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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感言 

图难于其易 为大于其细 
刘希纯(校长) 

 

每年九月，都是我们牛顿中文学校

值得庆贺的日子。新学年开始，它总是

给每一个送孩子来中文学校上学的家

庭，带来激动和期盼,期盼又一个硕果

丰丰的一年。 

 

度过了愉快的暑假，新老学生今天

又回到了学校，开始新的一年的学习。

我代表校行政全体同仁和全体老师，欢

迎每一位新学生、老朋友，来到牛顿中

文学校。在全体行政人员和全体老师的

共同努力下，学校开学的准备工作都已

就绪，万事俱备。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里，像往年一样，再次感受到学习中文

知识和中国文化的愉快。 

 

今年的校行政组成非常稳定。除了

新任副校长李屏老师外，只有后勤主任

雷隆平先生是校行政组的“新鲜血

液”。在两届校行政全体成员的一致努

力下，我们今年的交接工作进行得非常

顺利，暑期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当中

一项项落实。在董事会的支持和领导

下，我们决定今年教师的安排提早进

行。校行政由主管教学的新任副校长李

屏老师负责，并得到前任校长姚洁莹老

师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同时还决定适当

延长网上公开注册的时间。其目的就是

要让家长在注册时知

道老师是谁，并有足

够的时间来选择课

程，选择老师，尽可

能避免或减少开学后

许多家长要求换课的

局面。 

 

每年刚开学的这

一天，家长们为给孩

子买教材的混乱程度不亚于在国内偶有

发生的抢购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学校和董事会几年来曾多次研究讨论解

决办法。今年，经过董事长王卫东先生

的认真研发，我们增加了在网上注册时

能同时购买教材的功能。绝大多数学生

都在注册时购买了教材。这些教材，在

开学时将按各班购买教材的人数由教师

和助教分发到各个班级。假如你没有在

网上买书，你也不用着急，新任后勤主

任雷隆平先生早已为大家准备了足够的

教材。 

 

中文学校的教师队伍也非常稳定。

有很多人表示愿意到我们学校来工作。

绝大多数的老师对工作认真负责，对自

己的教学工作有高涨的热情、丰富的经

验和教学方法。这一点, 在不久前学校

召开的为开学做准备的全体教师会议上, 

又一次充分地体现出来。大家将为进一

步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不辜负学生家

长们的期望。学校也将安排一些全校性

或年级性的有关中文学习的趣味比赛活

动。教务处还要和老师一起，进一步做

好学生助教的培训工作,使他(她)们真

正成为老师们的得力助手、学生们的好

朋友。 

 

我们中文学校多年

来一直在摸索新的、

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和新的教材，以提高

学生学习中文的兴

趣。今年，在洁莹校

长和冯瑶老师的积极

倡导和努力下，学校

决定开设两个试用

“马立平教材”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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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班。家长们对新开的课程表示了极大

的热情和支持。让我们祝她们成功。 

 

我们学校的一个特点就是拥有众多

的成人活动团体。这些团体, 在各种各

样的演出比赛当中, 为我们学校争得了

荣誉、 为社区做出了贡献, 使我们大

家得到了艺术享受。学校将一如既往,

大限度地支持成人课程、老人课程、

以及各成人团体的活动,为他们提供适

当的场所。近几年来, 学校学生人数的

增长及随之而来的班级数的增加使我们

学校的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如

何合理地使用教室, 同时又能满足各成

人班级, 成人团体的需

要, 越来越成为校行政

的一道难题。我们希望

各成人团体能体谅学校

的苦衷。 

 

中文学校的存在和发

展,离不开 Day School 

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教育

好我们的子女, 提醒我们的学生, 多多

珍惜这块“立身之地”, 爱护 Day 

School 的财产和学校的设施。希望家

长们要以身作则,保证学校公共场所的

整洁,尊重邻居的权利,把车停在学校指

定的地方。 

 

众所周知，我们中文学校是藏龙卧

虎、精英会聚的地方。我们当中的许多

人都在各行各业中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而且他（她）们多是工作生活当中的多

面手、管理上的帅才。这在历届校长、

董事长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看到学校

一年一年地发展壮大，也深深受到这些

年来为学校辛勤奉献的人们精神的感

动。我虽然愿意并非常高兴为我受益多

年的学校尽一点儿力，但我知道自己的

能力非常有限，深深体会到这副担子的

沉重。我们的学校办得越好，这种压力

感就越大。 

我一直在想，我们中文学校为什么

会办得这样好。虽然我们从没有像其它

学校一样做广告，我们却“人满为

患”，经常要把来求学的学生“拒之门

外”。我觉得我找到了答案：中文学校

已经走过了四十八年的历史，她从起初

的几十个学生发展壮大成像今天这样拥

有几十个班级的大学校。她的成功，主

要是我们大家历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有大公无私、积极为学校出谋划策

的董事会；有兢兢业业、认真管理学校

的行政人员；有那些在教学第一线、不

为名不为利而辛勤工作的老师和助教；

更有我们这些活泼可爱、积极好学的孩

子们；而 重要的，是我

们这些送孩子来学中文的

家长们的积极参与和无私

奉献。 

 

我们学校之所以成

功，不是靠一个人甚至几

个人的努力，而是我们所

有成员共同为之奉献的结果。我们学校

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会有矛盾和摩擦，

但更多的是大家相互之间的爱心和理

解。尽管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做法可

以不同，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

是在主流社会中发扬与传播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和文化，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永

远不要忘记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

子孙。 

 

老子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

下大事，必作于细。我深深相信，只要

我们每一个关注中文学校的前途与发

展、并乐于为其做出奉献的成员群策群

力，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像以往一

样，本着认真负责、无私奉献与合作的

精神，积极参与学校的工作和管理，我

们的学校就会办得越来越好。让我们，

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该出手时就出手”，共同办好我们自

己的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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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 

暑期全体教师会议顺利召开 
刘茹(校长助理) 

