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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英格兰的秋天，一如既往地醉人。湛蓝高远的天

空，缤纷繁盛的草地，风景如画。 “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一年四季里，秋日具有独特的丰富色彩和醇厚

的味道，夹杂着暖色和凉意。初秋至仲秋季节，天气不

再那么燥热，心又收回到那种澄然清澈的状态，宛如静

美的秋叶，安然的秋湖。秋日的周末，辛苦了一周的人

们，无论在原野高歌，在水畔钓鱼，在林荫奔跑，在场

上赛球，在幕前观影，或者静静地读一本好书，都是极

好的。

      且慢，这些美事的安排，都不能打扰我们的周日下

午。因为，我们要去牛顿中文学校！去中文学校做什么

呢？如果你是一位有心人，带着这个相同的问题与不

同的人交谈，100个人会有100个答案，但是综合在一

起，你或许会发现一个共同之处：是什么吸引着我们的

老师、学生和家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周日的半天时

间汇集在牛顿中文学校，授课、学习、交流、服务？在

众多个体因素以外，凸显的共性就是我们对中华语言文

化的热爱，和相关的学习、分享、传承的热情。

      今年夏天，编者诚惶诚恐地接棒校刊的编辑工作，

请教了学校的许许多多的老前辈、老老师，接触了许许

多多的新老师、家长和学生。我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

案：你心目中的校刊是什么样？你希望看到校刊是什么

样？我们每一个人希望从校刊中获得什么，又可以为校

刊做什么？慢慢地，这些答案从模糊变得清晰。 

      校刊不仅仅是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刊物；它更描

绘着我们的成长，展示着我们的风采，记录着我们的思

考，承载着我们的诗情画意。校刊的灵魂就是我们学校

的凝聚力，是牛中人对华夏文明的深厚感情，对子女教

育的无私奉献。校刊，是老师、家长、学生三位一体的

纽带。在牛顿中文学校，亲爱的老师们是学校的根本，

莘莘学子慕名而来，满载而归，都是归功于我们老师无

私的奉献。学生，是学校的重心，也是学校的未来，他

们永远是学校最闪耀的星星。而我们牛顿的家长和他们

所在的社区，是我们学校发展的土壤，家长和社区的声

音，与我们也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的校刊以活跃和促进牛顿地区的中华语

言文化教育为目标，帮助校方、老师、家长和学生以及

周边社区，在一个共同平台上，既能够发出自己的声

音，也能够听到周围的声音，以助于观点的融合和交

流、新想法的产生，在思考中永续精进、在务实中适性

发展。如此，可以促进社区、学校、家庭几方的沟通、

交流、反思，强化社区意识、培育刚健向上的风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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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内观教育宗旨、内容、方法，还是开眼展望世

界、陶冶人生，我们都需要听到这样丰富的声音，

从周围汲取丰富的营养，展开多元学习。

      新学年，我们的校刊组建了新团队，不仅仅追

求内容的翔实多元，还力争融合时代气息、文化内

涵和文学意蕴；在美工设计方面，更是美观大方，

精益求精。在发行方式方面，我们同时推出电子版

（邮件推送）和印刷版，并且定期存档。学校所有

邮件用户都能够获得电子版。读者可以在图书馆获

得限量印刷版。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九月校刊问世

了。学校在发展，而校刊忠实地记录了牛中人新学

年的所思所想，抒写了师生的决心、展望。编者对

每一位作者、每一个校刊的支持者，都致以深深的
谢意！由于篇幅限制，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

相信读者的关注，是对作者最好的褒奖，不是吗？
      敬请诸位牛中人和友人惠赐各类稿件、作品（ 

书画、摄影等等），并不吝给校刊提出更多的建
议！  谢谢诸君！           

  （主编：张莉彬    插图：王玉双）

卷
首
语

卷首寄语



校长 夏 铭

副校长 顾建桥

教导主任 沈亚虹

财务部主任 李启弘

财务部副主任 张红武

资源部主任 李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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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部主任 彭太铭

校长助理 田 毅

营销部主任 赵志宏

校刊主编 张莉彬

图像设计师 姚 雯

信息部主任 韩 松

校长寄语

亲爱的牛顿中文学校成员们：

   无论您和您的家庭是新近加入还是老成员，欢迎在牛中这个大家庭共同度过

2016-2017学年！

    经过57年的发展和壮大，牛中目前是一个集合少儿教学、成人教学、文艺活

动、义工和实习项目、国际支教项目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华文培养基地。华人家庭

的孩子从4岁半就可进入牛中接受学前中文教育，直至10年级参加毕业典礼；期

间，有数十种语言、自然科学、文化、艺术、音乐、体育等门类的课程可以选择。除

了课堂教学，我们还为孩子们设立了助教、行政实习生的工作岗位，培养孩子的社会实践能

力和领导力。支教项目也给孩子们提供了国际交流的机会。父母和爷爷奶奶也可以选择适合

自己的语言、体育和舞蹈等成人或老年课程。也有越来越多的非华语家庭成为牛中的会员。

    我们很高兴地和大家分享，在全体同仁的通力协作下，学校本学年开设的班级数量刷新

历史纪录，达到130个；第一课时的班级数量亦创新高，达到19个。我们勇于尝试，成功开设了

前所未有的电脑绘画、动漫、用英文演讲中国文化、以及小提琴、中提琴、吉他等音乐课程，拓

展了学校开设班级的种类和广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中的一些课程在上学期末进行了公

开试讲，报名往往在24小时内即爆满，反响热烈。

为了适应和更好地推动学校发展，今年的校行政将原校刊部门改制成营销部，由主任、校刊

主编和和图像设计师组成。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自暑期以来，我们更换了电子邮件通讯平台，校长办公室以更加图

文并茂的活泼的方式发布消息；新课程的推介网页嵌入图片和视频，课程介绍更加多媒体化；

学校的多个社交平台已经建立，您可以在每封电子邮件通讯的页末找到链接。欢迎大家Like

我们的脸书（Facebook）页面，Follow我们的推特（Twitter）和领英（LinkedIn）页面，第一

时间获取学校新闻和通知。

    学校的活动委员会将继续为我们的社区筹办感恩节晚会和春节联欢会等一系列文化和文

艺活动，丰富校内文娱生活。欢迎有特长有志愿的家长和老师积极参与，献计献策。

   金叶漫山妆，佳节将接踵而至。在接下来的一轮秋冬春夏，希望您和家人在牛中度过32个

愉快的周日下午，收获满满。

   顺颂秋安！
夏铭

校长

牛顿中文学校2016-2017 校行政部门和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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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内如果秩序失控及时

向校行政通报、交通协管的

自身安全及提醒家长不能停

在教师停车专位等等。过去

已建立的值班记录签到制度

的执行，值班记录在系统里

的及时更新，不允许家长随

意临时加入值班等都是宝贵

的经验。

胡凤飞会长还就开学第

一天教材发放做了汇报。家

长会已与校长沟通了发书所

需的具体资讯和发书程序，

比如各年级待发书数目，学

生名册，助教名单，领书时

段等等细节。另外，家长会

已经安排好了开学第一天各

时段发书所需的人力和任

务，整装待发、只待开学。

高磊董事汇报了本年度

支教工作的计划和安排。支

教组已对下一年的具体工作

项目，包括募捐活动和学生

培训等，进行了讨论和分工

安排。谭嘉凌老师代表谭氏

基金会继续支持NCLS的支

教项目，慷慨捐赠了五千美

元。梁楠代表董事会表扬了

支教小组为学校做出的贡

献，感谢了谭老师的再次赞

助，并祝愿支教小组和团队

工作顺利。

本次董事会会议到晚上

11点后结束。

(肖广松董事记录，梁楠

董事长供稿)

