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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董事会会议简报 

执笔：周琼林，李少娜 

 

 

会议时间: 7:00PM – 10:45PM  2004 年 1 月 26 日  星期一 

 

会议地点：董事会成员周晶家 

 

出席会议：周琼林  周津平  周晶  吴学明  魏毅  王卫东  李少娜 

 

被邀列席会议：姚洁莹副校长 

 

这是牛顿中文学校 2003-2004 学年召开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先由王卫东校长代表校行政向董事会汇报了第一学期的主要工作，介绍了秋季教

师和学生概况，课程安排和调整，财政收支和教师奖金发放，春季注册，春节联欢会，与房

东关系等情况；接着由主管教学工作的姚洁莹副校长汇报了学校的教学和教师培训工作，具

有创意并能推动学生学中文的，已在全校范围先后展开的学习唐诗和写家信活动得到董事们

的好评；董事会对学校大力鼓励和支持教师参加各种教师培训课程的做法表示赞赏；董事会

非常关切学校的教学工作，针对学校教学上的实际情况，根据校行政提出的如何卓有成效地

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如何提高教师队伍的执教素质，如何保持教学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如

何帮助我校学生做好参加中文 AP 考试的准备，如何提高第二节文化课的教学质量等等问

题，这些刻不容缓的问题需要董事会尽快做出相应的决策来帮助和保证学校教学工作的顺利

进展。会上，多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董事对我校选择教材的问题提出了探讨性的意见，但

基于于讨论时间有限，董事会委托校行政在近期内主持召开一次如何促进我校教学工作的专

题研讨会。董事会对学校大力鼓励和支持我校学生参加本月底在剑桥中文学校举行的海外学

生中文程度摸底考试表示感谢，我校将有七十多名学生参加这次考试。 

 

董事会高度肯定和赞扬了王卫东校长和姚洁莹副校长领导的校行政在第一学期中做出

的卓著成绩，希望再接再励，继续努力。董事会成员针对校长工作严重超负荷，每届校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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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连任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如何为校长减压的初步设想，这些设想将会做进一步的讨论和实

践。 

 

随后，家长会会长周津平汇报了家长会的工作。一年一度的由家长会参与和主办的感

恩节晚会举办得很成功，得到大家的好评。董事会制定的家长值勤新制度得到广大家长的理

解和支持，据担负繁重统筹值班任务的家长区代表反映，新的轮值制度已使他们的工作顺畅

多了。董事会希望家长会认真细致地做好每次值班记录工作，以保证这一制度的顺利执行。 
 

董事会会长李少娜对董事会一年来的工作做了小结，深切感谢各位董事难能可贵的无

私参与奉献精神，强调了董事会与校行政的工作关系是既分工又合作，既监督又促进，这种

正常良好的关系是学校发展的根本保障。董事会会长向各位董事介绍了随学校东方舞蹈团参

加 CAPE ANN 地区第三届庆祝中国新年演出的盛况，播放了现场录像，并有意与领养中国

孩子的美国家庭协会加强联系，向这些主流社会组织大力宣传中华文化。 
 

董事会十分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关心学校发展的教师和家长愿意加入董事会为学校工

作。会上，对吸收新的董事会成员的议题作了初步的讨论，希望有意加入董事会的教师继续

踊跃报名，为了鼓励大家的参与精神，特将教师报名时间再延长一个月（从二月一日起至三

月一日止）。 
 

董事会全数通过由吴学明担任董事会的财务长 (Treasurer) 工作。 
 

董事会非常简短地讨论了长期发展的其中两项工作： 

1． 学校章程的修改工作，将由吴学明，周津平和李少娜具体负责。 

2． 未来校舍的探寻工作。 

 

董事会重新调整了三个工作小组，并希望各小组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 

1． 财务：吴学明，魏毅，周晶。 

2． 对外联络：王卫东，周津平。 

3． 长期发展规划：李少娜，周琼林。 

 

后，董事会在校长离席后投票表决了王卫东的秋季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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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初露 

校园花絮 
 
迎新春，庆新年，一台精彩节目，一场千人联欢，中文学

校沉浸在一片欢歌笑语之中。限于笔者笔拙词穷，不能生动地

描绘出这欢快的场面，只好尽力而为地报道一下，还望读者海

涵。 
 
第一场，欢乐笑声 

看孩子们演出是家长们的一大乐趣，尤其是看自己孩子的表演那就更是兴致勃勃。瞧

这一台又一台、一班接一班的孩子们登上舞台，个个有模有样的说、唱、朗诵和表演，整个

舞台热闹的场面使家长们喜不自禁。 
 陈丽嘉老师的儿童节目不仅打响了新春联欢会的第一炮，还被《世界日报》记者摄了影

登上了报纸。 
 紧接着王瑞云、任基安和罗玉霞老师的学前班的小朋友有韵有律的儿歌朗诵，多整齐! 
 一年级的小朋友可不简单了，他们在陈励老师的指导下念完儿歌，紧接着还演唱了陈老

师自己编的歌《牛顿中文学校歌》。狄晓慧老师班上的小朋友居然还会绕口令! 他们把

中文 难学的四声和卷舌音表现得清晰无误。 
 二年级的孩子们不但会念儿歌还会配上动作，在董苏和冯瑶的带领下做得是那么认真。 
 谢雪梅和冯怡丽班的小同学们表演的诗歌朗诵口齿清楚，声音响亮。 
 庄园老师班的表演剧《打回老家去》别具特色。孩子们的天真和幼稚让家长们笑声不

断。 
 方慧老师班的表演唱《数星星》也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 
 四年级的阵容 庞大。在他们的《成语新说》表演剧中，每个学生都有表演机会。同学