 
一年一度的暑期全体教师大会，于八月十七日晚顺利召开。 
 
会上，校长刘希纯就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做了介绍。他特别强调了考勤制度的重要

性，希望老师们能够自觉遵守学校制度，按时到校。如有特殊原因，也应及时通知组长和

学校。学校将定期抽查，确保考勤制度的执行；今年学校还就教师停车难的问题出台了新

举措。学校现只有 57 个停车位，但教职人员却有百余名。往年学校都是按教职人数发放

停车证，结果很多教师有停车证却找不到停车位，在校舍周围转一圈后再开到别处泊车，

既浪费了时间也影响了心情。学校今年除继续留出两个便利的停车位给两位资深教师专用

外，其余的，按工龄年数由多到少发放与实际停车位数相等的停车证，结果工龄满 4 年的

教师都拿到了停车证，工龄不满 4 年的教师，只好利用来中文学校的机会，安步当车、锻

炼身体了。与会教师对此做法表示赞同；另外，报销制度做了一些变动。希望老师们把所

需报销的款项先交到组长处报账，然后由组长统一到财物主任处报销。 
 
副校长李屏就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大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她着重要求低年级加强拼

音教学，高年级则需重视计算机中文输入训练。李屏提出这一学年，学校的各项活动将围

绕“2008 北京奥运”这一主题进行。今年暑假，她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曾亲自走访了北京

奥运组委会，希望以牛顿中文学校的名议组织一个志愿义工团，明年回国为奥运服务。可

惜组委会不接受志愿义工的集体报名，只接受个体报名。有兴趣为奥运做义工的家长学

生，可查询 www.Ebeijing.gov.cn，也可拨打热线电话：86-12308。 
 

教务主任张蓓蕾给年级组长、教师及助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校长助理刘茹表示，除

了协助两位校长做好学校的日常工作之外，将继续做好语文报的分发和讲座的安排。校刊

主任庄园将再接再厉，使我们的校刊锦上添花。新上任的后勤主任雷隆平一定会发扬勤俭

持家的好传统，做一位好当家。多年来，两位财务主任沈依、严亦文把我们的财务管理得

井井有条。行政主任娄一平一向为大家忙前忙后，开会的当晚又送来了可口的工作晚餐。 
 

绘画组组长沈亚虹老师介

绍了绘画组的教学经验与成

绩，大家受到很大启发。由于

时间关系，王瑞云老师的教学

经验介绍留到了以后进行。学

校鼓励各教学小组互通有无、

总结交流，使全校的教学水平

更上一层楼。 

会场一瞬   刘茹 摄 

 
董事会和家长会也将通力

协助。在全体老师和家长的共

同努力下，今年定将是硕果累

累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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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特稿 
第七届 PHE 国际中小学生幼儿美术书法大赛 

 

我  校  师  生  喜  获  大  奖 
沈亚虹(绘画组长) 

 
由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的专门从事艺术教育的中央一级学会，也

是中国唯一从事艺术教育的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 PHE 国际中小学生幼儿美术书法大赛于 7 月初揭

晓了。 
 

本次大赛的主题是“和平、健康、环保”(Peace、Health、Environment)。大赛已经连续办了 7
年，一开始就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关注。2004 年开始大赛结束后还挑选若干作品作为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每年度的贺卡设计方案，印制精美贺卡，发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8 年贺卡设计方案于日前公布，去年的第六届 PHE 国际青少年书画大会

组委会推荐的作品中有七幅入选。 
 

大赛的评委除了有中国国家级美术、教育专家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美国加州艺术学院

院长、香港国际艺术交流协会主席、日本美术教育促进会会长、法国著名儿童艺术家、孟加拉国著

名美术教育家等。 
 

奖项设置：每一万件作品中评出特等奖 10 名、一等奖 100 名、二等奖 200 名、三等奖 400
名，优秀奖在复评中评出，纪念奖为除上述奖项外的参赛者。 
 

大赛揭晓以后，组委会还将组织凡获优秀奖以上包括优秀奖的孩子体验荣誉之旅，在人民大会

堂进行颁奖典礼并参加游览著名景点等活动。 
 

牛顿中文学校在原校长姚洁莹和刘希纯校长的关心支持下，美术教师郑玥从 4 月份~6 月份花了

长达 2 个月之久(平均每个学生画 5~10 小时/幅)，课外精心辅导了中文学校和郑老师创办的“大阿福

娃娃艺术画屋”共 31 位 4~16 岁的学生进行创作并参加了大赛。7 月中旬，十万多幅参赛作品在评完

基本奖项后，组委会又在获奖作品中 后由专家终审暨点评了 80 位特等奖，300 名一等奖。中央电

视台少儿频道采访并报道了此消息。同时我们也迎来了大获全胜的好消息，得到了没有一个落榜让

人振奋的佳绩：特等奖 2 名；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9 名；优秀奖 14 名；纪念奖(无)。
其中我们中文学校有 20 名获奖学生，同时也为中文学校赢得了“美术教育成果二等奖”以及指导老

师的“教师辅导二等奖”的荣誉(该两项奖与选送作品的数量和获奖的积分有关) 。 
 

我们中文学校一等奖获得者薛源同学和

二等奖获得者王艾梅同学以及“大阿福娃娃艺

术画屋” 的三等奖获得者丁茜同学，由家长王

辛中先生作为领队，代表中文学校于 8 月

19~21 日组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大

会。大会期间 400 名获奖师生于 20 日上午在

中国木偶剧团参加了开幕式并观看了中国经

典木偶剧，下午又参观了国家体育场（“鸟
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大

剧院、中央电视台新台址等在建工程。21 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了颁奖典

礼，国家中央领导人参加了颁奖。我校王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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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梅同学还作为海外获奖代表在颁奖典礼上作了精彩的发言致

词，获得一致好评。许多代表团师生还和我们的孩子及领队进

行了互动交流、互相学习。下午孩子们又游览了颐和园。 
中国教育电视一台（CETV-1）于 8 月 27 日 19：20 播出了

第七届 PHE 国际青少年书画大会颁奖盛况。 
 

孩子们顺利完成了这次荣誉之旅，带着荣誉凯旋归来。这次

活动不仅用“Peace、Health、Environment”(和平、健康、环保) 
这个我们全世界应该关注的主题链接了世界上所有热爱绘画、

热爱生活的孩子们，用他们稚拙的画笔去认识热爱和平、追求

健康、崇尚环保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裔孩

子们有机会了解中国，接触中国，与国内孩子们共同参与这个

世界性主题的活动。 
 

衷心祝贺为之付出努力的孩子们！感谢支持这次活动的学

获奖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合
 校领导和家长们！特别感谢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郑玥老师！♣ 
 