中文教学培训，让我校老师

可以和马立平教材的编写人

马立平博士本人在线远程互

动，备受老师们的好评。

夏铭校长汇报了新学期

的其他准备工作，包括警察

值班、新加入的家长在学校

周围停车的管理预案、继续

关于教室管理的培训的筹备

等。最后夏铭校长也汇报了

新学年要加强的募捐举措包

括Amazon Smile Account

和corporate donation，以

及本学年学校要对学校网站

重新设计和增加教工管理系

统新功能的工作计划。

胡凤飞会长介绍了家长

会的工作。包括家长会会长

和副会长，本届家长会共有

20人。家长会对今年的工

作重点都做了预案，本年度

家长会的具体工作主要包括

组织开学第一天的发书与维

持秩序，监管每周家长值班

的执行，合作举办感恩节晚

会、校内外春晚和才艺选拔

晚会，负责春晚的筹款，保

证学校诸种竞赛的后勤工

作，组织参与消防演习和社

区服务，并负责组织年终家

长大会暨毕业典礼的召开。

家长会也对工作范围里的

注意点做了安排，比如12

：30-1：00第一时段的家长

值班安排、新家长会成员的

培训、开学时如何注重预防

小孩误拉楼内消防警报器、

了配合补充。董事会讨论并

通过了本年度的财政预算，

本年度学校虽然在大幅度增

加的校舍租金上有压力，总

体预算情况良好。董事会也

通过了夏铭校长关于红包发

放新规则的提议，与往年只

有中文班学生发$2红包不

同，从今年起，所有班级都

按照注册学生发红包，每个

红包$1。

夏铭校长汇报了新一届

校行政的成员组成，今年共

有五位新人。具体分工如

下：教导主任沈亚虹（新）

、财务部主李启弘、财务部

副主任张红武、资源部主任

李光华、后勤部主任彭太

铭、校长助理田毅、营销部

主任赵志宏（新）、校刊主

编张莉彬（新）、图像设计

师姚雯（新）、信息部主任

韩松（新）。

本年度教师和助教安排

基本就绪。夏铭校长汇报了

新老师的招聘情况，按照学

校课程安排新招收了九个

新老师，其中有3位音乐老

师。新学期，学校的第一

节课共开了17门新课。另

外学校与Chyten的合作应

Chyten的要求正式结束。夏

铭校长报告了暑期的各项准

备工作。除了校行政会议和

年级组长会议外，校长们还

组织了全校教职工聚餐会和

马立平培训。特别是马立平

新闻摘编 

本月速递

2016年9月3日，牛顿中

文学校董事会在邓永奇董事

家召开了2016－2017年度

的第一次会议。董事会成员

邓永奇、梁楠、肖广松、郑

凌、夏铭、高磊、赵怀龙、

胡凤飞出席了会议，赖力董

事因故缺席，副校长顾建桥

按惯例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董事长邓永

奇主持，按照议题大纲进行

了新一届董事长的选举，梁

楠董事全票当选为新一届董

事长，任期两年。

新选董事长梁楠就本年

度董事会成员做了简报，本

年度董事会有六位独立董事

和三位带薪董事，符合学

校关于董事会成员带薪董事

不过半数的条例（Bylaw）

规定。梁楠董事长就本年度

各项任务在董事会成员中做

了如下分工：董事会综领（

梁楠）、学校日常运作（夏

铭）、家长会（胡凤飞）、

财务（邓永奇/高磊）、教

学（郑凌）、支教（高磊）

、IT（肖广松）、总统义工

奖（赖力）、秘书长（赵怀

龙）、与牛顿社区联系（邓

永奇）。

夏铭校长就学校的财

务、新学年预算、招生、管

理和行政，以及开学第一天

的准备工作等方面做了详细

的报告（参考会前校长工作

报告），顾建桥副校长进行

牛顿中文学校2016 - 2017年度
第一次董事会简报

梁 楠 董事长
夏 铭 董事, 校长
邓永奇 董事
高 磊 董事
赵怀龙 董事
肖广松 董事
郑 凌 董事
赖 力 董事
胡凤飞 董事,

家长会会长

牛顿中文学校2016-
2017 董事会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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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介绍
胡凤飞

牛顿中文学校的家长会，是凝聚了一批有热心和愛心，愿意为学校服务的自愿者团队，会
员大部分是中文学校的学生家长或自己是成人班的学生，大家都愿意花费很多时间来大力支持
学校的多项工作，帮助学校能顺利运作。

本年度家长会由高红和我担任家长会会长，共有20位家长或家庭组成，其中绝大多数都
是非常有经验服务多年的资深老会员，包括赵忠，隗和斌，丁一虹，李朝敏，刘欣，张欣，黄
晋，周霞，陈刚，戴明石与苗华，阮强。另外，六位新家长代表刘兵，沈俊卿，林云川，刘浩
元，仇奈忠与候金燕加入了我们团队，这次新加入的会员有愿意为学校服务的雷锋式的文艺
兵，他们是跳舞班及唱歌班的学生，也有为学校支教服务过的家长，其中有著名的作词家刘兵
笔名左右，他是著名歌曲《传奇》的词作者。刘兵是会长助理，会多分担和协助学校文艺方面
的工作。我们各位家长会会员的联系方式公布在学校网站里，欢迎大家随时提供有建设性的提
议。

新学年工作展望：
1。组织开学第一，二星期，及学期结束前教材的发放
2。负责春晚的筹款及组织年终家长大会暨毕业典礼
3。合作举办感恩节晚会，校内外春晚，才艺表演晚会
4。参与与组织学校各种竞赛，消防演习和社区服务

监管每周家长值班的执行：
1。值班当天或前一天事先打印好家长值班名单。
2。执行值班记录签到。
3。希望星期二前能把值班记录在系统里更新。
4。新加入的家长会代表至少提前一周到前任值班处熟悉流程：为了减轻当天值班家长代

表的培训工作，我大至安排了一下，10/2沈俊卿和10/16仇奈忠由周霞和苗华负责培训熟悉流
程。10/30刘浩元值班的由黄晋负责培训。侯金艳可以由张欣负责培训，林云川你的前任有5
个，挑你有空的时间。

开学第一天的工作动员：
我们家长会的任务很重，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协助学校的正常运行。
1。开学第一天的家长值班由刘欣监管及执行，我已和刘欣沟通并巳做了具体安排。12:15

到位。
2。教材的发放任务分配大家都已收到，每个时段不同的任务有各位组长负责，我和高红

负责维次序及回答问题。

由于本年度又增加了新课程，值班家长的任务都相应增加了，希望家长们继续主人翁精
神，有热心，准时值班，认真负责，共助学校。

胡凤飞 家长会会长
高 红 家长会副会长
刘 兵 会长助理
丁一虹 家长代表
刘浩元 家长代表
林云川 家长代表
侯金艳 家长代表
仇奈忠 家长代表
沈俊卿 家长代表
陈 刚 家长代表

牛顿中文学校2016-2017 学年家长会

刘 欣 家长代表
周 霞 家长代表
苗 华 家长代表
黄 晋 家长代表
张 欣 家长代表
赵 忠 家长代表
戴明时 家长代表
许 蕊 家长代表
阮 强 家长代表
李朝敏 家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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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许多

幕后英雄如陈刚专门赶来帮

助设置音响，前会长李少娜

特意送来美食佳肴供大家分

享。 还有这次没来得及展示

才艺的辛苦奉献的其它家长

会成员, 以及有心加入下一

年度家长会的新成员, 期待

他们以后的精彩表演。家长

会不仅为热心志愿者提供了

一个这次献爱心的机会，同

时也成为一个家长们互相交

流，互帮互乐的大家庭！

能比拼大赛。接着奉献给大

家的是阮强一曲优美的吉他

演奏，以及卢涛，建桥和苗

华“现学现卖”的非洲歌

曲。就像家长会的各项活

动，无论是家长会值班，还

是协助组织校内外演出，你

总能看到家长会全家齐帮忙

的情景。苗华一家这次老少

三代齐上场，女儿吹笛子，

太太弹中阮，爷爷敲铃鼓，

共同伴奏, 苗华演唱了中国

康定民歌--《跑马溜溜的山

上》。凤飞和女儿带领大家

跳起欢快的 line dance。有
心加入下一年度家长会的

《传奇》词作者刘兵也参加

晚会, 并深情地给晚会带来

一曲原汁原味的《传奇》。

最后晚会在共唱《明天会更

美好》歌声中结束。整个

晚会简朴,活泼，欢笑声不

断！

由苗华，戴明时和阮强三家

获得，获二，三等奖的则是
顾建桥，赵怀龙，胡凤飞，

李少娜等家庭。接着前会长

顾建桥别出心裁的原创猜

谜，把家长会成员的名字巧

妙地设计入谜面，掀起晚会

的第一个互动小高潮。最后

一个谜面-“三看”，费了大

家不少心思。原来谜底正是

会长自己-顾建（见）桥（

瞧）！邓永奇带领大家跳起

一段遒劲的桑巴舞，而赖力

则即兴讲了个小故事，一动

一静让大家一窥前家长会长

们的风采。

晚会下半场，则开始了

家长会成员自娱自乐的环
节。首先，前副会长卢涛自

编自导的小品《人工智

能》，由胡凤飞和陈哓斌两

家，以及建桥，高红共同演

绎出一幕滑稽的机器人与人

类的智

编者的话：

家长会，顾名思义，是由家长自愿加入的一个志愿者组织，旨在服务牛顿中文学校的正常运作。相

信通过通过凤飞的介绍，大家对家长会的组织结构、组织运作和工作重点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如果说学校是一棵大树，我们的家长会是默默为大树提供养分的土壤。家长会会员们幕后的无私奉

献，是学校运作和发展的保障。让我们一起为家长会的幕后英雄们喝彩，并送上最热烈的掌声，感

谢幕后英雄们的贡献！下面这篇文章来自家长会会员苗华的撰稿，记录了上一个学年期末，家长会

的一个联欢活动，充分展现了家长会作为一个志愿者的大家庭的魅力。

2016年牛顿中文学校家长会美食评比暨感恩联欢会侧记

苗华

牛顿中文学校家长会，

是由学生家长组成的参与和

服务于中文学校的一群热心

志愿者，以帮助和监督学校

的正常运作，协助组织学校

的多种文娱活动。忙碌了一

学年的家长会成员和家属，

平常少有时间聚在一起，于

４月３０日，迎来了第一次

美食评比暨感恩联欢聚会。

同时，前家长会会长和校领

导邓永奇，赖力，肖广松等, 

以及有心加入下一年度家长

会的新成员也应邀参加。

在品尝了各家自带的拿

手好菜后，晚会上半场在两

位家长会美女陈哓斌和高红

主持下拉开了序幕。首先是

美食评奖，各家带来的南北

风味的家乡菜肴和甜点，着

实让负责评比统计的隗和斌
和戴明时费了一阵脑筋。主

食，副食和甜点一等奖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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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学期。新的学年， 新的起点， 新的期盼!