们演得很认真，效果很好。 
 在黄语红、禇玲和董苏老师的专业指导下，儿童舞蹈队和少儿综合艺术班的孩子们随着

《火车开进山寨来》，然后又去《摘葡萄》，一只只美丽的《金孔雀》翩翩起舞。有声

有色的《小鸭子》系列表演，使观众席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多么可爱的孩子们，一张

张充满稚气的脸上洋溢着甜甜的笑。 
 

满园的花朵出自于辛勤园丁的呵护和培养。感谢我们的老师，这台节目是你们的真诚、

耐心和爱心的硕果。        
（待续） 
  
   

          
 四年级丙班作文： 圣诞节礼物 

 
刘亦博: 
         这个圣诞节我要了一个 Nintendo Gamecube。我得了一个 Nintendo 
Gamecube，因为我是一个好孩子。它是一个很小的方块。我很喜欢它。

我的朋友也爱玩。 

栏目主编:  王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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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西万: 
        圣诞节我收到了三个礼物。有 Star war leg, 飞机，一个睡袋还有一个树袋熊又叫“树赖

子”。我 喜欢的是“树赖子”。它没有尾巴也没有嘴巴；它的背是灰色的；它的肚子是白

色的；它的眼睛是红色的， 我叫它红宝石。 
 
李督达: 
        圣诞节我收到了许多礼物。下面我写其中的一个。 
        它是个 Snap Circuit kit。它有三十个元件。有电机，风扇和 beeper。用它的说明书，我

能做一百零一个电路。我想自己发明别的电路。 
        我很喜欢这个 Snap Circuit Kit，因为我喜欢搭东西，也喜欢和电有关的东西。 
 
毕丹林: 
         圣诞节前一天，爸爸妈妈带我和哥哥去滑雪。我们和许多朋友一起去滑雪。我们开车

开了很久，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才到雪场。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吃晚饭，开晚会。我和哥哥与其

他小朋友们一齐去游泳。天很冷水很热我们玩得很开心。晚上十点钟，圣诞老人来给小朋友

发礼物。我很高兴我的礼物是一块防水手表。第二天，我就带着手表去滑雪。我高兴极了！ 
 
梅宝宝: 
        我收到了一个足球的游戏。我还收到了一个火箭车。火箭车是用醋和小苏打作燃料的。

我喜欢我的礼物。 
 
秦洁: 
        圣诞节那天，我得到了许多礼物。我得到了一个娃娃、一本书、两套游戏、一本日历和

两盒积木。我 喜欢的是那个娃娃，她漂亮极了。她还有一套可以换的漂亮衣服。 
 
郭晓纶: 
        我喜欢过圣诞节，因为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还可以收到一些礼物。这个圣诞节我得到

了一个雪人娃娃。她白白软软的，长了一对黑黑的眼睛和尖尖的鼻子。她头上带了一顶帽

子，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可爱极了，我给她起了名字叫“白胖胖”。 
 
江晴宇: 
        这次圣诞节，我收到很多礼物。我 喜欢的是一个大的玩具狗。这个狗真大，有很多

毛。毛的颜色是白和灰色的。我喜欢这个玩具狗因为它很好，它是我的爸爸妈妈给我的好礼

物。我很喜欢狗。 
 
姚涛: 
        星期一我去牛顿西部的电影院看电影。我很喜欢看电影， 我看了 Loony Tune Back in 
Action。我和爸爸去看的电影，爸爸和我吃爆米花还喝了可乐。电影很有趣， 是两个小时。 
        我很喜欢因为是卡通人物和人交替出现。片主要角色是一只鸭和一只兔子。他们非常勇

敢，打败了坏人保护了地球。 
 
赵暠翎: 
        圣诞节那天早上，我醒来走到圣诞树前看见我有三个礼物。一个礼物是妈妈爸爸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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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个礼物是表哥、表嫂送的。还有一个是圣诞老人送的。我先打开圣诞老人的礼物，

他给了我一本书。我喜欢它因为它很有趣。妈妈爸爸送给我一个游戏。表哥、表嫂的礼物是

红色的钱包。这就是圣诞节我得到的礼物。 
 
陈尔如: 
        圣诞节那天我得到了一本漂亮的芭蕾舞贴纸书。我很喜欢它因为我很喜欢芭蕾，而且我

还可以照着书上的图画画。 
 
陈益如: 
        我今天在拆我的礼物的时候，我看见了一本很漂亮的日记簿。那本日记簿有一匹马在郑

重，我很喜欢但我不舍得用。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书架上，我很高兴。 
 
谭华国: 
        在这个圣诞节，我的姐姐送了份很有意义的礼物给我，就是学写中文的毛笔和写字本。

我很喜欢，因为这份礼物是给我学中文的鼓励。我很感激我的姐姐。 
 
朱宇明: 
       我在圣诞节收到了礼物：钱，米老鼠，光碟，光碟机和剪刀。我 喜欢光碟机和光碟因

为我的旧光碟机坏了。 
 
张镨: 
        我这个圣诞节得到了许多有趣的礼物。我得到了一件羽绒服，我的小提琴第四本书和

CD，三个 lego 拼插玩具，一盒子 Yu-Gi-oh 卡，一个游戏机，还有两个游戏机卡。 
        我 喜欢的礼物是游戏机。我很喜欢这个礼物因为这是我盼望好长时间的玩具。我的游

戏机的特别之处是你能在上面玩 video games。 
        我也喜欢我得到的三个 Lego 拼插玩具。这三个是新的 Bionicle Rahkshi。他们的特别之

处是让你先搭起来，再玩。我很喜欢我的圣诞礼物。 
 
杨晓峰: 
        圣诞节我爸爸妈妈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礼物，我们全家去了迪

