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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日历上明天就是春天的开始，室外今天仍是冬天的坚持。	昨天晚上雪花就开
始飘落，	一早起来，	外面已是一片银装素裹，	分外妖娆。	今天的雪洒落得有点意
思，天空好像拿不定主意，		一会儿是沙沙小雪，	一会儿是哗哗细雨，	一会儿是大
大雪花。这就是新英格兰的天气，	常常出人意料，给人惊奇。我很喜欢这种“不拘一
格的随‘心’所欲”。

	 我想出去赏雪，	但又不得不在家上班，	工作的紧张，	把心情弄的好不清爽，
直到晚上很晚“下班”。	坐在火炉前的沙发上，	浏览自己的私人邮件，刚好收到好
朋友王慧发来的一组照片。	那是她白天堆的雪人，	穿戴着各种时装衣帽，	围着鲜亮
的围巾。	小雪人的可爱让我顿时明快起来，终于有个愉悦的心情开始这期编者的话。

	 艾克顿中文学校十年校庆在上月圆满地结束了，	这次校庆为中文学校的第一个
十年划了一个满意的句号。我们二月的校刊也由袁力大师总策划，办成了一期对十年
总结性的特刊，	记载了十年的发展和重要活动；登载了校刊十年校庆全部征文。读
了每一篇文章，兴奋学校文人才子济济，	希望在此只需一个呼唤，	请投稿我们的校
刊，	让我们的校刊再发十年的光芒。

	 本期校刊里，	我们依然能看到学校管理团队的有关教学，管理的体会和想法；
欣赏到夏老师班小学生们的泥塑作品和颜越老师的马立平1A班小朋友的作业；	紫藤庐
专栏里敏的一份文字优雅，柔情似水的乡愁足以让你和她一样同感；更可喜的是，从
这期开始，我们推出了朱朱园地专栏，	由朱雨婷小朋友主笔，讲童话，	讲故事，请
你读给你的孩子们听，	把他们的兴趣也提起；除此这外，	吸引你的还有穿插在刊物
中的点点滴滴，	就像星星闪烁。

	 	 	 	 	 	 	 	 	 	 	 	 ---	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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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ean’s Desk

打造一个学有收获教有成就的教学环境

                                                                                                                 
教务主任 刘鸣

     中文学校现有语言课学生600多人，分散到38个不同类
型的班级中。这其中包括：普通中文班Per-K到九年级21个
班；MLP一到五年级8个班；CSL（Chinese as Second Lan-
guage ）一到七级；高年级中文阅读和会话班；中文AP班。

学生莫过于学有收获感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多样化中文教学，让学生有更多
的选择，我校原有的传统中文教学已不能适应各种不同群体
对学中文的要求。因此，2008年学校为引进Ma Liping（M-
LP）教材做了充分的准备。从教材的选取到试点班的开设，
历时一年时间，2009年秋季正式开班。MLP教材以看图识
字；课文和阅读材料并重；常用字先行和高频率出现；重视
中华文化；字卡、多媒体练习光盘（DVD）等为特点，吸引
了更多孩子学中文。现在MLP班已从开始的两个班发展到八
个班，以每年两个班的速度递增。

      学中文最难的莫过于坚持，为了保持高年级学生学中
文的兴趣，2009年秋季我校开设了《高年级中文阅读和会
话》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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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家长、大学就
读中文的大学生、专题嘉宾等等为这个班锦上添花，吸引了
许多由于功课、活动太多想放弃中文学习的高年级学生。现
在，每年这个班也为学校提供毕业生。

      CSL（Chinese Second Language ）是我校最具有特
色的班。周边中文学校中我校是唯一开设这个班的学校，因
此吸引了大量非母语是中文家庭的学生。从建校的一级发展
到现有的七级；从10几20几学生发展到今天的近100学生，
可见学中文的热度。鉴于这些学生在家没有中文环境，在各
级老师的收集下，我们自制了On-Line 课堂用语学习园地，
并提供On-Line  License解决学生在家复习难的问题。随着
中文热度不断提高，原有的CSL一到五级已不能满足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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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要求，2010年秋季又开设了CSL六级。鉴于六级毕业的学生并不想离开中文学校这个学中文的环
境，在家长和学生的要求下2012年秋季我们又开设了CSL 七级（CSL听说班）。现在，这个班更具有特
色，因为不仅有学生参加，家长也一起跟着学中文了。