在第七届 PHE 国际青少年书画大会颁奖典礼上 

王 艾 梅 同 学 的 发 言 稿 

亲爱的 PHE 叔叔阿姨、老师、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叫王艾梅, 来自美国波士顿。这次我能代表我们牛顿中文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来北京领奖，感

到十分荣幸和骄傲。这次大会比赛的主题是“Peace、Health、Environmental” 就是“和平、健康、

环保”____这是我们全世界应该关注的大事。感谢组委会的叔叔阿姨用这个主题链接了世界上所有

热爱绘画，热爱生活的小朋友们，用我们稚拙的画笔去认识热爱和平、关注健康、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 

  我和我的同学们虽然生长在国外，但我们不会忘记学习中国悠久的文化。在中文学校里，除了

学说、写中文外，老师还给我们讲中国的历史和民间故事，教我们画中国画、剪中国剪纸，还聚在

一起包饺子过新年~~~~这次我们能参加 PHE 大赛并获奖，就是老师们的辛苦和同学们努力的结

果。在此我代表同学们对老师们的关心，指导，爸爸妈妈的关爱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辛勤组织这

次活动的 PHE 叔叔阿姨、老师们由衷的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啦！”我回到美国后一定要把

这次活动和所见所闻告诉我所有的中国和

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让他们都去了解

PHE，认识中国、热爱中国。 
 
  后衷心祝愿 PHE 大赛越办越精

彩！也祝第七届 PHE 大会圆满成功！谢

谢！ 

王艾梅（美国波士顿） 
2007 年 8 月 21 日 

具体可以查看大美教育网 
http://www.phe.org.cn/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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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 20 名学生的获奖作品 
 
特等奖： <<中国城庆新年>> 邹 首 王君   (男，9 岁)   (作品见本期封面) 
 
一等奖 2 名： 

二等奖 3 名： 

<<网络年夜饭>> 
钱嘉棋 (女，7 岁)

<<美国新爱尔良狂欢节>> 王艾梅 (女，8 岁)

<<九旬老人剪纸迎奥运>> 
李薇薇 (女，8 岁)   

<<嘉年华流动巡回游乐园>> 
薛源     (女，8 岁)

<<美国感恩节由来的故事>>  
谢慧怡  (女，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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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6 名： 
 

 

<<票友爷孙>> 
李启龙 (男，6 岁) 

 
<<我为宋祖英阿姨来伴奏>> 

邹首文 (女，7 岁)   

 
<<我和同学学包饺子>> 

赵嘉豪 (男，8 岁)   

<<我爱中文学校>> 
郑莉纱 (女，8 岁)    

<<我学跳芭蕾的故事>> 
张可心 (女，6 岁) 

<<花样年华---我的中国旗袍梦>> 
刘晨雪 (女，1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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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8 名： 
 
 

 

<<武松醉打猛虎>> 
师大川 (男，12 岁)   

<<吃饱了要睡觉了的大鲨鱼>> 
邹奕锴 (男，6 岁) 

<<万圣节讨糖的小精灵们>> 
吴嘉伊 (男，8 岁) 

<<印第安酋长鹰>> 
邹奕敏 (男，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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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仙子音乐会>> 
周若兰 (女，7 岁)    

<<螃蟹大军>> 
熊宗凯 (男，6 岁) 

<<土著神射手>> 
林恺闻 (男，9 岁)    

<<我们带爷爷奶奶看自由女神像>> 
刘晨露 (女，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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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毕业生杨丹妮和余丹烨 
 

暑期献艺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 
梁榕 

 
今年七月上旬，牛顿中文学校的毕业生杨丹妮和余丹烨，参加了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

的演出。她们两位是中华艺术协会传统中国舞蹈团的主要演员。该团应北京教委国际教育

交流中心的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奥林匹克文化节的演出。 
 

北京 2008 奥林匹克，对每一个有着华夏血统的炎黄子孙来讲，都是一件意义非凡的大

事。国内各地人们都以各种形式为奥运的成功积极做准备。同时，海外的侨界华裔也纷纷

响应，回国参加各项庆典活动。连续几年，奥林匹克文化节都是北京盛夏绚丽景象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今年的文化节自 6 月 23 日开幕到 7 月 15 日结束，将体育与文化紧密结合，

开展了 70 余项丰富多彩的奥运文化项目。两位同学随舞蹈团参加了文化节中两场主要的

文艺晚会的演出。第一场是 7 月 4 日在中华世纪坛，作为文化节主打项目的“奥运节拍”

音乐晚会。第二场是 7 月 7 日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畔，为特殊残奥运举行的文艺晚会。她

们能以自己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亲身参加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奥林匹克，为自己的

民族做点事。她们将拥有宝贵的记忆，会一生为此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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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所在的舞蹈团此次中国之行一共有二十几名团员及三十几名随行人员。半数以上

的人从未登上过大陆，也有不少人已遍游神州。为期十二天的行程，时间紧凑，日程繁

忙。在北京的八天是此行 辛苦的，她们每天上午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民族舞蹈，下午除

了为参加北京奥运文化节排练和演出之

外，还有友好学校的交流活动及许多观光

旅游项目。北京天气炎热，学习舞蹈的教

室没有空调设备，舞蹈的难度高强度大，

大学教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她们每天汗

流浃背，全身酸痛，筋疲力尽，但还是

真努力学习。杨丹妮生病发烧，余丹烨在

一次演出中扭伤了腿。但是她们宁肯放弃

观光游览，也要坚持圆满完成学习和演出

任务。她们成功地学成三支完整的舞蹈。

 

认

 

