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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

新学年开始了。孩子们渐渐适应有规律的作息习惯，夏日渐渐淡去，秋
风渐起，忽然间旧的成了记忆，新的已经悄然而至。
近来网上热传一张父亲为孩子打伞而自己浑身湿透的照
片。中文学校的家长们每个周日下午，辛苦地接送孩子。有的在
学校里待整个下午，还有一些家长加入家长会参与各种服务，为
子女甘心付出的精神，同样让人感动。牛顿中文学校校刊为大家
点赞！

“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

Ludwig Wigggenstein

我的语言的有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有限。

多少年后
父母的背影将成为孩子们美好的回忆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编辑 ： 丁亮

以前住外州，那儿没有中文学校，所以女
儿在我们的督促下自学中文。因为很重视自学能力
的培养，所以也打算让小儿子大一点后自学中文。
所以我们来牛顿中文学校起初是来学习画画和围
棋。后来，因为中文学校取消了一门课，儿子就进
了马立平中文班。时间不长，我们就体会到系统的
中文教学可以更好地培养孩子对中文的兴趣，帮助
孩子养成好的中文学习习惯，以及打下坚实的基
础。很高兴能加入牛顿中文学校的大家庭。
有幸成为校刊编辑以后，我了解到了更多
中文学校近60年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人们。俗话
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能在荫下乘
凉，也应感念前人的付出， 并继承他们的志向而
不懈地走下去。又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
愿所有默默无闻为牛顿中文学校付出心血的人们能
得心安慰和满足。
最后，校刊诚邀大人孩子们撰稿相助。本
着以学校为主，以弘扬中华文化和发挥华人社区正
能量为己任的校刊，没有大家的贡献，就只会是一
个徒有虚名的校刊。在此，先拜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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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寄语
文┃夏铭

牛顿中文学校副校长 2015-2016

时光荏苒，牛顿中文学校的历史已近地支五
轮回。我在这所学校的十二年光阴亦如白驹过
隙。当三羊开泰年再次到来，很荣幸换个位置
继续为学校服务，也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回望和
前瞻学校的路。

会。 学校亦通过支
教项目这样一年一度
的国际项目让华裔后
代认识祖国，了解中
国人，不忘根。学校
活动委员会组织安排
丁亮主编提出做学校的历史回顾系列时，我
的校内外文艺活动和
是支持赞赏的。而接到约稿时我诚惶诚恐，担
庆典也从年头连绵至
心一直安静教书的我不能给出学校过去十二年
年尾，如春节晚会、
的全貌。众所周知，牛顿中文学习是新英格兰
感恩节晚会、毕业典
地区最大的中文学校。还好还有几
礼等。学
位资深老校长、老教师愿意分享、
“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这里得
校也积极
出力，那么我权且以一名教师的角
参与社会
以延续于后代，在各族裔间推
度去分享，以一名企业家的眼光去
各类活动
展望，因为这就是我，而每个人都
广。华人的自信、凝聚力和社
和庆典，如牛顿市政府的多文化节日、中
是这所学校的一份子，“一千个人
会影响力就这样通过一周又一
国驻美国总领馆举办的国庆升旗仪式、美
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东中文学校协会的年会等。
周的跬步积累得以充实和升
我眼里的牛顿中文学校是每个
华。”
周日下午800个家庭相聚的港湾，
是近2000名学生人次穿梭于校舍的
身影，是近百名教职员工热情的凝结点。民族
说起牛顿中文学校的成果和优势，我会如数家
的语言和文化在这里得以延续于后代，在各族
珍，再多一页纸怕也不够，莫若就此打住，来展望
裔间推广。华人的自信、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
未来，毕竟昨日是历史，现在是礼物，未来是未
就这样通过一周又一周的跬步积累得以充实和
知。每个NCLSer（牛中人）都在努力地为学校的未
升华。
来添一抹靓丽，加一份精彩。大背景下，中国已于
牛顿中文学校现在是建制健全的教育机构，
马萨诸塞州注册501(c)的非营利性组织。由董
事会、校行政和家长会共同管理和服务。教学
上，不但有暨南大学中文教材和马力平教材双
轨中文课程，最高至十年级，而且文化课的种
类也丰富多样，如数学和绘画等多年级、多班
级课程。与Chyten的校际合作项目也取得了极
大成功。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教育机构，学校为
青少年的提供的不仅是课堂学习，更通过助教
和行政实习生岗位为华人青少年提供实践机