牛顿中文学校，从建校初的周末补习班到现在的规模，老师家长学生携手并肩一路走来，已有五十多年

的历史。我们的老师， 几年如一日， 十几年如一日，甚至几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 无私奉献， 才有了今

天学校的规模和声誉。然而， 放眼今日之北美，中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竞争非常激烈 。在新

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抑制生源流失，继续保持学校上升发展的趋势，为社区提供优质的教学

服务，是摆在我们前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办好一个中文学校，优秀的师资和高水平的教育质量是学校发展的基础。作为牛中新一任的教务主任，

我的使命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师资水平，健全教学， 培训等制度,  狠抓教学质量,  使牛中教学更上一层楼。 为

此，我向全校老师提出“敬业， 互助”四个字的期望，恳请大家与我共勉。

敬业精神， 具体到我们从事海外文化教育的人来说，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和对教学工作态度的一种

道德要求。

敬业,  就是要求我们全体老师继续发扬牛中的优良传统, 热爱教学工作，保持勤勉的工作态度， 以学生

利益为重，尽职尽责，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无私奉献；

敬业， 就是要求我们全体老师要有强烈的进取精神， 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业务水平；在 

教学上不断探索, 学习和引进新技术, 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 精益求精。 课后积极听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及

时沟通，以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敬业， 就是要求我们全体老师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 be professional, 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服从

学校的教学安排。按时出勤，有事提前请假并且做好教学安排。及时检查和回复与教学要求有关的电子邮

件。按要求制定教学计划，结合学生实际调整，设计考卷， 加强与家长沟通互动。 申请教职和开新课时要

遵循学校规定的申请程序等。

除敬业之外，合作非常重要。牛顿中文学校是大校。仅中文老师就有四十余人，其他如美术组， 数学

组， 音乐舞蹈体育组每组均有教师十余人。人多力量大， 但人多难免有时会出现意见相左的现象。我们都

明白“一花独放不是春， 万紫千红春满园”的道理。良好的职业道德风气, 全体老师的通力合作，将是牛顿

中文学校成功的教育的保证。

合作，就是要求我们老师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老师之间，尤其是在同一班，同一级组，同一教研

组的老师要建立起同事之间的融洽关系, 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共同合作。

         合作， 就是老师之间主动分享教学方法和经验，互相学习，共同探讨，能者为师， 以老带新，“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进一步健全集体备课，教学研讨交流的制度。

        合作， 就是在发生矛盾时，本着公正的原则处理问题，转纷争为协商，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

携手并肩， 一心向前。

       有了敬业和合作的精神，大家共同努力，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 相信我们牛顿中

文学校一定能够蒸蒸日上，再现辉煌! 

教务主任新学期寄语

沈亚虹 

园丁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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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的写话的兴趣和自信

心。

中年级：重点是词、

句、段的训练

1．继续加强字、词、

句的训练，在低年级的基础

上，还要求能体会词句的表

达效果（如比喻、拟人的表

达效果）。

2．重视段的教学。要

求：

（1）理解段意。（理

解一段话的内容，不是指导

学生读懂一篇课文。）

（2）理清这一段话的

叙述顺序。（先写的什么，

后写的什么要理清。）

（3）了解这一段话在

写法上的特点（或构段方

法，如总分式、分总式或总

分总式）

3．加强朗读，训练默

读。

（1）在低年级读正确

的基础上，要求能读出感

情。

（2）学习默读，做到

词、句的训练

1．加强识字、写字、

识词教学。

关于识字，要求做到换

个阅读环境还能认识；关于

写字，要求语文课每节书写

的时间不能少于8分钟。

2．进行朗读的初步训

练，低年级重点是读正确，

不需要读出感情。读正确，

包括 读准每个字的字音，不

掉字，不添字，不颠倒，不

重读，能准确断句，读出长

句子之间的停顿。遇到难读

的句子，教师要示范读，要

领读。

3．抓住少量的重点字

词，理解词句的意思，着重

指导学生掌握“字意、词

意、句意”的理解方法。

4．积累语言、好词、

好句、优秀的片段、课文。

5、关于复述：，能复

述大意和精彩情节，能较完

整地讲述小故事

6、关于写作：第一学

段定位于“写话”， 重在培

所借鉴。而且我坚信，学习

任何一门语言，不管它是母

语还是继承语，都绕不开“

听说读写”这四项基本能力

的培养，而标点符号是书面

语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它不仅表示了停顿，还

能传递信息、表达语调，成

为作者情感的一种反映。基

于这样的认识，无论在阅读

教学还是写作教学中，标点

都是不能被忽略的。

那么，围绕着“听说读

写”，除了标点，学生还有

哪些基本技能需要训练？我

们如何把这些技能“庖丁解

牛”式地逐步分解，化解难

度？怎样规划纳入到各学段

目标？现将中国江苏省小学

语文教学中各学段主要教学

目标罗列如下，仅供参考，

希望能对我们建构继承语教

学学段目标有所帮助。

小学语文各个学段并不

是独立存在，他们相互渗

透，融为一体。语文课程目

标九年一贯整体设计。课程

目标在“总目标”之下，按

学段，分别提出“学段目标

与内容”，“学段目标”从

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

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五方

面提出要求，体现语文课程

的整体性和阶段性。各个学

段相互联系，螺旋上升，最

终全面达成总目标。（因目

前美国使用的中文教材中无

口语及综合性学习版块，故

在下面未列出）

低年级：重点是字、

积跬步，致千里
——浅谈继承语教学中的分段目标

牛顿中文学校    肖莉芳

有一次和一位高年级老

师聊我们的中文教育。她说

起自己教学中曾经遇到的问

题：学生在做“写几句话”

的作业时，往往只写一句。

后来知道，原来学生不明白

什么是一句话。他们认为一

个标点就是一句，这样算

来，他们都满足了“写几句

话”的要求。

从孩子的问题中来反思

我们的教学，我们是否忽视

了标点的教学？我们该怎样

来落实标点的学习？国内小

学语文教学中的标点又是怎

么教的？我们先了解一下它

的学段目标：一、二年级，

掌握逗号、句号、问号等常

用标点用法；三、四年级，

除正确运用已学标点，加入

省略号、引号、破折号等的

学习；到小学6年毕业时，

学生掌握11种常用标点符

号，包括：句号、问号、感

叹号、顿号、逗号、分号、

冒号、引号、省略号、破折

号、书名号。因为有了这样

的目标，各学段的老师都非

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在课

文的教学设计中，会研读文

本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标

点。表面上老师们“各自为

政”，事实上却融为一体，

都在为达成标点学习的最终

目标添砖加瓦。

作为继承语的教学，和

母语教学在目标要求的内容

及高度上，肯定有所不同。

我们也许无法完全按照这样

的标准来做，但我们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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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部就班。学习也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也需要在不

同阶段，各有侧重。这就需

要教师心中有清晰明确的学

段目标，否则，在某个阶段

缺少某一种知识或能力的建

构，势必会给下个学段的学

习留下隐患，增加其难度，

导致孩子学习信心的丧失，

从而半途而废。

所以作为继承语教学者

的我们，最需要做的，正是

分解目标，化解难度，一步

一个脚印地带着孩子们去“

积跬步，致千里”。

年级要逐步让学生学会一目

十行、学习跳读、猜读，并

让学生学会自己处理信息的

能力。

6、关于复述：阅读叙

事性作品，了解事件梗概，

简单描述自己印象最深的场

景、人物、细节，说出自己

的喜欢、憎恶、崇敬、向

往、同情等感受”

7、关于写作：第三学

段侧重引导学生通过观察、

调查、访谈、阅读等途径，

运用多种方法搜集材料，让

后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

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

法。

教育家叶圣陶曾说

过：“教育是农业，不是工

业”。观农民种地，因地

制宜，一年四季都有其劳

作的重点，“春种、夏忙、

秋收、冬藏”。时令变化，

1．继续进行词句训

练，在中年级要求的基础

上，还要体会句子含着的意

思，理解句子的言外之意和

弦外之音。

2．准确把握课文的主

要内容。要把让学生概括主

要内容这个环节抓实，不走

过场，当学生概括不出时，

教师要加以引导。

3．理清文章的叙述顺

序，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

理清文章的叙述顺序，就是

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领悟

文章的表达方法是阅读教学

中最容易忽视的，但却是最

重要的。

4．用适合不同文体特

点的方法来学习不同的文

体。（如记叙文、说明文、

散文、童话等）

5．学习浏览，进一步

提高阅读的速度和质量。高

边读边想边在文中做简单批

注。通过训练默读，逐步提

高学生从文本内容提取信息

的能力，培养学生对文本解

释的能力，培养学生对文本

做出评价的能力（评价人

物、写法）。要解决朗读过

多，默读缺失的问题。

4、关于复述：能复述

叙事性作品的大意,初步感受

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

语言,关心作品中人物的命运

和喜怒哀乐,与他人交流自己

的阅读感受。

5、关于写作：开始“

习作”， 是习作的起始阶

段，写好片段。要鼓励学生

大胆习作，要重视学生写作

兴趣和习惯的培养，做到语

句通顺，鼓励表达真情实

感，鼓励有创意的表达；

高年级：重点是句、

段、篇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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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根据家长们关心的问题进