她们的舞蹈团此行中还应邀与国内几

所艺术学校进行了友好的舞艺交流活动：在北京访问了由国宝级舞蹈家、东方舞蹈女神陈

然，回国一次，一定要游览

众多的文化古迹和景观名胜。她们在北京游览了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长城、十三

陵、雍和宫、首都博物馆、及刚刚建成的雄伟壮观的奥运主要会场和体育馆。在沈阳游览

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暑期。♣ 

爱莲创办并任教的爱莲舞校，在沈阳访问了全国 大的专业芭蕾舞校--辽宁芭蕾舞学校，

在抚顺与少年宫的孩子们一起在电视演播大厅举办视频文艺晚会，在大连与辽宁师范大学

第二附中的师生同台共庆该校教学育人的新成就。每到一地，来自大洋两岸的孩子们一起

彩排一起演出，手拉手上台下台。前一瞬还陌不相识，转眼间就有谈不完的话。待到离别

时，他们恋恋不舍，互赠礼物，合影留念。所到之处，留下欢乐的笑声，带回长长的新朋

友名单。通过这些交流演出活动，

她们打开了眼界，学到了许多以前

没有机会接触的东西。同时也让人

吃惊地看到，她们舞蹈团的演出水

平并不逊色於国内同龄的艺术专业

学生，令人为中华舞蹈艺术在海外

有传承而感到欣慰。另外，国内的

几所学校也籍此机会与艺协建立了

联系，为将来的互相访问，继续合

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

了五里河公园和世界博览会及棋盘山园区。在抚顺参观了世界 大的露天采矿场。在大连

游览了风光秀丽的海滨和市区。 
 
这

絮语       NCLS Journal       9/ 2007 12 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 



编余漫笔 

茭白丝鸡蛋饼 
庄园 

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厨师。 
 

生长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却在南北交汇的北京，结缘一位来自水乡泽国的江南夫子，开始跟他

学吃南方菜。(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北京各大副食商场，流行将鸡肉剔得精光，将剔剩下的鸡

骨架贱卖。当时的国情是脑体倒挂，没有小资没有中产，满腹经纶难掩囊中羞涩，因此，鸡骨架炖

汤，便成了滋补穷秀才的佳肴。)在那时常需用鸡骨架来解馋、大鱼大肉尚弥足珍贵的日子里，茭

白丝与鸡蛋搅在一起摊出的茭白丝鸡蛋饼，煞是好吃。 
 

刚刚筑巢那会儿，很想献献殷勤。一日早归，趁转车之际，在双榆树商场一番采购，大包小包

又挤上公车，直奔借居的斗室，直奔斗室里的厨房。素来眼里容不下沙子，不管是叶莱还是果菜，

只要莱上有深色的斑点儿，总要悉数抠去。夫子总说：“菜就长得那样，不是烂的，不用抠”，可

还是积习难改。那日回家，将刚买来的茭白洗净、切开——原本白白净净的东西，怎么里面尽是些

细细长长的小黑点儿？倒霉，买了个秀外不慧中的，遂耐心地一一抠将开来。待案板上抠下的小黑

点儿堆成一座小山丘时，夫子仆仆而归，见状大吼：“抠什么呢，你！那是茭白的种子，是好东

西！抠、抠、抠，你就知道抠，自己脸上的雀斑，怎么不抠哇，你！”可想而知，夫子随即接手了

厨房，自己只好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打着下手。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见识有长短，但处事的态度一

定要端正。就冲我对家事这付积极主动、热心参与的样子，看他夫子还能对我吼到哪里！ 
 

一次，夫子对我说，他们教研室的一位女教师，曾对着他脚上的那双鞋，凝视良久。我自喜：

当然了，那是一双在友谊商店用外汇券购买、合资生产的奇安特牌旅游鞋呀！夫子问： 

“你猜她说什么？” 

“自然是羡慕喽。” 

“哼，想得美！ 她说，‘你在家是不是总做饭呀，你的鞋上怎么都是溅的油点儿呀’。”(当
年小小的煤油炉放在地上，做饭时或弯腰或半蹲，炒菜的油自然都溅到锅周围的地上、鞋上。) 
 

我心悲呼：糟糕，一双鞋泄露了天机，这个不贤不惠之名，怕已是昭然若揭！ 
 

许多年过去了，巢内待哺之口已增了一倍，虽每日填饱肚子的初级工程多由自己完成，但两个

识货的幼雏，隔三差五总要换换品味，唯有夫子亲为。好在那巢，已远渡重洋、另辟栖处。随着这

天翻地覆的变化，夫子再也不用穿着上班的鞋子、弯着腰在厨房劳作，自己恐怕也不用担心有人盯

他的脚了。 
 

每一期校刊于我，都好比是一道莱。寻常如我的一位厨师，做不出摆得上台面的宴席，更遑论

引导或误导饮食文化的潮流了，无非是打打牙祭而已，至于南甜北咸，各人吃出各人的口味，做厨

师的除却无奈也还是无奈。感谢那些或口头或书面对校刊给予肯定、称赞及建议的读者；感谢那些

忙里偷闲为校刊撰稿、以行动来支持校刊的作者；感谢那些利用业余时间、不厌其烦地为校刊打字

的老师同学；感谢那些为印刷、装订校刊而马不停蹄地忙前忙后的家长同仁；更要感谢那些具体指

导、审阅每一期校刊的校领导…… 
 

当年夫子那声吼，吼醒了我，仔细照照镜子，脸上的确有雀斑。每一期校刊的读者，透过校刊

上星星点点的雀斑，也许看不到什么明眸皓齿，倘若能够看到一颗努力求好、孜孜敬业的心，那，

这上一学年的案牍劳形，也值了！ 
 

高瞻远瞩的牛顿前人，立下了英明的轮流坐庄的规矩，每一位新校长上任，只能由副校长至校

长连任两年。我也循规蹈矩，编它两年校刊。但愿已不新鲜了的热情这把火，还能支撑着我再掌勺

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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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资讯 

新学期课程简介 
 

Class Name:  儿童舞蹈基础 - Children Dance Basics  
Teacher:  钟慧 

  

让幼儿动起来---从幼儿开始学习舞蹈，在轻松活泼的音乐中，除了训练他们的舞蹈能

力，启发舞蹈意识之外，还能使肢体协调，促进骨骼发展，活跃思维，陶冶性情，培养独

立个性，提高表现力，增强自信心……拥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气质及积极乐观向上的心