五年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深度融于国际化浪
潮，在国际舞台举足轻重，中文和中国文化在全球
有强劲增长的市场。微观到我们的学校----坐落于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内推广第二大经济体的语言和文
化，这些年课程和学生数量都呈上升趋势。顺势而
为，乘风而起。历数学校的成就和优势，我们有理
由相信，经过半个多世纪洗礼和深厚积累的牛顿中
文学校早已破茧成蝶，在顺风中翩然舞出更美丽的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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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留意，新增一节课
第一节课： 12：30 pm 到 1：50 pm
第二节课： 2：00 pm 到 3：30 pm
第一节课： 3：40 pm 到 5：00 pm

Total
Total
Total
Total
Total
Total

registered students: 1925
Number of Families: 756
Number of Individual Students:
Number of 1st Class Individual
Number of 2nd Class Individual
Number of 3rd Class Individual
(截至9/9的统计数据）

1273 (227
Students:
Students:
Students:

new)
91
1029
794

2015新增课目
– Ma Liping Chinese first grade – 1st class period
– Children Singing Class – 3rd class period
– Math: Introduction to Calculus – 1st and 3rd class period
– Art 11: Advanced Chinese Painting (10 yrs+ and adult) – 3rd class period
– Shark Tank Jr (4-5th grade) – 1st class period (Chyten）
– Imagination Authors (4-5th grade) – 1st class period (Chyten)
– Imagination Authors (2-3rd grade) – 1st class period (Chyten)
– Writing Masters: The Muckrakers (6-8th grade) – 1st class period (Chyten)
– Effective Writers (6-8th grade) – 3rd class period (Chyten)
– Public Speaking (6-8th grade) – 3rd class period (Chyten）

牛顿中文学校2014 - 2015年度第四次董事会简报
供稿┃梁楠
2015年 5月9 日，牛顿 中文
学校董事会在倪继红董事家召开了
2014－2015年度的第四次会议。全
体董事会成员：邓永奇、倪继红、
郑凌、高磊、赵一兵、肖广松、黄
建华、彭太铭、梁楠出席了会议。
副校长赖力按惯例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梁楠董事记录并整理。会议由
董事长邓永奇主持，按照会前集体
审议的大纲进行。
首 先，郑凌 校长做了 关于
学校管理工作的报告，赖力副校长
在各方面进行了补充。郑校长递交
并解释了从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
的财务报表。数据表明，我校的财
务状况良好，管理有效。根据学校

当前的财务状况和学校的运作情
况，全体董事对今年教职工年终奖
金发放的系数进行了投票评定。投
票结果：今年的年终奖系数是
4.5。接下来，郑凌校长介绍了学
校为新学年三节课时开发的注册系
统，以及新课设置。注册系统经过
全面测试，已经为即将开始的注册
工作准备就绪。下学年将开设十门
新课，包括增开了高级国画班，和
在第一、第三节课新开微积分数学
班。Chyten的课程在逐渐增多，学
校将注意监督其教学质量。在教学
管理方面，今年的教师培训新方法
受到了老师们的欢迎，由于在学校
内进行，参加的老师越来越多，对

下学期的教学计划安排非常有帮
助。家长讨论会（Parents’ Forum）进行了第二次，主要针对三
年级以上的学生家长，吸引了更多
的家长。有些家长的建议非常好，
比如建议学校为学生提供阅读材料
并在学校网页上刊登。下周的家长
讨论会将介绍马力平教材与《中
文》教材的对比。
今年学校在绘画班学生作
品展览方面做了一些改进：以往是
每年进行一次作品展览，因而每个
班只有一两幅作品能参展；今年学
校进行了多次展览，所有学生都有
机会展示自己的作品，从而达到鼓
励学生的目的。

