜，书展和为小孩子们
讲故事。波士顿佛教慈济基金会也设置了帐篷，做爱心慈
善宣传。七年级学生 孔令熙（Albert Kong） 和他的朋友
们组织了卖棉花糖小组，所得利润作为善款奉献给镇初中
为非洲Kenya组织的捐款活动。兴高采烈的小孩们在以龙
为特征的蹦蹦屋里，乐而忘返。大一点的孩子们在一帮高
中生志愿者的带领下玩踢毽比赛和过绳的游戏。对孩子们
最有吸引力的是拿票领奖。拿着小小奖品，笑得比吃棒棒
糖还甜。
 
画卷之五， “平地献艺”。平地献艺从中午十二点开
始，在沙滩屋前的平地里玩杂耍，包括舞狮、武术和太

极。舞狮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在锣鼓声中, 两位来自
华林派中国功夫康可得学校的表演者，装扮成红黑两狮, 
作出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接着是
艾克顿中文学校太极班的表演。 一些太极高手也加入了
太极表演的行列，其中有前艾克顿中文学校太极班的老
师，第一届董事会长王泽养先生。来美探亲的罗彤大师得
知文化节的消息，兴致冲冲地赶来助兴。罗彤大师得祖上
真传，修炼四十余年，弟子众多。银发须白的罗先生表演
了自创的69式杨氏太极，并和武术学校的一名高才生推手
对仗。这位美国壮小伙二十来岁，习武多年，集散打、长
拳及太极为一身，竟然被老先生连推倒三次，每次都推

出一米之外，足见罗先生
的功力。太极拳的 “借
敌之力，伤敌之身”的精
髓彰显无遗。观众云集，
掌声和喝彩不断。艾克顿
中国武术学校和华林派功
夫康可得学校的师傅和学
生们也磨拳擦掌，舞枪弄
棒，表演了不得的中华真
功夫。两位学校的师傅均
非华裔，他们的学生也是
非华裔居多，足见中华武
术的世界性。
 
下午一点半，在喧天的锣
鼓声中，大家翘首以待的
舞龙舞狮表演开始。一条
红黄绿相间的长龙，在十

二位身着绿衫黑裤来自华林功夫昆西学校的舞龙队员们的
挥舞下，追逐着彩球，盘旋往返，上天入地；红黑两狮
合着鼓点，忽高忽低，蹿蹦跳跃，从沙滩屋前一路表演，
往Amphitheater露天剧场处进发。腾飞的彩龙和威武的雄
狮，合着动人心魄的鼓声和欢呼叫好声，在兴高采烈的游
客的簇拥下，一路舞着，跨过所有的帐篷以及山坡草地，
在露天剧场外飞旋跳跃，把文化节的气氛推向了新的高
潮。

画卷之六， “舞台艺术”。在剑桥中国文化中心小鼓 队
的《喜庆的日子》激扬的鼓声中，这次“中华文化节”
的压轴节目露天舞台表演正式开始。节目由艾克顿中文
学校的学生助教戴依缘 （Alex Dai）和王潇（Victoria 
Wang） 主持。他们身着文化节的体恤衫，充满了朝气和
活力。Alex幽默诙谐，放收自如；
Victoria多才多艺，天真甜美，他们落落大方地引领着观
众徜徉在瑰丽的中华音乐舞蹈艺术之中。

波士顿中国民族乐室内乐团的演员们身着民族服装，为观
众演奏了技艺精湛且极富表现力的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民
乐合奏《茉莉花》，二胡齐奏《赛马》，葫芦丝与琵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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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美丽的金孔雀》，笛子独奏《春到湘江》，弹拨乐合
奏《天山之春》，大提琴与中胡对话《草原之夜》，葫芦
丝独奏《欢乐的泼水节》，广东音乐连奏《旱天雷》，《
雨打芭蕉》，以及《步步高》。他们还推出了结合舞蹈和
音乐艺术为一体的琵琶舞蹈《反弹琵琶》以及典雅的京剧
舞蹈《夜深沉》。

碧云儿童舞蹈团带来了美丽动人的傣族舞蹈《清晨》。天
使表演艺术团表演了柔中带刚的蒙古舞《绿野奔腾》，亮
丽多姿的中国传统服饰表演，以及温情柔美的傣族舞《小
仆哨》。爱乐儿童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演唱了《静夜思》和
《小小世界》。艾克顿的两位在波士顿歌唱比赛中得奖的
歌星李龙和李艳同台献艺，演唱了《想亲亲》。在观众的
强烈要求之下，他们还演唱了湖北民歌《龙船调》。歌舞
表演加上艾克顿中国武术学校的中国功夫和享誉波士顿的
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学生包永浩的杂技表演抖空竹，内
容十分丰富，充分体现了中华音乐舞蹈艺术的绚丽多彩。

这一组组的画卷，在奇迹般破云而出的艳阳下，在NARA公
园的绿草地上、舞台上，沙滩屋，在络绎不绝的人流里，
在浓浓的中华风情中，缓缓地展开，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让人留连忘返。

组委会主席芶燕妮在文艺演出开始前做了简短的欢迎致
辞，她感谢这个受祝福的好天气，感谢镇文化娱乐部以及
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委员会为本次活动的鼎力宣传。她
更特别感谢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三十多位组委会成员以及近
百名志愿者的智慧能力和为社区服务的奉献精神，她还感
谢到场的观众来参加艾克顿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华文化节，
见证历史性的在NARA公园的第一次舞龙表演。美国国会议
员
Niki Tsongas 的办公室主任Jane Adams颁发了为艾克顿华
人第一次举办艾克顿中华文化节的特别荣誉证书。演出之
后，镇文化娱乐部的负责人Cathy　Fotchman祝贺了文化
节的圆满成功，并和文化节组委会成员一起为“买衫抽
奖”的活动抽奖。四点五十分，在大伙的欢呼声中，文化
节圆满结束。

曲终人散，天下起了暴雨。五分钟之后，雨过天晴。天更
蓝，云更白，草更绿。这一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透露出
浓浓中华风味、故土情怀的第一届“2010艾克顿中华文
化节”活动，至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据现场治安警
察和镇文化娱乐部估计，本次活动吸引了超过三千人次的
游客。

这次活动的策划、筹备、实施工作前后历时六个月，从去
年十一月份开始启动，今年元月活动组委会正式成立，经
过复杂细致的前期准备和最近两个月紧锣密鼓的运作，组
委会成员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次活动的组委会大
多数成员都参加了艾克顿中文学校历年来组织的大型活

动，包括三次“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和艾克顿中文学校
五周年校庆。组委会由芶燕妮总负责；孔轩，Joanne Wu, 
Virginia Taylor, Dick Calandrella 负责推广宣传；袁力负
责海报和文化衫设计、舞台和公园装饰；陆青负责节目单
设计以及文化衫销售；王建国负责网页设计和更新；王泽
鸣负责平地献艺，杨钦钊、刘阳、沈心焯、唐艳华负责舞
台表演；刘玉明、Eve Li、黄玲负责财务和募捐；黄玲、
刘玉明、姚小菊负责中餐协调；孔轩、Fred Hu负责饮料
销售；刘汉兰和邓育红负责服装和工艺品协调；李劲冬、
孙立新负责中国书画展协调；左国英负责盆景展协调；史
建英负责茶品协调；陈婷负责中医协调；马东海、巫冬
灵负责儿童游戏，Dick Calandrella负责充气蹦蹦床的协
调；简建华、Arthur Lee、袁力负责音响协调；陈鸿祥、
陆青负责抽奖和拍卖；马燕负责分发节目单和活动咨询；
马东海、李福根负责安全；王惠、邝锦波、钟应木和李伟
负责活动摄影、摄像。

文化日的圆满成功是心血付出的最好回报。我们组委会全
体成员以及志愿者们兑现了对艾克顿以及波士顿社区的承
诺：

让我们在异地归故里，浸润在中华文化里，体味故乡的
风、故乡的情、故乡的甜美和温馨；让我们在异国做主
人，把一个文化盛宴呈现给我们落地生根的社区，让异族
朋友们在一天的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共享中华文化的丰盛。 

2010年6月5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因为大家不同寻常的
努力和云开雾散骄阳当空的奇迹，它成为艾克顿社区的一
个盛大节日，一个庆祝艾克顿镇275周年的献礼。我们这
群中华儿女、龙的传人第一次把中国龙带到了艾克顿，让
它豪情飞舞，把吉祥带给我们脚下这片受祝福的美丽富饶
的土地和知性开明充满爱心和接纳的艾克顿人民。历史会
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这个让艾克顿华人自豪和骄傲的日
子——艾克顿历史上第一个中华文化节，艾克顿镇的中华
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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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与现代结合, 舞出中华精魂
－记 2012“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台前幕后

感恩节之后, 艾克顿镇中心的几棵白桦树就装上了彩灯, 
传统的经典芭蕾舞剧开始在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礼堂连
续上演。与往年的清一色的《胡桃夹子》不同，12月2号
晚，艾克顿中文学校, 艾克顿镇文娱委员会, 以及艾克顿-
博思宝路文化委员会在该礼堂隆重地推出了第四届“艾克
顿中国音乐之夜”的舞蹈晚会。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的这
台演出用现代的艺术手段表现中国古典和民族风情。精彩
的表演征服了满堂观众，轰动了艾克顿镇,绚丽多姿的中
国元素第一次融入了小镇温馨的节日气氛里。

由60名7到17岁的演员们表演、由《桃花仙子》, 《中国
美少年》, 《中国结》和《长绸舞》组合而成的开场舞《
盛世欢歌》,定下了整场演出的恢宏气势。在掌声中，身
着白色晚礼服的波士顿地区著名节目主持人白云出场。白
云用纯正流利的英语主持这台晚会。她的清丽优雅，聪
慧幽默堪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董卿媲美。白云感
谢了这台演出的主办单位，致谢了到场的特邀嘉宾,并介
绍了在十一月再次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的州议员Jamie 
Eldridge。Jamie 为晚会做了简短的致词，他充分肯定了
艾克顿中文学校以及华裔对艾克顿镇，艾克顿学区以及全
麻州在促进多元文化上所做出的贡献。接着，白云幽默
风趣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标准,那就是要精通琴棋书
画，就此掀开了演出的第一篇章《龙族古韵》。

《龙族古韵》由两个部分组成：琴棋书画以及岁寒三友。
在古代，弹琴、弈棋、书法、绘画是文人墨客和名门闺
秀修身养性所必备的技能，是反映文化修养素质的表现。
据考证，琴棋书画均起源于文献所称的“三皇五帝”时期
（2607 BC-2110 BC），距今有超过四千年的历史。

大幕拉开，舞台上云雾缭绕，一群身着彩衣的仙女们在云

中抚琴弹奏，妸娜多姿，古琴之《月引霓裳》把观众引入
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里。围棋之《对弈》中身着黑衣和
白衣的黑白棋子两营对峙。男女棋手，分别由天使舞蹈团
的刘沂峰老师和十六岁的舞蹈演员杨艾佳扮演。双方以棋
会友，排兵布阵，他们争夺厮杀同时又纠结缠绕。可谓棋
逢对手,风起云涌，煞是好看。一群天真活泼的小书生则
在《春晓》的歌声里摇头晃脑,将古代读书的场景刻画得
惟妙惟肖。在《琴》、《棋》、《书》之后,著名古筝演
奏家翁慧表演了古筝独奏《墨客》。古筝是传统的民族乐
器，更是代表中华古韵的民族文化之经典之一。  翁慧
一袭红色长裙, 人琴合一。 那清丽婉约的音色、典雅优
美的音韵把观众带入了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 不禁陶醉其
间。接下来, 在古筝的伴奏中, 一群美少女演绎了《山水
映梦》。舞台布景转换成了一副山水图, 翁慧将古筝的那
种扣人心弦的独特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沉浸在
如梦如幻的意境里。

岁寒三友, 松、竹、梅, 因其在寒冬时节仍然保持顽强的
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人格的象征。白云以宋
代诗人卢梅坡的雪梅诗引出了别有一番风韵的《松》、《
竹》、《梅》,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 日
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服饰美是这台晚会的
亮点, 而最有特色的当属《松》、《竹》、《梅》。棕色,
青色以及白中带红之 “梅”色给人以极为分明的印象。
松之刚劲, 竹之柔韧, 梅之玉洁冰清,通过三个各有特色的
舞蹈被演绎得出神入画, 特别是当台上雪花纷飞, 梅立霜
雪,给人以荡气回肠的美艳感受, 观众掌声雷动。

演出的下半场由两个篇章组合而成,《姹紫嫣红》和《为
你而歌》。《姹紫嫣红》表现多姿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风
情, 有苗族舞蹈《苗山节拍》, 傣族舞蹈《碧波孔雀》,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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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舞蹈《美丽的卓玛》, 蒙古族舞蹈《敖包相会》。虽说
是中国民族舞蹈,却融入了外族舞蹈的元素, 带着些许阿拉
伯风格。 独舞, 双人舞,群舞中的领舞, 让人目不暇接。这
些舞蹈的歌曲都有着优美热情的旋律。特别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的是十六岁少女伍莉莉和刘沂峰的《敖包相会》,他
们用优美的舞姿演绎了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 金环玉佩，
裙裾飞扬，款款情深。

《为你而歌》则由三个当代舞《那时花开》,《我相信》
和《最绚中国风》组成,新时代的中国的现代气息在奔放
的歌曲里以现代舞,民间舞的形式表达出来, 给人以奔向未
来的流行感受。白云的解说中透出睿智和幽默, “这是一
个美国大学生们争先恐后去中国, 众多亚裔移民艾克顿镇, 
Brigham & Women 医院的医生用Skype 给上海的病人诊断,
在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 的会计师为山姆大叔报税的
时代...我们的未来将会是怎样的呢? 希望今晚的精彩演出
能给你以新的启发”。
 