态，并且从中还能认识了解中国文化，这可是每个父母对孩子的希望。 
  

有多年舞台表演经验的钟慧（IVY）老师，来波士顿后，编排教演，从事舞蹈教学四

年，针对不同年龄特点开设有：幼儿舞蹈启蒙班，少儿舞蹈基础班，青少年舞蹈表演班。

成人：现代舞班，民族舞班，形体健身班等。很受欢迎，教学认真，内容丰富充实，学生

年龄从两岁多到五十多岁，并且经常出现在大大小小的社区舞台上。钟慧老师现在乡土舞

蹈团、新星艺术学校和多家幼儿园等担任首席舞蹈教师。 
  

同时，钟慧老师又是一名幼儿教育工作者，持有麻州幼儿教师资格证书，深深体会到

舞蹈对幼儿身心智发展的重要性，现致力于舞蹈与幼儿教育相结合，并把它当作一种使命

与追求。  
  

为帮助更多的幼儿迈出稳健的每一步，本学期开始在牛顿中文学校招收 4 岁半以上，

喜欢手舞足蹈的小学员，从零开始学习中国舞蹈。 
  

(本课程原由前妈妈舞蹈队指导梁榕老师任课，因她另有任务，改由钟慧老师担纲) 
  
年龄要求：4.5 到 6 岁 
  
  

Class Name:  直映阅读及成语 - Reading and Idioms with ZhiYing 
Teacher:  杨宜芳 
  

直映趣味快速认字是目前国内 新的也是 有效的中文识字法之一。它集趣味性和快

速认字于一体。孩子们在边玩边学中掌握中文识字。使孩子们上完一堂课就期盼下一堂

课。一般中文学校两学期就可学完 1500 左右汉字。 
  

“直映阅读及成语”是直映认字的后续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进一步增强孩子对中

文阅读的兴趣,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本课程也是对

直映认字的再次复习, 使孩子更加巩固在认字课中学过

的汉字. 成语的教学同时又给孩子增加汉语的运用能力,

为将来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为两学期，第一学期的书费为$50。 
  

要求:  

1．学生已经完成直映认字课教程或者 

2．学生认字在 10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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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ame:  一年级马力平试点班  Teacher:  冯瑶 

Class Name:  四年级马力平试点班  Teacher:  姚洁莹 
  

本课程将使用斯坦福中文学校马力平博士十年来立足美国，根据海外华人子弟在美国

中文学校学习中文的条件和特点，精心编写的教材。目标是争取大部分的孩子经过几年的

中文学习，真正的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本套教材引导学生经四个阶段实现中文“学有所成”的目标： 
 
第一阶段：集中识字（一年级到四年级，第 1 册到第 12 册） 
第二阶段：集中阅读（五年级，第 13 册到第 15 册） 
第三阶段：实用中文（六年级和七年级，第 16 册到第 21 册） 
第四阶段：中国文学和文化巡礼（八年级到十年级，第 22 册到 30 册）  

由此可见使用本套教材将对学生和家长有更高的要求，具体的区别和要求，详见学校

网站上刊出的“教材对比”，希望对有心的家长在决定选课前有所帮助。 

一年级年龄及要求：6 岁及王瑞云老师学前班“毕业”了的学生； 

    家里有良好的语言环境；  

    家长有信心，能坚持每周分四次提醒学生完成各项作业。 
 

四年级年龄及要求：9 岁及初步已有一定的识字量，学过拼音； 

          家里有良好的语言环境；  

          家长有信心，能坚持每周分四次提醒学生完成各项作业。 
 

[因为是从四年级插班换用教材，希望学生整体水平差不多，第四册学完

后，如果可能，将跳过第五册，进入第六册的学习，再跳过第七册（拼音

为主），等等，尽量争取两年内，学完第十二册，完成集中识字，过掉认

字关。如果上课一段时间后，学生因种种原因无法跟上进度，也许将会劝

其退回其他班。] 
  
 

Class Name: 成人形体健美 (太极功夫扇)  Teacher:  张川川 
 

太极功夫扇是北京市体协为支持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锻炼

而创编的。该套路一经推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今已成为 受欢迎的太极健身项目！太

极功夫扇使扇子的挥舞和太极的运动技巧灵活结合，使武术动作与中国功夫的歌曲旋律巧

妙配合，揉合了不同流派的太极拳、太极剑动作，

以及快速有力的长拳、南拳、京剧舞蹈动作等等，

内容丰富新颖，载歌载“武”，而且易学易练，确实是

陶冶情操、强身健体的首选！ 
 

曾在牛顿中文学校妈妈舞蹈队习舞多年的张川川

老师，在昆西的新星艺校、WESTWOOD 的

FOXHILL VILLAGE 任教太极拳、太极剑和太极功

夫扇, 有数年成人健身教学经验。张老师的这门课以

教授太极功夫扇为主，兼教八段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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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尖小荷 
下面是原十年级乙班盛兰兰老师指导学生写的作文—— 
 

天 坛 公 园 
曹宸哲 

 

去年我中学毕业，回到北京过暑假。很多年没有回去了。北京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一点儿也认

不出来了！我外婆的家就在天坛公园的附近，穿过大马路和街心花园就到了天坛公园。小时候我常

常去天坛公园玩。现在，虽然很长时候没去了，但我对那里的一切仍记忆犹新。这次一回来，我就

马上去了天坛公园。 

天坛公园是中国现存 大的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环境十分优美。建筑宏伟壮观。公园四处都

是古松。公园里有祈年殿、皇穹宇、丹陛桥、双环万寿亭、祭天台、回音壁、斋宫，还有巨幅汉白

玉的龙凤雕塑、长廊等等。我 喜欢去的地方是回音壁。回音壁是个圆墙，内侧墙壁非常平整。我

和哥哥分别站在东西两侧，离得很运，面对着墙，彼此很小声地说话就能听得很清楚，声音是通过

墙壁传递的，很有意思。 

今年夏天我还要去天坛公园。♣ 
 

九 寨 沟 一 游 
王思琦 

 

去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乘飞机从成都抵达九寨沟。降落后，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周围的青天

和群山。接着，我们坐酒店的旅游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进山。 

我们来到了长海。长海是一个座落在山中的大湖，是九寨沟的著名景点之一。宝石蓝的水清澈

可鉴，反射着被绿树覆盖着的山。多么美妙的风景啊！除了长海，还有其它的湖，比如熊猫海和五

彩池。五彩池给我留下了没刻的印象。它的水很奇特，真是五颜六色！有湛蓝、孔雀蓝、碧绿……

我们还去了珍珠滩，看到飞溅的水珠从一个石阶跳到另一个石阶。千千万万这样的水珠组成了那闻

名的滩，太壮观了！ 

我们在九寨沟游玩了三天。我照了上百张的相片，为了纪念这次美好的旅行。♣ 
 

桂  林 
左文潇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回中国，去了世界闻名的桂林。我在中文课学过“桂林山水甲天下”，现在