一步做好课程安排和宣传，

加强沟通，更好地服务于学

生和家长。

牛顿中文学校从成立到

今天已有50多年历史了。

今年，在新一代校行政和老

师的努力下，学校创立了如

下历史纪录：首先，开学第

一天我校一共为大家开设了

130种课程，可以多姿多彩

地满足学生和家长的各类学

习需求；其中，第一节课首

次开设了19门课，是往年

第一节课数量的三倍多（去

年同期，第一节课共有6门

课）。 其次，除了网络注册

系统以外，学校的现场注册

答疑服务时间增加:往年服务

台从下午1：30开始服务，

而今年，注册服务台从中午

12：30就开设为广大家长

和学生提供现场服务。与此

同时，今年的现场教材分发

工作也应师生要求，涵盖了

整个三节课的时间（下午12

：30-5：00）。最后，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我校首次开

设了乐器私教小班课程，由

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和吉他

手为学生提供手把手的小提

琴和吉他教学。此外，我们

带着满足的笑容回家去。晚

霞起，校门口的路上又一次

繁忙起来，欢声笑语汇集一

路，忙碌的开学第一天圆满

结束了！

经过志愿者们汇总，我

们发现家长们的问题集中在

几类:

• 课程类：学校有关中

文（或其他门类的学习）都

开设什么课？教什么？这个

课收多大年龄的孩子？用什

么教材？需要什么器材？甲

班乙班有何区别？能不能试

听第一节课？

• 教师类：这门课的授

课老师是哪位？老师教学经

验如何？老师的教授风格和

方法怎样？

• 注册

类：这门课

怎么注册？

注册以后系

统更新是否

实时？课满

了我可以去

旁听吗？ 如

何换课？学

生太少课被

取消了怎么办？

这些问题将被转达给校

行政团队和教学团队，我们

服务台都安排专人值班，竭

诚为师生家长服务。经验丰

富的老教师们穿梭在各个服

务台调度指挥、解答疑问，

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以后。

不仅如此，每个楼层、每个

交叉路口都张贴了标识、指

示牌或者教室目录，以便学

生和家长顺利找到教室。从

12:20开始，学生和家长们

陆续来到学校，大楼里顿时

人声鼎沸，热闹无比。图书

馆里，注册，查询，签到，

搬书，一切有条不紊。走廊

里，家长牵着孩子的手兴奋

地走向教室。12:30开始，

第一节课上课了。楼里逐渐

安静起来，教室里传起郎朗

书声。到1:30-2:00之间，

第二节课的

学生和家长

们陆陆续续

来到学校，

楼里、大厅

里又一下子

热闹沸腾起

来。如是，

一直持续到

第三节课下

课，也就是下午5：00左

右。孩子们牵着家长的手，

高高兴兴地和老师说再见，

开学 第一天

鸣谢：

董事会：
梁楠 （董事长） 郑凌 邓永琪 高雷

家长会：
胡凤飞 (会长) 高 红 刘 兵 丁一虹 

刘治源 林云川 侯金艳 仇奈忠 沈俊
卿 陈 刚 刘 欣 周 霞 苗 华 黄 晋 张 

欣 赵 忠 戴明时 许 蕊 阮 强 
李朝敏

校行政：
夏 铭 （校长） 顾建桥 沈亚虹 李启
弘 张红武 李光华 彭太铭 田 毅 赵

志宏 张莉彬 姚 雯 韩 松

友情协助：
王卫东 (前董事长、校长)

feugait augiatis” 

牛顿中文学校位于牛顿

市的西边，依山靠林，绿

荫覆盖。9月的第二个星期

天，和往日的静谧有所不

同，从中午开始，学校附

近的道路车水马龙川流不

息。家长们带着孩子们，

兴高采烈又步履匆匆地涌进

学校。我们牛顿中文学校迎

来了繁忙、喜悦和兴奋的一

天。2016年9月11日，我们

开学啦！ 

其实早在开学前1个多

月，董事会与校行政团队、

诸位老师和众多家长会志愿

者就开始积极准备各项工

作，从教学计划、教室安排

到教材、器材、指示牌，都

准备妥当。确保学校在新学

年的顺畅运行。今天中午

12点，按计划，董事会会

员、家长会会员、校行政会

员和其他志愿者已经纷纷赶

到了学校。他们以二楼图书

馆为基地，迅速而有条不紊

地布置好桌椅，开设工作。

图书馆中心的问讯处为圆

心负责解答各类疑难问题，

四周则分别安排好以下服务

台：新生报名注册处、助教

签到处、教材发放处、家长

值班注册交接处等等，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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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根本，家长和社区是

学校的土壤，学生是学校的

未来。“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相信在大家的团结和

努力下，学校的未来更加精

彩！

师、学生和家长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聚集在学校？很多因

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

是我们对中华语言文化的

热爱，和相关的学习、分

享、传承的热情。老师是学

体课），美术课（包括传

统的工笔、写意国画，创

意绘画、素描、水彩，乃

至动漫设计），书法，棋

类（围棋，象棋，国际象

棋），体育（乒乓球，篮

球，武术，少儿健美操，瑜

伽），LEGO，等等。老师

百余人，学生有上千人。“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

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学校的教学成果受到广

大家长、本地社区的广泛好

评。是什么吸引着我们的老

还在开学第一天收集了家长

关于新课程的反馈。

纵观牛顿中文学校的过

去和现在，我们感谢众多老

师数年、数十年如一日的兢

兢业业的奉献，更欢迎数位

教学经验丰富、教授方法独

特的新老师加盟我们的大家

庭。如今，学校的130种课

程包括10余种中文课（涵

盖了幼儿学前班到十年级的

学生），数学课，音乐课（

包括民乐、小提琴、声乐）

，舞蹈（包括民族舞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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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视频。今年波士顿四月

飞雪, 花雪交融的奇景，让

人驻足赞叹, 也激发了同学

们热爱自然, 歌唱生活的情

怀。窗外雪花飞舞，歌友们

则温馨地分享着同学自己刚

录好的《鸿雁》等一首首歌

曲，有的更是吟诗做赋，好

不热闹！受之感染，配上

当天上中文学校路上照

的雪景, 当时写下几句, 

把我们集体学习演唱的

几个曲目，组成最后一

段，一并与您共享。

。不过后来, 男生们都异口

同声地说出家里同一个练歌

的好地方，那就是各家的浴

室。在较封闭的浴室，放大

水，边淋浴边纵情歌唱，不

亚于有身临剧院唱歌的感

觉。只不过，有时用淋浴超

时，挨家里“领导”类似相

声《钓鱼》里“二他爸爸”

受到的奚落：“听你歌唱水

平没怎么涨，咱家水费可见

涨！”

热心的同学建立起微信

群，歌友们交流互动，提建

议，找伴奏曲，分享精彩演

说说我们的声乐班

苗华

热爱生活，热爱歌唱，

把我们聚集到了牛顿中文学

校的成人声乐班。在课上，

曾燕琴老师一丝不苟地带领

大家练声，同学们认真地领

悟，体会用“气”歌唱的奥

妙。班长热心负责，同学相

互鼓励，春晚的演出也获得

好评。不过，我这里要讲的

是我们课后的趣事。

老师让我们在家练声，

可愁坏了嗓门大的男生。首

先要请示家里“领导”批准

不说，不标准的发声，有时

我们自己都觉得太“扰民”

(一)

远望一树银花开，

近看几枝花蕾绽。

鸿雁带来思乡曲，

歌声伴我梦家园。

(二)

才闻夜莺歌一曲，

又见诗人谱新篇。

飞雪迎花闹春色，

燕琴声声歌正酣。

(三)

《真心英雄》男子汉，

《红豆红》曲醉心间。

《阿拉木罕》何处寻？

《桃花谣》里问《秋蝉》。

照片1（苗华　摄）

照片2（苗华　摄）

学校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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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中秋节，于海外华人而言，是一个印记内心深处的文化符号，亦是一种可以吟唱的乡愁寄托；于华裔子女而言，

是一个来自祖辈的美好传统。据说，一年中月亮最圆的时节，就是八月十五或者十六的那个晚上，因而自古以来，中

秋节的月亮圆满就象征着举家团圆美满，所谓花好月圆。此时的游子，更添思乡情切。

如果说先民在文字记载之前对月亮的崇拜还是虚无缥缈的事，中国历史上确切的关于中秋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周

朝。秦王统一六国，汉朝平定天下，战乱渐少，文风渐盛。八月仲秋里，贵族和雅士对月观赏寄情之风渐渐传至民

间，赏月、祝福渐渐普遍。到唐宋之时，中秋节即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固定节日，于而伴随着明清市民文化的盛行，中

秋节更是成为春节以外的第二个重要节日。 

亲爱的读者，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中秋前后，牙牙学语的女儿或者儿子，看到夜空的一轮明月，会兴高采烈

地指着天空叫道：“Moon!”你说，“对，是moon。它的中文就叫月亮”，这时，你是否回忆起故乡的月亮，想

起“天涯共此时”，甚至会讲述那流传了一代又一代的古老的传说——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等？又或

者你在和家人朋友分享了精致美味的月饼以后，拿起手机，发送中秋的祝福给遥远的亲朋好友，而在阅读来自远方的

中秋祝愿时，心里一样满满的、暖暖的？拿起电话，听到了电话那头的温暖的声音，或者看到对方的笑颜。感谢现代

科技拉近了万里距离，实现了跨越时空的阖家团圆。天涯海角，尽享今夜人间清光。

举杯邀月，低头缓吟。皎皎银月，悠悠乡愁。下面是几首牛顿中文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原创的中秋 诗作，既有古

体诗也有现代诗。字字深情，篇篇精彩。感谢牛顿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华夏儿女相聚相识，今