牛顿中文学校

我校学生积极参加校外多
项文化和才艺比赛并取得了优异成
绩。在新英格兰地区中文学校演讲
比赛中，我校全部送去参赛的二十
名学生中有十五名获奖，其中一名
学生被选拔作为代表去纽约参加全
国中文学校演讲比赛。黄语红老师
舞蹈班的同学在第七届全美中华民
族舞比赛中获得12岁以下组个人第
一名和集体第二名的好成绩。在今
年的中华绘画和书法比赛中，我校
有八名学生获奖。
肖 广 松 董 事 肯 定 了 Open
House的计划并建议在新学期开始
时再举行一次。广松询问了学校是
否考虑建立微信公众号以增加单向
发布消息的渠道。校长们认为这个
想法很好并将把它放在今后的工作
中；学校当前把重点集中在做好现
有媒体上，目前的IT任务也很重；
学校以后将考虑开发新媒体。彭太
铭董事非常赞同关于做好现有媒体
尤其是校刊的想法，并建议把校刊
打造成为学校的教学平台。赵一兵
董事和倪继红董事建议校刊每期能
否印出一些，以扩大读者群和起到
一定的监督作用。董事会再次提出
关于给新老师教学工作反馈的建
议。建议分管教学的校长或教务主
任旁听新老师的课，在学年结束前
与新老师交流其教学工作情况并决
定下学年是否继续留任。
赖力副校长谈了他对下一
年工作的展望。为做好下学期的招
生报名工作，他计划于5月31号在
学校图书馆举行Open House，与家
长直接对话，解答他们关于课程和
注册的问题。赖力进一步畅谈了他
在新校长培训、教室和停车管理、
如何继续家长讨论会、助教培训、
校刊改进等方面的计划。接下来，

董事会经过投票选举出了夏铭担任
下一任副校长。
家长会会长高磊董事对家
长会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和热情进行
了高度赞扬，并着重汇报了家长会
下年的工作安排。家长会已把下学
期的值班和注册工作都安排妥当。
家长会对注册过程中Parent Duty
的选择步骤进行了改进，一旦家长
选择了做Parent Duty，就必须选
好具体值班项目，之后才能完成付
款注册手续。这一调整将有效地保
障值班的均匀分布，避免在学期结
束时要求值班的家长人员增多的拥
挤现象。家长会在系统里设置了六
百多个值班任务供家长们选择。家
长会下一年的成员和领导班子已经
组成，将由顾建桥任会长，卢涛任
副会长。
高磊董事还建议成立我校
的学生组织，使他们在学成中文之
后能为学校做出贡献。例如，发挥
支教组的作用，给学生一个能长期
为学校服务的平台，而不是只有一
年的期限之后就结束了与学校的联
系。全体董事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高
磊董事和他领导的家长会对学校做
出的贡献。
Event Committee （EC）
负责人黄建华董事认真总结了工
作。自上次董事会之后，EC召开了
全体会议总结了几大活动的经验，
大家就春晚活动的创新、如何增加
场地选择、增加社区互动、和扩大
活动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
EC的成员们尽管工作很辛苦，但是
工作非常积极和富有热情。EC的换
届工作，包括EC主席的选拔，都在
进展中。近期学校的校内庆春节联
欢会上，参演学生众多，演出了三
十多个节目，非常成功。希望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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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活动中，校领导和董事会更多
地作为观众来参加，把这次活动当
作一次检阅教学成果的活动，并在
活动之后给予更多呼应和鼓励。董
事们以热烈掌声感谢黄建华董事及
Event Committee，并 祝 贺 他 们 在
这一年的各项活动中取得的圆满成
功。
梁楠董事汇报了今年的支教
工作。支教学生团队于四月十八至
二十五日前往中国安徽省合肥市撮
镇县的撮镇中学进行了交流活动。
他们带去了牛顿中文学校师生的祝
福和资助，分享了美国中学生的学
习、生活和文化，给当地的学生打
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团队住在
撮镇中学的学生宿舍，吃在学生食
堂，参与了课堂和课外的各种活
动，亲身体验了难得的中国校园生
活。双方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 团队带回了撮镇中学为我校支
教制做的大型宣传条幅。团队学生
在旅行中历练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相对艰苦的环境中培养了感恩之
情。邓永奇董事长代表董事会表扬
和感谢了支教工作组、此次支教的
联系人梁鸿铭先生、以及领队李卫
东老师和梁楠老师，他们为支教活
动的成功做了大量的工作和付出。
全体董事为他们热烈鼓掌表示感
谢。
梁楠董事还汇报了关于编写
《中文》补充教学材料的进展。王
瑞云老师和赵肖东老师准备挑选两
篇一年级的课文用来编纂出一个工
作样本；然后交由年级组长和老师
讨论和参考。
最后，邓永奇董事长进行了
简要的会议总结。董事会在大家热
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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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正副校长郑凌和赖力（2014-2015)代表学校，与刚获奖的乒乓
球队合影，表达衷心的祝贺。