九年级毕业，我们的学生何去何从，一直是家长和学生所关心的事。学校为了解决这一后顾之
忧，2011年秋季开设了中文AP班，其对象为修完暨南大学编写的《中文》九册或同等程度的学生，并且
准备参加《中文AP考试》。3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从“学校与家庭”、“节日与风俗”、“旅游
与交通”、“民族与社会”、“名人与历史”、“文学与艺术”等几个文化主题切入，通过丰富多样的
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拓宽阅读面，深化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图系统归纳、整理
和升华学生已掌握的中文知识，并有针对性地让学生在中文AP应试前获得系统的复习。我们的老师和学
生不负众望，去年有13人参加AP中文考试，平均分为4.7，其中70% 获满分（5分），全部4分以上，在
去年的AP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老师莫过于教有成就感

2008年和2010年在家长们的积极配合下，我校组织参加了《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李
画逸同学获得优秀奖并参加了2010夏令营；Steven Tang 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获合格奖；Jeffrey 
Huang和 Eric Shan等获2010年合格奖。  

《美东地区第一届少年儿童中文写作大赛》今年，在开学忙、时间紧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的积极配
合，我们共收集了20多篇参赛作文。其中7年级B班赵伊霖（ Emily Zhao）同学获得了三等奖（奖金
$100）。     

汇报演出，硕果累累。一年一度的学生汇报演出，学生的整体中文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去年节目的特
点是，小品、短剧较多。九年级的小品《滥竽充数》；八年级的小品《自相矛盾》；5年级的小品《四
童连句》；MLP4的小品《智力竞赛》；MLP3的故事表演《勇敢的心》；MLP2的短剧《三个和尚》和2年
级的《唐诗》表演。这充分说明学生们很有信心用中文表达他们的情感，并在那么多的观众前面，毫不
怯场，应用自如。九年级学生的发言，你很难想象中文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我想家长和老师们看到这一
幕，定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因为他们是从我们Acton中文学校毕业的。

每年的学生作品展，吸引着广大的学生和家长，老师们为有自己学生的展品而自豪。一次我有幸参加
了六年级学期末了的<中文讲演活动>。当我看到学生们自制的Post Board 着实吃了一惊，不仅图文并
茂，文字流畅，叙述的都是古今中外名人。一个讲解的学生，中文不是很流利，但看得出来，他是尽最
大努力让大家听明白。大家给他鼓励的目光，静静地耐心地听他讲解完毕，最后给予热烈的掌声。下课
后老师给我解释，这个学生开学时几乎不讲中文，一学期下来竟然用中文讲解这么复杂的故事，的确感
人。看得出来老师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自豪。四年级的《知识竞赛》结束后，老师非常得意地说，我们
的竞赛题难倒了不少家长，我为我的学生自豪，他们太棒了。校庆10周年征文活动，六年级的老师对我
说，我们班的孩子可喜欢写作文了，平常我一安排都很积极，这次有奖征文更别说了。看得出来，老师
对她的学生很有信心。

YCT是Youth Chinese Test 的缩写。是中国国家汉办为母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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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起从老师培训到校内YCT模拟
考试，已有75%的班级完成了YCT模拟考试。通过考试，我们不仅检验了我们的教学质量还及时调整了
MLP等班级的教学计划和进度；CSL老师也找到了新的教学方向：将尽量鼓励学生参加YCT（一）、YCT（
二）和口语考试。这种国家级的权威性考试，对我们的教学效果起到了很好的自检作用，老师们非常自
豪的说：我的学生80%可以通过YCT一到四级的考试。是的，我们已完全具备参加这类大型国际考试的条
件。

是的，不论是学生学有收获还是老师教有成就，我们都是Acton中文学校的一员。10年来，大家都在为
打造这样一个环境默默地奉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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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十周年校庆有奖征文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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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汤鸿冰，波士顿郊外的火车