年中秋因为有你们而更加圆满！ 

丙申年中秋是2016年9月15日。你是如何度过的呢？ 让我们记住今年的皎洁月光吧，岁岁年年，花相似，人不

同，且行且珍惜！

中秋诗话

水调歌头：丙申中秋
刘凤英

明月今日有，把酒祭乡愁。

远隔阴阳两界，老父入梦

游。不惧关山难越，皓月应

为引路，音容皆如故。奈何

星野阔，一见实难求。

喜开言，笑声朗，慈凝眸！

怎忍离去，魂归故里三回

头！纵有千般不舍，生老病

死之事，自古天筹谋。醒忆

父女情，叩首在中秋！

丙申秋思三首
顾建桥

《丙申秋思·一》

星稀月光明

夜寂秋风静

举目望寒宫

低头思至亲

《丙申秋思•二》

羞日避人寻

秋露钻衣襟

月圆鸟眠夜

梦思相拥情

《丙申秋思•三》

城嚣闻车鸣

步急追人行

何时回家转

抚窗望月宁

丙申中秋随笔
郑之高

儿行千里父母犹，

八月十五更相思，

花好月圆寄思情，

微信两端诉深情。

煮酒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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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老了
丁亮

时光老了，

像旷野里的老房子

在四季的变幻里缄默。

时光老了，

像老房子破旧的木门

静静地向旷野永远地敞开。

狗尾草从地平线上

如海浪般滚来；

鸟儿梦中惊醒，

飞逃时划破了天幕。

我们望向窗外，

看见了许多往事

在阳光里跳舞。

一切又嘎然而止，

旷野，老房子，破旧的门，

还有我们。

时光老了，

开的已开，

关的已关。

我们坐在老房子里

听窗外雨滴。

中秋
杜炎武

中秋，   碧空皓月一轮 。  月到中秋分外明 ，    海上生明月 ，  天涯共此时 。    八月十

五  ， 大团圆是重要的民俗信仰 。  中秋日民间以月饼相遣，   取团圆之意。   月饼模子

上铸字、  印花 ：  字是福、  禄 、 寿 、 喜 ；  画画的是团圆喜庆。    拜月，   是中华民

族灵魂深处跳动的音节 ：  先有屈原 〝 天问〞；   又有诗仙李太白 ，  邀明月共酌 ；  张

若虚一曲 〝 春江花月夜〞，     叹月园人缺，   空负海上明月共潮生......        中秋赏月，   

赏什么？   无非一个园，   一个明，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华夏儿女 ，  无轮走

到哪里 ， 天上一轮月 ，  故乡如影随 ，  月是故乡明。   离家再远 ，  也拴着中华民族最

纯真、、  最本源的文化图腾......

编者的话：

为了服务牛顿乃至波士顿地区家长和学生不断增加的学习需求，在董事会的支持、夏

铭校长和全校同仁的努力下，牛顿中文学校的课程设置在今年有了新的突破。除了课程数

量显著增加以外，我们还成功开设了全新的课程，包括动漫绘画设计、电脑绘画、用英文

演讲中国文化、以及小提琴、中提琴、吉他等音乐课程。 同时，我们非常荣幸，今年还

有两位特级中文老师加盟我们的中文教学。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是不是很期待一睹新师

新课的风采呢?下面简要介绍了我们新的老师和新的课程。

新课新师掠影

欢迎新中文老师
向淑君老师
向淑君老师的专业领域涵盖英语教育，中文教育，教育管理和中等教育。她的教育哲学

是：教师身先士卒，带领学生体验学习的快乐！让每个学生的不同智力潜能和学习方法发

挥到极致！她有华中师范大学和阿克伦大学两个教育硕士文凭（GPA=4）。 她持俄亥俄

州K-12中文教学专业证书。在过去三年中，她达到了900多个小时的自我进修时间，积极

参加从联邦到州以及地区的各种专业发展会议及研讨会。向老师37岁时被评为湖北省破

格英语特级教师。她谙熟中美外语教学的理论和方法，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教学风

格。她曾执教于湖北省省重点中学、上海市市重点中学和俄亥俄州的著名天主教私立高

中。32年的教学生涯中，她培训过中美两国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英文

和中文教师。向淑君老师桃李遍天下。2016年秋季起，向老师加盟牛顿中文学校，任暨

南大学中文教材四年级课程。

肖莉芳老师
肖莉芳老师来自中国江苏，曾为江苏某实验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学科组长、大队辅导员，享有“行知式青年教师”之

誉。她长期奋斗在中文教学一线，拥有18年小学语文教学经验及10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涵盖了低、中、高各年级

段，对各年龄段孩子的心理、教学方法都有较深入的了解。肖老师尊重每个孩子的特点，擅长发掘孩子的优点，因材施

教，善于启发引导，立足孩子自身基础，她的教学理念是“让孩子跳一跳摘苹果”，更好地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潜力。她

热爱教学，拥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其教学成果在省市乃至全国取得了一系列的表彰。她先后获得了市教师技能大赛

综合一等奖（包括教学设计、课件制作、粉笔字、演讲、才艺5个单项），“全国语文教师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一等

奖，“全国苏教版语文课文诵读优秀奖”，市“经典诗文诵读大赛”一等奖。市书法协会会员，兼任高年级书法教师、

校硬笔书法特长班指导老师。肖老师指导的学生在全国、省、市各类硬笔书法比赛中获一、二等奖。

2016年秋季起，我们有幸欢迎肖莉芳老师加盟牛顿中文学校，开始《马立平》中文一年级的教学。相信在这里，肖老

师将用她的爱心、热心与耐心，以她独特的魅力，引领孩子们走入中文学习的殿堂，领略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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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介绍 

Violin Private Group Class (Ages 9+)

 Beginning Violin and Viola Private Group Class

Private Group Guitar Class

This course consists of a progressive study of violin repertoire that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al and technical aspes of violin performance through private 
group lessons and studio study. Curriculum will include; bow technique, bow 
distribution, note reading, scales/arpeggios, intonation, string crossing, double 
stops, shifting, dynamic control, vibrato, rhythm, tempo, musicianship, and tone 
quality.

SoYoung Kwon has appeared in recitals, concerts, festivals and master class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France, Netherlands, China, and Korea. 
She received Bachelor’s degree at Oberlin Conservatory with full scholarship, and 
she was granted Master’s degree and Artist Diploma with full merit scholarship 
from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usic.

We are happy to present Beginning Violin, for the first time at Newton Chinese 
School, 2 group violin classes for 3-5 students each.  Class 1 is for ages 8 and 
under, and Class 2 is for ages 9 and up.  

Originally from Philadelphia, Nicole Kootz recently completed her masters in 
String Performance at Boston University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Karen Ritscher.  
She has been studying the viola and violin for over ten years and holds teacher 
certification in Suzuki Violin Books 1-3, with the intention of completing Book 4 
next summer.

Newton Chinese School is happy to present, for the first time, 2 group guitar 
classes for 3-5 students each. Each 45 minute class will be built around introducing 
basic musical and technical skills through group activities which include duets, 
group rhythmic/strumming games, and listening exercises designed to help with 
sight reading/music comprehension. 

Parents are welcome and encouraged to attend so that they may also learn 
about ways to help students practice their new skills at home. 

The materials used in class will be the Hal Leonard Method Book for the Guitar 
(Level 1) and supplementary handouts supplied by the instructor.

Tim Carolla is a guitarist based in the Boston area. This past year he earned 
a Graduate Performance Diploma at Longy School of Music of Bard College in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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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介绍 

动漫I：手绘动漫基础+ 动漫II：电脑SAI动漫绘画

儿童彩绘课 

Biology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手绘动漫基础可为对动漫绘画有兴趣的孩子和成人提供系统学习的机会。课程主要教授
的风格是日式动漫风格。若有学生喜欢美式漫画风格，老师也会在后半学期的课程里教授
美式风格。课程主要教学动漫人物的造型设计。 

电脑SAI动漫绘画可为对电脑绘画有兴趣的孩子（12岁以上）和成人提供系统学习的机
会。该课程可让学生学会如何用简单的电脑绘图软件来绘制很棒的电子图画。 

姚雯老师是牛顿中文学校的一颗闪亮的新星。她对艺术充满热情。她自幼爱好漫画，坚
持自学漫画和相关美术基础，在大学期间开始创作自己的原创漫画。姚雯老师的第一部原
创漫画“双龙游戏”获得了2011年腾讯全国漫画大赛三等奖，并且与北京美而蓝公司签约
成为自由创作人。与此同时，姚雯老师热心于服务牛顿中文学校的师生，担任我们新学年
校刊的美术编辑。

如果您也热爱艺术，勇于创造心目中的艺术形象，还等什么呢？来加入我们的动漫课堂
吧！

本课主要面向6-7岁的儿童，教学内容以水彩技法为主，兼顾素描、蜡笔、水彩笔、手
指画等多种创作形式。教学方法上，通过练习不仅使学生学到基本的绘画技巧，还激发学
生自身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不光培养学生对色彩、光线、线条的感知，更培养孩子们对水
彩绘画艺术及大自然的热爱。

授课老师：李青俊

The cours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of grade 9 and above are taking a school 
Biology in the fall semester or have already taken one year general Biology; plan 
to take SAT Biology test or AP Biology exam (for some) in May or early June of 
the school year; and to get basic understanding how the core biological principles 
apply to Biomedical Sciences. 

As a biological educator, Dr. Sun Mei (孙湄)obtained a B.S in Biochemistry 
(China), a M.S in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 (France), and a PhD in Biomedical 
Sciences (US).