斯尼乐园，海洋世界，锦绣中华和宇航发射中心。我们玩得很开

心。回到家中圣诞老公公给我们的礼物已经放在我们的床上了。 
 

七年级乙班:   一封信 

 

姥姥外公, 您们好： 
        你们好吗?我很好。妹妹和弟弟都很想你们。妹妹在波士顿新年活动表演了跳舞。弟弟

长高了，可是还是很淘气。 
        我学校的报纸又得了一个全美国金冠奖。那个奖通常只是大学和高中报纸参加评选，所

以我们的报纸很好。到现在为止，我写了两篇文章。我们现在在学地理，小数乘除法，海洋

科学和希腊神话。美国是先学分数再学小数，所以我们现在才学到小数的加减乘除法。 
        孙女：忆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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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 Jennifer： 
        你的学校怎么样？我很喜欢我的学校和课程。我们现在学习非洲。Mrs. Crowley 是我们

学校 Social Studies 的老师。Mr. Barner 是我们的科学老师，正在教我们海洋和海洋动物。比

如鲸鱼、鲨鱼，还有珊瑚。我们教室里很快会有一个触摸鱼缸，里面会有海星、珊瑚，

Sanddollors,还有很多很多其它动物。我们的英文老师是 Mr. Phaff, 我们正在学习希腊神话。

Mr. Phaff 已经给我们读完了 Theseus 的故事。数学课呢，我们正在学习小数的加、减、乘、

除法，我们的数学老师是 Ms. Mitchell。我们很快会有个小测验。 
        你会什么乐器呢？我会长笛，每周星期六上一次课。我喜欢长笛的声音，对长笛学习很

感兴趣。我希望你更多地了解我，希望收到你的回信。 
        你的朋友：邓兴宇 
 
亲爱的姑姑： 
        新年快乐！你们好吗？我现在是六年级学生了！ 
        中学跟小学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每天早晨我六点半起床。在小学，学生不需要换教

室。可是在中学，老师呆在固定的教室里。学生上完一节课，就要很快地赶到另一个课。我

们都匆匆忙忙地。 
        作业也比以前多了！而且考试也多了！ 少两星期就有一个考试。每天我坐校车上

学校。我走三分钟就到校车站。我们坐上校车还有三站到学校。大约需要二十分钟才开到学

校。 

        我 喜欢的老师是 Ms. Sales。她教自然科学。我很喜欢她，因为她很有条理，很幽默，

而且她人也很好。以前我不太喜欢自然科学课。可是自从 Mrs. Sales 开始教我们，我就很喜

欢自然科学课了。 
        我很想念你！希望明年能回中国看你！ 
         秦梦伊 
 
亲爱的外公： 
         新年快乐！ 
         今年，我全家都不错。爸爸很忙。他经常从公司很晚回到家里，我和妹妹星期一到星

期五上学。星期天上中文学校。我的成绩很好，请放心。 
        今年，我们没去纽约过圣诞节，因为妈妈做了一个小手术。 
        她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她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过了几天，她还是不舒服，在她痛苦的

日子里，我照顾了妈妈。每天，我会买一份报纸给妈妈看，一杯咖啡给妈妈喝，和一包食物

给妈妈吃。然后，我在家里帮妈妈起床，送她到厕所，然后，帮她睡下来。我和妹妹还帮了

妈妈做家务。 
         我们会照顾妈妈。请放心。 
         祝您身体健康。 
         周翀 
 
姥姥，姥爷： 
        您们好。我们在美国刚过完圣诞节和新年。你们新年过得怎么样？我过新年过得欢得

呢。我们今年和往年一样，我去二舅舅二舅妈家里过新年。二舅妈家刚刚买了台球桌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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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家我把台球玩上瘾了，可是现在玩也玩不上了。我们回家的时候顺路去朱读章伯伯和丁

秀英阿姨家。我新年过得好的呢。你过的怎么样？我今年冬天一点也不冷。你们呢？姥姥什

么时候来美国？以后再见。 
         汪滔 
 

 
亲爱的大姨妈： 
        您好。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这个星期我们的中文作业要求我们给家人和朋友写一封

信，我决定给您写信。 
        春节快到了。我们的中文学校下个星期会有一个春节联欢会。小朋友表演跳舞，唱歌和

小品。妈妈所在的家长合唱团也会有演出。春节联欢会后的一个星期，就是期末考试了。上

次考试我得到了 99 分，这次要争取得满分。我觉得考试 难的部分就是默写作文。 容易

的是听写和组词。在我的英文学校，我参加了五年级莎士比亚剧”Much Ado About Nothing”
的排演，三月份演出。我演王子 Don Pedro。这是一个关于他和他的朋友的故事。老师还教

我们跳一种舞 Charks-ton。练舞虽然很累，但是很好玩。 
        你们那儿也有春节联欢会吗？会有什么节目？ 
        颖颖姐姐好吗？她在学校学什么数学？我对数学很有兴趣。 
        向大姨父问好！ 

左文潇 
2004 年一月十一日 

 
奶奶： 
         今年的冬天冷！天气预报说今年的冬天是十年来 冷的冬天。 
         您怎么样？在北京，天气也这么冷吗？ 
         在学校，我在学很多新知识。在数学课里，我在学相似和几何中的比例。在科学课