终于能亲眼见识一下桂林的秀丽风光了。 

桂林处处都是旅游胜地。 

芦笛岩是一处神奇魂丽的著名景点。芦笛岩的进口是一个很普通的洞口，但据说芦笛岩有六十

多万年的历史。芦笛岩洞里的钟乳石经过成千上万年形成了今天的姿态。洞里有各种各样的石乳、

石柱和石笋等。彩色灯光照耀下的钟乳石在我眼前展现了一个奇妙的神话世界。有的像大鲸鱼的尾

巴，有的像正在晒太阳的狮子，有的像下垂的帐幔，有的像各种各样的水果和瓜菜。这里还有东海

龙王的水晶宫殿、南天门的挚天柱、花果山和原始森林。看这些美妙的岩洞景观，好像进入了人间

仙境。 

从桂林，我们乘漓江游轮去阳朔。两岸秀丽的群山和青翠的凤尾竹倒映在漓江的碧水之中，真

是风景如画。一路上山石变化无穷，有的像猫耳朵，有的像安静的少女，有的像罗汉…… 让人感

兴趣的是“九马画山”。这是一座沿江的巨大灰白的石壁，人们说壁上画有九匹骏马，有的低头饮

水，有的昂首嘶鸣，还有的马在扬蹄飞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出九匹马，传说“看出九匹中状

元”。我看出了七匹，爸爸只看出了四匹。 

桂林以它独特的秀丽风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去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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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 2007 年秋季校历 
 

 Week 1 
第 一 周 

Week 2 
第 二 周

Week 3 
第 三 周

Week 4 
第 四 周

Week 5 
第 五 周

Reason 
For No Class 

(NC) 
September 

 
九 月 

 9 
开 学 16 23 30  

October 
 

十 月 

7 
(NC) 

14 
 21 28  Columbus Day 

November 
 

十 一 月 

4 
期中考试 11 18 25 

(NC)  Thanksgiving 

December 
 

十 二 月 
2 9 16 23 

(NC) 
30 

(NC) 
Christmas 
New Year 

January 
 

一 月 
6 13 20 

(NC) 
27 

期末考试  M. L. King’s Day 

 
牛顿中文学校 2008 年春季校历 

 
 
 
 

Week 1 
第 一 周 

Week 2 
第 二 周

Week 3 
第 三 周

Week 4 
第 四 周

Week 5 
第 五 周

Reason 
For No Class 

(NC) 
February 

 
二 月 

3 10 17 
(NC) 24  Winter Vacation 

March 
 

三 月 
2 9 16 23 

(NC) 30 Easter Weekend 

April 
 

四 月 

6 
期中考试 

13 
 

20 
(NC) 

27 
   

Spring Vacation 

May 
 

五 月 
4 11 18 25 

(NC)  Memorial Day 

June 
 

六 月 
1 8 

期末考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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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秋季第一节课教师教室一览表 

班级/Class 教师/Teacher(s) 
("*":年级组长) 助教/TA(s) 教室/Room

学前班 甲班 Language, K Grade - A 王瑞云 *  李家祺 111 

学前班 乙班 Language, K Grade - B 任基安 郑书宁 224 

学前班 丙班 Language, K Grade - C 罗玉霞 Forrest Jones 112 

学前班 丁班 Language, K Grade - D 陈丽嘉 梁伟立 114 

一年级 甲班 Language, 1st Grade - A 陈励 张可为 107 

一年级 乙班 Language, 1st Grade - B 狄晓慧 周阳 106 

一年级 丙班 Language, 1st Grade - C 田毅 *  高波 115 

一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1st Grade - Ma, Liping 冯瑶 王冰 223 

二年级 甲班 Language, 2nd Grade - A 董苏 邓兴宇 108 

二年级 乙班 Language, 2nd Grade - B 杨宜芳 徐衍哲 105 

二年级 丙班 Language, 2nd Grade - C 赵咏梅 汪慧颐 103 

二年级 丁班 Language, 2nd Grade - D 梁楠 *  彭超 109 

三年级 甲班 Language, 3rd Grade - A 方慧 王兰 201 

三年级 乙班 Language, 3rd Grade - B 孙瑞华 *  赵力童 202 

三年级 丙班 Language, 3rd Grade - C 冯怡丽 赵欣宇 207 

四年级 甲班 Language, 4th Grade - A 于丹 陈芬 227 

四年级 乙班 Language, 4th Grade - B 曾力 *  , 高雄浩 226 

四年级 丙班 Language, 4th Grade - C 张云 陈佩含 318 

四年级 丁班 Language, 4th Grade - D 蒋珊 常山青 113 

四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4th Grade - Ma, Liping 姚洁莹 何超, 刘明 228 

五年级 甲班 Language, 5th Grade - A 林晓燕 *  梁睿谦 214 

五年级 乙班 Language, 5th Grade - B 吴晓云 刘心尧 215 

五年级 丙班 Language, 5th Grade - C 藤蓉蓉 武昊杰 209 

五年级 丁班 Language, 5th Grade - D 谢雪梅 和心慧 211 

六年级 甲班 Language, 6th Grade - A 杨英丽 臧锦延 314 

六年级 乙班 Language, 6th Grade - B  黄文陶 *  许亚婷 322 

六年级 丙班 Language, 6th Grade - C 韩黎娟 任布希 330 

七年级 甲班 Language, 7th Grade - A 周琼林 戴学群 312 

七年级 乙班 Language, 7th Grade - B 范林 *  张志一 311 

七年级 丙班 Language, 7th Grade - C 何瑞萍 杨琦蘅 331 

七年级 丁班 Language, 7th Grade - D 汪春晓 王亚曦 102A 

八年级 甲班 Language, 8th Grade - A 孙海燕 牛睿蕊, 朱来瑞 319 

八年级 乙班 Language, 8th Grade - B 李威 *  蒋文文 218 

九年级 甲班 Language, 9th Grade - A 朱伟忆 沈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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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 乙班 Language, 9th Grade - B 蔚健 *  李煜堃 316 