英语学讲中国文化
李扬老师从在美国二十多年的经历中体会到：从日常生活到职场，自己越是能把中国文

化融会贯通，说清楚，越能受到尊重和认同。华人二代在美国的认同感危机很大程度上缘
于比起父母来，缺少中国文化的底气。这门课通过教师引导讨论(Harkness Table Style), 
演讲，辩论的方式来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述的能力。课堂鼓励学生用英文为主，中
文为辅，从而达到文化，语言和演讲能力齐头并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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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汉字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由于

汉字的结构复杂，笔画众多，因此关于汉字简化的尝试古已有之（包括异体字）。而1956年以后，简化字（简体中文）

被制定使用并且在大陆得到推广，其他地区主要使用正体字（繁体字）。 尽管，世界上大部分学习中文的学生选择学

习的文字还是简体字，但是，包括在简体字通行的地方，正体字依旧是书法、绘画和古籍文献通用的文字。希望汉语学

习者，尤其是下一代，在理解汉字每一个偏旁笔画的讲究、体会汉字优美韵律、学习汉字所体现的华夏文化时，不能忘

记我们的正体字。 接触、学习正体字，亦是充满趣味的关于美的探索历程。有时间的话，推荐读者阅读这三本书：《细

说汉字－－1000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作者：左民安）；《图解汉字起源》（作者：王祥之）；《正体字回家》(作

者：流沙河)。

本期校刊，编者非常感谢两位牛顿中文学校的老朋友赐稿。一位是杜炎武先生原创的散文诗《中华文字》，一位是

王申培先生惠赐散文《中國正體字之美》。杜炎武先生是天津人。原水电部天津河北水电勘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主

任工裎师 、 有突出贡献专家 。  原水电部勘测设计系统评委、   建设部勘查设计单位评委。退休后移民美国波士顿，在

牛顿中文学校东方之声合唱团唱歌 ；  闲时爱好写诗赋文，   与友切磋。   独乐乐 ，  不如众乐乐！王申培先生为美国

波士顿 东北大学电脑学院终身教授，并且执教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他专研人工智能（慧）、图形识别、电脑视

觉、机器人等领域。王先生是中国 山东人，母四川成都，上海出生，宝岛台湾省长大。交大学士、台大硕士、乔治亚理

工学院硕士、奥立冈大学博士。著作有专书 26 册，发表专业论文 200 余篇，散文／诗篇／小说 一百余篇。出版散文

集 《哈佛冥想曲》、《剑桥狂想曲》。 《中國正體字之美》原作发表于王先生的专集《剑桥狂想曲》（文史哲出版社

2015年，256-290页） 。

中华文字
杜炎武

人所行走的范围，   就是他的世界。   我毕生的向往：   田园牧歌是我的朝朝暮暮 。  而

汉字却为我插上了翅膀，   带我飞翔 、  帮我传递 。   别离故土近二十载 ，  我拍打着

汉字的翅膀，   飞过浩瀚的大洋 、  飞进祖国的江河山川。   我秉笔写作后，   对汉字的

钟爱可用痴迷作比。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 ，  都没有汉字那么意涵深邃 、 那么广博高

远。   我真感恩先贤们的付出，  让 我这个身居海外的人，   可用汉字书写人间冷暖 。   

汉字是远航的帆 、  翱翔的翅膀，   载着游子那美好的心愿，   飞向自己的故乡‧‧‧‧‧‧‧

美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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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體字之美

上周從芝加哥參加二兒子在西北大學的畢業典禮後，在 機

場等機回波士頓的時候，看見有乘客的 T-衫胸前印有大大 的

四個字元“I      N Y”。一個約兩歲大的小孩兒一面牽著 媽

媽的手一面說道：「Mommy,look，‘I Love New York’！」

（我「愛」紐約。）這常常可以在公共場合看到的一幕，使 我

再度聯想起咱們中國文字結構的獨特和美妙。

文字是文化之根基和語言溝通的基本元素，其重要性毋 庸

贅言。中國文字本來有很良久的歷史傳統和許多非常優美 的

特點。可惜近百年來，由於國力積弱，屢受列強欺淩，民 族

自尊心喪失，盲目崇洋心普遍，因而很多人誤以為中國文 字

太落後、不科學、筆劃太多、形狀太複雜，太難學、難記、 難

認、難懂。尤其電腦資訊高科技時代來臨後，更有人悲觀 地

認為中國文字勢必終將遭到淘汰的命運，因而主張中文「拉 

丁化」、「拼音化」、或「徹底簡化」。其實真正情況剛好 相

反。中文很合乎科學和邏輯，不僅易學、易記、易認、易 懂，

而且很優美，是非常美好的藝術。

我曾作文探討中國語言結構之邏輯和美，發表在報章雜 誌

上。簡言之，其中包括：（1）中國字的結構和特徵：非拼音、 

非字母，有象形、會意、指事、形聲、轉注、假藉等特徵，以 

及字形（Syntax）、字意（Semantics）、知識 Knowledge）

和文 化（Culture）彼此有密切關聯。（2）從邏輯（Logic）

和人工智 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觀點，中國字的優

點和美感益發 彰顯。譬如：易學、易記、易認、易懂。（3）子

句（Phrase） 和句子（Sentence），優點亦彰顯。（4）例證：

詩、對聯、 迴文、大自然現象、美術、音樂等。（5）東西文化之

比較： 譬如：孟郊的詩「遊子吟」、布拉姆斯的「大學慶典序

曲」、 巴哈的交響樂、拿破崙的名言等對稱、平衡、迴文之應

用。 本文再談談正體字和簡體字之比較：語意、邏輯性和文

化承傳和美的藝術觀點。

本來，有些中國字筆劃的確太多。若能適當合情合理簡 化

以助學習記憶也無可厚非。譬如：人本為体，小土為尘， 對斧

為鬥，三人為众，鹿眼為丽等等。簡體字有些地方的確 可以省

一些書寫的時間。但隨著科技的發達，印表機和電腦 輸入的

進步和流行，人們用手寫字的機會越來越少。而且用 印表機

打一個簡體字並不會比正體字更省時，因此簡體字的 優勢越

來越不明顯。萬不得已若某些過於複雜的字需要簡 化，則必

需符合中國字造字的結構和原理,諸如：字形、會意、 形聲、

指事等原則。不可胡亂濫簡一通，以免喪失了原意， 造成一

語雙關的混淆（ambiguity）。甚至失去了文字中原來 函有

的邏輯、知識、文化的傳承、連續性和藝術之美感，那 就有

如削足適履，本末倒置，得不償失。這方面的例證伏拾 皆是

多得不勝枚舉。

就拿「愛」這個字來說罷。表面上筆劃好像很多。但其 每

一筆劃都有其含義。最上面的四筆劃是代表伸出來給予的

字可以簡化，“愛”豈能無“心”？ 

“親”人需常“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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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社會 國家的負面影響不言可喻。而且草率胡亂簡化的

結果，弄得 后、後不分，干、幹不分，里、裏不分，製、制不

分，游、 遊不分，蕭、肖不分等等。極易造成混淆，反而妨

礙學習， 降低文化水準,自斷文化根基。欲速則不達。削

足適履，本末 倒置，因小失大，真是得不償失阿！我曾數

度造訪羅馬凡蒂 岡的西斯丁小教堂，其天花板上中世紀

文藝復興巨將米蓋朗 基羅的大幅油畫，敘述聖經舊約神

創造宇宙和人類的故事。 其中上帝從天上伸出右手，向下

將靈魂和生命賜給人類的祖 先亞當向上伸出的迎接手。令

人感覺到那顆充滿熱血的「愛」

「心」，活生生地有力地在跳動著，令人震撼。我每每仰

望 天空中浩瀚的宇宙，陪伴著渺小的地球，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 無休止地律動著。「使宇宙星辰律動的是‘愛’     」

。宇宙 大地的一切，日光、空氣、水，這些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必需 品和萬物，都是造物主伸出的「愛」的手，使人由