在演绎了三个绚丽的舞蹈篇章之后, 大屏幕上放映了由白
云解说的幻灯片,回顾了前面三届 “艾克顿中国音乐之
夜” 的精彩片段。艾克顿中文学校以传播和弘扬中华文
化为己任, 在2006年成功地举办了“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
之夜”, 2007年“第二届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之夜” 
以及2009 年“2009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在2009年组
委会意在创建有特色的品牌, 正式命名其为“艾克顿中国
音乐之夜”。“中国音乐”在这里是一个泛指，它是包括
音乐、舞蹈以及其它艺术形式在内的中华文化。

演出在欢快的印度歌曲Jai Ho 中放射出最强烈的光芒,45
名身着色彩鲜亮的民族服装的演员们表演《舞彩缤纷-星

光灿烂》。具有强烈节奏感的音乐和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欢
乐的舞蹈把晚会推向了颠峰,全场沸腾。在全体演员的谢
幕中, 这台演出的总导演天使舞团创办者克克登台谢幕。
演出在精彩处收笔, 观众们赞不绝口,流连忘返。
这场高水准的演出在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在波士顿地区
七年多的创作表演史上也堪称极品, 比今年四月在John 
Hancock以《龙族古韵》为主题的演出更精炼、更紧凑,也
更精彩。克克对于艾克顿中文学校台前幕后的组织能力给
予了高度评价,并期待着把和艾克顿中文学校多年的合作
关系继续发展下去。

在弘扬中华文化的路途上,艾克顿中文学校从来都不是独
行客，波士顿地区的文艺团体，广大的赞助单位以及其他
兄弟中文学校，这些年来一直与我们同行。前三届的主
角是大波士顿地区中国文化协会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
（GBCCA)。同台联袂的演出单位有中华艺术协会传统中国
舞蹈团，华姿舞蹈团，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碧云儿童舞
蹈团，艾克顿阳光舞蹈团,以及由艾克顿中文学校、安多
福中文学校、波士顿东方之声合唱团、黄河艺术团和康州
中华艺术合唱团组成的大合唱团,还有享誉世界的杂技表
演艺术家陈望菊，和专业木笛演奏家John Tyson, Miyuki 
Tsurutani, Carolyn Jean Smith 和林靖伟四人组成的鸣四
通 （Meanstones）。

与前面三届不同, 这次的整台演出都由天使舞蹈表演艺术
团独立完成, 这在天使舞蹈团的表演史上也是第一次。这
次演出的成功充分展示了天使的实力。从落实场地开始到
制作海报、网页,宣传、外联, 卖票, 以及组织当晚的演出, 
艾克顿中文学校董事会、校行政、家长会成员, 以及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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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中文学校和天使舞蹈团的志愿者们在短短的一个半月的
时间里, 分工合作, 紧密配合, 再创奇迹。

第二届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的总指挥刘阳再次负责统筹安
排以及和天使舞蹈团的协作。校长李日新负责落实场地,
董事会主席芶燕妮负责与协办单位艾克顿镇文娱委员会, 
以及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委员的联络以及宣传工作,前董
会成员 Joanne Wu, Virginia Taylor, Dick Calandrella,孔
轩,以及天使舞蹈团的董事严燕和志愿者张荣华和秦晓君
帮助推广宣传。前任校长袁力负责演出海报及幻灯片的制
作及播放。天使舞蹈团的志愿者孙丽虹负责节目单的设
计。校刊主编陆青负责门票的设计。前任校长现任网络主
管王建国负责网页的更新以及网上购票。前任校长史建英
和刘汉兰负责卖票工作,史建英还负责这此活动的财务。 
家长会主席左国英以及前家长会主席马东海负责嘉宾的邀
请以及中场休息时的义卖。董事唐燕华和李伟负责联络各
赞助单位并筹集赞助费。演出当晚的舞台监督由董事杨钦
钊,刘阳和严燕负责, 黄玲、王梅担任催场, 马江,姚山,叶
能和张中勤帮助后台及拉幕。马燕负责监控音乐,天使舞
蹈团的李黎负责灯光。钟应木和邝锦波负责摄像、摄影工
作。Dick Calandrella,李艳,吴影,邓育红,田红兵,王晓梅负
责观众接待及验票,王建国和刘玉明负责场内次序, 安保主
任简建华和副校长孙立新负责场外安全, 伍叔云, 张荣华
和蒋为负责为演员们准备晚餐,刘仲秋和史建英,陆青一起
负责演出当晚的换票和卖票工作。

座无虚席的礼堂里, 其他族裔的观众远远超过了以往三届
的出席率,接近半数。两位观看了四届 “艾克顿中国音乐

之夜”的美国朋友是这样评价的:
“I’ve now been to every Ac-
ton Chinese Music Night.  As you 
know, the event has earned its 
reputation as a splendid per-
formance each year. Even with 
these high standards to begin 
with, this year’s Chinese Mu-
sic Night was the most magnif-
icent ever!  This is not only 
Bill’s and my opinion, but that 
of everyone whose conversation 
I heard around the auditori-
um.”- Virginia Taylor 

(“我观看了每一次的艾克顿中国
音乐之夜。正如你知道的,这个活
动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往年高
水准的节目的基础上, 今年可以
说更是蔚为壮观! 这不只是我和
比尔的评价, 也是我听到的每一
位观众的意见。”)

“I loved every minute!  It was a spectacular perfor-
mance.  I can’t say that it was the best - as every 
Chinese Music Night (I’ve been to them all) has intro-
duced me to something new.  I have loved the variety of 
all the shows and the fact that each one is unique.  I 
can’t wait til the next one!!!”- Beth Davis

 (“我喜欢每分种的精彩表演。 我观看了每一次的艾克顿
中国音乐之夜, 不能说这一次是最好的, 因为每一次我都
有新的感受。我喜欢每一次的编排都有所不同, 都很有特
色。 我非常期待着下一届的晚会!”)

中国音乐舞蹈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异国的土地上通
过舞蹈艺术来展现中华文化之精髓,是天使舞蹈艺术团之
心愿, 也是艾克顿中文学校之心愿。在圣诞节的氛围里加
添一些中国舞蹈艺术之元素, 促进居民对中华文化的欣赏
和倾慕，以此实现中华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今年小镇过节
的气氛也因此显得更加浓郁而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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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我爱我师，我爱我校



艾克顿中文学校安排了十二月十七日请《哈佛两女孩》一
书的作者开办讲座。世界日报的记者希望能搭车到现场采
访。本人的开车技术一般，但还是毛遂自荐，于是以专职
司机的身份有回到了中文学校。外面是雨雪交加，于是利
用讲座的时间，在走廊里信步，觉得有点象是回家看看。
还是一样的学校，生气盎然。还是一样的校舍，窗明几
净。看到常春老伯还象十年前一样在一丝不苟的管理着复
印机。见到曾经教数学多年的鲁志东老师穿着桔黄马甲执
勤，看到徐静老师仍然如当年一般认真的站在讲台上上
课，简建华主任在走廊里坐镇，见到史建英，李日新校
长，也见到好几位熟悉的家长。但是在讲座和学校里见到
的，大多数的还是不大熟悉的面孔了。学校开学的第一天
依然恍如昨日，但将近十年的时间已经悄悄的流逝。

十年里，中文学校是同学们体会中华文化的课堂，是家长
们周末相聚的场所，是华人社区不断发展的体现。如果学
校的校舍可以说话，她也许可以告诉我们学校的行政人员
和老师们在十年中曾经为学校花费了多少的时间和心血，
拿出多少自己宝贵的时间担负起数百人学校组织和教学的
责任。

离开Acton有好几年了，可是即使不在艾克顿中文学校，
到也随处可以看到师生们的身影。学校开始采用马立平教
材的时候，在牛顿中文学校，不期而遇的就见到了时任副
校长的史建英，谢良玉，钟劲红老师。聊起来才知道，原
来她们是专程前往了解使用马立平教材的教学的。学校采
用《中文》为课本后，学校教务花了不少的时间和气力组
织老师们一起编制了各个年级的教学大纲。当他们了解到
马立平教材的优点，又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了解，学
习，开设使用马立平教材的教学。为了孩子们能够学好中
文，老师们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远远不是在课堂上的几个
小时能衡量的。

2007年在北京时，忽然收到Ms. Willard的来信，说她要带
女儿Hai到领养她的孤儿院回访，会路过北京。Ms. Willard
九十年代从湖南的一所孤儿院领养了Hai。Hai从建校就在
中文学校就读，Ms. Willard和我们一起打太极拳。 我们
在北京的大观园旅馆见面，一同在北海荡舟，在后海踢毽
子，吃冰糖葫芦和北京小吃，转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Ms. 
Willard还给Hai和自己量身定做了漂亮的旗袍。Ms. Wil-
lard告诉我，2006年她因病动了手术，而又因公司业务的
原因失去了工作。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在Home Depot打
工。2007年重新开始从事咨询业务后，经济情况稍有改
善，即实现承诺，带着十三岁的Hai到中国湖南寻根。许
多中国儿童领养家庭为孩子们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实在是令
人钦佩和感动的。中文学校建校伊始即为中国儿童领养家
庭和家里没有中文环境的孩子们设立了专门的课程。中文

学校为孩子们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环境，也让我们自己学到
了许多东西，结识了许多的朋友。

艾克顿中文学校是我们许多人曾经倾注过心血的地方。 经
历了十年的风风雨雨，她已在社区中深深植根。多少老师
曾在这里诲人不倦，多少的学生曾在这里学习成长。不管
我们如今身处何方，斩不断的是对她千丝万缕的情感。我
们注视她的每一成就，为她骄傲，为她祝福。

借此机会，衷心的祝贺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十年华诞！

和大多数家长一样，来ACTON中文学校，纯粹是为了女儿
的中文。2010年女儿8岁，实在跟不上暨南中文，主要是
不会写。常常花半个小时跟女儿一起磨那点儿中文作业，
最后以我抓狂结束，半个小时，女儿就给我写3-5个字。
二年级结束就干脆没有再给她报语言课，只报卡通画的文
化课。听说回国管用，2010年暑假送女儿回国2个月，然
后在ACLS正常语言课时间，我坚持跟女儿读带回来的2本
画册（为国内3-6岁的小孩编写的）。半年之后，我就黔
驴技穷了。就这两本书，重复了太多遍，女儿提不起来兴
趣再读。听说马立平阅读量很大，我就决定让女儿上马立
平。跟女儿磨3年(k-2年级)中文下来，我对上课根本没抱
什么期望，有足够多新鲜的阅读材料就够了。不想就这
样，认识了劲红，劲红是我在中文学校意外的收获。她的
自信，包容，极大地鼓励了我，同时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
我。最让我敬重的，是劲红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对事不对
人，知道这个道理很久了，可是一直不能把这个道理活出
来。在劲红身边，看她在点点滴滴的教学细节中演绎这5
个字。真是很让我大开眼界，为之着迷。另外就是和孩子
们一起玩的教学理念，和我非常合拍。

2011年春季因为注册上的技术漏洞，女儿有机会插班进入
马立平3年级，虽然我相信MLP3是最适合女儿的班，她开
始的时候跟班里的进度还是有困难，所以我答应在班上做
义务值班家长。但是因为我等了2年好不容易才注册到王
泽鸣老师的韵律操（第二节语言课时间），所以说好只有
第一节课在教室帮忙。后来学校允许有助教，劲红说她是
coordinater,问我想不想做助教。我当时在王泽鸣的班上
玩得很开心，就摇头拒绝。说NO总是不自在地，想象中听
NO的应该更加不自在才对。可是出乎我的意料，劲红当时
一点被拒绝的尴尬感都没有，只是淡淡的加了一句：“如
果你想法改变了，告诉我一声”。嗯？可以做到这样把人
和事情分得清清楚楚，真是挺让我开眼界的。不由得想起
来某个暑假，高中同学介绍她恋爱经历。很优秀的女生，
无论学业还是社会活动，自制力超强，追求者众，刚拿到

离不开的艾克顿中文学校
王泽养

意外的收获
孙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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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的研究生入学通知。男朋友竟然只有专科毕业。是
我诧异的心情没有完全隐藏好？还是这种学历上的倒挂需
要解释在她已经成为习惯，又或者是她内心的幸福感实在
充溢？总之她陶醉在第一次邀请的细节里：他第一次请我
（出去）的时候，当时还比较保守，我飞快地就回复NO，
好像已经是习惯性地。别的男生（被拒之后）表现不同，
有的尴尬，然后走开，也有人纠缠不休，但是自尊心受
伤的反应是隐藏不来的。他竟然没有反应，嗯？我抬头一
看，人家站在那里，笑吟吟地仿佛在欣赏什么东西。仿佛
我内心的慌乱不安，都已经被他看透，就等着我抬头。好
像我的反应就在人家预料之内，他早就预备好了，早就知
道我逃不出他的掌心。超强的自信心是不介意被拒绝地。

后来我注册了Westford的健身俱乐部，那里健身室里的
program很多，任何时间我都可以drop-in，不需要预约和
报名，非常方便。多方考量之后，还是转回来做TA，正
式开始和劲红合作。因为班上男生比较多，比较淘气。劲
红上课的原则，是和孩子们一起玩儿。我当时也是极力主
张兴趣为主的教育模式，真是一拍即合。劲红和我之间信
息共享，任何家长的反馈我们都及时彼此沟通。到上课时
间，默契的配合就很容易达成。

当时我们在课堂上有不少教学游戏，其中一个是叫一字开
花。就是老师给一个字，学生把它写在纸的正中，然后伸
出很多枝杈，所有和它有关联的字词。或者读音相同，或
者字形接近，或者意思近似。然后再依据刚伸展出来的
字，进行进一步扩展，最后 整张纸都是字词。总之，就
是让学生发散思维，复习更多的字词。通常是分成5组，
每组4-5人，男生3组，女生2组，互相竞赛。印象比较深
的是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有一组男生偷懒，把一二三四这
样的简单字都数算在内，其他组不服气地抗议，说他们耍
赖。他们辩护说，规矩上没有说不可以。我的直觉也是学
生取巧，钻老师出题的空子。正想说话，却听见劲红笑
了：“嗯,你们比老师还聪明。好！这一次可以记分，既然
老师发现这是个漏洞，下一次这样就不可以记分啦，不过
你们如果想出其他的比老师还高明的主意，也可以记分一
次。咱们一起完善这个游戏规则。”鼓励学生和老师“斗
法”，在这个过程中，彼此提高。

