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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屏校长新学年寄语
 情系奥运
 在中国支教的日子
 人见人爱的苏式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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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董事会会议简报
（马丽君会议记录，孙京执笔）

牛顿中文学校董事会于 2008 年 8 月 24 日在刘希纯家召开了 2008-2009 年度第一次董事
会会议。董事会八名成员刘希纯，马丽君，李屏，张剑，郭红，赵肖东，倪继红，孙京出席
了会议。董事姚洁莹因故参加了部分电话会议。前任董事长王卫东及董事周琼林列席了部分
会议。会议于下午 2 时 15 分开始，6 时结束。
此次董事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为：
1) 选举新一届董事会主席
2) 选举财务总监及‘支持中国贫困地区教育事业’项目负责人
3) 听取 2007 / 2008 年度总结报告（刘希纯）
4) 听取校行政暑期工作情况汇报（李屏）
5) 听取 2008 / 2009 年度预算报告（李屏）
6) 听取校庆五十周年筹备汇报 (王卫东)
7) 其他议题讨论，包括
a) 牛顿中文学校支持中国贫困地区教育事业项目（周琼林）
b) 建立教师评估系统进展汇报 (姚洁莹)
c) 学校长期发展基金储蓄调整
董事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孙京担任新一届董事会主席, 任期两年。孙京感谢大家的
信任，表示要全力以赴和董事们一起为牛顿中文学校的长期稳定发展作出努力。董事会选举
张剑任财务总监, 推举郭红任‘支持中国贫困地区教育事业’项目负责人。张剑和郭红均愉
快地接受了任命。

前任校长刘希纯做了 2007 / 2008 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学校在本年度中继续稳定发展,
各项工作运行良好, 师资及生源稳定, 财政预算完成良好, 略有盈余。董事会对刘希纯，
李屏及全体校行政工作人员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优异成就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

新任校长李屏就暑期工作做了说明。校长李屏, 副校长韩彬及校行政工作人员在暑期中
为下一年度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从编制年度预算, 课时安排, 师资调动, 到其它各项事宜
布置规划, 现均已基本安排就绪。学校还在暑假期间进行了教师培训。

3

校长李屏在会上做了 2008 / 2009 年度预算报告。本年度预算将遵循促进学校继续稳
定发展的方针, 量入为出, 从简从严, 争取在不增加师生负担的情况下做到预算平衡。

鉴于本年度是牛顿中文学校 50 周年校庆, 前任董事长王卫东带领一个筹备组去年就已
开始准备工作。董事会推举王卫东在新的年度里继续领导该项工作, 王卫东欣然接受, 并
在会上就新年里如何开展该项工作的计划做了探讨。

董事会还讨论了‘牛顿中文学校支持中国贫困地区教育事业’项目。前任董事和项目负
责人周琼林列席会议, 并向董事会做了工作汇报及经验介绍。我校自两年前启动这个极有意
义的项目以来, 已连续两年捐助国内贫困地区学校, 给两所中学的约 50 名学生援以资助。
我校的十多位师生也通过去中国的支教活动受到直接教育, 整个项目取得很大成就。董事会
对琼林老师及全体工作组成员的辛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希望大家能认真总结经验, 为今后
工作进一步成功打好基础。

董事会听取了姚洁莹董事就教师评估系统的汇报。评估小组着重于教师守则的修改和增
订, 明确列出评估要求。董事会决定在本学年的春季在高年级试运行,听取反馈,不断完善。

董事会还讨论了其它事宜, 包括家长值班情况, 长期基金定期储蓄, 董事会下一年度的
活动安排等。董事会特别感谢校行政、家长会为学校所做的工作和贡献, 并相信在李屏, 韩
彬和新一届校行政的带领及董事会的全力支持下,牛顿中文学校一定能进一步发展壮大。

老师们,加油!
繁忙的是从办公室直接赶来的;远道儿的是从罗
德岛或西部的春田市来的。
7 月 12 至 15 日，75 位来自新英格兰十多所中文
学校的老师，与四位千里迢迢从台湾飞来的老师共
聚一堂，三个晚上的培训课密集扎实。“这些课，
我可以讲 600 小时，也有 60 小时的浓缩版。更有你
们学到的 3 小时的精华版，没有差。”教《数位及
语音辅助教学》的台湾文化大学甘新贵老师这样
说。让听课的人有不枉此课的感觉。新英格兰中文
学校协会庄纪华会长表示：今年是第一次在非周末
举行教师研讨会，没想到有超记录的学员踊跃参
加，让主办单位十分感动。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冯永敏教授和台北东湖国中李
函香老师的课生动活泼，由灵活多变的团体游戏和
语文活动组成。让学员们在轻松的气氛下，进行实
际操练，快快乐乐地重当了一回学生。冯老师强调
学习第二语言是一件困难的事,特别是在海外特殊的
语言环境中,因此更需要搭配活动。让孩子们在活动
中学习用语言描述；认识字的语音、结构和含义；

学习语法。教孩子对汉语有空间和立体的概念。冯
老师有一个活动是组句：由老师给出一个词组，由
学员给出前面和后面的句子，将三个部分组合在一
起，大家讨论找出最顺的和最可笑的句子。她表
示，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学生很快进入学习的状态，
灵活掌握词组的用法。
教电脑课的甘老师特别介绍台湾侨委会历经两年
研发、测试于今年四月推出的“全球华文网”（网
址 WWW。HUAWENWORLD.ORG）。他表示该网
站除提供华文教学资源外，教师还可以在网站上设
立虚拟教室，开班授课。他强调网站注册免费，欢
迎新英格兰地区的老师们踊跃加入。
我们牛顿中文学校的老师们，由校长李屏亲自带
队。是听课群中最大的一组，而且发言积极踊跃，
又是最活泼的一组。最后每位听课的老师都领到了
一份印刷精美的结业证书。让我们记下这些不辞劳
苦的老师们的名字吧：
王瑞云、盛兰兰、孙瑞华、杨宜芳、庄园、李
屏、张蓓蕾、于丹、曾力、陈丽嘉、任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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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好每一节课。用我们不懈的努力点染
牛顿中文学校这面大旗；用每日每时的辛劳
争得又一个学习中国文化的丰收年。

百年

我校五十年校庆将要贯穿在全年的
教学中，配合校庆，我们鼓励教师们举办各
式各样的演讲、竞赛、研讨及展览等活动。
通过校庆五十周年的活动，我们要激励在校
学生努力学好中文、珍惜今天的学习机会。