里，我在学细胞和细胞器。在英文课里，我在学美国黑人文学。在历史课里我在学古罗马。

现在我对学的知识很有兴趣。 
        我现在对细胞有很大兴趣。我在学要有两个细胞，一个有很多水，一个无水，有水的细

胞会给没水的细胞一点儿它的水。 
        这次就写到这儿了。 
        祝身体健康！ 

常彦博 
 
亲爱的姥姥，姥爷： 
        你们好。新年快乐。我很好，我在学校学习也很好。学校的老师都很喜欢我，他们对我

特别好。学校考试成绩也挺好的， 可是我有的时候考的不太好。大部分的时候考好。 
         姐姐好吗？她考试考的好吗？你们挺好的吧？姥姥你的腿好了吗？

记住每天锻炼身体，腿会变好。姥爷你上班了吗？你再写本书，多赚

钱。大舅，二舅，大舅妈，二舅妈你们好。亮亮哥哥努力学习。中国的

天气好吗？不下雪吗？我很想你们大家。我暑假会回国看你们去。大家

过年好！再见。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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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甲班：读句子，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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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校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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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校长：你好！ 
        我们的中文学校办得很好，我在这里学了两年，中文进步很大。谢谢你！ 
                                      五年级：朱明远    

      12/31/03 
 
        谢谢你的信，希望你越来越喜欢来这里学中文。 
                                                                              洁莹 

八年级乙班学生习作：一封信 教师：汪春晓 
尊敬的王校长和姚校长： 

您们好! 
我是王亦林，今年在八年级乙班，我一年级开始来牛顿中文学校。我想学中文是很重

要的，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应该会读会写和说中文。但是有的时候，我想中文学校很讨

厌，我有很多另外的事情，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叫我去玩，但是我要去中文学校。有的时

候，上课没劲。 
今年我的学习还可以。每个星期我把作业做好，即使有时我不能去上课。我错过几堂

课，因为我去跳舞排练。 

中文学校应该有更好玩的活动，上课的时候我们应该玩游戏，帮我们学课文和生字。

如果我们永远坐在那里，我们都会很没劲。 

谢谢您们做校长，我知道您们有很多事情。 
祝您们新年快乐 

学生：王亦林    2004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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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 
        您好! 
        妈妈您今天过得怎样？明天早上您又要起得那么早给我们做早饭，因为我得要去学校为

报纸画画。谢谢您那么辛苦地帮着我。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您又要忙着买菜和做饭。我和弟

弟一回家您就急急忙忙地送我们去上钢琴课。我们一弹完了，您就直接带我们去图书馆借

书，再回家给我们做晚饭。妈妈，您真是对我们太好了！ 
        祝您快乐 

儿子：徐西萌    十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姥姥姥爷： 

您们好！ 
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您们再过一个星期就要过来与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了。我，妈妈和

爸爸给您们买了一个礼物，可是我现在不能告诉您们。 

我昨天考了 SAT，我觉得我考得还可以。二十四日我们学校就放假了。我们见面再谈吧！ 
祝您们身体健康 

外孙阳阳    十二月十六日 
亲爱的表姐： 

您好！ 
我接到你的来信，我知道你很忙，要准备考试，要好好复习功课。我希望你能够取得

好成绩。 
我也很忙，要上英文学校，星期天又要上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和数学。现在天气很冷，

现在外面还下着雨呢。 
我一点三十分要去中文学校，我不跟你多说了。 
随信寄上两张照片，收到信后请你回信。 
祝你取得好成绩 

表妹：咏晖    12 月 27 日 
表哥： 

您好！ 
我写这封信是来告诉你我第一次去游泳事。我是跟我爸爸去的。GATHPOOL 在我们学

校的后面。 
那是一个星期六。外面特别热。因为是夏天，所以爸爸就想带我去 GATHPOOL 游泳。

到了 GATHPOOL 外面先换成游泳衣再去游泳。看到那么多水和那么多人我的心一下子就紧

张起来。我是怕人们笑我，因为我不会游泳，还怕我会沉下去。可是爸爸把我放在浅水里，

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喜欢在水里，因为很好玩儿。水冲来冲去跳来跳去我觉得真好玩儿。要回

家的时候，我还问爸爸可不可以明天再回来游泳。爸爸说：“好”，我高兴极了！ 
祝您快乐 

表弟：郑健昆    11 月 29 日 
爷爷婆婆： 

您们好！ 
您们身体好吗？心情还好吗？一切都好吗？中国下雪了吗？那里冷吗？ 
波士顿下了一场大雪。我们把雪放在一堆，在雪山下面挖洞。我和我哥哥挖了一个洞。

我们挖了很长时间，把洞挖完以后，就 
可以从雪山一边钻到另一边，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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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哥哥都挖完了以后，决定把我们的两个洞连起来，但是，雪很软，我们挖通前

雪就塌了。 
祝您们节日快乐 

想您们的：任布希    12 月 20 日 
赵兴宇： 

您好！ 
我想问你一件事，你想什么时候和我一起去滑雪吗？飞快地从美丽，纯白的山上滑下

来，一定会很棒的。你要是不太会不要着急，我也只滑过二次雪。 
我和我爸爸已经挑出来两个很好的滑雪场。兴宇，你想去缅因州还是新罕布什州？我

更喜欢新罕布州的滑雪场。可是缅因州的滑雪场地也很好。 
兴宇，赶快定一个时间。 
祝你和平 

王冰    2003 年 12 月 20 日 
九年级甲班：1.秋天 

陆梦： 

今年十月，我和一些同学去了 Connecticut。在那里的森林里，我们度过三天。 

明年我们要去 Tanzania。为此，我们需要做准备。 

去 Connecticut 之前，我 需要买一个很大的书包和一个

睡袋。我也带了电筒和衣 服。到了那边，我们学会了怎

么用手提火炉来做饭。我也 学会怎么搭帐篷。晚上，我们

自己煮了面条吃。我们到十 点才睡觉。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 们就起床了。我们用了电筒来