另一个和孩子们一起玩儿的例子。马立平建议的教学步骤
中，老师可以拿着上一节课的大字卡，让学生认读复习。
这个过程通常有5分钟左右，有些孩子比较投入，但是总
有学生或者某些字不认识放弃努力，开始东张西望，或者
觉得自己都已经认识了，对复习有些不耐烦，就开始小捣
蛋。根据这种情况，劲红加些趣味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传
统的男生读，女生读，加入了更多的分组方式。比如戴眼
镜的（同学一起）读，衣服上有红颜色的读，衣服上有兜
的读，穿球鞋的读等等。有时候看到某些学生玩铅笔，就
会要求，手里有铅笔的读。看到某些同学脱了鞋子，就说
请脚上没有鞋子的同学读。还有时候会故意和孩子们做游
戏，说请不认识这个字的同学读。

读课文也是比较枯燥的一个过程，学生很容易分神。有时
候，劲红会故意停下来，要学生告诉老师，读到哪里了。
更多的时候，是要求同学们用手指着课文，助教和老师在
班里走来走去，看看学生们是不是都跟得上(劲红审稿的
时候，告诉我这个方法的原创是马睿老师)。有些男孩子
淘气，他们认识字，但是跟着老师读书的时候，故意用怪
怪的声调。劲红通常不去制止，只是笑笑：“哦，咱们班
上什么时候来了个机器人呀”。如果学生怪怪的声调继续
的时间长了，劲红就说：“机器人也该累了吧”。

学生成绩评定，劲红也是以鼓励为主。充分了解考试的目
的不是给学生分等级，而是督促学生复习的过程。就是考
试过程中，我们监场的时候，看到学生写错字，就会伸手
指一下。学生当时如果能够意识到，很快就改正过来。实
在想不起来，他们至少意识到有什么不对了，考试结束马
上就翻书找正确的答案。在美国学中文很不容易，很多孩
子不能按时全部完成作业。马立平的作业量又大，作业交
上去，在他们就是the end。考试前的复习很累。所以很
少有学生会看批改过的作业，批阅过的试卷。考试过程中
的提醒，实际上成为批阅的一部分。

女儿的中文目前稳定下来，不需要我特别费心了。每天除
了学校常规的英语作业，她日常功课还有kumon数学。如
今用她自己的话讲就是：“妈妈，连着做Kumon太累了，
我先做中文作业休息休息，然后再接着做后面的Kumon 行
不行呀”。 很多时候为了挤时间，中文课文阅读都是在
汽车里进行。我在前面开车，她在后面阅读。她的写字
还是有些吃力，由于听写较差，考试成绩并不是非常好。
劲红开导我说：“她年龄小，底子薄，能够跟上进度就很
不错了”。加上先生对于女儿的中文学习目标很清晰，能
够读金庸的小说就行，我也就满意地接受了女儿的中文成
绩。

除了对待学生，劲红的自信包容还体现在对待马立平组的
老师们，包括我在内。在劲红的教室里，总有机会看到其
他老师出入，大部分是马立平组的老师。学校和老师们之
间总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劲红对待老师们的抱怨，
委屈，申诉总是很平静。这时候事归事，人归人的态度
就更加显明：作为老师，为了上课的便利，我们提出要求
是正当的。学校也有难处和他们的考量，我们要尊重他们
的决定。利用各种场合机会发出我们的声音，让学校确实
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就足够了。相信学校的决定是最妥
善的，虽然表面上有时候看起来不是的。劲红原话：“看
见谁都提（要求），结果嘛，别太往心里去”。另外还有
很多小事，例如教研组会议上给其他班的老师出谋划策，
主动承揽为大家购买小礼物，会餐时候分给大家，年终会
演早些到场，帮助布置会场，这样的细节就更是不可胜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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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可畏”引申的故事

最近每天早饭后上校车前跟儿子打乒乓球。他的球技渐
长，眼看要超过我，今天早上我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后，不
得不与儿子慨叹：后生可畏！儿子现在对我说的成语很敏
感，每当我说一个他没听过的，准刨根问底。忙问“什么
叫‘后生可畏’？”我说：“后生可畏，是写《弟子规》
总序的大教育家孔子写的《论语》中的一句话说：‘后生
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指青年人势必超过前辈，
令人敬畏。就像你打乒乓球原来不如妈咪，现在你越打越
好，已经超过妈咪的打球技术了。还记得妈咪以前给你讲
的这个典故：

孔子在游历的时候，碰见三个小孩，有两个正在玩
耍，另一个小孩却站在旁边。孔子觉得奇怪，就问站
着的小孩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小孩很认真地回
答：“激烈的打闹能害人的性命，拉拉扯扯的玩耍也
会伤人的身体；再退一步说，撕破了衣服，也没有什
么好处。所以我不愿和他们玩。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呢？”

过了一会儿，小孩用泥土堆成一座城堡，自己坐在里
面，好久不出来，也不给准备动身的孔子让路。孔子
忍不住又问：“你坐在里面，为什么不避让车子?”
孩子说：“我只听说车子要绕城走，没有听说过城
堡还要避车子的！”孔子非常惊讶，觉得这么小的
孩子，竟如此会说话，实在是了不起，于是赞叹他
说：“你这么小的年纪，懂得的事理真不少呀！”小
孩却回答说：“我听人说，鱼生下来，三天就会游
泳，兔生下来，三天就能在地里跑，马生下来，三天
就可跟着母马行走，这些都是自然的事，有什么大小
可言呢？”孔子不由感叹他说：“好啊，我现在才知
道少年人实在了不起呀!”

这个故事就是“后生可畏”的由来。儿子听后，马上说“
这不奇怪啊，跟那个你老跟我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意思差不多？’”我很惊讶他对成语的理解与领悟力。
也许这要归结于平常我跟他说话老用成语或典故有关，每
天还给他看一个成语故事的ｖｉｄｅｏ。
记得有一次，我给他讲了“田忌赛马”的故事，故事没讲
完，他就自己想出来怎样才能赢，跟故事中田忌说的策略
一模一样，他很自豪地夸自己聪明．想不到第三天，他从
学校回来更自豪地跟我说“妈咪，你猜猜今天早上我的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讲了啥？”一脸的灿烂！我猜了

半天都没猜出来，最后他神秘地说“我把‘田忌赛马’的
故事翻译成英文，讲给我们同学老师听，他们听得‘．．
有味’！那个成语叫啥？”我说“津津有味？”儿子连忙
点头，还把他译的英文版的“田忌赛马”拿给我看，翻译
得有模有样。还有一次把我给他讲的“火牛阵”（战国齐
将田单发明的战术）翻译成英文讲给他们同学听，回来跟
我说＂我同学可喜欢听这个故事了，尤其男同学听得＇如
痴如．＇，最后那个字我忘了，叫什么？＂我赶紧说”如
痴如醉？“他说＂是，是，就是这个词！妈咪，你给我讲
的故事太有用了！”

最近天天打乒乓，每次就跟他讲一个成语。学会了好多
呢：有时候我故意输给他，就说：你把妈咪打得“落花流
水”　（“一片狼藉”“东倒西歪”“七零八落”，一天
换一个地用）；每次我故意在他没准备好的时候打过去，
就说“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伺机而行”“声东击
西”；还有一次我把球扣杀的很猛，那球居然稳稳地插在
玩具架上的两个玩具盒之间，进去足有５厘米，儿子哈哈
大笑，我马上提醒以前给他讲过的“入木三分”那个故
事．．．打乒乓，他还发明了很多英文名词“ｗｉｎｄ　
ｂａｌｌ　”（切球）＂ｆｉｒｅ　ｂａｌｌ＂（快球）
＂ｉｃｅ　ｂａｌｌ＂（慢球）＂ｓｔｏｎｅ　ｅｄｇｅ
　ｂａｌｌ＂（擦边球）“ｈａｍｍｅｒ　ｂａｌｌ”（
扣杀球），每次打一个擦边球，儿子高兴得大喊“Ｙｅａ
ｈ！”今天早上，第一次偷偷把已经在他那边的球（本该
他捡的球）用脚把球踢到我这半边，想让我捡，被我及时
发现。我说“该叫你‘小坏蛋还是大坏蛋？’”他居然
答＂妈咪，你这是‘鸡蛋里找骨头’？我才不是什么‘坏
蛋’！＂我说＂你干了坏事还想＇顾左右而言他＇？＂儿
子答＂我有言‘他’了？他是谁啊？＂真会耍手腕了？

今天跟儿子讨论“蛋”的问题

今天早上打乒乓，儿子又故伎重演，把明明在他那半边的
球偷偷地踢到我这半边来，又被我当场抓住，我笑嘻嘻
地问他愿意当“小坏蛋还是大坏蛋？”儿子答“不当坏
蛋！”我说”不是坏蛋至少也是一个臭鸡蛋或臭鸭蛋！”
儿子装着很受伤地样子说”妈咪，你侮辱我的鸭子呀！臭
鸭蛋可是stink duck egg or rotten duck egg?”我故意
大声说”不是啊！我说的是那种掉在茅坑里的臭蛋！不是
腐烂的臭蛋！”儿子不解地问”茅坑是啥呀？”我说”记
得去爷爷奶奶家吗？就是在后院挖个坑，给人拉大便小
便的！那个坑就是茅坑！”儿子说”我不记得有这种‘
茅坑’，但听起来真的很臭！我的鸭蛋要掉进去，还真
臭死了！”说完咯咯地笑不停，打球都没在意，连输了
两个球。我接着说”你知道中文有一句话说‘考试拿个
鸭蛋回来，你猜猜考多少？’”儿子乐呵呵地说”It’s 
easy!That means only Zero points!Can I say’You got an 
egg?’So funny!”我夸他真厉害”又答对了，大清早就得
100分！”把他得意得不行，还说”I’d rather 当香鸡蛋
也不要当臭鸭蛋！”又连输两球。

儿子学习中国文化点滴
张志莲（１－Ｃ班老师）

ACLS 10th Anniversary Special Edition 2003－2013

ACLS School Journal 67

ACLS  &  ME



我夸他说”你呀，现在学中文，就像打乒乓一样’进退
自如’（这是我今天想让他学的成语）！”儿子立马
来劲了”什么叫’进退自如’？”我说”就是说，比如
我打一个忽左忽右或者忽长忽短（这两个词前几日刚学
过）的球，你都站在合适的位置，球拍也握得好，注意
力也集中，时刻都全身心地准备好来接我的球，这样你
接我的球，才可以接得’进退自如’，也就是你知道什
么时候该往前倾着接，什么时候该往后退着接，这样打
起来就不容易输！”儿子立刻说”你刚才就是进退自如
了？我连输四个球，因为我没有focus!刚才有个pumpkin 
eater 球（儿子发明的词：意思是短球,中文名叫’吃
南瓜的人’），你就往前倾了才接上；还有一个 eater 
pumpkin球（这也是他发明的词：长球，中文名叫’吃
人的南瓜’）你就往后退了才接住！”我猛夸他”答对
了，又得200分！”把他乐得哈哈大笑！我接着给他拓
展”儿子，你看的《三国》电视剧里有一集专门讲到曹
操‘进退自如’没做到的。曹操与刘备大战汉中，诸葛
亮智取汉中，使曹操不得不退兵三十里。曹操心中怒火
焚身，正为进兵还是退兵之事心中犹豫不决。侍从送上
鸡汤，碗中有鸡肋。这时，夏侯惇问夜间口令，曹操随
口回答∶‘鸡肋！鸡肋！’。杨修得知口令为鸡肋，
便叫军士收拾行装准备撤退。夏侯惇问为什么，杨修
说：‘鸡肋要食无肉，要扔又可惜，魏王必会撤兵。’
。当时，诸葛亮已智取汉中，曹操屡屡受挫，又不甘心
失败，只好退兵斜谷口，以待时机。但终因蜀兵积极防
守，难以进取。你看曹操最后头痛欲裂，还把杨修也杀
了。这就是他最尴尬（embarrassing）的时刻，因为进
也不是退也不是。你看打战做不到‘进退自如’的话，
必败无疑！”因为儿子对这一段记忆犹新，很快明白这
个”进退自如”的意思，还夸诸葛亮就老能做到”进退
自如”的，说这应该是一种策略。

去等校车的时候，我问儿子是否昨晚忘了弹钢琴？儿子
答”我明明弹了，你怎么说我没弹呢？”我夸张地摸
着脑袋说”哎呀，妈咪现在真的是老了，‘耳不敏，眼
不聪了’，怎么老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儿
子又乐了，说”妈咪，你还老这样说爷爷奶奶呢，这
叫‘五十步笑百步’？”我目瞪口呆地站着那里，恨不
得找个地洞钻。我只好跟儿子说”你说得对，以后妈
咪要少说爷爷奶奶，我自己也有老的一天！现在看来这
老的日子来得很快，你看妈咪马上要变成’大笨蛋’
了！”儿子问：”妈咪，如果你是大笨蛋，那爸爸是不
是大大笨蛋？”我说：”不是啊，你爸爸一向认为自己
很聪明的，而且他老认为妈咪有些方面笨到家，比如开
车，修车，修冰箱修暖气什么的，只有他会，妈咪一样
也不会！”儿子问”那你说笨蛋能跟聪明蛋一块儿生活
吗？”我措手不及地回答”通常，聪明蛋要跟聪明蛋在
一块儿，笨蛋跟笨蛋在一块儿生活，比较没有争吵；但
也不能否定现实生活里，有聪明蛋跟笨蛋生活在一起很
和谐的，因为互补啊！就像妈咪这种不会修东西的笨蛋
跟你爸爸这种会修东西的聪明蛋一起生活，妈咪就很容