五十年
今年

今年的课程安排在原有的基础上，根据
需要和可能稍有变动。中文课经董事会通
过，在一、四年级各开了一个马立平教材
班。加上去年的两个班,现在我校共有四个马
立平教材试点班。今年的语文教科书有较大
的变化，我校使用的《中文》教材从今年起
启用新版本，新书的到来象征着学科的进
步。但是由于新版本尚不完善，因此学校决
定一年级至六年级使用新版本教材，七年级
至十年级仍使用老版本教材。

---面对新学年的一席话--李屏(校长)
今年夏天回国了，经过香港新机场再
进入北京新机场，不过相差了十岁(香港机场
97 年启用,北京的今年新生)，那股气势却是
不能同日而语的。

文化课方面,我们新增开了绘画十一（国
画,十岁以上），并且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广东
书法家协会主席、波士顿艺术学会董事林浩
宗先生执教。我们还请来专业教师 Lovewell,
Gwenivere 开设成人瑜珈班。同时将成人健
身的三个班，调为象舞蹈班一样的三课时班
这样一来既提高了教室的利用率，又给更多
的成人提供锻练身体机会。

今年夏天到北京了，而且有幸去鸟
巢看奥运。建筑辉煌、气氛热络、随处可见
的志愿者每时每刻向求助的人们送上诚恳的
态度及甜美的微笑。那叫一个体面,那叫一个
温馨。一百多年的奥运史上，中国人用自己
的勤劳、智慧写下了无与伦比的一笔。身在
北京炎热的八月里，心中的那种自豪和骄傲
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涨。

在教学上,我校有一支稳定而高质量的
教师队伍，为了便于大家了解我校的教学内
容，今年我们在校网站上，登出了大多数课
程的简介，各学科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在
去年成功的举办校内教师交流研讨会的基础
上，我们体会到今年继续加强这一工作的重
要性。与此同时我们将配合董事会试行对教
师的评估活动，进行年级之间的教师听课交
流活动。这些活动将同样离不开家长们的支
持和配合。借此机会，由衷的感谢所有支持
帮助过我们的各位家长和助教。正因为有了
你们，我们的教学计划才得以实现。总之，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不断改进教学质量、
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完善学校的管理。

充满惊喜和激情的八月过去了，我
们回到本位，站在了牛顿中文学校的第五十
个新学年之前。五十年来几代牛顿中文学校
的牛顿人，风雪无阻的到这里传播弘扬中国
文化,接受中文教育。从几人几师起步，发展
到如今的超大规模。每逢周日，熙攘的牛顿
中文学校俨然是一个小小的 Chinese
Kingdom。浓郁的中国情弥漫在我们这个活泼
泼的集体里。
背靠百年奥运神韵；传承五十年牛
顿风华。作为中文学校今年的校长，我真是
感慨万千。具体到实际工作中，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发挥牛顿精神，老师教好每一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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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的管理上我们仍面临多方面的挑
战：教学楼的管理是历届校长强调的重点，
也是全校上下人人关心的现实。尽管如此，
去年我们仍然收到来自楼主 F.A.Day middle
school 的抗警告，有些还相当强烈。为此,
我们今年将在家长会的帮助下严格执行以往
的措施。即在 1:50PM 之前到校的家长和学
生，一律在一楼的食堂大厅(CAFETORIUM)等
候。1:50PM 以后学生家长们方可进入教室；
要求第一节课和第二节课教师之间的交接工
作，要做到更认真负责；在图书馆休闲的家
长们，请您象您的孩子们上完课离开教室之
前一样，将您使用过的桌椅放回原位，将读
过的报纸杂志扔进垃圾桶；在校体育馆活动
的家长们应该明确，学校不对课程之外的活
动提供督导，。也不对任何活动造成的事故
及其后果负责。诚恳的希望大家有组织有纪
律的进行活动，避免发生事故。众所周知，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这里安心学习和工作，
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是与 F.A.Day middle
school 多年的支持分不开的。爱护公物、保
护环境人人有责，希望我们以主人翁精神，
从我做起并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齐心协力
建立一个有教养的互爱和谐的大家庭。

在学校停车场，请把车停在学校周围正确的
停车位上。我们珍惜你们自己辛苦一些，把
方便留給上课老师们这份情谊。
我由衷的感谢韩彬付校长、任新华校长
助理、孙海燕校刊主任给我们校行政带来的
新气象。感谢所有校行政人员，长期一直以
来对工作的孜孜不倦和任劳任怨。在假期
中，我们这个团队从教学楼的租用到课时及
教师、助教的安排、书本的订购、学费的管
理、教师会议的统筹、校刊的筹划等等做了
大量的工作，在孙京领导的董事会和倪继红
领导的家长会的帮助下，我们新学年开学的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新学年开学之际，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肩
上的分量，望得见前面的历程：真可谓任重
道远！但我始终很坚定地信任每一位参与牛
顿中文学校教与学活动的学生、家长、老
师、校行政及董事们，是你们让我有勇气站
在校长的位置上，踏踏实实地为每一位牛顿
人服务。我会尽全力的。弘扬如此伟大辉煌
的中国文化是我们共同的追求，无论天涯海
角我们都会做个响当当的中国人!

吸取以往的经验，我校决定在十月二十
六日进行一次火警演习。请教师们一定要明
确自己教室疏散时应通过的门道。在火警响
起时，引导您班的学生保持安静地快速离开
教学楼。到了楼外，班级老师在助教的帮助
下，要监护好全班的学生，让他们就在您的
周围等待火警的结束，然后再集体回到教
室。在校的家长们，请你们听到火警后，也
安静迅速地自行离开教学楼。千万不要到教
室去找您的孩子。他们将由我们的教师和助

牛顿中文学校秋季书展
9 月 14 日，正逢中秋佳节，牛顿
中文学校又迎来了热闹的秋季书市和
月饼展销，成百上千的图书、参考
书；DVD、VCD 等候人们的选购。各
色月饼也会增添节日的喜庆。书展将
从早 10 点到晚 5 点在食堂大厅举行。
欢迎踊跃参加。