十年级 甲班 Language, 10th Grade - A 夏铭 王菡 317 

十年级 乙班 Language, 10th Grade - B 盛兰兰 *  凃天驰 217 

SAT II 中文 SAT II Chinese 王命全   203 

数学 10 (SAT 2) Math - C II (SAT II, grade 9-12) 武亚明   213 

绘画一甲(蜡笔, 4-5 岁) Art 1A: Crayon 高虹 陈卉 102 

少儿抖空竹-A (六岁以上) (Chinese Yoyo – A) 陈望菊 潘延 3rd  floor GYM

击剑 (新) Fencing Class (New) 文国刚    

成人交谊舞(初级) Adult Ballroom Dance 金光海,马唯平,吴晔   1st floor GYM 

成人素描 Adult Sketch Drawing 吕明   225 

成人国画 Adult Brush Painting 谭嘉陵   216 

成人舞蹈健身 Adult Dance Exercise 钟慧 丹黎 222 

成人演唱艺术 Adult Vocal Arts 朱福蓉   221 

成人运动健身 Adult Aerobic Exercise Meera Tholander 谢丽琴 礼堂 

老人太极 Senior Taiji 石紫英   一楼餐厅 

老人国画 Senior Brush Painting 林二南    

2007 年秋季第二节课教师教室一览表 

班级/Class 教师/Teacher(s) 助教/TA(s) 教室/Room

学前班 甲班-2 Language, K Grade -A2 王瑞云 任基安,李家祺 111 

直映阅读成语(Reading Chinese, Idioms with Zhi Ying-New class) 杨宜芳 孙瑞华 322 

直映识字(Learning Chinese with Zhi Ying-Continuing class)  冯瑶 武昊杰 318 

SAT Verbal (1) 盛兰兰 汪笑雨 209 

SAT Verbal (2) 王命全 , 周怡然 218 

SAT Writing Alan Thwaits   207 

数学 9(SAT) Math - IX (SAT I, grade 9-12) 崔丽晶 , 卢韵竹 211 

数学 8(SAT) Math - VIII (SAT, grade 8-10) 员玉娟 徐衍哲 316 

数学 7 甲 Math - VII (Al II, grade 8-10)(A) 徐建国 文遥 331 

数学 6 甲 Math - VI (Ib, grade 7-10)(A) 郑之高 董俊成 312 

数学 5 乙 Math - V (A1, grade 6-8) (B) 张剑 张志一 317 

数学 5 甲 Math - V (A1, grade 6-8) (A) 严志敏 范林, 李煜堃 228 

数学 4 Math - IV (Pre-A, grade 5-7) 陈焱 张远晨, 周阳 227 

数学 3 Math - III, (basic, grade 4-5) 虞强 王晓宇,杨英丽 202 

数学 6 乙 Math - VI (Ib, grade 7-10)(B) 武亚明 *  徐西萌, 左文瀟 201 

绘画十(国画, 10 岁以上) Art 10: Chinese Bru 谭嘉陵 黄澄, 刘纲 216 

绘画八(国画, 8-10 岁) Art 8: Chinese Brush Pa 汪庆 常山青,何瑞萍 215 

绘画七 甲(彩绘, 8-10 岁) Art 7A: Water Color 吕明 杜佩玲 106 

绘画九(素描, 10 岁以上) Drawing 9: Sketch ( 王社林 何超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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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六(素描, 8-10 岁) Art 6: Sketch (age 8-10 高虹 刘晨雪, 孙咏 112 

绘画三（素描, 6-7 岁） Art 3: Sketching 吴晓云 蒋文文, 田毅 115 

绘画二甲(卡通/基础, 5-6 岁) Art 2A: Cartoon Basic 沈亚虹 *  戴学群,王玉双 114 

绘画一乙(蜡笔, 4-5 岁) Art 1B: Crayon 王泉海 韩黎娟, 郑健昆 319 

绘画五(彩绘, 7-8 岁) Art 5: Drawing/painting 郑玥 蒋珊, 朱敏涵 314 

绘画二乙 (工艺/基础, 5-8 岁) Art 2B: Craft Basics 朱伟忆 李培莉, 李厘君 330 

绘画七 乙(少儿油画棒写生, 9 岁以上) Art 7B: Oil pastel still 郭义方 夏至宁  

少儿表演艺术 Young Children Performing Arts 陈丽嘉 冯怡丽 105A 

儿童演唱艺术 Children Vocal Arts (7.5 yrs ol 朱福蓉 赵小婴 221 

儿童民族舞 Children Chinese Folk Dance 黄语红 康丽娜, Carina Yung 礼堂 

儿童舞蹈 Children Dance 岑雅慧 岑燕萍 311 

儿童劳作 Children Crafts ( 陈励 赖安洁 107 

儿童舞蹈基础 Children Dance Basics 钟慧 杨丹妮 213 

书法 Chinese Calligraphy 杜伟   225 

国际象棋(高级) Chess (Advanced Level) 朱丽萍 王菡 315 

围棋 (初中级) GO (begin/intermediate level) 卢珂 贺盛华, 肖慧 113 

国际象棋(初级) Chess (beginner Level) 王文辉 梁伟立, 夏铭 109 

国际象棋(中级) Chess (intermediate Level) 贺极苍 徐思超,朱来瑞 103 

乒乓球 Ping-Pong 汪自强 李卓然, 彭超 2nd floor GYM

武术 Martial Art   王晨光 2nd floor GYM

篮球(初级) Basketball (beginner) 李威 丁路轲, 李约波 2nd floor GYM

篮球(中级) Basketball (intermediate) 钟瑜 苗欣雨, 张镨 2nd floor GYM

少儿抖空竹 (六岁以上) (Chinese Yoyo) 陈望菊   102A 

击剑 (中级) Fencing Class (continues from last 文国刚   2nd floor GYM

击剑(初级) Fencing Class (beginner) (10 yrs ol 计月娥 丁一真 2nd floor GYM

成人形体健美 Adult Fitness Exercise 张川川 丹黎 222 

成人交谊舞(中级) Adult Ballroom Dance 金光海,马唯平,吴晔 吴学明 1st floor GYM

成功的家庭教育 Parenting for Successful Chi 沈安平   217 

中文口语 1 Adult Spoken Chinese (A) 侯晓莉    

老人英语会话 1 Senior English conversation (A) 汪春晓   226 

老人英语会话 2 Senior English conversation (B) 黄文陶   224 

老人英语 3 (入籍班) Senior English C (Naturalization) 刘忠英   223 

2007 年秋季第三节课教师教室一览表 

班级/Class 教师/Teacher(s) 助教/TA(s) 教室/Room

成人交谊舞(高) Adult Ballroom Dance 金光海,马唯平,吴晔 吴学明  

成人活动 Adult Activity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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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人员疏散计划 
(牛顿中文学校    2007 年) 

