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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学校行政管理团队召开了针对秋季
学期的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会议，制定并部署
了新学年的工作计划及安排。 

8月24日，在Acton RARA Park举办了2017仲
夏中国传统音乐歌舞之夜活动。

新学年教学组长会议分别于8月28日和8月31
日晚上召开，组长们共同商讨并制定了秋季学
期的教学计划及任务部署。

9月6日，学校在西区华人教会举办2017-2018
学年的教师任职培训。

9月10日，为帮助哈维飓风募集捐款，
学校的三位健身舞老师 Ally Li，Man Li 和 
Ting Chen在新学年开学第一天，共同举办了    
Zumbathon的募捐善款活动。活动共募集善款
$4000。

《侨报》第六届美国少年儿童中文大赛，已经
开始征稿。学校将集体投稿，校内投稿邮箱为
dean@acls-ma.org ，校内截稿日期为2017年
10月13日。

10月4日为农历八月十五

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每月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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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对暑假生活的美好记忆，怀着对新学
期的美好向往，各位老师与学生们经过暑期的
休息和调整，我们又回到了Acton JH的校园。
大家聚集一堂，到处都是学生、家长、还有老
师们的欢歌笑语。

       也许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艾克顿中文学校
即将迎来建校15周年。十五年的光阴，弹指
一挥间，艾克顿中文学校一步一个脚印，为发

展中文教育、推广中国文化不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们艾克
顿中文学校只是众多海外中文学校的一员。纵观全球，到目前
为止，海外学习中文的人数已达七千万。半个多世纪来，学习
中文的接力棒从未间断过，这是出于我们一代代移民对故土及
中华文化的热爱。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学好中文
将会涉及到我们下一代的前途和利益。为此，中文教学本身对
中文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从体制、形式、方
法、内容都需要有新的突破。

       路，还要继续走下去。既然前15年我们走出了“趾高气
扬”，那么今后的15年一定会更加精彩。让我们携起手来，悉
心呵护每一位孩子；让这充满阳光的校园里，有更多的孩子快
乐成长！

       新的学年，孕育着新的希望和憧憬。为了明天，让我们共
同努力吧！

校长寄语： 满  霞

No. 121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七年九月

2



新学年筹备花絮

各学年教学组长会议
      
         新学年的教学组长会议，分别于8月28日和8月31日在Acton
图书馆和Boxborough图书馆召开。 组长们共同商讨并制定了秋
季学期的教学计划及任务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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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筹备花絮

教材分包
      
        为保证开学第一天学生们能拿到教材，老师能正常开展教学
工作。9月7日几位老师利用晚上休息时间集聚在一起，进行教材
分班打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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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筹备花絮

开学第一天
      
        9月10日，教师节，艾克顿中文学校也迎来了几百名波士顿
地区学习中文的学生们，进行入学注册及报到上课。紧张而忙碌
的开学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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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学年教师任职培训

      9月6日晚上，中文学校的语言课和文化课的教师借用波士顿西
区华人教会的场所，进行了开学前的教师培训。学校董事长刘相
海， 校长满霞，语言课教务主任于晓研、姜海群，文化课主任徐
向东等行政管理团队向各位老师详细讲解了学校的基本情况，规
章制度，教师职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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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仲夏中国传统音乐歌舞之夜

         由艾克顿中文学校与Acton Recreation Department共同举办
的第四届Acton中国传统音乐歌舞之夜，于8月24日晚在Acton-
NARA Park举行。来自中文学校古典民族舞俱乐部，ACLS Folk 
Dance Club, OACLS Pipa class, Angel Performing Arts等表演团
队，以及众多中国儿童和成人传统舞等俱乐部，超过100名的演
职人员为社区居民奉上了一台丰盛的中国传统艺术大餐。

花扇舞（演员：刘畅,庄宁,周晓红,王小玲,张丽,贺曙念,常秀兰,曾简霞,朱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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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仲夏中国传统音乐歌舞之夜（照片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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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师介绍

   CSL—I—3 助教      沈蓓

       我叫沈蓓，身材小嗓门小力
气大，尤其两年半前从上海移居
到Concord镇后，除了家务事，
别的事就是看书和健身锻炼。两
年多下来体力和意志力都有很大
提高，所以趁我两个孩子来中文

学校学习的时候，我也能出一份力。
       以前当过初中英语老师，教过外国留学生中文，做过外贸，
自从生孩子后就一直在家，现在希望认识更多大小新朋友，融入
本地社区生活。

MLP8 助教      柴菁菁

       4年前，把孩子送进Acton中文学校1年级，便开始了每周一
次，与Acton中文学校的了解与接触。
       这些年，看着两个孩子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学到了中文知
识、了解了中国文化，过程中还结交了不少可爱的小朋友，对中
文学校的氛围十分感激，也希望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
       从小耳濡目染妈妈给学生们上课，大学时候兼职在新东方做
英语老师，对我来说，讲台是个存在很多美好回忆的地方，所以
来帮助中文课的教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决定。
       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机会，通过过去多年积累的中文知识帮助
孩子们体会汉语文字的美妙精巧、领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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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师介绍