易!”儿子又乐了，还说”I know！你看聪明蛋要跟聪
明蛋一块儿生活，那个诸葛亮老婆就是smart Person,你
不是跟我说她虽然长得很丑，但很聪明吗？她还帮诸葛
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要是她是个笨蛋，诸葛亮肯定
早就‘休’了她！诸葛亮那么聪明，如果老婆是个大笨
蛋，你说他怎么能忍受得了？”这回把我逗乐了！尤其
他说‘休’那个字时候的表情，我哈哈大笑，全然不顾
旁边在走路散步的人。我笑着问儿子”那你愿意当聪明
蛋还是大笨蛋？”儿子说：”Of course 聪明蛋！只要
不是臭鸭蛋！”我又问”那你愿意当坏蛋还是笨蛋？”
儿子这回沉思了，慢吞吞地答”我想我还是当‘笨蛋’
算了！因为坏蛋干坏事，很坏的话，会伤害别人的！笨
蛋至少不伤害别人！”我故意说”要妈咪选择的话，我
宁可当‘坏蛋’也不当‘笨蛋’！”这次轮到儿子迷惑
了。他居然说”笨蛋有可能变聪明蛋啊！你看我baby
的时候，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也不会做数学，啥都不
会，现在这些都会了！”我跟他说”你说的baby不会做
的那些不叫‘笨’，叫‘无知’，因为没学啊，什么都
不懂，学了就知道了。我说的‘笨蛋’是根本没有那种
ability来学，你怎么教都学不会的，才真正叫‘笨蛋’
！”儿子恍然地说”那你说‘坏蛋也有变好蛋的？’”
我点头说”是啊，中国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意
思是曾经干过坏事，但他认识到错误，所以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可以成为一个‘好人’。还记得妈咪给你讲
《弟子规》里有一句‘过能改，归于无’？当时还讲了
周处的‘改过自新’的故事？”儿子点头说记得，说完
校车就来了，目送着他走，我感恩有个好儿子天天与我
讨论这些中国文化，让我身在异国也不忘自己是炎黄子
孙。

周处改过自新的故事

周处年少时，为人凶恶武断，被乡里人视为祸害。
此外，义兴水中有条蛟龙，山上有只转来转去要吃
人的老虎，一起祸害百姓，义兴百姓将他们并称
为“三害”，而三害当中周处尤其厉害。有人劝周
处去杀死猛虎蛟龙。实则是希望三害相拼，最后只
剩下一个。周处听后立即上山刺杀了猛虎，又跳入
水中与蛟龙搏斗。蛟在水中或浮或没，漂流出数十
里远。周处紧紧追击。经过三天三夜，百姓们都以
为蛟龙和周处一并死了，轮番互相庆贺。而周处竟
杀死蛟龙，破水而出。闻听乡人以为自己已死，表
示庆贺的事，才知大家也把自己当作一大祸害，萌
生悔改之意。于是到吴地寻找陆机、陆云这两位当
时东吴的名士。周处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陆云，并
说：“自己想修身改过，可岁月已荒废了，怕最终
一事无成。”陆云说：“古人重视道义，认为‘哪
怕是早上明白了道理，晚上死去也便甘心。’况且
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而且人就怕立不下志向，
又何必担忧好名声得不到传扬呢？”周处于是努力
改过，终于成为一名忠臣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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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艾克顿中文学校
的功臣们致敬

殷显耀

十年前，一群留美学子、一群有识之士高瞻
远瞩创办起了艾可顿中文学校。十年来，在
历届董事、校长及老师们的苦心经营与辛勤
耕耘下，办学规模越来越大，教育质量越来
越高，已桃李芬芳，硕果累累。他们不但是
创设和办好中文学校的功臣，更是传承中华
文化的功臣，我向功臣们致以崇高敬意！

我之所以要向他们致敬，不仅仅因为他们创
办了中文学校本身，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
作意义十分重大。

意义之一、为生长在美国的华裔后代提供了
一个学习汉字和中华文化的平台。这些孩子
学好了中文，长大后其事业发展前景无疑会
更加广阔，更加光明。中国是一个迅猛发
展中的大国，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
一，因此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工作
空间，这些孩子将来无论是与中国人交往还
是到中国工作或到中国创业都会更加左右逢
源、得心应手。

意义之二、传承了中华文化，为华裔子女保
留了中华文化的根，其潜在意义不可限量，
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露出来。

意义之三、给其他族裔的孩子通向中华文化
搭起了友谊桥梁。艾可顿中文学校多年来吸
纳了不少白人、黑人和西裔的孩子与华裔孩
子一道愉快而成功地学习中文，其功能与作
用恐怕不会亚于中国政府撒钱创办的孔子学
院。

意义之四、遍地的中文学校是推动西方文化
与中华文化磨合、融汇的强大推手，必将为
世界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作出巨大贡献。毫无
疑问，这个意义之巨大无以伦比。将来那些
享受更加美好、更加璀璨、更加人性化的避
中西文化之短扬中西文化之长的世界新文化
的人们，一定会忆起并颂扬今天创办中文学
校的有识之士的不灭功勋。

既然如此，我能不向他们致敬吗？

从声乐零基础
到独唱会

吴影导师声乐班集体作品

[序] 当中文学校还在处于地下室秘密筹备节段的时候，筹委会的一
大代表们经常开会到深夜。那时候我穿着便衣，被动地负责着部分
代表的交通和保卫工作。从中文学校开学的第-天起到现在十年，
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陪学生的家长们一起踢足球，打蓝球或当司
机。我也参加了几次晚会演出活动，小有名气。每次演出，我一有
动作，都会伴有热烈的掌声。后来，由于另有重任，我就把那个复
杂的任务转给我的下任并亲授三个诀巧：拉开动作不能太快。太快
了，道具还没到位。拉合动作不能太慢。太慢了，表演到最后亮相
的演员会很累。最后，千万不能被掌声冲昏头脑，把演员漏到幕
外。

[跋] 但是这一切对我来说，中文学校还只不过是浮云一片。我从来
都没有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过自己是学校的一员。今年金秋时季，《
中国好声音》着实代替了我平时喜欢的《非诚勿扰》，让我不能从
中自拔。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冲动，要唱。正当我痴迷于这场
音乐飓风的震撼，却又处于迷茫无助的纠结之中，突然看见中文学
校的邮件要开声乐班。2秒之内，我的小心脏开始怦怦直跳，“零基
础”三个字让我眼睛放出光芒。当我看见“歌唱要放开喊叫”时，
我的艺德底线瞬间被彻底击穿。我很不淡然地出手了，打了俩字就
按了回车。

[回炉课堂] 开学星期天下午一点半，我第一次改变了十年来车上
的装备，不再是足球而是上课的书包。从第一节课开始，我就感到
了从未有过的挑战，在我过去的4，5个学位课程中，我已经被调
教成用泰勒方程加大理数和大偶数来证明1+2是合理的套路去解释
一切。到这里，我习惯的积分号变成了16分音。那已经铭刻到骨
子里的“或”等式，加个小冒号，就得再多唱一遍。这些还都不算
硬伤，不就是记吗，咱是零基础。但是，后来的试音让我感到颜面
丢尽。单练轮到我的时候，我用这辈子从没用过的大嗓子，唱出了
一个踩着了猫尾巴的声音。当我偷偷的瞄了一眼身边的同学，四大
金刚们目瞪口呆，六朵金花同时不自觉地纤手掏朵。在那一刻，我
感到无地自容，心里默默地念叨，急流勇退吧，咱丢不起这人哪。
一看老师倒是十分镇静，泰然自若。很明显，她见到的像我这样的
葱多了。行，你只要不失望到：这同学下课跟我到校长办公室来一
趟，咱就厚着脸皮接着练。大不了，我就多发扬一点南郭先生的精
神。可后来的事实并不是想像那么简单。简单的谱子中，我都有嫌
缺斤短俩的猫腻。屠洪刚《精忠报国》里的四拍只卖了三拍办。而
且经常还会给谱子注水，把悠伤的低度音硬拉到高八。为这事我时
常夜里睡不着，心里很难过时，我就打开计算机，把字体放大到全
屏，然后写下，屡错屡唱，精忠报国。。。（这里省去2012个字）
。我深深知道通往明星的道路很难，通往草根明星的道路更是难上
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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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才露尖尖角] 经过课上老师的耐心雕朽，课下自
己的刻苦磨练和多方面的留心寻找，终于在今年的感恩
节和圣诞节期间，机遇的光芒给我带来了曙光。记得那
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大概九点，我突然接到有关机构
的电话，他们愿意给我提供每次活动一小时的和约。我
感到时间有点倡促，最后讲好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并且
口头答应我，可以无限续约。放下电话，我抑制不住内
心的激动，傻傻地盯着镜子里的我，小子，以前没人这
么二过，现在机会在你手中，行不？ 为了演出的那一
天，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增加人气，我花了九
十分钟让专业人士在我的全身喷了香水。那些服务人员
一看我是地道老中扫货不问价的那类，态度毕恭毕敬。
我无心恋战，匆匆欲离时，一位热心的服务员似乎看出
了什么端倪。她带着礼貌性的微笑告诉我，明年梅西要
开一家新店，离我住的镇很近，到时候就不用再开四十
分钟的车到这里免费试香了。

那一天演出前,像众多的大腕们一样，我特意吃了一顿
猪肉炖粉条以保证能量,。演出还未开始，整个广场几
乎都已被占满。新进来的得等到有人离去才有地方。因
为这是个人演唱会，承办方同意，演出的歌曲和节奏完
全由我自己来掌握。演出开始了，客服人员递给我一个
红色的桶子，我就把它放在台上显眼的地方。一开始还
是有点紧张，而且还有听众不停地在台下喧闹合唱。我
想他们与我互动，只是想参与歌的节奏和韵律。虽然我
唱的大部分是中文歌曲，但观众更多的是被我演出的激
情和唱歌时专注的神情所折服。我在唱《江南style》
和《你把我灌醉》的时候，边唱边跳并且始终能量满
格，把“东方范”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把歌声抛到广
场尽头大路上向东奔驰的汽车，想像着汽车载着我的
歌声，穿过MIT的物理试验室，掠过哈佛大学的无名河
畔，奔向那广阔无垠的大海。

当演出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个自称台湾媳妇的美国
老太太奔到台上，要求用汉语和我合唱《在那遥远的地
方》（附照片，摄于艾克顿11/19/2012）。老人的华
丽助唱将演出推到了全新的高潮。我也用尽全力把技术
唱歌升华到倾情歌唱：当我走在波士顿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我们在这里欢笑，我们在
这里哭泣，我们在这里祈祷，我们在这里迷惘（北京北
京，汪峰）。在熟悉的异乡, 我将自己一年年流放， 穿
过鲜花, 走过荆棘， 只为自由之地。你陪我歌唱， 你
陪我流浪， 陪我两败俱伤， 想带上你海归， 奔向最
遥远城镇， 想带上你海归去做最幸福的人（私奔，梁
博）。你避风的港湾是我的生命，我倾出了我的所有，
无一丝保留。你已经感到，多一个爱字会更酸楚(忍着
不说我爱你，吴影声乐班原创)。

[尾声] 演出结束，我站在舞台上，接见了演员自己。
我左手紧紧地握着自己的右手亲切地说，哥们，唱歌完
全代替摇铃，过瘾过瘾！

为歌痴狂
吴影导师声乐班集体作品

我们秋走来
我们秋天走来

谁说春天就要分开
说好不为这忧伤
但心情怎会无恙
为何会是这样

在我心中深藏着歌
想要问你想不想
同唱到地老天荒

如果歌唱这样欢畅
为何不一起分享

每次都问你也不回答
怎么你会变这样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的那样地歌唱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我这样为歌痴狂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那样地歌唱
像我这样为歌痴狂
到底你会怎么想
到底你会怎么想

今天是公立2012年1月22日，农历兔年的最后一天，也就
是兔年除夕。下午三点钟，我带上小儿子Henry，急忙赶到
Acton中学。今天中文学校组织活动，庆祝龙年春节。部分
老师学生们组织了一个时装表演队，准备在除夕晚会上，一
展风采。

全队共分三组： 第一组是中国旗袍，第二组是流行时装，
第三组是孩子们的休闲装。我这个编外老师，在朋友们的感
召下，加入了旗袍组。这次时装表演的总策划，总指挥是教
务主任刘鸣。近一个月来，她可是操心忙碌。几乎所有的时
间精力，都贡献给了时装表演队。从计划安排，统筹协调，
到推选模特，准备服装佩饰，以及预演彩排等等，所有的
事，她都亲历亲为。把自家的事放在一边，连睡觉的时间都
挤出部分来。几次练习到很晚，回到家还给大家发邮件，

快乐的兔年除夕
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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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总结，设计安排，而且还及时的给大家鞭策和鼓励。她
既有爱心热心，又有过人的能力。颇具大将风范，整个活动
安排的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她是总导演也是总化妆师。上
午在家就化好了自己的妆，下午来到学校，就开始帮我们许
多人化妆，还把自己的化妆品以及工具全带来，给大家用。
还有好多这样的热心人。受过模特专业训练的Linda，耐心
细致的指导我们做形体训练。我们几乎都没有任何模特基本
功，看过模特走秀，但自己走猫步，还是头一回，难度相当
大。Linda不厌其烦地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为我们示范。
排练的时候，孩子没人带，只好把她的宝贝儿子领到排练现
场来。那孩子真乖，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他在那儿忍着饿
一声都不吭。真招人疼爱。还有那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
梅，她的年龄比我们小很多，是个甜美文静的年轻妈妈。她
有一双娟秀灵巧的手，还有一颗善良炙热的心。她把自己从
没穿过的的旗袍和心爱的婚礼旗袍，全都拿来给我们穿。而
且把她所有的配饰毫不吝啬的全数奉献。华贵亮眼的项链，
金光闪闪的发簪，别具一格的手镯，鲜艳夺目的花翎，晶莹
剔透的耳坠--应有尽有，样样齐全。我很吃惊，她有如此
多的收藏。小梅真是心灵手巧，给我们每个人做头发，配发
饰，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不同的服装，做不同的造型，
配相应的头饰。 经过刘明和小梅等设计师的梳妆打扮，我
们每个模特都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容光焕发，窈窕多姿。
在这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令我感慨，让我感动。俗话说的
好，人心齐泰山移！有这么多人的齐心协力，和无私奉献，
我想庆祝活动一定会圆满。