教们负责疏散。到了楼外，也请您不要将孩
子领走，您的孩子应该始终和他所在的班级
在一起，直到放学。感谢家长们的理解和合
作。
去年,我校实行了新的停车证制度,实施
一年来受到老师们的好评。今年我们还会沿
用已有的制度，只是对个别老师有所调整。
我们希望家长们继续支持我们，不要把车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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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家一起观看开幕式表演，谢天谢
地，他们的彩电是立体声兼 HD 的。
闷热的北京之夜，被奥运激情烘
托的更为红火：五星红旗随着那升旗手
神圣帅气的一甩，在可爱的中国女孩歌
声中徐徐升起；临空而降的骤刻电光绕
场一周，将五千年前的盘古大钟击活，
仿佛是宇宙历史光电长河两端霎时的接
流；用 2008 名演员和 2008 座奇特的缶
组成的巨阵整齐表演让人雀跃而起，荡
气廻肠；用最先进的科技组装呈现的画
卷场景，让中国老祖先的笔墨字画在这
梦幻神奇中尽展风采；古老的刻字模型
让表演者赋予了起伏灵动的生命，三个
不同字体的“和”字将中国历史一览无
遗，也显彰了执政者的最高理念；一个
大大的太极武术圆阵表演圈，将中华精
髓剔透得淋漓尽致；传递了五洲四海和
中华大地的奥运火炬，在昔日体操王子
李宁腾空奔跑的新奇独创中点燃了巨大
的祥云主火炬。
从希腊体育代表队到中国体育代
表队，整个二个多小时的运动员教练员
的入场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是全场最高
的旗手姚明和矮小的四川救人小英雄林
浩双双带领中国体育军团进入会场的那
一刻。在震撼与惊讶中看完全部文艺表
演与开幕仪式，时针已指向零点，新的
一天已来临，五彩缤纷的焰火将北京的
夜空照映得美不胜收，神圣的奥运五环
旗终于在鸟巢猎猎飘扬，红彤彤的五星
红旗显得格外鲜艳夺目。为了中华民族
久侯的这一天，为了洗除东亚病夫的岣
嶙形象，为了荡涤百年凌辱的耻痛羞
愧，中国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努力，
最好的场馆，最多的人力把对全世界的
庄重承诺一一兑现。中国啊，今天数你
最风流！

在北京，我们为奥运
五环旗和五星红旗骄傲
李少娜

七月底，我和李屏一起踏上了回
北京观看奥运的旅途。
在北京人想“避运”中决意到北
京看奥运，是在 2001 年和蔼的萨马兰
奇向全世界宣布北京为 2008 年奥运会
举办城市的那一刻。首都市民激情逬发
的不眠欢庆之夜，令我对七年之后的北
京之行充满了殷切期盼。
飞机抵达奥运马术赛场的香港，
一股热浪腾腾的奥运赛前气息就扑面而
来，地铁街头，商铺高楼，到处都张贴
着奥运宣传画，到处都飘扬着奥运祥云
彩旗。李屏和我，分别站立在地铁站内
巨大的奥运倒计时电子表两侧留了影，
让快门将历史定格，将记忆永远留存心
中。
1996 年我的两位孩子都还在牛
顿中文学校学习，那年夏天我们全家到
亚特兰大观看百年诞辰的夏季奥运会，
还有幸购得闭幕式后的联欢票与所有中
国金牌运动员用餐叙谈合影，那激动一
直延续至今。自此，对尊严有了更具体
的感受，对奥运有了更多的关注，对观
看体育有了更大的兴趣。
为了能在北京观看奥运开幕式的
实况转播，我们在八月八日前赶到了北
京。
没能中签买到开幕式的门票，一
位家在北京的老朋友欣然邀请我到他们

随后，我一头栽入观看赛事的热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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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一日，观看的第一场赛事
是羽毛球男女单打和女子双打预赛，总
共观看了五组中国运动员的精彩比赛，
五局全是二比零胜出，其中尤以林丹的
高超技巧为鼎。女子双打也扣人心弦，
因为上午的第一对女双出阵败给了日本
队，晚上这场再次对阵日本“漂亮组
合”就显得格外重要。只见羽毛球队总
教练李永波不时对两位酷似小男孩的女
双运动员面授机宜，在群情激昂的中国
观众加油声中，在运动员扣一个球，观
众席同步喊一声震天动地的“杀”字
中，中国女双赢得了这进入决赛的关键
一局。
八月十二日，观看了男排比赛，
居然让我碰上中国男排对阵委内瑞拉
队，一番激战，中国队赢了这场球，开
心呢。
八月十五日，观看了游泳，着实
将晶莹透亮的水立方看明白了。
八月十六日，观看了蹦床，目睹
喜获金牌的中国男女运动如何技压群芳
进入决赛。
八月十七日，观看了体操，就是
程菲跳马和自由体操不幸失手那一场，
还好，我们没有错失男子鞍马的冠军，
我们目视五星红旗在嘹亮的中国国歌中
冉冉升起的庄严一刻。次日取得男子吊
环冠军的陈一斌和女子高低扛冠军的何
可欣与其他中国体操队的队员，教练员
就坐在我们前几排，许多观众纷纷将手
中的票递给他们签字，我呢，当然不例
外，好一个“老追星族”。
八月十八日，观看了足球，是意
大利对比利时，终场 2：3，比利时赢
了，太好看了，那叫一个过瘾。
八月十九日，观看了篮球，你说
我们运气好吧，就碰上了中国女篮迎战
白俄罗斯那场。不绝于耳的观众加油声
将五棵松体育馆都掀翻了，女篮的拼搏

让我们看到胜利的曙光，果然，女篮又
赢了。
八月二十日，观看了乒乓球，就
是女子个人单打预赛，中国女子全是种
子选手，都在最后一轮侯着呢，我们看
到的是牛顿中文学校组队上阵没准也能
赢的球赛。
八月二十一日，观看了田径，置
身鸟巢，那叫身临其境，方知其壮观
啊！我和李屏，举着照相机一个劲地拍
熊熊燃烧的火炬，一个劲地拍在场上比
赛的竞走，标枪，女子跳高和男子十项
全能运动员们，一个劲地拍密密麻麻的
九万热情如火的观众。要不是下午要登
机飞回美国，还真舍不得提早离场。
十场赛事，最贵的票价是二百元
人民币，最便宜的票价是五十元人民
币。
十场赛事，让我踏足北京工业大
学体育馆，首都体育馆，水立方，国家
体育馆，工人体育场，五棵松篮球馆，
北京大学体育馆和国家体育场---鸟巢。
十场赛事，让我最感动的是顶着
烈日，汗流夹背，不厌其烦，笑容可
掬，极其敬业地工作着的赛场志愿者，
他们用汗水和辛劳，赢得了世界人民对
中国的赞誉，他们是赢得奥运最有意义
金牌奖的获得者，他们是点缀北京最亮
丽的一道风景线！
当我们将行李托运妥当，缓缓漫
步在新落成的北京机场三号航站楼那龙
脊主体大厅内时，所有的奥运激情汇聚
成浓浓的依依不舍之情，我凝望一直挥
之不去的脑海中那面奥运五环旗和中国
五星红旗，再喊一声“奥运加油，中国
加油”。
飞机腾空，晴空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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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奥运开幕式
朱伟忆老师