1.         遇到紧急情况（如火警），请所有老师和学生立刻停止正在进行的教学活动，立即在教师

及助教的带领下从指定的楼梯和出口大门有秩序地撤离大楼。 
2.         离开大楼后教师及助教应在出口门外附近集中班级所有学生并立即点名查清学生人数，并

指派助教及时向校行政通报情况。所有学生未经教师同意不得擅自离开班级集中地点。 
3.         所有家长必须带领未上课的子女立即就近撤离大楼。然后与班级教师联系认领学生。绝对

不可在楼内到学生教室认领学生。以免引起混乱，延误疏散时间。 
4.         校行政及家长会值班人员应迅速检察厕所、礼堂、球场等地，责令所有遗留人员迅速就近

撤出大楼，并疏导撤出大楼的人员离开建筑物，留出通道，以备车辆进出。 
5.         警报解除前，所有人员不得返回大楼。等待相关人员来处理。 
6.         教师、助教、校行政工作人员、值班家长要了解相应楼梯和出口大门。全楼共有五个楼梯

及出口大门， 按顺时针编号。请相应班级老师记住你班学生使用第几号楼梯及出口大门。  
  

一楼: 使用一号大门（主进口）：104， 107，108，109 教室，部分饭厅。 
使用二号大门（前停车场处大门）：110 教室和饭厅的人员 
使用三号大门（楼左侧）：111，112，113，114，115 教室，饭厅的人员 
使用五号大门（楼后中部）：101，102，102A，103，体操房  
使用七号大门（楼前右侧）：105，105A，106，体操房 

  
二楼: 使用 1 号楼梯/大门：礼堂，图书馆（一半），217，218，219，220 教室 

使用 2 号楼梯/大门：礼堂舞台，221，222，223，227 教室 
使用 4 号楼梯/大门：201，202，203，224，225，226，228 教室，图书馆（另一半） 
使用 6 号楼梯/大门：205，206，207，208，209 教室，篮球场 
使用 7 号楼梯/大门：213，214，215，216 教室，篮球场 

  
三楼: 使用 6 号楼梯/大门  : 311，312，314 教室 

使用 7 号楼梯/大门：316，317 教室 
 

To Walnut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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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教师守则 
 

1、 教师和助教必须提前十分钟到校，2:00PM 准时上课，请勿迟到早退。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够上

课，请提前两周向校长请假。紧急情况不能够上课，请打电话给助教安排上课内容，同时打

电话给校长, 副校长, 或者教务主任。 

2、 教师要在开学后第二周向教务主任提交一份教学计划。平时认真备课、批改作业。主教老师

尽可能自己教批改作业，以便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除了课堂练习以外，布置一定数量的

家庭作业。 

3、 教师有责任维持正常教学秩序，保持教室整洁。严禁学生动用教室内除桌椅板凳以外的任何

物品。禁止学生在课桌上刻画或在教室内吃东西。教师本人不要借用教室内的电话以及计算

机等用品。课后督促学生和助教把桌椅板凳放回原处，擦净黑板。如有 DaySchool 的教师对

其教室的整洁等问题发生置疑，所在班教师要负责任与其联系并做善后处理。 

4、 教师要随时记录学生情况，并及时与家长联系。一年级以上各班除平时小测验外，每学期要

有期中考试，并对优秀学生进行表彰与奖励。暑假前三周要准备好暑假作业。 

5、 教师在教学中要尽量使用中文并使用标准普通话教学。 

6、 助教除应帮助主教老师维持课堂纪律、积极配合主教老师做好课上辅导以及帮助主教老师批

改部分作业外，必要时能够代替主教老师上课。 

7、 所有与教学有关的教学用具，由校行政统一配发。若需特殊教学用品，需报请校长、副校

长、教务主任审批。（审批范围仅限于教学必需品。）教师个人请勿自行购买糖果、点心、

饮料等非教学物品。学校将不予报销任何未经批准与教学无关的任何物品。 

、 每月第一个上课周日发上一个月津贴，请各位到会计处领取。 

9、 全校教师例会，学

1. 牛顿中文学校的学生要尊敬老师，尊敬其它学生和家长，团结友爱，互帮互助。 

3. 学

4. 学生要遵守课堂秩序，举手发言或提问，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6. 爱

计

7. 保

牛顿中文学校家长守则 
1. 每一位学生家长有责任，有义务，参与学校管理，运作；如行政管理，义务值班，维持秩序，

记

2. 教

4. 学生，家长到校后，请在一楼餐厅等候，上课前十分钟才可进入教室。 

5. 学校不准许私人张贴广告或其它通知，但可刊登在校刊内。凡有商业团体或个人到学

校进行商业活动，
6. 除一楼餐厅外，学校任何其它地方都不允许吃东西喝饮料。 

8
校会提前一周通知各位老师。 

 

牛顿中文学校学生守则 
  

2. 学生们应按时到校上课，带齐学习用品，不迟到，不早退。如有特殊情况须向老师请假。 

生在上课前 10 分钟才可进教室，早到的请在餐厅等候。 

5. 课间不要追逐吵闹，大声喧哗或在楼道里跑动。 

护校内财物及设备，不要动用或拿取教室内，以及图书馆内的任何物品及教学器具，尤其是

算机。如有损坏或丢失，须按价赔偿。 

持校舍清洁，不要在餐厅以外任何地方饮食。 
  

  

帮助学校正常进行。每位家长每学期需要值班一至二次，由各区家长代表召集。请家长们别忘

已在报名登记表上签了名。 

育孩子遵守学校纪律，爱护公物，尊敬老师，友爱同学。 

3. 协助把学校的停车场留给老师；接送孩子时，尽量快速，不造成交通堵塞；只在法定的地方停

车，违章罚款或车被拖走，均后果自负。 

请事先与校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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