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紧张忙碌，时装表演队整装待发。晚上
八点钟该我们表演啦。当悠扬淡雅的古典音乐一响起，十位
旗袍模特端庄优雅的依次登场。第一对，红黑搭配，中国传
统工艺织锦缎的长旗袍，雍容华贵，典雅凝重。美艳震惊全
场，礼堂里安静下来，人们都目不转睛。第二对，流传已久
的杭纺真丝短旗袍，黑白相托红花点缀，，又现江南女子的
另一凡风情，徜徉飘逸，款款婀娜。提起真丝，不禁让人想
起丝绸之路，两千多年的历史，源远流长。第三对，更加别
具一格，中国特产青花瓷风格的旗袍，海蓝，墨兰，似姐妹
花一对儿，古香古色，素雅婉约，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
新。接下来的是，中国红的龙图腾，热情奔放，喜气洋洋，
散发出浓浓的节日激情，预示着壬辰肖龙的红红火火，蒸蒸
日上，让观众的气氛更加高涨.最后上场的是，贵族黄和状元
红的一对儿旗袍，高贵华丽，妖娆多姿。虽然我们不是专业
模特，但是我们把中国女性的美，和中国传统服饰的美，以
及中国文化的美，演绎的淋漓尽致，浑然天成。观众们给了
我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春节联欢晚会，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时装表演队圆满的完
成了任务。整个庆祝活动十分成功。这都归功于刘鸣等领导
的安排合理，组织有方;归功于小梅，晓东，Linda，这些热
心人的鼎力相助，归功于参加表演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以
及所有的观众。天近拂晓，我仍然沉浸在兴奋之中，感谢大
家，和我一起渡过了这个快乐的兔年除夕。

波士顿郊外的火车
汤鸿冰

记得我尊敬的老师 ——英国建筑家约翰•马丁教授
在一次上课时提道，他儿时最浪漫的经历之一就是
坐火车。他讲课的其它内容，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
在我的脑海里淡忘了，只有这句话一直铭记在我心
中。

我是上世纪末开始从艾克顿南站坐火车到波士顿上
班的，一坐就是七年……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漫天飞雪的冬日的清晨，经过
望眼欲穿的等待，那期盼已久的火车终于缓缓地出
现在视线尽头。在寒风中瑟缩的人们欢呼起来，而
我也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就是幸福的感
觉。远远地只见紫红色的火车头亮着耀眼的淡黄色
车灯，从冰雪覆盖的弧形轨道尽头由远及近地轰鸣
着驶来，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这长龙般的火车是那
样地美，此情此景何其浪漫，简直就是一幅移动的
俄罗斯油画！

在从艾克顿到波士顿这条火车线上，你可以看到树
林、草地、河流、民居、高楼和校园，还有很有历
史感的车站；下车喝杯咖啡，还可以欣赏十九世纪
的车站老建筑和满墙的老照片。

距离我第一次坐波士顿郊外的火车已经过去了十多
年，除了车票涨了许多外，今天的火车几乎没有变
样，还是那样老旧的车厢，缓慢的速度，还是经常
晚点。那位最老的列车员已经退休了，我最喜欢听
他用粗旷嘹亮的声音高喊着报站：“Waltham, Watch  
City!”

就在这波士顿郊外轰轰隆隆的火车上，我清楚地记
得十几年前一群坐火车上班的中国车友一遍又一遍
热烈地讨论着想要在艾克顿成立一所中文学校，他
们的家都住在艾克顿或其附近，属于人到中年、为
人父母的上班族。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我已经记得
不真切了，但那热情洋溢的表情和迫切的神态还留
在我的记忆深处。他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拓荒者, 
是勇于吃螃蟹的人。在这异国他乡，他们让我想起
鲁迅先生在《故乡》里的话：“希望本是无所谓
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有志者事竟成！不知经过了几多磨砺、几许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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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最初的热议和梦想终于变成了现
实。从无到有，万事开头难！我想最初的
创建者们在办学伊始一定花费了无数的心
血，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四处碰壁的艰
辛！更有多少人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默
默奉献，才有了今天的ACLS!  

时光飞逝，物转星移，不知不觉中艾克顿
中文学校迎来了十年华诞。当年坐火车的
那一族群中国人大部分已经不再坐这波士
顿郊外的通勤火车了，我也和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失去了联系。当年他们在火车上热
烈讨论组建中文学校的时候，我还年轻，
也没有孩子，中文学校离我的生活仿佛很
是遥远。而我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
妈，今天也有幸成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一
名助教老师，很庆幸我的孩子们每个星期
天都能来到我们的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 
一门对我们这些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是
多么亲切、多么自然、多么美好、来自故
乡、来自母亲那里的语言。

十年了，艾克顿中文学校就像一列不知疲
倦的火车，一路风雨兼程，驶过了多少不
平凡的里程！它如今各方面步入了正轨，
正从风雪中呼啸而来，蓬勃前行。汇聚到
这列火车上的人越来越多，它的规模和影
响也越来越大。这列火车承载着以往的成
绩，更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期许。期待它
在下一个站口，把我们带向更远的地方，
去实现更高的目标！

这世间的万事万物真是奇妙，明里暗里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艾克顿中文学
校和波士顿郊外的火车竟也有着不解之缘
呢……

紧张愉快
而又有意义的一天

郭勤

今天，艾克顿中文学校和艾克顿镇联合组织活动，庆祝镇成立275周年
以及庆祝中国兔年春节。下午一点钟，我带上小儿子Henry，驱车赶到
珍妮家，因为我们成人中国国画班的同学，要展览我们的绘画。为了
这次画展，我们的绘画老师郭毅方先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和指导。
珍妮也发挥了她的一技之长，策划设计，反复斟酌，拓表装框，为这
次活动做了很多工作。今天，Henry的任务是帮我们搬运摆放这些镜
框。

早春二月，白云蓝天阳光明媚，但气温很低，风也很大。来到现场，
到处一片节日气氛。在负责人立新的帮助下，我们顺利的摆放好展
品。虽说我们都是初学者，但我们花费了许多心思，事前做了很认真
的准备，二十几件展品排列整齐，看上去像模像样。有独往独来于竹
林中的国宝熊猫；有追逐嬉戏的水牛；有悠闲自在，金鸡独立的仙
鹤；还有望果垂涎的麻雀。更有那艳丽妩媚的山茶花，雍容典雅的蝴
蝶兰，争奇斗艳。一只老母鸡守护在它的孩子身旁，鸡妈妈尽忠职
守，小鸡雏绒绒可爱。还有那艳舞新桃的迎春图，在这冰天雪地的二
月里，带给人们春的气息——花鸟动物，活灵活现。十分感谢庆祝活
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足以充分展示我
们的学习成果。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几个人，像要冲锋陷阵的战士，拉开架势，拿出
笔墨颜料，铺开宣纸，庄重而紧张。因为我们学中国国画只有短短的
一年，现场作画，实在有些心虚气短，担心画不好。但是重在参与，
我们有热情，有激情，我们要向大家展现的不是个人的绘画水平，而
是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国画的魅力。气氛热烈，激情澎湃，勇气战
胜了胆怯，我们几个似乎都是超水平发挥，玉兔呈祥，熊猫戏竹，莺
歌燕舞，灵猫招财，跃然纸上。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更有许多人
跃跃欲试。我们赶紧拿出宣纸笔墨，让大家亲身体验，感受毛笔的神
奇，色彩浓淡的千变万化。先后有三四十人现身尝试，其中有年长
的，也有年幼的，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男女老少争先恐后。许多
人是第一次用毛笔写字作画。有位七十多岁的银发老人，兴趣盎然，
画了一幅兔望胡萝卜，形似神似。之后心满意足的带走了她的作品。

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坐在爸爸的怀里，一本正经的捧着毛笔，信马由缰，画出她自己想象的熊猫。烂漫天真的样子
十分惹人喜爱。人们兴高采烈，个个笑容满面，他们画出的兔子小鸟熊猫，桃李鲜花等等，似乎也都是笑逐颜开。我们
大家快乐的用毛笔描绘着各种各样的图案，同时也描绘着我们绚丽多彩的生活，描绘着我们神奇美好的梦想。

直到八点多钟，我们才开始收拾笔墨，准备回家。人人筋疲力尽，但每个人都十分高兴。能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西
方文化的交流做点贡献，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为更多的孩子了解中国国画，喜欢中国国画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
用。我们感到快乐和欣慰。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已经没有力气把画从车上搬回家啦。我说“儿子，我们圆满的完成
了任务啦”Henry说：“妈妈，这次活动办的真好，有许多好玩的，很热闹。好多我的同学在做义工。明年我还去帮你
们。”孩子的话让我感到欣慰，一次活动，多方受益。不仅让孩子们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也让孩子们更加懂得团结，友
善，互助，奉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渡过了紧张愉快而又有意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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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在艾克顿安家时，正值女儿该上小学之际，
于是我和先生四处寻找周末中文学校。弗莱明罕中文学
校太远，全是福中文学校办在周五晚。那两年，一到星
期五晚上，我们全家像打战一样手忙脚乱。2003年初，
终于盼到自己的小镇办中文学校了，于是每个周日下午
成了我家“法定”的中文学校时间。
回首这十年，头五年我是陪着孩子上中文学校，后五年
我是自己上中文学校。因为有了艾克顿中文学校，两个
孩子记住了他们的中华文化之根；因为有了艾克顿中文
学校，我和先生结交了一群爱好锻炼的朋友；因为有了
艾克顿中文学校，我们一家快乐健康地生活。

前五年，女儿一上中文学校，我就带着刚会走路的儿子
在学校里找同龄的玩伴儿。女儿乖巧，虽然有抱怨过课
堂上同学水平参差不齐，我就跟老师要求给她跳过级，
但学中文还是很自觉的。
有一阵子迷中文电视剧《还珠格格》，我托亲戚从国内
给她寄来了三部《还珠格格》，她看得津津有味。活泼
的小燕子，温柔的紫薇，多情的五阿哥，儒雅的尔康，
潇洒的萧剑，忠诚的金锁，以及皇阿玛，容麽麽，给她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女儿的中文水平也在循序渐进中提高很大。有一次，她
用了一个中文词，恰如其分，让我和先生很是惊讶。

女儿和先生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忠实球迷。每年九月
份开始的全美橄榄球联赛是球迷们的节日。2007年，爱
国者队在初赛阶段战果辉煌，大比分一路以不败一场的
创历史成绩，气势汹汹地杀入淘汰赛。万众瞩目，女儿
和先生更是喜气洋洋地预测着后几场的大比分。在对纽
约巨人队的那场比赛，下半场刚开始，我就同两个超级
球迷意见相悖，我几次说巨人队看来要赢，没想到不幸
被我言中。比赛结束，女儿流着眼泪甩给我一句“乌鸦
嘴！”让我哭笑不得。至今每每提起那场比赛，女儿还
耿耿于怀，好像爱国者队的失利全是因为我的一句话。
不过，她能用出这个词也足见她的中文功底不错。

女儿在中文学校学过中国舞，学过国画，做过助教，报
过节目，她还记得第一年的谢良玉老师，最后一年的史
秋菊老师，教跳舞的朱碧云老师，教国画的Sharon吴老
师。五年前，从中文学校毕业了，她开始用周末时间做
游泳教练，万事开头难，她说她的第一个学生还是安洪
叔叔介绍的。她的不少学生家长用中文和她交流，她觉
得很亲切。

六年前，儿子也开始上中文学校了。小伙子虽然有时候
会抱怨课堂上比较枯燥，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他是个好
表现的典型。上三年级时，正值兔年春节，他自告奋勇
跟老师说要到班里给同学们介绍中国春节。我赶紧帮着
他做了PPT，又给他带了发给每个小朋友的红包。他还
真有条不紊地在班里做了演示，并一一回答了小朋友的
提问。

给他买了毛笔和墨，教他写大字和画国画，他立刻选出
得意之作带到班里去表现。

看得出小家伙对中华文化很感兴趣。他总念叨着还要去
参观长城和故宫，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实现他的愿望。

去年十月份艾克顿镇的Oktoberfest，儿子和我一起参加
了五公里公路赛，我们两个选择的赞助单位就是艾克顿
中文学校。那天气温很低，但参加跑步的长跑爱好者近
三百人，我们跑得很开心。

后五年，因为两个孩子不用多操心，每个周日下午的中
文学校对于我和先生来讲就是锻炼。

我参加羽毛球俱乐部掐指算来已有五年多了。一群爱好
羽毛球运动的朋友，每周聚在一起一次，切磋球技。经
历过和排球爱好者挤在同一个球馆，边打球边提心吊胆
地担心不长眼睛的排球随时凭空落下的危险；也经历过
每周有几名队友被“发配”到高中部体育馆后场狭小空
间打球的无奈；还经历过午夜零时在注册开始的前几分
钟必须上网注册成功的惊险。如今，我们的俱乐部设在
宽敞明亮的小学校体育馆内，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尽情挥
汗的场所。

先生属于艾克顿中文学校的足球爱好者之一。从每个周
日的足球，发展到周六、周日的足球，又发展到周四、
周六、周日的足球。这群足球爱好者们在烈日炎炎下狂
奔，在数九寒天里驰骋，强健了体魄，更给孩子们树立
了一种健康生活的态度。

十年来，因为有了艾克顿中文学校，我们一家的周日生
活变得丰富多彩。

因为有你
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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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鸡和鸭子的对话
贾春光 (1年级C班TA)

深秋的清晨，一只山鸡落在了刚刚走出鸭舍的
鸭子们身边，抖抖翅膀，轻声说：“Hi，朋友
们，早上好！”鸭子们好奇地打量着山鸡，领头
的Chibi最先开口说：“朋友，你这是从哪里来
呀？”山鸡说：“我是从远处那片森林过来的，
现在又渴又饿，都快累晕头了。我能在你们这里
找点儿东西填填我这可怜的肚子吗？”鸭子们东
张张，西望望，然后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昨
天吃剩下的苹果和鸭食，你要不嫌弃的话，就随
便用一些吧。”山鸡听了，高兴极了，一蹦一跳
地冲到鸭舍前的食槽边吃了起来。