总算盼到奥运开幕了，咱远在美国连开幕式实况转播都看不到，只好等 12 小时候看当地电视台的转播,
咱就先抽空准备一台奥运晚餐，吃饱后再看开幕式。

奥运会五环
前不久，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公私
兼顾学习加探亲。一个月后又赶在
2008 奥运开幕之前离京返美。人们
问，为何不留在北京看奥运呢？主要是
家里的原因，大学刚毕业的女儿 8 月初
就要远赴日本工作，这一去可不是一两
天，她临行前我总得与她共度一段时光
吧！另外，我生性也不爱凑热闹，尤其
对炒作得过热的事情。
北京办奥运，无疑是值得中国人骄
傲的好事，不过已经忙活了好几年，有
些奥运疲劳了。回北京时，从熟悉的亲
友，到陌生的路人的哥，其实很多人都
不是那么“奥运狂热”。有些人根本不
关心，有些人抱着平常心觉得不必大惊小怪，有些人希望赶紧搞完了好让老百姓恢复正常生活，还有人埋怨劳
民伤财给北京人增添麻烦。看到有个电视节目就叫“奥运来了”，联想起中国人所皆知的故事“狼来了”，凡
事造声势要适可而止，如果前期太夸张，到真的来了之时，反而引不起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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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8 月 8 号总算到了，还没看到张艺谋执导的奥运开幕式转播之前，咱自己先来点儿饭桌上的创意，也
反映一下咱的奥运情结吧！

主会场——鸟巢

中国队入场

火炬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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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奖牌争夺战
吃过了晚饭，看完了开幕式。张大导这次的节目还真挺不错，总体效果壮观新颖，美国
NBC 的电视播音员都给以好评。如果挑点骨头的话，一是阳盛阴衰矫枉过正了，大场面全是兵
哥哥们挑大梁了，养眼的美女不够多。二是有些服装和细节设计不咋地，尤其是开场的缶阵气
势磅礴，可那些壮小伙子干啥要穿长裙子打扮得像人妖似的呢？三是虽然高科技场景搞得叹为
标观止，还是难脱劳动力密集型模式，人海战术体力活太多，如扛舞台挥巨桨跑大圈等，看着
都替演员们累得慌。还有让已经一把岁数的主火炬手李宁同志高空跑了近千米，容易吗？观众
们提心吊胆的,心理上不大舒畅也没觉出美感。（顺便一说，我最欣赏的奥运点火形式，是悉
尼的水火相融，浪漫优美赏心悦目。）
今天，中国人准备了七年的北京奥运终于到来了！无论是否身在北京，咱们其实还是牵
挂着奥运。献上一桌奥运餐，衷心祝福北京奥运平安，奥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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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怡丽老师
第 29 届奥运会在北京圆满的结束了，当
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开幕式上一脸冷峻的国
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闭幕式上终于绽开
了笑颜，并伸出了大拇指,用“无与伦比”来评
价这届奥运会的时候，我从心里说：北京，
祝贺你！你成功的主办了这届体育盛会，向
世人展现中华民族热情好客古老传统的同
时，也在全世界的面前充分展现了现代文明
中国的新风貌， 北京，中国，我为你感到骄
傲和自豪！

随着隆隆的炮声，大型烟花表演更是令
人激动不已。 看完开幕式，感受到的是祖国
真的了不起， 东方巨龙的国力日益强盛了。
还记得那年，抱病的周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上提到，要在二十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
为小康的社会，我想，这个目标现在是基本
实现了， 正如那首歌词所唱到的：我们伟大
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
奥运会赛程开始，为了在电视上看比
赛，我每天晚上推迟两个小时去睡觉；每
天早上去上班之前都上中文网站看金牌榜；
下班一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奥运新
闻。中国代表团几乎每天都能得到几枚金
牌，金牌总数一路上升，让人为之兴奋。更
让人惊喜的是，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
员不但在体操、跳水、举重、射击、乒乓球
这些强项上保持高水平。而且在以往的弱项
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射箭、划艇、帆船都拿
到了金牌。

奥运会开幕之前，曾经有一位美国同事
对我说北京空气不好的传言，也不知她从哪
里听来的，说在北京出门都要带口罩。还有
人说北京没有树，我告诉她们，不是那样，
那不是真的。北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到处都是绿树鲜花。儿子也从他周围人的口
中听到了一些贬低北京的话，他回来跟我
说：妈妈， 他们怎么可以那么说北京！孩子
从小在北京长大，他对哪儿有着很深的感
情。我对他说，他们是不了解北京，等他们
亲身看到了，就会知道北京是什么样的了。

我比较喜欢看的项目是体操、跳水，但
是这次， 第一因为身在海外，第二北京是主
办城市。所以，我喜欢上了看户外的项目。
自行车公路赛， 马拉松长跑成了我最爱看的
比赛。因为这些赛事是在北京的街道上进行
的，我可以跟着镜头看一看北京的街景。自
行车公路赛从天安门出发，一路经过鸟巢，
出城奔向八达岭。沿途绿树葱葱，绿草茵
茵，鲜花盛开。我看着心里特别的舒畅。我
就说那些人呢，你们看看真正的北京吧！马
拉松比赛更让我痛快，整个路线全是在北京
城里。看这个比赛，我的大部分注意力是在
北京的街头上。那又宽又直的大马路，是北
京城的特色。那整洁的街道，一座又一座现
代化的建筑，更有路边的树木花草，这是一
座多么美丽的城市啊！看着马拉松比赛，我
随着镜头的移动，在极力地辨认着，这是到
哪里了？有些地方我说得出来，有些地方就

北京时间 8 月 8 号晚上 8 点，奥运会开
幕式在鸟巢举行，此时正是美国时间早上 8
点，NBC 电视台买断了奥运会的转播权， 但
是并未直播开幕式，那天我一直希望即便不
直播，也在新闻上能先看上几个镜头，可是
一 整个白天，电视上就是不动声色的照常播
放着日常的各条新闻，半个开幕式的镜头也
没出现，只好耐心等到晚上，终于看到了开
幕式。开幕式让我感到震撼，惊叹！开场的
击缶表演阵容庞大，气势恢宏，中国四大发
明的展示，令人叫绝，字模方阵有韵律的波
动，美轮美奂，而最后出现的地球变换着色
彩，表演者在上面自如的翻飞，神奇无比。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而用现代化
的高科技手段向世人展现这古代文明，两者
奇妙完美的结合，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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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说不出来了。于是，在和北京的家人通
电话时，就询问路线是怎么走的。正巧我哥
哥参加了这条路线的测试，他详详细细地告
诉了我整条路线的走向，并发过来一个路线
图。我一边看着图，一边回味电视镜头，就
好像自己真的回到了北京。 从天安门到了台
基厂，从天坛公园出来到了修缮一新的前门
大街，从长安街到太平大道， 又到中关村，
进了北大校园，清华校园，最后到鸟巢。一
路下来，尽显北京靓丽风景。