做早饭。九点我们开始出发 了。从九点到十二点我们爬了

一座山，爬得特别累！到山 顶上，我的脚疼死了。在这三

个小时里，我们爬到了 Connecticut 高的山顶上。

从顶上看下面，森林的树真 美啊！有红的、黄的和橘黄色

的，五颜六色。这里的秋天真好看。吃好了中饭，我们开始下山了。 
那晚上，坐在篝火边，我觉得我的脚很痛，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是我很高兴，因为

我爬到了山顶，看到了秋天 美丽的景色。 
陈晨： 

秋天到了，树上的叶子变色了。有红的、黄的、棕的，还有一些没变色的绿树叶仍然

在树枝上，有些随着风轻轻地落在平坦的地上，把地面铺上了一层五颜六色的地毯。 

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小池塘。沿着池塘走，你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小道。在秋天，这条

小道会被五颜六色的树叶铺上薄薄的一层。当你走在这条小道上，会让你流连忘返。 

我爱秋天的景色。 

沈昊： 

秋天来 了，夏天没有了。学校开学了。要上学了。树上的树叶掉下来了。树叶也红

了。秋天来了，我不能休假了。我不能跟爸爸、妈妈和妹妹玩了。他们要上班和上幼儿园。

秋天来了，紧跟着她的有万圣节、感恩节和圣诞节。秋天会很好玩的。 

陆思： 

秋天的叶子很美。它们能变成很多漂亮的颜色：有红的、黄的、紫色的，也有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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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好看的一定是红色的了。那么，叶子是怎么变色的呢？叶子的细胞里含有叶绿素、叶

黄素和叶红素。秋天的时候，叶绿素停止生产，叶黄素和叶红素的颜色就显现出来了。秋天

的叶子真漂亮！ 

李莉丽： 

我喜欢秋天。秋天有着令人舒适的气候。秋风把所有的绿色树叶都吹成五颜六色的。

人们总是会想起去郊游看枫叶。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每到秋季，我们全家总要去农场采摘苹

果和亚洲梨。只有在秋季，我们才能吃到真正新鲜的水果。秋季还有很多喜庆的节日，尤其

是全家团圆的感恩节。 

 

2. 读『北京烤鸭』有感 

 

汪慧颐： 

我读完这篇文章以后，觉得北京烤鸭很有意思。我从来都不知道做北京烤鸭这么麻

烦。我没有吃过北京烤鸭，是这篇文章把北京烤鸭夸的。如果我以后吃北京烤鸭，我肯定会

比别的人知道得多。我现在很想吃北京烤鸭。 

 

任远： 

读完这篇文章，我就想吃北京烤鸭。我去中国北京的时候是第一次吃北京烤鸭，特别

好吃。北京烤鸭的肉 也很嫩。而且，我吃鸭子的时候不喜欢弄骨头，吃北京烤鸭不用啃骨

头。北京烤鸭不但好吃，也非常好看。烤完的鸭子放在桌子上是那么完美，那么漂亮。北京

烤鸭的制做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做法和刀法很难学。我想再要吃北京烤鸭。 

张雪敏： 

我读完北京烤鸭以后，就想鸭子多倒霉。鸭子肯定很难受。鸭一长大就撑它们，撑得

都没法动了。过了一会儿，鸭子的肚子舒服一点又要喂它们了。受了十五天苦以后就把它们

杀了。可是，我还是迫不及待想吃，鸭子是多么好吃。我吃过 Chinatown 的烤鸭。我也吃过

妈妈 做的烤鸭。我觉得鸭子已经很好吃了，我都想像不到什么鸭子能更好吃。我读完『北

京烤鸭』，我就很想到北京吃北京烤鸭了。 

 
九年级乙班：我和我的中文学校 
乔蔚： 

每个星期天，我都去牛顿中文学 校。中文学校很有意思。同

学们都带上中文课本、作业和笔记本 到学校去。书本里有许多不

同的课文。每个星期，老师会教给我 们一篇新课文。学完课，老

师就会教新词语和发给我们下一次的 家庭作业。每次从中文学校

回来，我的中文知识都又提高了一 步。在中文学校的学习，使

我能用我学到的中文知识更好地表达我的意见，我能用中文和我的讲中文的亲戚、朋友们交

流。我很高兴我的进步。我很喜欢我的中文学校。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习中文的地方。 
赵力童： 

每个星期天下午，妈妈就带我去牛顿中文学校学中文。我从四年级就这样了，一直到

现在，我成了九年级的学生。爸爸妈妈怕我忘掉中文，所以就一直让我去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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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学中文并不容易，但是我一直很努力。在中文学校，我不仅学到了很多中文知

识，还交了很多朋友。每个星期到中文学校，我就跟他们一起玩。我每次去中文学校都很高

兴，因为我知道我会跟我的朋友过一个很愉快的下午，我也能学到很多知识。 
我们每个星期天去中文学校是要保持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国人在美国生活，学习美国

的历史，但是我们也应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故事，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王欣怡： 
我每个星期天下午去中文学校。每星期我们在中文学校学一课，回家做作业。书里的课文包

括讲故事的，讲人的，讲成语的和讲地方的。老师先把课文读给学生，再让学生读一两遍。

读完后，老师讲解课文里的生字和词语。作业里包括组词、写作文等。 
臧锦延： 
我在牛顿中文学校上学已经四年了。我非常喜欢我的中文学校，因为在那里我的中文老师不

仅教我学习中文，而且使我很喜欢学习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例如，回顾四年来的中文学