庆祝2014-2015学年圆满结束

9/12 晚，全体教师在剑桥文化中心开会，
准备迎接新学年。

培养校友领导组织
能力的校行政实习
生计划：
刘易安
张妍

牛顿中文学校

新学期气象集锦

Page 8

Sep, 2015

Page 9

Page 10

牛顿中文学校

沈安平博士专访
牛顿中文学校成立于1959年，已经走过了56个年头。许多人怀着学
习中文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信念，来到这里。大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或是
家长，或是老师，或是领导，或兼而有之。虽然角色不同，对后代的中文
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视却是一致的。特别是那些献身于中文学校的老师和
家长，身体力行地传播和发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精神。
认识沈安平博士起缘于他在中文学校的一个讲座。他谈到了以人为
本的教育理念，倡导全人教育，收获甚大。作了校刊编辑后，知道他曾做
过中文学校校长，以及组建董事会并担任首位会长，近来经常性地在中文
学校针对家长开设讲座，便请求采访他以多了解中文学校的历史。非常感
谢他欣然应允，百忙之中，抽空和我在咖啡店里交谈。

请简单介绍一下您参与在牛顿

嘉陵这样的老教师，三十多年来对

对我们华人来说，学习中文，

中文学校的情况。

中文学校忠心耿耿，特别难得，让

接受民族文化，才能建立有生机和

我感动。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

力量的社会团体，对生活在美国的

和”，他们这些人体现了“人和”

华人来说，意义非凡。

沈博士：我是在80年代末期来
波士顿大学读书，就住在牛顿市。

孩子来美国后，整天在英文的语言
环境中，我们便开始担忧他的中
文。听说有个牛顿中文学校，而且
教汉语拼音，就把孩子送来了。
我渐渐参与了学校的一些工
作，于1993到1995年间，先后担任

的意义。这些年来，我经常在中文
学校开讲座，将“全人”教育

请您谈一下“全人教育”。

(whole person), 有的家长还成了

这就是说除了重视学习以外，

我的粉丝，这对我来说是个鼓励。

也要发展孩子的其它能力，重视孩

能否请您谈一下对中文学习的
见解？

子的心理健康、性格培养以及领导
意识和能力。因为华人骨子里已经
就是重视文化教育了，所以我不用

了学校的副校长和校长。在任校长

我曾经认识一个由犹太妻子和

再去强调这点。但我们缺少的是培

期间，领导成立了校董事会，以指

华人丈夫组成的家庭。这位犹太女

养孩子对whole life的观感，情商，

导和平衡校行政和家长会的工作。

士告诉我，她很想让自己的两个孩

以及和他人相处合作的能力。我觉

那时，鉴于周围华语学校的经验教

子学习中文，因为犹太人特别重视

得中文学校增加了一些才艺课，让

训，确实有这个必要。这些年校董

自己的根源和宗教文化传统。她的

大点的孩子当助教，以及安排才艺

事会的运作和对学校的贡献，也证

公公曾经是台湾的外交官，居然对

表演，都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参与意

明了这个策略的正确。

孙辈的中文学习漠不关心，说:

识，提升全人教育。（沈博士很高

“不用学了，反正他们以后是美国

兴听说我们现在开始校行政的实习

人”。这句话让她非常吃惊，

生计划 admin internship, 邀请毕业

shocked, 因为犹太人是不可能这样

生回来继续参与中文学校的行政服

想，更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务工作，来培养他们的领导力以及

中文学校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校
长是李瑞骏先生。从他身上，我们
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他已经过
世，我们还纪念他创办中文学校的
事迹。我特别想提到象王瑞云、谭

维系与中文学校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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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王瑞云老师
非常感谢王老师针对我未深思熟虑提出的几个问题，如此

文┃王瑞云

细致地作答，以飨牛顿中文学校的大家庭。字里行间，流露着
王老师对孩子们的爱护和关心，对中文教学的热情和投入，对
中文学校的忠诚和期待。

与中文学校的历史

为榮。因而我们在早期中文教学更扩大教学
的範围与领域:从教室到户外，在波士顿中
华文华協会主持下,联合所有波士顿的中文学校举

1979年从台北移民美国,唯一男孩不到三岁。

辦各项活动,吸引更多孩子们学习中文,接着成立夏

我们非常喜欢住家附近的美国幼儿园,但也希望他

令營(纽英崙中文青少年夏令营NECYSC于一九八七

能与中国小朋友相处。最后找到了镇上的中文学

年成立至今)当时我代表牛顿中文学校参加这 项活

校。父亲是篮球国

动 ( 从

際裁判,到学校打

课程安

球,引来更多同好,

排，财

當时陈志清校長得

務，營

知我曾是中学老

主任，

师,力邀加入团隊,

教 学 ,

就這樣我在中文学

整整六

校任教到現在。

年 ) 。

中文教学经验

同時參
与牛顿

在当时老师始終

中文学

带领同一个班級,从

校每年

一年級到畢業,与学

去牛顿

生多年相处,彼此了

各中小

解,教学相长，家長
也成了好朋友。每月
一次的教学研讨会由校长主持, 所有教师都參与讨论。
义務教学(当时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都是义務,没有薪

学介紹
中国文化。从老师和家长的投入, 让孩子更有信心
的学习中文。

資)下,教师的敬业精神和幇助孩子们的学习,实在是值

隨着世界变化,科技的进步,各行各業都在应变,教育的

得敬佩。我想这也是和当年我校參与纽英崙区中文演

方針与教学的宗旨也势必在调整,中文的教学,不論是教

讲、各项比赛,经常囊括高级、中级和初级组的冠亚军

材、教具、教法也要有革新的准備与决心。时代的进步

有关。我也以參与这样的团隊为榮。

是靠新工具的出现。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时时

我认为学中文的目的,主要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能在異国的环境下传承中华文化，记住他们的
根，能讲中文,能阅读中文，从而能以是中华子孫

刻刻对自己在教学上、教法上不断的充实，吸收、
整理、补充、編排和創新来達到最有效的成果, 从
事教学三十五来没有间断过。我自己以信心、爱
心、耐心、恆心、同理心、包容心为教学期许，让
每一个我教过的孩子能对学习有兴趣,从而建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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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自信心。四十五年(在台教学

合、信任,使教学更有意义,孩子有

十年) 来，我所以还能堅持教学就

了学习中文的环境,将来才可以一

是因为与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为伍

直維持 独立学习的能力,使中文游

(他们期望学习的眼神、学习的进

走於曰常生活环境中。

步、对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和家长
给了我無限的回馈、信任与支持。
谢谢你们！