成人中文组：
一等奖：王建国，走出中文学校，体验中国文化
二等奖：吴影声乐班，从声乐零基础到独唱会

青少年组（12-18岁）：
一等奖：单卓恒（九年级），我就是一个中国孩子
二等奖：汪文逸（6B TA），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英文组 （12岁以上）：
一等奖：Virginia Taylor, A Doorway to China
二等奖：Emory Peng, Chinese, My Life with It, My Steps to Lear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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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右图：	十年校庆活动中，
小朋友们在猜谜语

左图：		十年校庆活
动中，	孙立新副校长
在主持老师研讨会

上图：	十年校庆晚会上，	老师们献上了一台自编自导的戏歌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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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的舞蹈班

2012	秋季舞蹈班学生有22位，大部分是新生才五岁左右。大约十堂课是在饭

厅上的，过道人多杂乱，但是家长们特别帮忙，尽力維护好孩子们的安全，每次

课前课后大家一起帮忙搬开和搬回十几张大饭桌掎。有几次我班没有场地上课，

只能挤到318美术课教室。孩子们除了坐在地上压腿很难做任何大的舞蹈动作，

可是大家又特别想参加校庆演出。怎么办？为了找场地排练节目，家长们和校管

理部门尽了大力，很幸运最后两周课终于利用球场的一角把节目排出来了。虽然

在台上只跳了两分钟，可是这台前后的学习过程是真努力啊！小学生们太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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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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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花开 可缓缓归矣
 
敏

在异国他乡养孩子，其乐融融，其苦也融融。乐在老人可以飞度太平洋，辛辛苦苦给宝宝端屎把
尿，给儿女烧汤送水的同时，还可美其名曰，三代团聚，共享天伦。苦	 在有聚就有散，还来不及撒上
几把离别泪，就得发愁自己上班以后宝宝何去何从。听得太多托儿所的恐怖故事，自忱自己那颗玻璃般
易碎的心，在宝宝病床前一定乒	 乒乓乓，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无可收拾。经过无数昼夜的挣扎，装
作不记得宝宝出生前，向众多人等宣告过必不这般，必不那样的坚毅，咬咬牙，决定送宝宝回国	 暂住
几月。希望在国内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细心调养下，孩子能够无病无忧，茁壮成长。待到他稍稍长
大一点，再接他回到我们身边，去托儿所过群居生活。

说也奇怪，好长时间不再梦到家乡了。四五年来长期在夜里与现在的生活斗争，甚至连吵架也用不
上母语，真得以为这下子坐地成佛，不再为乡音风物神牵梦系。宝宝的行程敲定以后，深藏在我血脉
里，毛孔里的那些少年闲愁啊，就这么御风而上，包围了我。

所谓乡愁，原来是近乡才会愁的。这么多年晃晃悠悠的过来，原以为已是刀枪不入的铁石心肠，随
着回乡”省亲”计划脚步声的走近，悄然无声的在心底化作了一池春水。那些深深躲藏起来的记忆，悠
悠地浮荡在水面上，轻轻地向我挥手。我有些不知所措。

刚刚离家时，思乡思家情怀甚浓。梦回醒转，回味留连的是梦里那方土地上的音容笑貌，有如重生
一般。从小时候放学回家途中的旁顾张望，攀花执草，课堂上的传纸条悄悄话，到朦朦懂懂与一干狗友
认真讨论”老婆与老母，疏轻孰重”，争论圣斗士里谁最值得爱，杨过和贾宝玉应该芳心何许。。。无
一不是象发丝般清晰，可以在舌尖品尝。

渐渐的，世故取代了纯真，多情化作了无情。怀揣一颗武装到牙齿的麻木，日益衰老的心，在异乡
长大起来。我想，思恋作为一种退化的动物，默默的躲回了千古年前	的洞穴。或者，也有一些异类，
象三叶虫一样，永久地被尘封在琥珀里。天偶泛阴，我会漫不经心的琢磨它们片刻，灰灰的穹庐下，看
不清卿本何物，也看不清我自	己。