衷地不得 不伸出手去迎接神的大「愛」。我驚訝地發現，

地不分東西 南北，人不論男女老少，地球兩端不同的文化

種族背景，居 然會有這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鳴。我

也再一度的體認 到咱們中國人造字的智慧。其中豐富的

象形、會意、指事、 形聲、邏輯、知識、文化延續性和藝術

之美的特徵，與大自 然合而為一。有了這樣的體會，就再

也不會誤認中國字的筆

劃太難。不但不是負擔阻力，反而是幫助學習的助力了。

總 之，長久以來，很多人都有一種誤解，以為中國文字太

落後、 不科學、筆劃太多、形狀太複雜，太難學、難記、

難認、難 懂。其實，若能瞭解中文的結構和造字用意，則

不難發現其 實中文很合乎科學和邏輯，不僅易學、易記、

易認、易懂， 而且非常的優美。是一般其他語文和西方語

文所望塵莫及者 也。身為炎黃子孫的我輩龍的傳人，切莫

自暴自棄，勿固步 自封，而應感到光榮驕傲，從而努力不懈

地繼往開來發揚光

大此優美的文化也。

手。接下來的無頭寶蓋代表揭發或給予。此會意字型在

其他 很多字也都有。譬如「學」就是受教的子弟頭上的疑

雲被師 父的雙手解開，謂之「學」也。「愛」字最下面的部

份代表 伸出接受的手。所以「愛」包括了付出和接受。那

麼，付出 與接受之間的介質，以什麼來代表最為適合呢？

那就非「心」 莫屬了。因為「心」代表「真心」、「誠意」、「

需要」、

「珍貴」、「重要」、「專心一意」（人只有一顆心），那 不

正是表達「愛心」的涵義嗎？無論古今中外，在不同的種 

族文化語言裏，幾乎早已約定成俗地見到「心」就知道它

所 象徵的就是「愛」。同樣的，想要表達「愛意「的時候，

最 簡易和最常想到的就是用「心」。這就是為什麼連兩

歲小孩 都一目了然知道“I N Y”就是「我‘愛’紐約」

的意思。 可見「心」在「愛」這個字裏的份量有多重要。它

其實是「愛」 的精神和靈魂。是整個「愛」字最重要最不

可缺的精髓。我 真的不得不佩服咱們中國人祖先先聖先

賢的智慧，能夠把大 自然間人文倫理觀察的這麼透徹入

微。並且很技巧地簡明扼 要地造出「愛」這個字，恰如其

份地將那看不見摸不著抽象 的「愛」的涵義和精髓，形

象化地具體地彰顯出來。不但可 以幫助學習的人瞭解字

的語義內涵邏輯性，和傳達知識文化 背景，而且還很有

藝術感。多美多好多有意思阿！如果有人 覺得「愛」這個

字筆劃實在太多，非得簡化不可的話，那麼 拜託拜託，請

千萬不要把「心」挖掉，好嗎？

可惜不幸得很，簡化後的「愛」字，偏偏就把「心」給 挖

掉了。就為了省這麼小小的四劃？卻把「愛」字最重要的 

涵義和精髓喪失了！而且簡化後的「愛」字極象「受」字。

從此看到想到談到「愛」時，下意識只知道接受，不知道

付 出。夫妻互稱「愛人」的時候,連不起來也想不到還需要

「真 心」、「誠意」，為配合對方的「需要」，把對方當作最

「珍 貴」、最「重要」的「心肝寶貝」來疼愛。如此長久耳

濡目 染潛移默化之下，其對整個人的心靈，人際關係，乃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及二號地鐵總站大型海報：“愛”和“親” 兩個大大的正體字到處可見，
無從躲避之，不可能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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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年夏天的体育盛事，莫过于在巴西里约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奥运里最让中国人骄傲的成绩，莫过于中国女

排睽违12年再度于奥运夺金。2016年8月20日，奥运女排决赛惊心动魄，第一局由塞尔维亚25-19拿下，接着中国队奋

力逆转局势，以25-17、25-22和25-23连下三局，最后以总比分3:1战胜塞尔维亚队。我们知道，中国女排自从20世纪

80年代夺得“五连冠”后，一直是中国十几亿人多年来的精神偶像，而女排精神也就成了一个传奇。按照女排教练郎平

的说法，“女排精神”就是锲而不舍，“团队遇到苦难永不放弃”。 2016年，这支由郎平领军的年轻队伍，平均年龄
未满24岁，击败塞尔维亚，赢得里约奥运女子排球金牌，让数亿球迷为之欢呼雀跃。捷报传来，我们校内外的诗人们

欣喜地挥毫赋诗庆贺女排胜利。感谢顾建桥、顾宜雄、艾辉胜、宋建军，百忙之余用优美的文字写下俊逸洒脱、激情四

射的诗篇。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女排赞诗吧！

女排赞诗

满江红   女排颂 

        宋建军 

曾几何时，

寰宇内、雄强并列。

女排起、宣威四海，

纵横对决。

霹雳千钧飞矢落，

金汤溃守强林却。

五冠连、盛誉满神州，

威名绝。

兴衰替，忧思切;

雄心在，从头越。

率巾帼豪杰，再征里约。

重挫荷兰泪成雨，

逆袭塞亚声如咽。

起国歌、辉奥运之光，

昭星月!

女排赞

传奇再现英雄场，

八姐九妹秀黄裳。

榔头高举落地花，

玉臂拦网铁城墙。

砥砺拼搏女排路，

荡气回肠英雄榜

国球神话排球写，

万人空巷中国唱。

艾辉胜

【浪淘沙令】赞郎平 

顾宜雄

重炮泄东洋，横扫诸强，

当年大阪首封王。

漫卷西风萧瑟处，举世无双。

执教破洪荒，鸡舞凿光，

里约浴血再辉煌。

谁显巾帼真本色，郎指独当。

震撼吾众心

寰球五州庆

宇宙铿锵情

七律

热烈祝贺中国女排

里约奥运会夺冠

顾宜雄

初遇强敌陷沼潭，

剑折塞美负荷兰。

反击绝地掀东道，

逆战洪荒斩北番。

郎指深谋结巧阵，

朱婷重炮泄狂澜。

国歌奏响泪奔涌，

重塑辉煌血脉燃。

郎平颂

顾建桥 

郎中急步行

平津出异婴

国人叹有幸

手柱擎天顶

力沉显少英

大赛领将令

无敌站场亭

穷目万里景

女师战东瀛

排技举世惊

精气延至今

神功达霄庭

威猛传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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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当初在学校操场上踢球踢到忘记时间，星光下带着一身

淋漓的汗回到寝室的少年，现在已经成了丈夫和父亲。

周末，得到老婆孩子的允许，爱足球的“老男人们”终

于可以奔回绿茵场，驰骋沙场，重新温习年少时的梦。

世俗繁杂，可是因为对足球的爱，心里依然有那么一片

绿茵茵的梦想向我们招手，而这个梦想不会老去。诸君

一笑。谨以此文向纯粹爱足球的人们致敬。

向纯粹爱足球的人们致敬
作者：牛顿球迷 

        比赛时再没人请我踢前腰或后腰，他们会主动给我留下一个边前卫，让边后卫帮我防守，前锋跑

回来给我做球，我所有要做的是原地一个长传，我的兄弟们就会像狗一样拼命去追，边跑还回头对我

竖起大拇指。其实那球还没到目标就远远地呈抛物线坠落，像一个老年人滴滴答答再也尿不上墙。

        十几年前，兄弟们拍马屁时会说我体力好得像头驴，五年前他们说我技术类似梅西，两年前他们

又赞美我靠意识踢球，现在他们说我是以德服人。这帮坏人，以德服人那是人干的事吗。

        在足球场上，寿则多辱是永恒真理。老就避免不了嘲笑与口水。朝鲜战争时，麦克阿瑟已经处在

他职业生涯的晚期，他说“老兵不会死，他只是悄然隐去”，给自己找台阶下。我也处在了自己职业

生涯的晚期，我也不会死，但将会被抛弃，或者自弃。

        很少有人理解一个非职业球员对足球的感情，那是我从青春期以来唯一不离不弃的情人，离开

球场，就远离了自己的青春时代。一群小孩子在空地上踢球，旁边经常有一衣冠楚楚的中年人流连不

去，甚至苦苦央求加入踢一脚，被孩子们派去守门都乐意。

        这就是喜欢踢球的老男人的生活，上班时盼着周末，周末盼着上场，下场想着喝酒，一个个遍体

鳞伤，像从战场回来的老兵。他们很多人不看足球，有些人一辈子没进球场看过甲A、中超，他们可

以生活很不如意，可以感情很受伤，可以当待业中年，但雷打不动的是每周一场球。你进世界杯了，

你小组赛淘汰了，你假球黑哨了，你主席下课了，对他们来说就如打酱油，管他们屁事，他们是来踢

球的。有成千上万这样的老男人，他们四处预定场地，到处打听比赛，哭着闹着上场，有了为了踢上

十分钟请全队腐败，踢爽了喝足了，回家过自己的庸常生活。因为有这一片草坪勾着，他们每周都会

有一个梦想，把自己幻想成加肥版C罗，幻想成老年版梅西 ，然后在一个个周末让梦破碎，再贼心不

死地寄希望于下一周。

        就我所知，几乎所有人的媳妇都闹过，威逼自己的老公健康生活远离足球，在这件事上，再猥琐

的男人也决不让步。生命已经开始走向下坡，不敢打架了，不敢辞

职了，不敢离婚了，不敢当面骂领导了。而能踢上一场球，是他们

越来越无趣的人生里最后的底线。

          ——向纯粹爱足球的人们致敬。

海阔天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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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陶行知本名陶文濬，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因欣賞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心学“知行合一”的学说而改名为知行，又

因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又改名為行知。他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被誉为“中

国乡村教育的圣人”。关于陶行知的教育轶事，数不胜数。下面分享的就是一个读者推荐的故事。老师和父母在孩子面

前，一言一行都有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温习陶先生的教育金句，时时体会，用心实践！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教人者教已，在劳力上劳心。」「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吃自己的饭，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

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每天要四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二问我的

学问有没有进步？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润物细无声
----  一则关于教育的故事

李广 推荐

       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当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个男生用砖头扔另一个男生，十分危

险。便将其制止，并叫他下午3点到校长办公室。

       没到3点，男孩就到校长室门口等候，眼神迷离无光，情绪起伏不定，内心有能量在暗

暗涌动。没发泄完的愤怒，错误行为的自责，面对校长责问的恐惧，同学们即将看笑话的羞

愧，还有可能找家长的担忧，这些能量包围着男孩，不停旋转，形成强大黑洞般的引力波。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情景堪比宇宙大爆炸！

       但是，这引力波发出的信号，被远隔千米的陶校长测量到了，他去小卖铺买了一包糖

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即将发生。

       陶校长准时回到办公室，发现男孩已经等在那里。笑着掏出一颗糖说：“这颗糖是给你

的，因为你很守信，没迟到还提前到。”

       眼前的这颗糖像一颗炮弹把男孩打晕了，完全没明白啥回事。接着校长又掏出一颗糖，

说：“这也是给你的，我让你住手，你就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校长，尊重别人是最重

要的品质啊。”

       男孩被这第二颗糖彻底击晕了，随着那个卑微的自我的倒下，之前的那些情绪能量失去

了中心点，四处飞散。

       陶先生又说道：“据我了解，你拿砖头扔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这说明你很有正义

感，我再奖励你一颗。”