习，我学到了很多著名的中国画家、诗人、历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探险家、

医学家和京剧大师的生平故事，他们是徐悲鸿、王冕、司马光、骆宾王、李白、达尔文、王

之涣、贾岛、文与可、梅兰芳、孔子、曹操、哥伦布、贺知章、阿凡提、祖冲之、华佗、詹

天佑、王维、田忌、卢纶和李广。 
我也了解了许多著名的中国历史古迹和现代化的城市以及秀丽的山川河流。像北京的长

城、天坛、故宫和回音壁；上海的城隍庙、外滩、南浦桥、九曲桥和豫园；还有泰山、华

山、珠穆朗玛峰、台湾的日月潭、四川的乐山大佛、京张铁路、香港、乌苏里江、帕米尔高

原、海南岛、大兴安岭、南京中山陵和黄河、长江。 
我还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像剪纸、放风筝、京剧、武术、杂技、春联、春节、

灯笼、中秋节、吃月饼、赛龙舟、端午节、孙悟空的故事和十二生肖。 
我喜欢我的中文学校，因为我不仅很喜欢我的中文和数学老师，我还有好朋友。在数学

班上，我能和我朋友一起学数学。中文学校是一个娱乐的时间，在那里，我不仅被中国五千

年文明古国的文化深深地吸引，同时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玩。 
何超： 

四年前，我的家从布法罗搬到了波士顿。在布法罗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上中文学校。在

波士顿，我们又找到了一个中文学校，叫牛顿中文学校。在这个学校里，有两节课。第一节

课是中文。在这节课里大部分的人都学中文。第二节课是艺术课。这节课里，可以上体育、

画画等等，也可以学数学、SAT。我的中文学校又好玩又可以学东西，所以我喜欢上中文学

校。 
徐敏婧： 

我上中文学校已经四年了。我现在在九年级乙班。 
这四年里，我学到了许多中文知识。现在我不但可以听和说中文，而且可以读和写一些

简单的文章。中文学校给了我这个机会。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懂中文。所以四年来，每个星期天，我都会上中文学校。

这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喜欢中文学校。如果没有中文学校，我的中文就不会那么好。 

孔庆武：北京烤鸭 
在中国时，我吃过一两次北京烤鸭。当服务员把烤鸭放上桌时，我看见了鸭肉的金黄的

皮和皮下面的油亮的肉。八秒钟以后，我的口水就下来了。我把烤鸭放在饼上，加点葱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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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咬了一口。哇！这可比那些小食品好吃多了！皮非常脆，肉非常有油，好吃极了！以后

有机会再去中国，我的第一顿饭就要吃北京烤鸭！ 

 
开心一刻 
适得其反 

“考试得了几分？” 

“3分！” 

话音刚落，啪！啪！啪！小明的屁股上挨了爸爸的三下鞋底子。 

“下次再考，得几分？” 

“一分也不要了！”   

开头难 

贝贝开始写大楷了。老师告诉他，万事开头难，只要认真，写第二张就容易得多了。 

“那么，老师，”贝贝说，“我一开始就写第二张吧。” 

有问“鼻”答 

父亲：“你怎么搞的，把‘有问必答’写成了有问‘鼻’答呢？” 

儿子：“我问你问题时，你总是用鼻子‘嗯’一声就走嘛！”  

 
人生指南      说话 

太极拳教师 刘金诺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说话是运用语言的艺术。 
         会说话的能把人说笑，不会说话的能把人说跳。如果能把不同层次的人都能说笑，这

是一种境界。 
         说话三原则即：一不评头评是父母；二不评头评是老板；三不评头评是他人。 
         说话的标准即适时说出一句该说的话，适时打住不该说的话。 
         在日常生活中深深体会到未被原则和标准易招是非。 
 走好人生路注意坚持的几个观点： 

1．学习无止境的观点； 
2．稳妥走路的观点； 
3．尽力拼搏的观点； 
4．尽职尽责的观点； 
5．团结干事的观点； 
6．笑脸待人的观点； 
7．乐观生活的观点； 
8．家和万事兴的观点； 
9．科学分配时间的观点； 
10． 认真做人的观点； 
11． 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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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城风景   女儿滑雪小记 
·叶紫· 

        下雪了，今年麻州波士顿地区的第一场雪下的特别早。全家人都很兴奋，今年滑雪的季

节一定很长。 
        几年前对滑雪发生了兴趣，开始学滑雪。女儿和我先生学得都很快。记得女儿四、五岁

的时候第一次带她去滑雪。给她登记了一小时的滑雪初级课，没过几分钟她就离开了她的小

组到边上去了。我在成人组上课，心里非常着急，心想白为她交了几十块钱的学费，才上了

几分钟课，她就开了小差。 
        后来看到她从小坡上直直地滑下来，居然没有摔倒！女儿有滑雪的悟性，可以说是无师

自通。当其他小朋友还在跌跌爬爬、哭哭啼啼地滑小坡时，女儿已经在一边冲击小雪丘了。

她胆子很大，学会了减速，就敢上山了。 
        我一直以为她从小好动，是个“傻大胆”，没有摔倒是走运，我总是担心她会摔跤。我

先生只好跟着她一起滑。我先生的滑雪技术也仅仅是滑下来而已，也帮不了她。每次她从山

上下来，我问她怕不怕，她总是说不怕，没摔，真是好玩极了。 
        看着她头戴小头盔，身穿小滑雪衣，冻得红红的脸蛋，透着幼稚而又神气的样子，真是

可爱极了。 
        从那时起，我们转战南北。宾州、麻州、缅因州，新罕州大大小小的雪场去了不少。女

儿的滑雪技能越来越高。可我们还是不放心，每次要求她只滑绿道，她速度很快。我先生只

好“舍命陪女儿”，每次尾随。有一次，女儿一不小心滑上了蓝道，我先生在后面大呼小叫

已是太迟，只好硬着头皮跟上了蓝道。等到我先生左一滑、右一跤地 Tumble 下来，女儿已

经动用了雪场的高音喇叭寻找她爸爸了。 
        从那儿以后，我先生自知是爱莫能助了。 
        去年女儿快十一岁时我们去了 Attitash Village Resort 去度假。著名的 Attitash Mountain
就在附近。想想不能再埋没女儿的滑雪天赋，决定把她送去滑雪营。因为没有专家事先评估