今天恍然，原来乡愁与思恋是与童年，是与我一体的。我忘却了它们，难怪我会如失心一般，时常
茫然寻探，问我是谁。与之重逢，虽又会痛与悲，痴与嗔，我听到了我的心跳，终于复我。有好友近期
欲迁家还乡，在这里远远的祝福他们，我与我的乡愁。

老公一向对我的多愁善感，或者以他原话来说，“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不以为然。只是曾经
在一个情人节，一个小资情结泛滥成灾的时节，写过这辈子唯一的一首诗送我，而且还是英文的。好在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首小诗，竟然被	我公司里的美国同事竞相传送，借花献佛给他们的夫人，情
人们。告诉老公后，让他着实地得意了一把。归途日近，他又诗性大发，作赋一首，

去国八载不曾归，繁华未识人不悔。若问心中有何憾，大唐乡音入梦帷。

低头看看正在呀依学语，蹒跚学步的宝宝，他的小小脑瓜里，乡在何方，愁在哪里？我们这一家
呀，会不会是一萁豌豆，几处闲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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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朱园地

By	朱雨婷

小蜘蛛——笑笑                                                   

有一天蜘蛛妈妈的孩子从它们的蛋里出来了。只有一个小蜘蛛还没出来。蜘蛛妈妈过去敲了敲

那个蛋。“谁在敲我的蛋啊？”小蜘蛛问。“是我你的妈妈。”“您要我干嘛?”小蜘蛛问。“我

要你从你的蛋里出来”。蜘蛛妈妈回答。“但是我不想出来。”“你就出来看看吗。”“好吧。”

小蜘蛛很不情愿的回答。它掰开一个小口往外面看了一下就拿了一个针想把蛋缝起来。	但是它太慢

了蜘蛛妈妈已经把蛋砸碎了。“你赶紧给我去排队取名字。”	小蜘蛛可不情愿的去排队了。轮到它

的时候老和聪明的蜘蛛给它取的名字是笑笑，它希望笑笑可以开心一点。笑笑又去排队取飞机。“

这些飞机为什么没有方向盘啊？”笑笑问。“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些飞机是从小波音买

的。所以你会很安全的。”妈妈蜘蛛回答。“但是我撞到别的东西怎么办啊。”笑笑问。“你不会

的。”妈妈蜘蛛很不耐烦的说。“别在问问题了。你赶紧开始飞走把。好吗？”妈妈蜘蛛问。“

好。”笑笑回答。笑笑坐到飞机里准备飞走。妈妈蜘蛛踢了一下，飞机就飞走了。笑笑飞呵飞。飞

机不小心的撞到一座房子上。这座房子是一个巫师的房子。飞机撞到它房子上的声音把巫师吵醒

了。巫师很生气，就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它一看见笑笑就更生气了它想了一会儿就把笑笑变成女

孩了。笑笑又飞走了，去找个地方住。她飞到一个森林里。她看见一棵大树，那棵大树是一个很好

的地方住。飞机落到那棵大树上。笑笑开始织网。织完网她就歇着了。过了几个月她有孩子了！笑

笑也是从小波音给她的孩子买的飞机，但是她加了一个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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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美国历史

2013年一月二十一日是马丁路德金日。奥巴马连任在这天就职(Inauguration)。奥巴

马有两个圣经。一个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另一个是林肯的。我们

没有林肯和马丁路德金我们就不会有平等权力（equal rights)。我先说说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是1929年生的。他是一个平权主义者(civil rights activist)，1964年得到了

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他最著名的演讲是《我有个梦想》(I have a dream)

。很可惜他1968年被人刺杀了。从此他成为一个传奇(Legacy)。好了！我现在说说林肯

吧。林肯是1809年生的。林肯是第十六届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当

总统的时候，美国爆发南北战争(Civil War)。林肯领导北方赢得了战争！保持了国家完

整！可惜的是，他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被刺杀了。我还想谈谈他的家庭生活。林肯有

四个孩子，只有一个长大成人。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文！ 

雨婷

[编者注] 朱雨婷小朋友今年八岁，是我校马立平3A班学生



小荷集
马立平1A班学生作业选

老师：颜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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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泥塑班和他们的作品选

夏至宁老师指导

No. 86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三年三月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