闭幕式上， 北京市市长把奥运会会旗交
给了下一届奥运主办城市伦敦市市长，北京
奥运会圆满完美结束了。奥运会期间，我们
这些在海外的华人，真的是情牵北京，我从
心里为北京的成功而感到骄傲，祝福你,故乡
北京！

奥运期间，周末与家人通话时，奥运的
话题占据了大部分，他们告诉我一些北京的
消息，我也从他们这里求证一些事情。比如
我看到 NBC 电视台的播音室有一面大玻璃
窗，窗后的背景是天安门，长安街上车来车
往。我就想，这个播音室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因为天安门广场东边是历史博物馆，西边是
人民大会堂， 莫非这个播音室就设在了人民
大会堂了？当我和家人说起这件事后，他们
特别去找各方面的资料，最后告诉我，那是
合成的效果。新闻中心就在鸟巢附近，美国
是租了新闻中心整个一层楼来报道奥运会
的。
奥运会开赛前几天，从电视镜头上看到
的北京，是显得有一些雾蒙蒙的。其实，那
是因为阴天造成的。几天以后，天气见晴，
蓝天白云下的北京出现在镜头上，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字：“爽”！ 北京的秋天是最好的
季节，立秋以后， 北京城秋高气爽，景致更
加美丽。后来我的那位同事特别跟我说，北
京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她还说，她的
女儿从电视上看到了北京以后，就特别想到
北京去看一看。北京奥运会让全世界有机会
了解中国，因为这届奥运会是在北京举行，
美国的记者到北京拍了一部纪录片介绍北
京。在那部片子里，记者到了长城、故宫、
颐和园，到了琉璃厂，、前门茶馆儿， 到了
潘家园旧货市场和秀水市场，还到了东华门
夜市，到了什刹海，并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
胡同里走走看看。当然，更到了鸟巢、水立
方。奥运会期间，美国 NBC 电视台用的片头
就是以鸟巢和长城为主要的背景。北京奥运
会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北京的美好多姿，也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时刻刻振奋人心的奥运会火炬
(李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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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一场最神奇的

九年甲班

比赛

李睿达

我看到 Phelps 在第二名了。他水下的 dolphin kick 比
别人都要有力， 一下子超过了五个游泳队员。

从八月八日到八月二十五日的这十七天中，我
在电视机前坐了无数个小时，观看特别精彩的奥运
会。开幕式的壮观和精确无误令我赞叹不已。我看
到了近乎完美的跳水，漂亮有力的体操， 和一场场
紧张剧烈的球赛。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从开幕式到
闭幕式，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比赛的最后几米特别神。Phelps 这时已在第
二， 比 Cavic 慢一拍。Cavic 正在水里滑行时，
Phelps 却在水外再击了一次水。从水上的电视镜头
看，Cavic 的手正要碰墙时，Phelps 的手才刚刚出
水。我，我爸爸、妈妈，NBC 的解说员，都觉得
Cavic 赢了。但是，成绩牌上说 Phelps 比 Cavic 早碰
墙零点零一秒。Phelps 赢了一百米蝶泳！！！

我看了许多游泳，体操，排球，和田径比赛。
我最喜欢的比赛之一是男子一百米蝶泳。这一个比
赛对 Phelps 很重要，因为他想赢八枚金牌，创造历
史。

我喜欢这个比赛因它特别剧烈和有戏剧性。看
到 Phelps 反败为胜，赢了这一场关键的比赛，很为
他高兴。可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TheMagicOf 他的最后
一击。

比赛开始五秒钟时，我担心 Phelps 赢不了金牌
了。 他跳水没跳好，拉在后面。到五十米转身时，
他还在第七名耶。我那时觉得好可惜，Phelps 拿八
块金牌的梦想恐怕难实现了。

北京奥运会已结束一周了， 我也开学了。但我
还常回想起一场场精彩的比赛。

转身后，随着游泳队员一个一个的窜出水面，

欧普拉带你看菲里普斯
们宣传芝加哥这座城市。为芝加哥竞争 2016 年奥运
会主办权发声。据说，将有 150 多名奥运会好手参
加这个节目，游泳天才菲里普斯也在其中。该节目
将在 9 月 8 日播出。

8 月 30 日清晨 6 点，在著名电视节目主
持人欧普拉的工作室门前已排起了长队。人们来到
这里是为了领取节目录像入场券。这是一个特别节
目——欢迎美国奥运选手荣归故里。同时借机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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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学生

School 校讯） 第一届国际高中中文水平竞

掀中国留学热

赛 8 月初在中国山东济南结束。麻省
Belmont Hill School（Belmont）三位 16 岁的
高中生，取得耀眼的成绩。他们从 24 个国家
的 28 支队伍中脱颖而出，取得总分第二名的
好成绩。新加坡队获得第一名。其中麻省的
Bobby Alexander（Winchester）获个人赛第
二名，William Colby Dunn（Weston）获个人
赛第三名。他们得到在中国留学半年的奖学
金。另外一名参赛选手 Michael Spence
（Randolph）获大赛评选的“最迷人参赛
者”称号，的到在中国留学一年的奖学金。
三位学生是在 Belmont Hill School 这所男
生寄宿学校，跟 Jenny Gao 老师学习中文。
高老师也是他们去中国参赛的带队老师。这
次水平竞赛包括笔试、背诵古诗、讲故事及
相声、唱歌等才艺表演。竞赛的决赛部分得
以在中国电视台播放。
参赛学生 Alexander 说：“整个过程都很
兴奋和愉快。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真是一
种很棒的体验。他对行程中看到的故宫和颐
和园也非常难忘。
他们这次参赛得到麻大昆西分校孔子学院

(美联社电)北京奥运会将为美国大学生
的“中国留学热”更加一把劲，吸引更多美
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就像 2000 年悉尼奥运会
和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吸引更多美国人到澳大
利亚和希腊旅游一样。
北京奥运会前，中国已逐渐成为美国总
统学生到海外求学最热门的地点之一。目
前，每年至少有一万人到中国求学，是十年
前的四倍，成长迅速。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说，中
国是排名第七的美国留学生向往地点。如果
前述成长趋势继续下去，中国将很快超过英
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美国学生留学海
外的首选目的地。
2002 年至 2003 年，SARS 造成的恐慌一
度使前往中国的留学生大减，但其后某些大
学的学生对中国的兴趣大增。南加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去年有
343 名学生去中国留学，是五年前总数的一
倍多。印地安纳州的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赴中国的学生则在四年里增加；
了一倍。去年中国更成为该大学学生海外
留学地点的首选。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占有许多优
势：在中国生活开销较低；中国愈来愈多
的人懂英语，有助缩小语言和文化的隔
阂；中国希望通过教育扩大全球影响力。
最重要的是，美国学生把中国视为未
来，希望到中国亲身体验。他们也把到中
国留学、接触另一种文化，视为自我挑
战。
数十年来，中美教育交流几乎是单行
道。数年前，每 25 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
学，只有一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今
天，这个比率已经拉近到五比一。