这时，几股奇妙的新的能量开始围绕着男孩旋转，越来越靠近中心点，良知之光越来越亮。

男孩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陶先生在孩子开口前就收到了新的引力波信号，心花怒放的又掏出一颗糖：“你知错认

错，实在难得，不得不再奖励你一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回去吧！”

男孩手握四颗糖，眼神里充满着一种前所未有 的光。

这光芒，一直延伸，照耀到很远很远的宇宙边缘。

攻玉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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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下面要奉上的，是我们牛顿中文学校学生的作品。感

谢张晓毅和夏铭老师的推荐！小作者们观察敏锐，语言流

畅，用词准确，十分恰当地写出了心中的感受，读者深有

共鸣。 李奔奔同学的作文，诙谐生动；莫金鑫同学的《救

小鸟》，爱心满满；张庆楠同学的新学年决心，让我们有

机会了解到牛中助教的工作热情和感悟。      2016年的新

学年已然到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是新的开始，新

的考验，我们带着新学期的目标，兴致勃勃地走向新的考

验，迎接新的挑战。赠给同学们新年的祝福：书山高峻顽

强自有通天路；学海遥深勤奋能寻探宝门。希望可爱的同

学们，新学年更上一层楼！

  我 的 新 学年 决 心

    牛顿中文学校十年级乙班    张庆楠

指导老师   夏铭

每当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我都要表一个新学年决心。不过我这次的决心和往

常不一样。我今年十四岁半了，我的高中好朋友们都可以做一个社会工作

了：有人帮别人遛狗，有人帮邻居看护孩子，还有人在爸爸妈妈的餐馆里打

工。所以，我的新年决心是在牛顿中文学校里当一名助教。

      我为什么想要当一名助教呢？第一，我在这个中文学校里学中文，对这

个学校有很深的感情，而且我家里学校很近，我妈妈很方便接送我。第二，

我在家里是一个独生女，有时感到很孤独，每当周日我去中文学校上课的时

候，就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大家一起玩闹时，他们就像是我的弟弟妹妹一

样。如果能和他们在一起上课，教他们学中文，那是多么快乐的事啊！第

三，我长大以后想当一名小学或中学的美术老师。如果我能当上中文学校的

助教，我能学到很多经验，那么，又向我的人生目标接近了一步。

    假如我能当上助教，我会每次提前到学校，做好准备工作。因为我生长在

北京，我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标准的普通话。能帮老师纠正学生们的发

音，还能在上课时多向老师学习，复习汉字，提高中文水平。最重要的，我

会对孩子们很友善。

    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向爸妈证明我的能力，帮助我更快地成长。

    希望我的新年决心可以实现。

            努力！

加油！

晨曦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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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鼠！
        李奔奔 （  马立平七年级甲班 ）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的愚人节，我和我的同学们打算来个恶作剧吓唬我们的老师林奇小姐。我们的灵感来自于一年

以前，有个真老鼠跑到她课桌底下的时候，吓得她跳上椅子不敢动。所以这次我们打算用个假老鼠吓唬吓唬她。

愚人节的早晨，我的两个同学把提前准备好的气球，彩色细纸条，和一个假老鼠带到学校，然后在林奇小姐到教室

之前藏到教室的一个书架后面。这个假老鼠有个细细的线穿进它的鼻子，如果一拉线，它就像真老鼠一样会跑。按照提

前商量好的，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故意不带饭袋就 和其他同学去饭厅吃午饭，这样我们就有借口回到教室取饭袋，趁机把

恶作剧的东西准备好，然后假装无事地拿着饭袋回到饭厅吃饭。

吃完午饭后，林奇小姐一进教室就吓了一跳，因为气球和彩色细纸条哪儿都有：桌子上，椅子上，和白板上，像是

有个彩虹在我们的教室爆炸了！而且白板上也写着：“愚人节快乐！”

可是我们还有别的恶作剧还没有开始呢！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我们都在“认真”听林奇小姐讲课，忽然我的同学艾茉莉假装看到了老鼠尖叫起来：“有个

老鼠从我桌子下面跑到你的办公桌下面了！”她一边喊一边指向老师的桌子底下。这时候那个假老鼠藏在她的书桌抽屉

里。

老师没看见，就说：“你是不是看错了?” 艾茉莉说:“没有，真的有老鼠！”“没事儿，老鼠不会害你的。”老师

安慰艾茉莉。

又过了四五分钟，艾茉莉拉着线让假老鼠“跑”到老师的脚旁蹭了一下她的脚。老师一看见老鼠就大叫起来，并且

赶快跳上凳子！这时候艾茉莉把假老鼠拉回到她的手里了。

我们一起喊，“我们骗你了！”

老师还是不相信，不肯从凳子上跳下来，显然她以为是真老鼠。艾茉莉就拿出这个假老鼠让她看。等她确认真是假

的以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的恶作剧成功了，于是大家也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都同意这个恶作剧是最好玩儿的，也是我们最喜欢最难忘

的发生在我们四年级教室里的事请。所以虽然过了一年多了，回忆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指导老师   张晓毅 
文章内容很丰富，事件叙述的清楚且有条理。特别是文章的后半部分，一下把人们的带到了即将到来的万圣节。看了文

章，你也会哈哈大笑的。

救小鸟
    作者  莫金鑫     （  马立平七年级甲班 ）          

 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和妹妹去市中心游玩。 市中心人来人往非常热闹，突然我和妹妹发现在路边有

只受了伤的小鸟，就算来往的行人从它身边走过，它受到惊吓都飞不起来了。

可爱的小鸟身上那毛茸茸的绒面，那黑溜溜的眼睛好像两颗黑色的珍珠。小鸟抬着头向我和妹妹叽叽喳喳地叫着，

好像在说：“救救我！救救我！”我们悄悄地靠近小鸟，妹妹拿出矿泉水喂小鸟喝水，我把自己吃的面包捏碎了喂小鸟

吃，我们围着小鸟担心行人不小心踩到它。突然，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告诉妹妹：“我们把小鸟搬到花园中心的大树

下，那里没有行人，小鸟就会很安全。”妹妹听了高兴地拍着手说：“好办法！好办法！”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小

鸟捧在手心里来到了花园中央的大树下，轻轻地放下小鸟。然后，我和妹妹分头去捡了很多树叶和树枝，帮小鸟做了一

个漂亮的鸟巢。小鸟高兴地朝着我们叽叽喳喳地欢叫着，仿佛在对我们说：“谢谢！谢谢！”看到小鸟安全了，我和妹

妹也露出了放心的微笑。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的脚步格外的轻盈，我们的心情格外的爽快。虽然已经黄昏，但是我们的心里充满了阳光，因

为我们救助了受伤的小鸟，帮助他人是那样的快乐。

指导老师   张晓毅 
作者很善于观察生活，能敏锐的捕捉一有意义的瞬间。内容很丰富，语句清楚且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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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是什么？
我们牛顿中文学校的校刊历史悠久，以服务师生为使命，融汇学校办学理念、发展特色，为师生和家长提

供一个共同交流的平台，为社区大众提供一个窥豹一斑的窗口，忠实客观地记录学校的沿革发展与主要活动，

多姿多彩地展示中华历史语言文化的魅力，生机勃勃地体现学校师生的风采和时代气息。校刊刊登的常规栏目

包括下面10个子栏目。 

校刊有哪些栏目？
本月速递：学校本月大事记，董事会简报、校行政公告、等等。

学校风采：各团体活动，老师和学生获奖情况，图文并茂。

园丁心语: 本校老师对中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感言、经验。

父母寄言：家长的心声，各类问题或者建议，各类感想评论。

晨曦蓓蕾：本校学生各类作品选登，图文并茂。

美哉中华：一起开始一段中国文化美的历程吧！

煮酒论诗：诗意地表达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 。

攻玉之石：引用推荐关于子女教育的好文章。

社会公益：华人社区的声音。

海阔天空 ：归为上面的文学，生活小品。

 众所周知，办好刊物的源头是高质量的稿件。

• 您是否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中美文化差异有诸多思考和感慨？

• 您是否想记录学习的心路历程，分享点点滴滴的进步？

• 您是否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采用有效的学习方法？

• 您是否想用相机、用笔记录台前幕后的瞬间，或者是支教经历中或平凡或非凡的故事？

• 您是否赞叹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陶醉于诗情画意？

• 您是否在某时某刻触景生情，满欲赋诗感怀？或者不吐不快，抒写我们平凡生活，从中品味生活的滋

 味，生活的意义？ 

       敬请诸位牛中人，和我们的朋友惠赐各类稿件、作品（书画、摄影等等）！同时欢迎大家能够给校刊提

出更多的建议和意见，我们携手共进！ 

      来稿、咨询请寄：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每一份被刊登的稿件和作品所收到的读者的关

注，以及对读者、对社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属于作者的荣誉、也属于我们学校大家庭的精神财富。让我们一

起努力，把精彩的校刊呈现给大家，让校刊成为连接老师、学生、社区的纽带，此外彼此了解的窗口，共同交

流的平台。我们学校、老师、家长、学生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既是创造者也是受益者。日积月累，共同参与，

形成良性循环！谢谢大家！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敬请惠赐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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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地址 Address

F.A. Day Middle School

21 Minot Place

Newtonville, MA 02460

校刊

THANK 
YOU

*若您对校刊有什么意见，或您需要印刷版，请和我们联系：

联系邮箱：editor.ncl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