虽然这些苹果已经放了两、三天了，都有些酸味
了，残余的鸭食也只是零星地有一些粘在食槽的
壁上，但山鸡吃得还是津津有味。吃饱了，山鸡
来到正在池塘里游玩的鸭子们身旁，先喝了几口
水，对鸭子们感叹道：“唉，我从来没有吃过像
今天这么丰盛的早餐。我平时都要花上整个的早
晨，找遍大片的山林，也才只能填饱半个肚子。
你们真是太幸福啦，我好羡慕你们！”鸭子们你
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说：“哪里呀，
那些苹果和鸭食才不好吃呢，我们宁愿在水塘里
找些小青蛙、小虫子或者到草地上找些嫩叶子
吃。”山鸡说：“唉，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呀。”
太阳升高了，天气暖和了很多。山鸡踱到鸭子们
附近，点点头，说：“朋友们，很高兴遇到你
们，也非常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现在该是我和
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鸭子们争先恐后地围到
山鸡跟前，还是Chibi抢着说：“我们也很高兴
你的光临。我们这里有现成的吃不完的食物，晚
上睡觉还有茅棚可以栖身。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和
我们一起生活呢？”山鸡眨眨那双带着红圈的眼
睛，微笑着说：“谢谢你的美意，不过我还是喜
欢过自己的生活，虽然辛苦而充满挑战，但也不
失自由自在的乐趣。”鸭子们伸伸长长的脖子，
无奈地说：“好吧，我们欢迎你随时回来看我
们。”

山鸡点点头，又一蹦一跳地向着那片正在飘着落
叶的树林走了。

我们爱着你，
艾克顿中文学校！

山林

十年前，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创始人王泽养和陈鸿祥在艾克顿图书
馆召开了开办艾克顿中文学校的筹备会， 由于事先对此有所耳
闻， 感兴趣， 也因为先生要在家陪伴一岁多点的小儿子， 我便
只身前往。王泽养和陈鸿祥二位介绍了他们的筹办进程之后， 开
始“招兵点将”。当泽养说缺个教务主任时， 我就在下面举荐“
把世纪中文学校的教务主任拉过来好了”， 在我后面坐着的， 
是有点面熟，但还不认识的李劲冬（我们当时都送孩子到世纪中
文学校学中文）， 她正义凛然地损了我一句：“你怎么挖墙角
呢？”  我一阵子的不好意思。泽养指着我， “那就你来做吧”
， 以我的习惯， 关键时候会拿老公做挡箭牌， 我不加思考地回
答：“那就让我先生做吧， 他在国内读研之前留校教务处工作四
年”， 我就这样把自己的老公“出卖了”， 之后想想， 他的经
验和这份工作还是很对口的。 这一推， 就是十年。我的老公当
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第一任教务主任，协调师资， 统筹教学， 干
了四年多， 干得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原想劝他从这个位置退
下来， 好多点时间和精力用在两个儿子的教育上， 没想到， 他
一卸任， 就直奔艾克顿中文学校成人合唱团， 练声练气， 以歌
会友，一直到现在， 唱得热火朝天， 日蒸月上； 期间加入家长
会，随叫随到， 跑前跑后， 帮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现在又做
着安保，早去晚归，值日 看门，干得忙忙碌碌，有苦有乐。这十
年，中文学校像是他周日的家，  必去无疑， 风雨无阻， 我看， 
我老公是的的确确爱上了艾克顿中文学校！

十年前， 之所以对在艾克顿办中文学校感兴趣， 是因为我大儿
子当时八岁多， 正学中文， 但需要我们每周日开车四十分钟到
Framingham世纪中文学校。 “长途”路上， 有足够的时间思前想
后， 如果能在近一点 的地方上中文， 该有多方便。 想归想， 
但自己没有这个魄力和能力付诸行动。 恰巧， 听邻居泽鸣提到， 
她哥哥泽养在筹划这个事情。一听是泽鸣的哥哥挑头， 我就知道
有戏。 不久， 就等到了艾克顿中文学校二月开学的好消息。 我
大儿子光荣地成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第一期学生，从三年级上到九
年级， 文化课学过武术， 篮球， 二胡， 做过义工。 他在中文
学校语言课毕业后， 还回来做义工， 会会学友，和成人打打排
球，我看， 我大儿子是喜欢上了艾克顿中文学校！
十年前，艾克顿中文学校开办时， 我的小儿子才一岁多，他可谓
是跟着艾克顿中文学校长大的， 还没上学， 就常去中文学校， 
东看看， 西瞅瞅， 熟悉那里的环境。 如今他是学校六年级中文
班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 就接受着艾克顿中文学校提供的系统
语言课的教育，课后学象棋， 乒乓球， 卡通画， 中国画， 素
描， 二胡等等，享受着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课的熏陶。 有趣的
是，  小儿子刚上二胡课时， 高宏伟老师不认识他， 却认识他的
二胡，问他：“你用的是路缤的二胡吗？” （路缤是我大儿子， 
在高老师那里学过二胡）。  小儿回来一讲，让我们好感动，这都
两年了， 高老师还能记住那把二胡的模样。我的孩子能有这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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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老师指导，是多幸运， 这得感谢艾克顿
中文学校把这么好的老师请到。现在小儿子每
周日开开心心地到中文学校， 我看， 我小儿
子一定是高兴上了艾克顿中文学校！

这十年，开始时我家四口有两人周日去中文学
校，我和小儿子在家， 后来， 他们的队伍
壮大，三人去中文学校， 就只有我一人在家
了。我虽然落个清静自在， 但中文学校的各
种新鲜事物常常从他们三人吹到我的耳边， 
引起我的好奇和兴致， 我于是会到中文学校
听听讲座，会把自己写的杂文 投到中文学校
校刊，收获小小笔耕的喜悦。  大概六年前， 
先生带回消息， 说有一位来美探亲的老师， 
要在中文学校开成人国画班， 我听了大为高
兴。我自己喜欢图画， 自学过油画，对于国
画， 因为不知如何调色下笔， 又感觉它是透
明，一气呵成，不能涂抹的艺术，所以没敢妄
想自学国画。现在一听有老师来教，马上报了
名。感谢满老师的启蒙， 让我对画国画有了
起步， 敢于下笔， 自得其乐了。两年前， 又
到郭老师开的国画班学习， 自觉有所提高， 
还在班里认识了几位志趣相投的画友， 一起
画画。去年一月， 我们五位女士在Boxbor-
ough图书馆展了一个月画， 为当地居民现场
介绍了中国画， 还做了示范。 今年三月， 我
们要在Needham图书馆展一月画。 能把握这些
和美国人交流中国文化的机会， 我看，我是
确确实实得益于艾克顿中文学校！ 

这十年， 我们一家人直接和间接地参与了艾
克顿中文学校的建设和活动； 见证了艾克顿
中文学校由起步， 发展， 到成熟， 完善。艾
克顿中文学校就像是一个聚宝盆， 聚集了愿
意贡献自己时间和精力的一大批各路“好汉”
和各行人才。她又像是一个为艾克顿及附近几
个镇服务的中国文化园区，让每个学中文的孩
子在这里学习他们不该放弃的语言， 让每个
想丰富业余生活的家长在各自喜欢的领域得到
进修和提高， 让来探望我们的父辈老人们在
这里找到适合他们的活动而不再寂寞。现在的
艾克顿中文学校，  教学办得是井井有条， 活
动搞得是锦上添花。我忍不住想借艾克顿中文
学校十周年校庆之际，以此文来表达一下我们
一家对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情意， 

我们都爱着你，我们都离不开你，艾克顿中文
学校！ 我们祝愿你再创十年辉煌！

如歌岁月
于晓研 （6A 班教师）

前言

一直觉得想写点什么，关于中文学校，家长，我和我的学生。但不知
从何起笔，似乎要说的不是一，两句话。值此中文学校建校十周年之
际，仿佛有了灵感，往日的许多点点滴滴，许多感慨和许多不能忘怀
的，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搬到Acton已经两年多了，搬来以后，我很快和中文学校联系上，
又顺利地走上讲台，并见到了不少以往中文学校的同事。因为家搬过
来了，所以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Chelmsford中文学校，从2001年起我
教中文已经十一年了，中间因为搬家中断过一年。

相遇

说起来这个灵感源于去年春天一次偶然的相遇。这次相遇是我在一
次上中文课前, 见到了一个我十二年前教过的学生家长.我们彼此很
熟，见面寒暄了几句，自然地就谈到了他的儿子，他指给我看他的儿
子—-我十二年前教过的学生,从不远处走 来，我努力地辨认着，快
速地搜寻着我记忆之中的他，因为这么多年没见过，一切都变了，要
知道十二年前他才四，五岁，我正在想着，他已来到我面前，笑着彬
彬 有礼地叫了一声“于老师”，他仍旧记得我，我当时倒不知说 什
么，只是嘴里不停地念叨“你长大了！”他已然是一个十七岁的小伙
子了，以至于我看他的时候要仰着头，除了五官可以辨出是他外，他
的声音，身材，气质已截 然不同，而我的记忆之中依然是他小时候
的音容笑貌。那天的见面带给我很大的惊 喜，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带
给我太多的感慨。一整天我的心情似乎都平静不下来，我的思绪被带
回到了这么多年教书的回忆当中，由此我想起了那些我其他的学生， 
他们都怎么样了？见面是否都能认出来呢？

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潜意识里想要表达的正是多年来在中文
学校的教学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和学生们及家长们之间的一种关系，以
至于到今天每一个学生，每一件事我都或多或少记得清清楚楚，它们
留给我太多的美好的记忆，每每回忆起来，都倍感温暖和快乐。

我和我的学生们

十二年的时间不能说太长，但也不短。教过多少学生，我没有仔细数
过，可是这十二年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仍历历在目。除了五年级以外，
从幼大班到七年级的孩子我 都教过。每一个年龄层次的孩子都有属
于他们自己的特点，都有他们的可爱之处。在课堂上我经常被他们的
童言无忌逗得想哈哈大笑，又要利用他们好说，好想和认 真的特点
让他们多学知识。我想让他们既把我当成老师又当成朋友。记得有一
次课间的时候我女儿从外面跑到我的教室里来要我抱她一下，就跑
了，她当时七八岁， 我教的是一年级，有一个我班里的女孩也要我
拥抱一下，进而四五个孩子都要抱，我就一起拥抱他们，他们在我的
怀里笑得很开心，那种感觉很舒服，很温馨，久久 不能忘怀。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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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秋天的校刊上我写的一篇文章《我的第一堂课》
的结束语是“也许正是这些孩子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这份
美好！”

如果课上有时间的话，我经常以故事的形式讲一些我的
亲身经历及发生在我家里的事，用事实告诉他们一些道
理。低年级的同学会很认真地听，然后问一些很有趣的 
问题。而高年级的同学就会提一些钻牛角尖的问题，有时
也和我辩论，他们会说一些他们家里发生的事，甚至把
和父母之间的分歧告诉我。我都会从正面去开导和引 导
他们。前不久，我让班里的同学写一篇题目是“我的圣诞
节”的日记，大家都洋洋洒洒地记录了自己丰富多彩的圣
诞节。有一个女孩我从她的日记中看出她略显落 寞。圣
诞节时因她的父母生病所有计划都取消了。她除了做一些
功课外，唯一做的事是照顾父母并和哥哥给父母“准备了
一顿不算丰盛的圣诞晚餐”“惟有圣诞礼物 还让她开心
些”。读了她的日记我感触很多。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真的
很难得，和以 往一样，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没提名地读了
她的日记和我给的评语：“即使你没得到任何礼物，老师
也认为你是全班同学中圣诞节过得最精彩和最有意义的一
个”。然 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最后大家都认可了。从
那以后，她从沉默寡言变得和我有目光交流了，每次叫我
于老师的时候都和以往不一样了。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会觉
得奇 怪，我的耐心和包容心慢慢地锻炼出来了，久而久
之，从这些孩子身上我学会了去了解自己的孩子，使得教
书和教育我自己的孩子相得益彰。

我和我的家长们

我喜欢和孩子们相处，通过表扬和鼓励，很容易抓住他们
的心。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抓住家长们的心。这么多年
来，这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家长们的担子很重， 每天
都忙忙碌碌，要工作，要照顾孩子和家庭，有时候是力不
从心，非常辛苦。可你一旦成功地得到家长的支持，就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孩子们平时的作 业，考
试，阅读，回答问题，写作，练习，小测验等等，我都会
觉得轻松很多，讲课的效果也是意想不到的好。我时常能
感觉到在我学生的身后有许多无形的力量在 配合着我，
支持着我。正是这些热心的家长们让我的回忆里常常充满
了感动。

记得在我怀孕生我儿子那年，由于妊娠反应很大，我想还
是休息一段时间吧，当我提出来以后，家长们沉默了，只
是默默地帮我做事，从他们欲言又止的表情上我能 感觉
出来他们不希望我离开。后来几个家长代表和我说：“于
老师，你可以坐着讲课，要动的事我们可以替你做，我们
都是当妈妈的，知道你很难受，但真的希望你 能继续教
他们。”想着每个学生的样子，我好几晚久久难以入眠。
我是一个容易被感染的人，家长们的一番话使得我下定决
心：自己克服一下吧！说来也怪，儿子在 肚子里似乎也

很配合似的，过了不久就不再吐了，精神也慢慢好起来。
儿子是在暑假出生的，什么都没耽误，这样一直我又继续 
教了下来。

儿子出生后我回到了中文学校，我又见到了我的学生们，
真的从心底里高兴。他们奇怪地看着我的肚子，我知道他
们在想什么，我告诉他们baby已经出生了，改 天会带给
他们看。家长们更是问长问短，关心着孩子是否好带，要
不要帮忙，因为儿子还在吃奶，有的家长建议我把儿子带
到中文学校来，这样可以喂他，而且他们 可以轮流照看
他。因为他们知道我先生上完班后带孩子很辛苦，我对他
们说：“谢谢大家，我都安排好了”。从他们简单的话语
中让我感觉到那份温暖。

2004年秋天我在Acton中文学校教幼大班，那年老公的公
司一直在裁员，工作不稳定，他想抽出时间找工作，他征
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把中文学校的工作 辞掉来照顾儿
子和女儿，我和家长课间聊起来这事的时候，好几个家长
让把我先生的简历给他们，他们居然想帮我老公找工作，
虽然后来老公的工作有惊无险，这件 事却一直深深地印
在我的脑海里。

每年圣诞节家长们都会精心准备礼物给我，还有那精美
的，写满祝福语句的圣诞卡，那是一份沉甸甸无法言喻的
心意，我想每个老师都会和我有同感。

结束语

零零散散写了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发生在我们中文学
校的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存着许多对往日的美好
记忆。现在人到中年了，时常感觉岁月的无情，但它也留
给了我许多美好的瞬间，丰富着我的人生乐章，那真的是
一种珍贵的财富!