暨南5B 助教      孟庆

       大家好，我是孟庆。来自孔
孟之乡山东济宁。从小妈妈就
特别希望我和妹妹长大后能当老
师，所以高中毕业我们俩都如愿
考入师范学院学习化学教育，然
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已有16年，却从未走上
过讲台。十几年前来美国读了几年书之后就在家相夫教子，现在
Waltham的Bentley University读Business Analytics硕士。

       我有两个孩子，儿子8岁出生在芝加哥，女儿6岁出生在田
纳西的Nashville。有了孩子以后我就特别希望他们能在中国人多
的环境里长大，所以2015年我们搬到了Acton。他们非常喜欢这
里，也结交了很多中国小朋友。我给孩子们买了很多很多的中文
书，有语文课本，故事书，还有诗经，论语，唐诗宋词，钢笔字
帖，等等等，想要教他们学中文，然而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到现在也没认得几个字，更别说写了。今年终于没再拖拉，给女
儿报了中文学校一年级班和中国武术班，希望她能在一个良好的
氛围里，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学好中文和中国文化。

       非常感谢艾克顿中文学校给我这个机会实现我当教师的愿
望，我愿尽我所能激发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帮助他们了解中
国文化，轻松愉快地学好中文。希望跟大家多多交流，一起学习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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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师介绍

MLP1A 助教      陆君

我叫陆君，北京人。曾在纽约州学
习工作生活十余年，后回国工作五
年，现回美在Acton生活。我非常喜
欢孩子，在陪伴孩子生活和学习过
程中，总会被他们那纯真的微笑所
打劫，被他们奇思怪想所震撼，被

他们对新事物的渴求而快慰，但我也从中学到了加倍的耐心和不
断的鼓励对孩子 是何等的重要。
       在国外的这些年，我深知在缺少中文环境的条件下，孩子们
学习中文是何等的不易。我认为兴趣是基础，激发孩子们对中国
文化认知的渴望是关键。很高兴我能够加入到Acton中文学校这
个大家庭中来，为让海外的华人子女能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化，
学好中文尽一份力。
       业余时间我喜欢看书听音乐打太极，喜欢带孩子们郊游，远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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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介绍（一）

         我们中文学校有40多种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文化课，可供学生
们选择参加。这里面分别有美术，战略游戏，等等不同的课程。
这其中还有更多不同的项目。 画画课里可以用到不同的颜料，比
如丙烯或水墨画。 战略游戏有国际象棋，和更传统的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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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介绍（一）

 照片集锦

         

No. 121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七年九月

13



健身与爱心同行                                                           

文/Ally

        飓风哈维冲击德克萨斯
州，造成严重灾害，美
国各地各界纷纷捐资捐
物， 爱心参与支持灾区
重建。

        9月10日艾克顿中文学
校秋季开学第一天，学
校三位健身舞老师，Al-
ly Li, Man Li and Ting 
Chen, 共同举办了帮助

哈维飓风募捐善款的Zumbathon。Zumbathon 活动得到了社区的
大力支持，新朋老友从各地纷纷赶来，大健身房热闹非凡。场内大
家劲歌热舞挥汗如雨， 场边义工不断传来捐款额持续刷新的好消
息。健身与爱心同行！ 

        三个小时的Zumbathon共收到捐款$2059。为感谢大家对活
动的支持，一位善心人提供上限$1600的个人加公司1:2捐款配
对，总共$3659捐给灾区。有些朋友无法亲自参加Zumbathon也
慷慨解囊， Zumbathon结束后仍陆续收到善款总额$341。最后一
笔$41的捐款是一位朋友特地给捐款数凑整， 为活动画上完美的句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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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与爱心同行                                                           

文/Ally

       

       最后善款总额为$4000！ 所有善
款于9月13日正式交给Acton Boxbor-
ough United Way for Harvey Relief 
Fund。 ABUW 保证每一分善款全部
用于灾区。
       再次感谢社区的支持！ 感谢大家
的参与和爱心奉献！ 感谢支持并帮助
本次Zumbathon活动的团体：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sian American Civic Engagement 
Alliance， 
Acton Boxborough United Way！ 
        感谢大量义工们的默默付出，和现场四位高中小义工的认真服
务！ 
        为每一位朋友的爱心点赞！为大家的公益心和社区精神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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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Song荣获总统义工奖                                                           

       在中文学校做Volunteer的Andrew Song荣获2016总统义工

奖。此照片是Andrew与中文学校两位校长徐向东和满霞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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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青少年写作大赛征稿                                                           

       《侨报》第六届美国少年儿童中文大赛，已经开始征稿。学校

将集体投稿，校内投稿邮箱为dean@acls-ma.org ，校内截稿日期为

2017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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