麻省学生

的赞助。同时也得到纽约中领馆的赞助。

学习中文取得成果
（从左至右） BOBBY、MICHAEL、
（综合自《波士顿环球报》、Belmont Hill

和 COLBY 在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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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地久天长
张灵洁
在到达江西景德镇之前，我一直在想，
昌江中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学？那里的学生
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他们是不是象我们
一样每天有HOMEWORK？他们将要用什么
样的形式来接待我们。
我们坐的车开进学校大门，学校的
OFFICERS 帮助我们从车上拿下行李， 并非
常自豪的带我们参观整个学校。所有人对我
们都非常的友好， 我们很快的就和班上的学
生交上了朋友， 在这短短的五天里我们相处
的像一家人一样。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有很多不同的地
方。首先， 中国的老师和家长非常的严厉，
中国学生不考虑自己将来喜欢干什么, 他们的
目标就是上大学，他们每天想的就是努力学
习，考好的成绩。而美国学生的目标是做自
己想做的事。其次，中国的学校有很多
RULE 是和美国学校不一样的。中国学生不
可以穿没有袖子的衣服，他们不可以带项链
和耳环，不可以DATING。他们的男生和女
生之间不会像美国学生那样的亲密，那样的
相互关心。（虽然他们有一些学生偷偷的
DATING）。

如果一个EXCHANGE STUDENTS 从另外一
国家来到我们学校（ ACTON HIGH
SCHOOL），他们不会引起我们太大的注
意。但是，当我们到达昌江中学时，那里的
每一个学生对我么都很好奇，他们问我们很
多的问题，他们想了解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每
一个细节。他们说话时很SHY。他们很喜欢
听我们讲ENGLISH，我们给他们念英语课
文，唱英文歌。景德镇的人很热情。在我们
将要离开的那一天，我们来到一个贫困学生
的家里，他的家很旧，只有几件简单的家
具，但是他们非常热情的招待我们，在我们
临走时还送给我几个鸭蛋,我知道这可能是他
们家里最好的东西。
在昌江中学的五天里，我过的非常愉快。那
里的老师和学生们对我们很好，我们和那里
的学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们现在还保持
着联系，我们会成为永远的朋友。

全体在王志江(前排右)家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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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忆提供)

的花园甚至可以和我在美国的高中花园媲

我参加的

美。但是那儿也有许多贫困学生。 象大桥的

两次支教活动
九年级甲班

贫困学生 一样, 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和帮
助。

王立哲

我还感觉到昌江的学生比四川大桥中
今年我又有机会参加牛顿中文学校支

学的学生更大方和开放一些。我想这是因为

持中国贫困学生的活动教育的活动。 下面我

他们比较富裕，所以他们更自信而不那么窘

要给大家汇报一下，今年和去年两次活动相

迫。正因为这种自信，我们很容易地和昌江

同和不同的地方。

一中的学生成了好朋友。我觉得我们这一次

两次活动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今年我

和中国学生的接触比去年跟大桥中学的学生

们支持的贫困学生是在江西省景德镇的昌江

更近了一步。仅仅五天在昌江一中的访问和

一中。 而去年我们去了四川省南部县的大桥

学习，我们就觉得难分难舍。在离开昌江的

中学。 这两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

那一天，我们都不愿意走。 而我们新认识的

四川有可爱的熊猫而江西有精美的瓷器.。我

朋友们也舍不得我们离开，大家都哭了。我

们接触到的人也很不一样.； 他们有不一样的

们相互交换了地址，希望能经常保持联系。

性格. 但是两次活动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他们还送了很多精美的礼物，都快装不进我

在两次活动中, 我们都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的行李箱了。

两次我们都顺利地完成了支持中国贫困学生

两次支教活动也有相同之处。像去年

的任务。 两次中国之行我都玩的很开心。

一样，今年去中国之前，我们募捐到了几千

尽管, 四川和江西之旅是很不一样的。

美元．加上牛顿中文学校支教基金，我们资

在四川我们参观了农村， 而在江西

助了二十多个贫困学生，以保证他们能够完

我们参观了瓷器博物馆。我发现四川南部县

成中学学业。其实那儿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

比江西的景德镇更乡村化一些。 所以一个

同学，昌江一中只挑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叫＂县＂而另一个叫＂镇＂。 我还发现昌江

这些同学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家庭情况。他

一中的学校建的比大桥中学好。 他们学校

们写的报告可以在牛顿中文学校的网站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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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Support
ChinaProject/20072008/2008StudentInformation.pdf）（去年资

昌江一中的英语课

助的大桥学生情况可以在下面的网站找到
http://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SupportCh

高欣远
inaProject/2006我们去景德镇昌江一中一个目标是教
学生英文。我们在许多英语课上帮助学生
学英语。

2007/supporteducation_daqiao_students.doc）
．

在昌江一中，每个学生必须上英文
课。老师用英文课本教学生。这些课本教
的东西不光是语言，也包括出国应该怎么
准备，和外国的文化习俗。老师更注重教
思想和内容，而不注重教语言。学生英文
读和写的技巧很好，但是自己说话有困
难，而且发音不太准。上课的时候，老师
要同学们一起念新的字句。他也要学生单
独讲话,但是一般很多人太害羞，都不举手
回答。

我很高兴因为今年的支教活动像去年一
样很有意义也很好玩。 去年在大桥生活的点
点滴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段快乐
的时光。今年支教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我想
今年的这一次不会太好玩了, 因为去年去的很
多朋友都不能跟我一起再去。而且我们又不

每个学生都想要自己的英文进步，但
是他们在英文课外没有机会练习。我们告
诉学生要多跟朋友讲英语就可以进步，但
是他们就是不好意思张口说英语。

回四川的大桥中学。但是我想错了．今年的
支教活动也留给我很多难忘的回忆。在昌江

在景德镇,我交了一个新朋友，她的名
字是冯晨辛。她在学校最喜欢的课是英
文。她的英文比其他同学好。她参加过一
个英语竞赛，进入了第二轮比赛。她现在
是高三学生，她今年参加高考。她的梦想
是将来来美国纽约上大学。但是也有一些
学生不喜欢英语。他们觉得太难学。每个
学生对学英语的态度不一样。

一中，我记得 Helen 老是迷迷糊糊的, 搞不清
东西南北；我记得 Jessica 很会打跆拳道；我
记得 Emily 不管三七二十一，总是穿不一样
的袜子；我记得 Geena 和我玩的石头剪刀布
的游戏；我也记得 Perry, 总是我每天早上睁
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个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支教小组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我盼望明
年的春天快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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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我想，这段经历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