岁月如梭！岁月如歌！

艾克顿中文学校10周年校庆特刊 2003－2013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76

我爱我校



Chinese: My Life With It, 
My Steps to Learn It

Emory Peng, 6B

Moving to Acton-Boxborough last year when I was in 
fifth grade provided many new changes for me, most of  
them benevolent. The biggest change, besides the whole 
new community, would be Chinese school. I had never 
gone to a Chinese school before, but often heard of  them. 
Now, my parents enrolled me and my brother into the 
Acton Chinese School. I’d never realized the changes 
that it would bring me.

Before we moved, I spoke and learned Chinese at home 
because my grandmother, who stayed with us, did not 
understand English. Besides, my grandparents brought 
me up, so Chinese and its culture have been with me ever 
since I was born. When I was around two or three, my 
grandparents taught me to read simple words, like ‘li-
brary’ or numbers. Then, I was able to read over a hun-
dred characters.  When I was 4 years old, I entered a 
Chinese character reading competition, and got first 
place. Now, I can still read most of  them, but have been 
losing it since I went to school. In 3rd and 4th grade, my 
mother began to teach us at home and give us ‘proper’ 
training on learning Chinese. My best part was speaking 
because it was mandatory to speak Chinese at home, but 
was rather unstable in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unique 
characters. My mother was doing her best to have us 
progress as far as possible. I enjoyed it fairly well, but 
always felt as if  it was a bit lonely and subdued, having 
my one and only other ‘classmate’, being my younger 
brother, who is two years younger and knew very little 
Chinese. 

After we moved to Boxborough, my parents decided to 
enroll us in ACLS. In ACLS, my parents had me jump 
straight to fifth grade. My teacher was very nice, and 
benevolent to all students, naughty or quiet (like me!). I 
improved weekly as we sailed through the lessons, with 
spelling quizzes and midterms or tests in the middle. My 
new friends and I had merry times, quizzing each other, 
using our newly learned vocabulary to talk, and chat-
ting and walking around during break. It was a delight-
ful and unknown experience to me. I had never been in a 
school/class with people the same culture as me, so the 
affects of  this experience was beneficial in every way to 
me. Never had I realized how similar it was to be in a 
school and/or class of  the same culture that I was than 
being in regular school!

Chinese, in my life, has helped me in many different 
ways. Knowing the language has helped me at home, in 
school, and when I visited China. At home, I can trans-
late for my grandmother if  a deliveryman comes or our 
neighbors come over. Translating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things Chinese has helped me with. In school, I 
can use the Chinese that I know to help my classmates 
learn more about China during that unit.  I would ex-
plain to them about Chinese New Year, the Moon Cake 
Festival, and many other Chinese traditions. I feel like 
an instructor, instructing my classmates about Chinese 
culture! In China, I don’t feel like I am a foreigner – I can 
actually speak and read Chinese!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Chinese, China, and its every-
day culture and holidays has made me feel rich in a way 
and special in another. Also, since I was born in America 
but to Chinese heritage, I can evaluate and experience 
both cultures with a balance. Learning Chinese with my 
parents and grandparent and at ACLS has made me un-
derstand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while every-
day I build up on knowledge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culture. Being able to do that, living in both cultures, 
is something I have never realized I would experience. 
Learning everything is just so beneficial to me, and I 
hope that someday in the real world, I’ll be able to use 
my knowledge to help others gain the same.  

一个平常的周日的下午，我悠闲的坐在教室的椅子上，伴
随着老师如银铃般朗诵课文的声音，我不禁想到这一年多
来艾克顿中文学校陪伴我成长的日子。

大约两年前，我和我的家人拎着几个重重的行李箱，带着
一份希望从中国来到了美国。当时十分稚嫩的我还没来得
及想将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更没有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
将踏入教室，将知识的力量传递给中文学校的同学们。有
一天，妈妈从公司回来，随口问了一句：“你想不想到
中文学校当志愿者啊？”“志愿者是做什么的啊？”我
问。“就是教这边的小朋友学中文。”“真的吗？太好
了！我太想了！”我情不自禁地说道。

周日下午，我和妈妈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艾克顿中文学校，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让我和艾克顿中文学校这个名字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我好奇地步入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大
门，走进办公室，对我面前的邱敏老师说：“老师，我想
当志愿者！”邱敏老师略带一丝惊讶地问我：“你多大了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汪文逸 （6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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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12岁。”邱敏老师犹豫了一下说：“当志愿
者，你的年龄有点小。不过你刚从中国过来，中文基础一
定很好，今天四年级的志愿者没有来，你想去试试吗？”
听邱敏老师这么一说，我高兴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我
就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了四年级的一个班级。同学
们充满疑惑的看着我，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才好，邱
敏老师大方地说道：“同学们，这是你们的新‘助教’
。”说完便示意我向同学们介绍自己。“大…大家好，我
叫Wendy。”我紧张地说道。说罢，我便找了一个座位坐
下了。任课的老师对同学们说：“好了，我们来听写吧！
请Wendy为我们发一下纸吧！”我拿了纸，小心翼翼的发
给每位同学。“天啊！我刚上任就有任务了！”我兴奋地
想到。看着同学们在纸上认真地写下老师报的词语，我意
外地发现这里有一群可爱的孩子正渴望中文知识的浇灌，
渴望中国文化的熏陶。“好了，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吧！Wendy，你想到白板上来写吗？”老师问。“好……
好啊！”我战战兢兢地接过笔，将老师报的词写在白板
上，一笔一划地生怕写错。“好，大家对比一下，检查一
下自己做对了没有！”老师居然信任我这个“新人”，第
一天就把答案交给我来写！接下来，老师带领同学们用表
演的方式演绎了课文里要表达的道理和精髓。老师先叫了
一组同学上台。同学们一个个手拿着自己的课本，面带笑
容地走上台。一个同学对着大家自信地说：“很久很久以
前……”其他同学惟妙惟肖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时
而皱着眉头向其他的演员抱怨，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坐下
思索。我回头看到老师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久，
随着小故事步入尾声，老师要求每一个同学用自己角色的
语气描述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将课文的主题自然地呈现给
同学们。大家哈哈大笑起来，看着同学们一个个灿烂的笑
脸，我不禁想到：“哇！这里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得太多
了！老师信任我为大家写出正确答案，老师可以带领同学
把一个生硬的讲台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话剧舞台。老师可
以带领同学把每一篇课文诠释成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老师
可以把一个个索然无趣的大道理通过一个个饶有生趣的故
事如流水般传达给同学们。”时光如飞鸟，我在艾克顿中
文学校教的第一节课悄然无息地随同这飞鸟的羽翼溜走
了。临走的时候，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里当个好志愿
者！

第二年，我第一次正式的成为了一名三年级的志愿者。我
陪着同学们走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我发觉我和我的同学们
超越了师生的关系，我们变成了能互相关心的好朋友。课
上，我帮助他们解决难题，伴他们走过难关。课下，他们
帮助我了解美国文化并向我询问中国的事情。在中国我一
直以为，老师和同学之间一直有一层膜，老师高高在上，
为人师表，同学虚心请教，用心聆听。老师和同学之间很
难做朋友。到了艾克顿中文学校，我完全转变了以前的想
法，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感情远不止是师生情，我们更像是
朋友，互相关心，不求回报。同学们捶胸顿足的抱怨题目
难的时候，中文学校的老师们会耐心地走到他们身边，细
细地讲解；同学们不小心受伤的时候，中文学校的老师们

会跑到办公室，为他们要创口贴并细心地为他们粘上；同
学们在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的时候，中文学校老师的脸
上总会挂着一个灿烂的微笑。老师们如同春风般用知识的
雨露滋润着同学们一颗颗渴望学习的心。

如今，这已经是我第二年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做正式的志愿
者了。每一次在楼道里我都能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
容。师生之间互帮互助，同学们不会抱怨中文的无趣。对
于同学们，上中文学校更像是一个寻找快乐的过程，而不
是不情愿地去完成一项苦而无趣的任务。艾克顿中文学校
对同学们悉心的关怀正像是唐代诗人杜甫说的，“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我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已经七年了。小
时候爸爸让我学中文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必
须会说中文。我虽然喜欢来中文学校但是我不
喜欢做中文练习。我喜欢中文老师，因为她们
让我学得很高兴。艾克顿中文学校已经成为我
星期天生活的一部分。

有一天，我问爸爸妈妈：我可以养一只小鸡
吗？妈妈说可以呀。去年春天爸爸妈妈带我去
一个农场。农场内有各种各样的鸡。我挑了三
只最可爱的小鸡。两只黄的和一只黑的。它们
毛绒绒的叽叽叫个不停。

艾克顿中文学校和我
刘德伟

我的小鸡
徐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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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天冷，回到家后我把小鸡放在一个大
纸箱里，垫上报纸。我每天给小鸡喂饭，
水和换纸。妈妈说我小时候也一样每天要
换尿布。

天渐渐暖和了，我把小鸡放到后院里啄虫
子，吃草。小鸡们跑的可高兴了。对了，
它们很喜欢自由地跑来跑去。

每天放学回来，我都要去喂我的小鸡。小
鸡看到我手里的米，会围着我转。夏天过
去了，我的小鸡也渐渐长大了。爸爸给小
鸡做了鸡窝。冬天来了，下起了大雪。我
和小鸡一样只好呆在房子里，不能去院子
里玩了。我天天盼春天快来。

雪化了，草绿了，春天又来了。我把小鸡
放到院子里。一天飞来一只老鹰，小鸡吓
的跑到小树丛里与老鹰玩起了捉迷藏。最
后邻居看到把老鹰赶走了。小鸡得救了。
小鸡一天天长大了。有一天当我走近小鸡
时，它会趴下。爸爸说鸡要下蛋了。几天
后爸爸在院子里发现了两个鸡蛋。母鸡下
蛋了。我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去鸡窝里察
看。把鸡蛋小心地放在一个鸡蛋盒里。等
到积满一盒，我就把鸡蛋送给我的朋友。

我常和哥哥争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哥
哥说先有蛋，可是没有鸡哪来的蛋呢。

在艾克顿中文学校
学弹琵琶

杨博怡 (Alicia), 7年级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上艾克顿中文学校.  每个星期
天, 来到中文学校, 看到许多家长,学生, 和老师们
走进中文学校,  我惊讶这么多人来学中文. 老师每
星期都花很多时间去准备课堂内容, 我很感谢他们.  
中文学校老师不但帮助很多学生学中文, 还教各种
文化课. 我最喜欢的是和禄艳荣(Lucy)老师学弹琵琶.

 2010年, 禄老师开琵琶班, 班上大概有5个同学. 她
教我们怎么弹歌曲和表演.我第一次接触到琵琶, 才
知道它是中国传统弹拨乐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琵琶有4根琴弦, 身作半梨形．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很
多困难, 因为琵琶需要用手反拨琴弦, 很难. 禄老师
非常认真手把手的教我怎样弹弦挑弦.

我记的第一次中文学校年终总结表演,还没有上台就
很紧张. 当舞台帷幕打开时, 我看见舞台下挤满了观
众. 我的心跳加速, 乐曲开始了,我赶紧专注的弹奏. 
因为非常紧张有的地方赶不上.尽管如此我还是尽了
力和小乐队一起弹完了乐曲. 虽然感到弹的不好, 面
对观众热烈的掌声, 我们都很高兴.

2011秋天，我参加了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举办的第
4届＜丝竹春吟＞青少年中国器乐比赛. 看到很多小
朋友演奏不同的中国乐器: 有二胡, 葫卢丝，扬琴，
古筝，笛子等。他们优秀完美表演，让我留下深刻
印像. 禄老师在表演前嘱咐我要点, 告诉我不要紧张. 
我琵琶得了鼓励奖, 这多亏禄老师帮助.

我弹琵琶弹了三年, 技术有很大提高. 我妹妹恩怡也
从去年开始和我一起弹琵琶. 我们都很喜欢和禄老
师在中文学校, 或在她家和我家里练习. 我们在教会
新年聚会上弹了<南泥湾><这是天父世界>. 中国蛇
年春节又快到了, 我和Kimberly和 Victoria在努力练
习准备要在中文学校10周年晚会上表演<金蛇狂舞>. 
我期盼着给大家带来好听的乐曲.