她的水平，我们让她从绿道水平开始。五天下来她是天天升级，一直升到 高一级。每个教

练在很多好的评语中总是加一句，说她的“平衡感好极了（Excellent Balance）”。难怪她

不摔跤。 
        Attitash 是 American Ski Company 的滑雪山之一，那里的管理人员非常友好，对我的各

种要求都开绿灯。 
        女儿在滑雪营学了很多滑雪术语：Terrain，Powder Snow，Black Snow。钻石黑道

（Black Diamond） 已经不新鲜了。她还在滑雪营里交了很多小朋友。有的小朋友还从英国

远道而来。 
        今年圣诞节期间我们跟了 Quincy 中文学校校长 Peter 组织的滑雪团同

去了新罕州的 Loon Mountain。由于是节假日，滑雪的人多极了。从山下

看上去，像许多黑色的小飞人迎面飞下来。 
        我们都享受了成人的团体减价票。可滑雪营是不给减价的。咬咬牙还

是每天交了一百多块钱的学费让女儿去了两天。像女儿那样高水平的孩子

不是太多，每次教练也就是带两、三名学生，集体课程（group lesson）几

乎变成了一对一的个人课（private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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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们又去了麻州的 Wachussets 雪场。这个雪场相对比较小。曾是沧海难为水的女

儿上过了许多高山，这座山不太过瘾，但是她还是很高兴能和滑雪营的教练一起上山。对我

们来说也放心，教练做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今年的滑雪季节还很长，我们有心去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三大滑雪场和酒店的联票价钱

非常好，还能免费观光著名的 Ice Hotel。不知道有没有人敢试试双钻石黑道和黑森林？ 
两千零四年元月十八日于美国麻省牛顿市 

 

秋冬季节如何提高免疫力 
 

　　秋冬季节气候变化无常，是疾病的多发季节，尤其是在写字楼工作的人群，由于室内外

温度的不同，再加上冬季环境的污染，更容易患上各类疾病。这里提供几个提高免疫力的简

单实用的方法：  
　　 1、借助睡眠。睡眠与人体免疫力密切相关。美国著名免疫学家通过“自我睡眠”试验发

现，良好的睡眠可使体内的两种淋巴细胞数量明显上升。而俄罗斯医学专家的研究表明，睡

眠时人体会产生一种称为胞壁酸的睡眠因子，此因子促使白血球增多，巨噬细胞活跃，肝脏

解毒功能增强，从而将侵入的细菌和病毒消灭。  
　　 2、保持乐观。情绪乐观的态度可以维持人体于一个 佳的状态，尤其是在现今社会，

人们面临的压力很大，巨大的心理压力会导致对人体免疫系统有抑制作用的荷尔蒙成分增

多，所以容易受到感冒或其它疾病的侵袭。  
　　 3、限制饮酒。每天饮低度白酒不要超过 100 毫升，黄酒不要超过 250 毫升，啤酒不要

超过 1 瓶，因为酒精对人体的每一部分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即使喝葡萄酒可以降低胆固醇，

也应该限制每天一杯，过量饮用会给血液与心脏等器官造成很大破坏。  
　　 4、参加运动。美国阿帕拉契州立大学有 3 项研究指出，每天运动 30 到 45 分钟，每周

5 天，持续 12 周后，免疫细胞数目会增加，抵抗力也相对增加。运动只要心跳加速即可，晚

餐后散步就很适合。  
　　 5、补充维生素。每天适当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专家指出，身体抵抗外来侵害的武

器，包括干扰素及各类免疫细胞的数量与活力都和维生素与矿物质有关。  
　　 6、改善体内生态环境。用微生态制剂提高免疫力的研究和使用由来已久。研究表明，

以肠道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为代表的有益菌群具有广谱的免疫原性，能

刺激负责人体免疫的淋巴细胞分裂繁殖，同时还能调动非特异性免疫系

统，去“吃”掉包括病毒、细菌、衣原体等在内的各种可致病的外来微生

物，产生多种抗体，提高人体免疫能力。对于健康人来说，不妨“食
疗”，多吃些乳酸菌饮料；而健康边缘人群，可以用微生态制剂来调节体

内微生态平衡。 
 

教师风采    女儿的舞蹈老师 
滕蓉蓉 

  二女儿生性活泼，十分好动，我却让她静坐学画，学了两年。第一年不知情，不知道牛

顿中文学校有黄语红老师这样好的民族舞老师。到学期结束，看到舞台上一群小姑娘表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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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舞，那载歌载舞的样子可爱极了，我好生羡慕。第二年报名，告知没有名额。一直到第三

年，好不容易挤了进去。 

  上课以后，才知道由于人数太多，必须分大班，小班。再后来，又得知舞蹈班有黄语红

及褚玲二位老师执教：这个星期黄语红老师教大班，褚玲老师教小班；下个星期就由褚玲老

师教大班，黄语红老师教小班。与此同时，跳舞场地也跟着换：这个星期在里边舞台上，下

个星期在外面大厅走道上。初起时，好生纳闷：为什么要这样轮换，索性跟定一个老师不是

更容易些吗？但既然这是领导的决定，必定有其理由，也不再多问了。 

  常言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跳舞练功应该天天练，孩子们只有星期天才上中文学校

练，老师教的动作又要相隔两个星期才能得到复习和纠正，忘都忘光了。这时候，黄语红老

师好心的召集我们几个闲散的家长，利用第一节课的时间，在大厅走道上练习她教给孩子们

的动作。这样的话，回家以后，可以指导自己的孩子练练。于是我们这群妈妈们七弯八扭的

跳起小孩子的舞来，几十分钟下来，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有个妈妈开玩笑说，这相当于