校园生活

留下了彼此的 e-mail 和电话号码。我们会成为永远

Perry

的朋友。
我很庆幸我有这样一个好机会：和中国景

从中国回来一个月以后，我始终忘不了在

德镇的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活运动，一起生活。

中国的那一个难忘的星期。五月二日在周老师和朱

我真希望明年还能回到那里，和他们再相聚。

老师的率领下，我们登上了联合航空公司飞往中国
的航班。
到达中国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江西省景德镇
昌江高中。一下车，早在那里等候的同学们，热情
的欢迎我们。在学校里，我们和中国同学们同吃，
同住，同交流。在这短短的五天里，我在中国同学
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亲眼看到了他们在学习上
的努力刻苦：我看到一个男同学在下课休息，其他
同学游戏的时候，一直在复习功课。还有，大部分
的同学 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同学们互相帮助，团结
友爱，师生之间亲切关怀。

在学校食堂吃饭。
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们的课外活动。在每节
课后他们只有十几到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同学们
就利用这点时间交流或者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体育
活动有篮球、足球、乒乓球和各种友谊赛。同学们
的谈话声、嬉笑声历历在目。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
我们和中国朋友们的一次篮球比赛。一开始，我以
为我的篮球水平比他们高很多，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不但没有赢过他们，反倒落后了一大截。这次失
败我没有难过而是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兴
奋。
有一天，自习课的老师不在，中国的朋友

上英语课的小老师们。
决定带我们去一个公园玩。在公园里，我们边走边
谈边拍相片。一张张的相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19

景德镇的一天生活
高欣
每天早上七点钟左右起床后. 我们先去食堂里吃早餐。早餐品种很丰富, 可以选择吃面条、 包子,、南
瓜饼、 鸡蛋,等等。我们吃饭的时候, 当地的学生在早自习。 当他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回到房间里休息或者去
篮球场打球。
八点零五分，开始上课了。 上午有四节课。 我们一般教一至两节英文课。 我们读课文给他们听，
跟他们玩 象 HANGMAN 那一类的游戏。 我们还回答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 有时侯， 我们会听别的课。
我曾经听了一节中文课, 但是一点也听不懂。
通常， 我们跟班级的课代表们一起吃午饭。 他们帮我们点菜， 我们经常吃拌面， 因为味道很好。
学校每天给我们三张 10 元钱的饭票。 一大碗面是三元钱， 所以我们一般用不完饭票，我们把多余的饭票送
给新结识的朋友。 在中国, 学生有两小时的午饭和午休时间。 所以午饭以后, 同学们会带我们去不同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去公园, 有时候去拍照。
下午, 老师安排了许多活动， 第一天, 我们参观了一个做瓷器的工厂。 另外一天我们自己学做瓷器,，
还涂上了颜色。 我们也参观了一个类似博物馆的地方。 在那里， 我们看了古时候的做瓷器的方法。 还有一
天, 我们上了一节音乐课。 学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 那支歌。我们还学画国画。 有几天我们学了跆拳
道， 非常有趣。
晚上，我们有时侯会跟当地的领导干部一起吃饭, 有时侯会在食堂里吃饭。 晚饭后, 学生还有晚自习,
我们会在篮球场或者跆拳道房间玩一会。 在 10 点钟左右我们回到住宿 的地方。

我们在学做景德镇瓷器。（照片均由朱伟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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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王志江的家
陈双
我们在星期五访问了贫困学生王志江的家。王志江上高中二年纪，家离昌江一中有四十多分钟的路。
我们开车经过的路上看见很多建筑吊车打地基，造新房子。到了王志江家附近，我们下了车走到他的家。路上
有特别多的粪，也有很多人拿着甘蔗吃，一边走一边吐甘蔗渣儿。有人拉着水牛，也有人骑摩托车，都不让路
上的人。
王志江跟他的妈妈和爷爷住在一个小小的棕色的房子里。他的爸爸已经去世了，哥哥去上大学了。我
们在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有皮蛋、蜂蜜、甘蔗和瓜子。蜂蜜是他们家自己养的蜂酿的，吃的东西都是自己种
的。他们家周围有大片的农田。吃完饭，我们去看了他家的房间。房子都是石头造的，又破又旧。房里有的时
候会进水。他们都睡在竹床上。
王志江的爷爷八十多岁了，但他从来没有去过昌江以外的地方。王志江家的厨房墙上挂满了奖状。都是
他和他的哥哥得的。奖状中间挂了一幅大大的毛泽东的像。王志江特别想考进大学。他的爷爷说他很聪明，但
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如果他吃得好，成绩就会更好。王志江每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学习很努力，成绩也很
好。
去了王志江家以后，我们都很感动。因为他生活困难，但是却非常勤奋。

昌江一中受牛顿中校资助上高中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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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式椒盐月饼
馅: 熟面粉: 1 ½

C (300 F 烤 15 分钟)

糖粉: 2 C
黑芝麻粉: 一包 ( 2 ½ C)
核桃仁小粒: 1 C, 可用松子, 瓜子仁均可.
花椒粉: 1 TSP
盐: 2 TSP
油: 1 ½ C (3 STICKS OF BUTTER)
皮: 面粉: 4 C
油: 1 C (2 STICKS OF BUTTER)
盐: ½ TSP
水: ¾ C
酥皮: 油: 1 C (2 STICKS OF BUTTER)
面粉: 2 C 油烧热加面粉, 搅匀, 约烧 10 分钟.
TOPPING: 两个鸡蛋黄, 打开, 最后刷在月饼上, 再将冲洗后的黑芝麻沾在月饼上.
烤箱预热 350F, 烤 20 分钟 或至金黄.
做法: 将馅分成 40 份或小点 60 份, 将酥皮也分成同样等份, 再将皮揉匀, 分成同样等份. 重要的
是要将皮擀成椭圆型, 放一份酥皮, 摊开, 折叠(左右一搭成三层) 再擀开, 照此方法擀 3 次,
然后包上馅即可. 虽然费时费功, 却值得一试. 你会赢得食者的赞不绝口. 自我成功的充分满
足. 当然欣赏那刚出炉并酥得掉渣的自制月饼也是此生的口福, 那种感觉无与伦比. 真是好极
了！
*
C=cup
TSP=tea spoon
( 赵肖东 提
供)