我喜欢弹琵琶,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感谢艾克
顿中文学校和禄老师.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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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我今年十二岁，我在六年之内已经去了中文
学校200多次了。妈妈一直对我说，“你是中国人，就要
去中文学校好好学习中文。”

从我上幼儿园时起，妈妈就每星期陪我去中文学校。 我
一开始就很喜欢中文学校。在中文学校我学会了很多东
西。老师们不仅教我怎么说中文，还教给了我不少中文
词汇，讲有趣的故事给我们听，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和怎
么做人。至今，我学到了1000多个字。我觉得我会一直
记得这些学过的知识。

我喜欢读有趣的中国传统故事。我喜欢的故事有，《守
株待兔》，《拔苗助长》，《蚂蚁和知了》和《狼来了!
》……这些故事告诉我很多道理，教导我们不要只靠运
气不干活，耐心等待，为未来做好准备和不说谎……

我喜欢中文学校，因为它也很有挑战性。特别是老师教
的字谜，要动脑筋去想。我最喜欢的字谜是“有个人，
他姓王，兜里装着两块糖”，这个谜语的谜面很有趣。
但是，有些字谜就太简单了，比如，“口子里装个口”
，“两个人坐在土堆上”，一猜就可以猜到，我更喜欢
有趣难一点的。

总得来说，中文学校很吸引我。但是，有时我也不喜
欢。因为，现在不让我们课间去教室外面玩儿。所有上
课时间都是在教室里，要是有给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就
好了！还有，一些老师讲课有口音，我听不懂。他们把 
“人” 说成“len”，把 “绿” 说成 “lir”了，听起
来有点吃力要是老师们讲课都没有口音，那我们听起来
就容易多了！

我在中文学校学到了那么多东西， 妈妈也希望我去中文
学校，我还要继续到中文学校学习更多的知识。

我叫梁怡昀，我从四岁起开始来中文学校，到现在已经
七年了，算是中文学校的老学生了。因为我小时候很喜
欢做手工，妈妈就安排我上了中文学校的手工课。我很
喜欢手工课，从来不需要妈妈在教室里陪我。每个星期
天的下午， 我都盼望着来中文学校。

到了秋天，妈妈给我报了中文学校的学前班，我很喜欢

老师上课发的奖品和过节时发的礼物。可是我慢慢地慢
慢地却不喜欢中文学校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不 
喜欢做作业，写字。我不想做作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哭
闹，我大声喊“别的小孩都不去中文学校，我为什么要
学中文？”可是爸爸妈妈坚持不让我放弃。

二零一零年的暑假，我们一家一起回中国。在我们开车
去西安旅游的路上，我看到到处墙上都有很多中文字。
但是我只认识它们当中的几个字，不能读出完整的句 
子。忽然我看到“驴老大”三个字，我连忙大声念了出
来，大姨她们使劲地夸我中文学得好。我很得意，还想
再找几个我认识的字念给她们，可是再也找不出来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回到美国后， 我决定开始好好学习中文，慢慢的我又
开始喜欢中文学校了。在中文学校我除了认识了更多的
字，学了语法，造句，写小短文,我还学习了一些中国历
史和文化知 识，比如四大发明，田忌赛马，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中文的成语故事等等，交了很多好朋友。因
为我坚持上了七年的中文学校，现在我经常用中文和在
中国的表姐打电话，有时候还用苹果手机发短 信聊天
呢。 感谢中文学校的老师教我很多的中文知识，也感谢
爸爸妈妈坚持让我学习中文， 没有放弃。

我爱中文学校。等我上中学以后，我希望我也像现在的
老师和其它的高年级学生一样来中文学校教书。

在上艾克顿中文学校之前，我没有上过中文学校。在家
里，是爸爸，妈妈，奶奶， 姥姥，和爷爷教我的。前年
夏天我家搬到Boxborough，爸爸妈妈决定让我们来艾克
顿中文学校学习。说实话，一开始我不太想上，因为每
个周日会变得很忙，平时还要做作业。可是我现在很喜
欢了，在中文学校，大家在一起非常热闹和快乐，同时
我们也学习了中文。上课时，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跟老
师读课文，写生字，听写，演节目，还有很多好玩的事
情。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夏天毕业典礼的演出。我们班演了
一个有关古诗的小品。故事讲的是古代的四个学生跟一
个老先生在私塾学习。四个学生都很调皮。有一天，老
先生要出去，他告诉学生要好好学习，不要闹。结果老
先生一出门，四个学生就开始玩了。他们在教室里唱歌
跳舞，你追我打。一会儿，老先生回来，看见学生在那
里玩，他非常生气。他要四个同学以“风”为题作一首
诗，又不能有“风”字，每人作一句。大家因为没有好
好学习，结果作的都是很可笑的歪诗。我演的角色是旁

中文学校和我
肖玲 6A

我爱中文学校
梁怡昀 6A

我上中文学校
彭麓菁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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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在上课时，我们还一起画了布景-一片竹林。演出那
天，有一个演学生的同学没有来，老师临时要我来又演旁
白又演这个学生。时间非常紧，我只好赶快练习台词。还
好，等我们上去的时候，我已经练得很熟练了。不过，上
台前，我可紧张了！还好没有犯什么大错误。节目演得很
成功，大家台上台下都很开心。

在日常生活中，中文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有时侯，我姥
姥，爷爷奶奶听不懂英文，我就可以给他们翻译。回中国
的时候，我也可以和亲戚朋友交流，不被大家认为是“老
外”。

我很喜欢中文学校。在这里，我交了新朋友，学了新课
文，也认识了许多中国字。在家里，我不会体会到跟许多
11岁的同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中文会是什么样。我希望以后
可以学会更多种语言，也把中文教给别的国家的小朋友。

今年是我高中最后一年，过去的几个月我忙于大学申请，
写了很多或长或短的个人介绍，让大学了解我的成长环
境，我参加的活动，做的事，我的想法与愿望等等。写这
些作文的过程是一个回顾，我发现中文学校是我生活中多
么重要的一部分。以下是我给一个大学写的一篇小文的翻
译：

“艾克顿中文学校是一个给艾克顿周围的人周末学习
中文语言和文化的学校，也是我从小学二年级以来每
个星期天下午去的地方。从中文课一年级学到AP中
文，我获得了对自己中国传承的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而通过文化课我接触了许多丰富的活动，比如武术，
国画，和花剑。

现在，作为一个语言课教师助理和办公室帮手的高中
生志愿者，我为艾克顿中文学校的运作和学生的中文
学习提供一些帮助。作为中学数学竞赛课的创始人和
老师，我也为社区成员提供一个独特机会。在这里，
我也学也教，有获得有给与，既分享又参与。艾克顿
中文学校就是我所属的社区。”

本来，我看到别人写文章的水平那么高，我没有信心把这
篇文章写出来。我觉得他们写得都比我好，我哪有希望赢

呢？可是，又想到，“我已经学了九年的中文。我为什么
写不出来一篇文章呢？我虽然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
但在中文学校学了那么长时间。这些很棒的老师教给我的
知识绝对够了。”几年前，我都想不到能流利地说中文，
更想不到现在能使用中文写作文了这几年在中文学校美好
的日子里，我不但学到好多迷人的中文知识，而且也在这
儿交了新朋友。

去年夏天我回了中国，我把从中文学校学的知识在那儿都
用上了。记得以前回中国探亲的时候，我和家人一起去饭
店。当服务生问我要吃什么的时候，发现菜谱上的字我认
识得很少。这次在饭店里，我认识菜谱上的很多字，真的
特高兴。我能自己点想吃的菜，认识饭店的牌子，在繁忙
的街上自己找路，都是因为在中文学校学习的结果。我也
可以跟我的表哥和他的朋友们交流。我们每天晚上都打牌
玩儿，用中文交流。我告诉他们我是从中国的其他城市来
的，因为我本来不打算让很多人发现我是从美国来的。我
们玩儿了差不多一百个小时，他们还没看出来我是从美国
来的。当我告诉他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你从美
国来的？怎么会呀？你说的中文一点儿也不像从美国来
的外国人。”我那时候兴奋地说：“对呀，我把你们给骗
了！”我现在想起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
们以为我真是个在中国长大的人。

我以前不会写中国字，不会读中文。现在可以用中文与别
人交流，是中文学校老师教育的结果，也是父母帮助和我
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多学生都觉得学习中文很难而且没有
用处。我原来也以为学中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在
中文学校的环境里，我发现学中文很有意思。中文学校不
但创造了一个交友的环境，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中
国文化的场所。每一个坚持下来的学生都受益匪浅。我有
好多朋友以前上了中文学校，可是最后退出了。现在，我
能说中文，他们都非常羡慕我。他们很后悔没有坚持上中
文学校。有一些学生会觉得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太严格。我
不否认，我也曾经有过这些感觉。可是，在我毕业的时
候，我才感到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和教育是十分有用的。有
了他们，我才能够在今天流利地使用中文。

我刚搬到艾克顿的时候，谁都不认识。可是，我上中文学
校的第一天就交了一些新朋友。他们不但在学校和我聊天
儿，而且也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因为中文学校，我一
来到艾克顿就感觉像我已经住在这儿好长时间了。我本来
以为搬到新的地方会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可是艾克顿中文
学校让我感觉像我本来就是艾克顿社区中的人。

 我去年从中文学校毕业了，可是我打算坚持学中
文。我今年还打算考AP中文考试。因为中文学校，我现在
能和世界上七分之一不用英语的人交流。九年的学习，我
终于取得了收获。我就是一个中国孩子。

我的社区
汤加华 (TA)

“我就是一个中国孩子”
单卓恒 （9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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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 of Acton Recreation Department 
472 Main Street 

Acton, MA  01720 
Phone:  978-264-9608 

Fax:  978-264-9630 
Email: recreation@acton-ma.gov 

Website:  www.acton-ma.gov 
 

Cathy Fochtman, Recreation Director
 

 
February 15, 2013  
 
Dear ACLS Board Members,  
 
It is an honor to congratulate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s 
you celebrate The Year of the Snake and your 10th Anniversary.  Since 
2009, I’ve had the pleasure of participating in many ACLS events that 
Acton Recreation has supported.   
 
Here are highlights I’d like to share from my files:  
 

        



 
  2009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2010 Acton Chinese Culture Day, 
         NARA  
 
  2011 Acton Chinese New Year & 
          Town 275th Anniversary 
  
  2012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As the photos demonstrat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s actively taking part in Acton’s 
present and future. 
 
I appreciate the effort and volunteerism that it takes to administer your organization, but I am 
most impressed by your willingness to mobilize and enthusiastically support Town events.   
Please accept my appreciation of your support of Town of Acton, with congratulations for your 
achievements of the past ten years.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Best Regards, 
 
 
 
Cathy Fochtman 
Recreation Director 

 



Acton-Boxborough Cultural Council               P.O. Box 2291             Acton, MA 01720                      
abccinformation@gmail.com                 www.actonboxboroughculturalcouncil.org 

 

Acton-Boxborough Cultural Council 
This Council is funded by the 

 
 

February 1, 2013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P.O. Box 2239 
Acton, MA 01720-6239 
 
Dear friends, 
 
It is a privilege and a great pleasure to congratulate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on its tenth anniversary, 
and especially to thank you for your many contributions to our communities. 
 
The Acton-Boxborough Cultural Council is proud to have been a co-sponsor of events including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in December 2012, Acton’s 275th Anniversary and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in February 2011, 
and the 2010 Acton Chinese Culture Day.  These marvelous events have showcased many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ttracted huge audiences to learn about and enjoy traditional dance, music, food, crafts and more. 
 
The ABCC was pleased to award ACLS two Local Cultural Council grants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Night in 
2007 and 2009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These exemplary projects reached far beyond the ACLS community, 
bringing together performers and audience from a large region and from a broad diversity of cultural backgrounds.  
 
ACLS community members Rixin Li, Linda Biyun Zhu and Yanni Gou have served as ABCC members, making 
many additio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cil and to our towns.  Linda was the lead organizer of the highly 
successful China Day for the ABCC’s Our World festival of cultures, and Yanni led the ABCC’s participation in 
Acton’s 275th anniversary/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Tse-Ming Wang is currently an ABCC member and 
Grants Coordinator. Wendy Chen and AiAi Ren were ABRHS Student Advisors to the Council.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these dedicated and creative women for their service and work to enrich our communities.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together on events and projects, and to celebrating together many more anniversaries 
of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Very best wishes, 

 
 
 

Barbara Estabrook, Chair 
Suman Adisheshu, Webmaster    Marion Powers, Publicity Chair, Grants Coordinator 
Pascale Belin-White     Alexis Presti-Simpson 
Todd Davis      Kristie Rampton 
Greg Hutchins, Treasurer    Sunanda Sahay 
Nancy Kumaraswami, Secretary    Tse-Ming Wang, Grants Coordinator 
Linda M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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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      

P.O. Box 600442 Newton, MA 02460 Phone: 781-296-2486  
E-Mail: principals@newtonchineseschool.org Web: 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 

贺 信 
        值此艾克顿中文学校建校十周年之际，谨向贵校

全体师生员工致以热烈的祝贺！ 

       建校十年来，艾克顿中文学校自强不息，开拓创

新，已发展成为以中文课为显著特色、文体艺术门类

较为齐全、儿童及成人学生兼顾的中文学校，成为新

英格兰地区著名的中文学校之一。 

       中文教育越来越受重视。我们相信，贵校定能以

十年校庆为新的起点，抓住机遇，再接再厉，与时俱

进，早日建设成为特色显著较高水平的中文学校！ 

       衷心祝愿贵我两校进一步加强校际交流，团结协

作，共同进步，为新英格兰地区中文教育事业做出更

大贡献。 

    校长梁楠、副校长肖广松  

    牛顿中文学校  2012 年 2 月 12 日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Confucius Institute at Boston 

 
贺    信 

艾克顿中文学校： 

欣闻贵校十周年华诞，麻州大学孔子学院特致此函表示

热烈祝贺！ 

艾克顿中文学校成立十年来，始终致力于汉语教学和中

国文化传播，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运用于实际的

教学与育人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良好的教学方法，在学生

的人格培养、知识积累、学习方法的提升、综合素质的提高

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我们欣喜地看

到，艾克顿中文学校办学规模不断壮大，办学质量不断提升，

为所在社区的多元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日渐频繁，

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互鉴日益突出。麻州大学孔子学院和艾

克顿中文学校肩负着共同的使命和宗旨，具有广泛的合作空

间。让我们携起手来，促进美国人民对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

的了解，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感和友谊。 

十载奋进辉煌，百年图治兴业。我们坚信艾克顿中文学

校一定能够继续开拓奋进，再获新的辉煌。 

                    麻州大学孔子学院（波士顿）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