在做健身运动。话一出，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学完小孩子的舞，就请求黄老师教我们一些

健身操。黄老师也乐于教我们。就这样，好像有了不成文的规定：星期天下午下午第一节

课，黄老师无偿地教妈妈们练舞，人多时可达十几人。女儿们的舞蹈老师变成妈妈们的老师

啦。上星期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上，黄老师还带着五位妈妈干将风风光光上台表演呢。这真

是额外的收获。 

  话回到孩子们身上。有了黄老师的精心辅导，再加家长们的支持督促，小孩子们学习认

真自不必说。很快，中国新年到了，curtain up 的时候到了。黄老师为了让小朋友们在台上

能表演自如，又不辞辛苦让孩子们提前半小时到校或延长半小时放学来练习节目。 后，在

星期六的下午，吕云家长慷慨地提供场地，黄老师又带领孩子们系统练习了一个下午（大

班，小班各两个小时）。 

  当一只只美丽的金孔雀在台上翩翩起舞的时候，掌声响起来了------。台上三分钟，台下

三年功。当我们分享这演出成功的喜悦时，也许只有老师才能领略个中的甘苦。 

  我原以为小朋友的孔雀装，新疆儿童装是学校准备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那是黄老

师自己花钱制作的，不由得被黄老师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在美国这么多年，还没有听说老

师自己出钱为学生置戏装的事。也许这只有发生在牛顿中文学校。牛顿中文学校有这么强大

的凝聚力，可以说是与像黄语红这样众多老师的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很遗憾，我没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女儿的另一位舞蹈老师——褚玲老师。我仅仅观摩过她

的一次课，但就这一次课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褚老师教小孩芭蕾舞

基本动作很有方法，声音柔和，语气亲切，寓教于乐。上课结束时，每个

小朋友都用优美高雅的舞姿分别跟老师说再见。 

  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领导为什么要安排两个老师一起教，这样小

朋友们既可以学中国的民族舞，又可以学西方的芭蕾舞，中西结合真是一

举两得。 

  舞蹈班有敬业尽职的黄老师及才华出众的褚老师，真是小朋友的福

气，也是牛顿中文学校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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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 To Guys  
For your real estate needs – 

Good School Realty, Inc. 
888-430-5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用房地產作為教育資金之一 
房地產一直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我想借此一角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多年來從事房地產中

跟我們切身利益有關的經歷。我 近碰到的話題是如何用房地產為小孩準備教育資金的途徑

之一。 
我很多朋友的小孩都很有出息﹐多半都考上了有名的大學。除一小部分收入較高的家庭

外﹐多數都用自己住房做抵押向銀行貸款去支付昂貴的學費。此舉無可非議﹐但﹐並非上

策。我們這些第一代移民﹐房屋基本上是我們 大的財產。它應該成為我們退休計劃中的重

要一部分。儘管我們都心甘情願﹐決非 佳途徑。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因為教育費用日異上漲﹐很多家庭都人心惶惶。 現在市場上很多投資銀行相應地搬出五

花八門的產品。其中 流行的是 IRA & 529. 這些都是很好的辦法。 
但是很多人都忘了用房地產作為教育資金的途徑之一。這裡所指的房地產不是自己的住

房﹐而是能帶來收入的地產﹐包括 CONDO, 多家庭住宅﹐商業地產等。它跟自己住房不同

的是它借東風之力﹕用房客幫你建立你小孩的教育資金。很多成功的佬美家庭都

是這樣做。如果你每一小孩有兩個可出租的小小的單元﹐比如 CONDO﹐你就基

本上可以高枕無憂。你就完全可以把精力放在如何幫助小孩考上理想的大學。 
Frank Chen 

Young Contemporary Colonial in Lexington. 
3 year young 9 rooms, 4 bedrooms, 3 full baths, 1-car garage on a nice 1/2-Acre lot in Lexington 
center near Golf. 7 Hill Street in Lexington. $750,000. The best buy in Lex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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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age  新价格（只限二月，三月 midweek） 
         •  百慕大（Bermuda）：四天三夜￥349 起+TAX,包机票及饭店。 
         •  Cancun：四天三夜￥499 起+TAX,包机票及饭店。 
•  协助办理中国签证。 
•  免费帮助申请各大航空公司里程会员。 
•  国际及美国国内部分城市廉价机票。 
•  各类 package：欧洲，夏威夷，亚洲（新，马，泰，越南）。 
•  油轮：加勒比海，阿拉斯加。 
联系电话： 617-710-2987（全天及周末） 

                     617-325-6714（晚间 7：00——10：00） 
E-mail: yimingli@aileentravel.com www.aileentravel.com 
 
 

Alan Thwaits 
101 Beech Street, #2 
Belmont, MA 02478 
617-484-7571 
alanthwaits@hotmail.com 

 
 

 
 

 
英文写作（包括 SAT 写作考试）的

老师招生 
 
服务: 
 
教授英文写作的思维逻辑 
教授英文写作的语法及词汇 
教授英文写作的文章结构 
 

 
效果: 
 
提高英文写作能力 
提高 SAT 写作考试分数 
 
资格: 
 
当过 14 年 MIT 出版社的英文编辑 
教英文写作的经验丰富 
能激发英文写作的兴趣 

 

李亦鸣 
Travel Specia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