芥末芹菜
材料：西洋芹菜 4 片。
调味料：芥末酱一大
匙，酱油半大匙，糖一
小匙，料酒、麻油各少
许。
做法：1.西洋芹以中间下刀切三段，但不要切断。以平行方式将之拉开，去处老茎，再以斜刀切成小片、洗
净。
2.将水烧开，把芹菜汆烫 10 秒捞起。放入冰水漂凉。
3.所有调料搅拌均匀，备用。
4.吃之前把芹菜从冰水中捞起、滤干，将调味料拌匀，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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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国画课——“绘画十一”
林浩宗先生曾任广东省书画家协会主席,几年前移居坡士顿.他近期正全力以赴准备明年在
中国举行的个人画展.。林老师过去专攻工笔画，现在则工笔、写意双笔齐下，相得益彰。因
此他的画尤其精彩。我校资深绘画老师谭嘉陵女士表示：“我们十分荣幸林先生答应在百忙之
中抽出时间来牛顿教画。我自己都很希望有机会去上他的课。”她倡议学校国画基础扎实的学
生们，可别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以上是林先生的两幅画。

文化动态
知道台湾歌星的人很多，但你看过蔡琴演的电影吗？9 月 13 日—9 月 21 日
哈佛大学将举办杨德昌、吴念真这两位台湾八十年代新锐导演（比大陆“第四
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稍早或同期）的电影联展。其中《青梅竹马》由蔡琴
和侯孝贤（如今的著名导演）主演。其他放映的影片还有，《牯岭街少年杀人
事件》、《多桑》、《追风》、《海滩上的一天》等。详情请查：
www.harvardfilmarchive.org，电话是：617-495-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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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学前班 甲班 Language, K Grade - A
学前班 乙班 Language, K Grade - B
学前班 丙班 Language, K Grade - C
学前班 丁班 Language, K Grade - D
一年级 甲班 Language, 1st Grade - A
一年级 乙班 Language, 1st Grade - B

教师
王瑞云 *
任基安
罗玉霞
陈丽嘉
陈励
狄晓慧 *

助教
李家祺,康丽娜
林逸婷,张灵洁

教室

一年级 丙班 Language, 1st Grade - C

冯怡丽

111
224
Forrest Jones,刘小琼 112
114
黄橙, 金枫
103
李露
106
周阳
115
赵欣宇

一年级 丁班 Language, 1st Grade - D
一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1st Grade - Ma

方慧

黄音然

102A

梁楠

223

二年级 甲班 Language, 2nd Grade - A
二年级 乙班 Language, 2nd Grade - B

董苏 *

田思齐, 周世晓
邓兴宇
程熙康

二年级 丙班 Language, 2nd Grade - C

白文
赵咏梅

108
105

董红梅

105A

二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2nd Grade - Ma

冯瑶

109

三年级 甲班 Language, 3rd Grade - A
三年级 乙班 Language, 3rd Grade - B

孙瑞华 *
杨宜芳

王冰, 杨文
王远兴

三年级 丁班 Language, 3rd Grade - D
四年级 甲班 Language, 4th Grade - A

田毅
于丹 *

王颖文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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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雪梅

336

四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4th Grade - Ma
五年级 甲班 Language, 5th Grade - A

盛兰兰
林晓燕 *

陆青云
陈卫文, 臧锦延

五年级 乙班 Language, 5th Grade - B

吴晓云

五年级 丙班 Language, 5th Grade - C
五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5th Grade - Ma

藤蓉蓉
姚洁莹

六年级 甲班 Language, 6th Grade - A

杨英丽

六年级 乙班 Language, 6th Grade - B
六年级 丙班 Language, 6th Grade - C
七年级 甲班 Language, 7th Grade - A

黄文陶 *
韩黎娟
周琼林

七年级 乙班 Language, 7th Grade - B

范林 *

七年级 丙班 Language, 7th Grade - C
八年级 甲班 Language, 8th Grade - A

庄园

张志一
刘晨雪

蒋珊
李威

李培莉
蒋文文
柯明

九年级 甲班 Language, 9th Grade - A

汪春晓 *
刘茹

318
315

刘心尧

218

九年级 乙班 Language, 9th Grade - B

蔚健 *

217

十年级 甲班 Language, 10th Grade - A
十年级 乙班 Language, 10th Grade - B
SAT II 中文 SAT II Chinese
数学 11, Math - XI

朱伟忆*
夏铭
王命全
武亚明

陈卉
杨琦蘅
李煜堃
许亚婷

八年级 乙班 Language, 8th Grade - B
八年级 丙班 Language, 8th Grade - C

徐衍哲
凃天驰

孙咏
赵达威
常山青
陈芬, 杜佳晨
左文瀟
王菡
刘明
戴学群

张远晨
高虹
王晓宇,朱敏涵
陈望菊
潘延
金光海, 马唯平, 吴晔 沈亦平, 吴学明
吕明

绘画一甲(蜡笔, 4-5 岁) Art 1A: Crayon
少儿抖空竹-A (六岁以上) (Chinese Yoyo - A
成人交谊舞(中) Adult Ballroom Dance (Interme
成人素描 Adult Sketch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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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202

211
214
215
209
228
314
322
330
312
311
331
319

316
317
213
203
107
二楼礼堂前厅
First floor GYM
225

成人国画 Adult Brush Painting
成人舞蹈健身 Adult Dance Exercise

谭嘉陵
钟慧

成人演唱艺术 Adult Vocal Arts
成人运动健身 Adult Aerobic Exercise
成人书画研习班 Adult calligraphy and painti
老人国画 Senior Brush Painting
*: 学科组长

朱福蓉
Meera Mathur
杜伟, 沈亚虹
林二南

丹黎
赵小婴
谢丽琴

216
222
221
礼堂
113
206

牛頓中文学校 2008 年秋季课程表
September
九月
October
十月
November

Week 1
第一周

Week 2
第二周

Week 3
第三周

Week 4
第四周

7
开学

14

21

28

5

12
(NC)

19

期中考
试
26

2

9

16

23

7

14

21

28
(NC)

Christmas

4
(NC)

期末考
试
11

18
(NC)

春节联
欢会
25

New Year
M. L. King Day

十一月
December
十二月
January
一月

Week 5
第五周

NC Reason
(NC: No Class)

Columbus Day
30
(NC)

Thanksgiving

牛頓中文学校 2009 年春季课程表
Week 1
第一周

Week 2
第二周

Week 3
第三周

1

8

15
(NC)

February
二月

Week 4
第四周
MAKE
UP
DAY
22

March
三月
April

1

8

15

22

5

12
(NC)

19
(NC)

26

四月
May
3
五月
June

14
7

六月

10

期末考
试

五十周
年校庆
17
21
Last
Day
25

24
(NC)

Week 5
第五周

NC Reason
(NC: No Class)
Winter Break
(16-20)

期中考
试
31
Easter (10)
Spring Break
(20-24)
31

Memorial Day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