中文教学方法

寄語
中文教学的成功,首先要有热
心教学的老师,不断充实教学内容,
多化时 间准備教材,多参观別人实

教学方法再多貴在实踐,充实

地教学,認真参加教学研讨会。更

自己,充分了解教学的原理原則,选

重要的是去了解教学对象的一切,

擇适

校刊读者能受益的话题
最早的牛顿校刊是由校长手写
鋼版油印,買了印表机 后,直接複
印,传讯较快。最初的中文打字,底
稿的修改与保存不易,有了中文电
腦后,牛顿校刊从未脫期,它记载了
牛顿中校發展的历史。今天有了专
聀的編辑,充分而多樣的稿件,使得

内容更充实。篇幅中,让行政人員
阐述校政与作風,教师们有机会交
換心得,学生们能呈献成果,家长们
提出自己的意见,它是一

合环

本越来越好的校刊,就因

境和

为有那么多有爱心人的共

适宜

同耕耘。

学生
的教
学法

( 不
同年
龄学
习有
不同
的方
式),
怎樣
让学生受教、獲益、明白。挫折中

知彼知已才有勝算。若能得到家长

求突破,失敗中求教訓,不断改进,

的关心与专注,教学会更有效。

增添教学內容,掌握学生需求,让课
堂教学流程順暢, 使学生有学习信

中文教育的思考和展望
中文不只是语文,也是艺术,中

在必行, 到底现在的孩子不是当年

国人要学,外国人也想学,要了解、

的我们。

欣赏、研究中国的传統与文化,不

越教越高興, 看到孩子渐有进
展, 喜欢学中文。家长的赞助、配

位）和谭嘉陵老师（后排最
右）的风貌。在每一个平凡
的岗位上，每个平凡的人都

心。时代在进步, 教学方法改变势

中文教学心得

1987年，王老师（后排第四

懂中文,难有成就。中文难学正是
考验腦力的冲擊,隨着中国人对世
界的影响力,让学习中文者会看到
另一个奇妙的世界。

能留下不平凡的印迹。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岁月无
情，人却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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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LS乒乓球队再传捷报
一年一度的北美体协乒乓球团体赛于5月16日在麻
州理工学院的杜邦体育中心举行。共有32支球队，100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A、B、C三个级别的比赛。我们牛顿
中文学校NCLS也不甘人后，今年派出了四支队伍，比
去年多了一队参加。
B级代表队是由队员薛文黎，许松涛，万劲组成
的。C级有三个代表队，分别由家长和学生组成，成员
有黄少君，许铮洋，Jessie Chan, Kelly Hui, 高亦
工，易智军，Zongli Li, Andrew Wang, Robert
Liu，Ben Wong, Anthony Cheung。其中两个C级代表
队分别在小组循环赛中排除种种困难,击败对手胜出，
进入第二轮淘汰赛。尽管其中一C队最后未能晋入决
赛，但是虽败犹荣。C级少年队在这次比赛中是最年轻
的一支队伍，他们人小志大，敢于拼搏和挑战，不畏
大人，承受着各种压力，勇往直前，尤其
能在小分上取得胜利。

我校B队和其中一C队经过连续达十小时的精彩激
烈的争夺，进入了各级别的最后循环决赛。队员们虽
已精疲力尽，但凭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克服疲累，
继续拼搏。B队凭借雄厚的实力，最终以两战两胜的优
异成绩，夺得B级连年冠军。进入总决赛的C队全是女
将，其中两位女赛手只有13岁，但巾帼不让须眉，力
拚由男队员组成的对手。最后虽以2：3 的战果惜败并
屈居季军，她们却是本次比赛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道风
景。
乒乓球虽小，作为一项华人喜
爱的运动，体现了我们大人孩子的
运动精神和拼搏品质，特别能塑造
孩子们的毅力和成就感。学生队员
的家长们都十分支持孩子们的参与
和接受各方面的锻练。希望家长们
以后鼓励孩子多参赛，从而提升实
战经验。

文┃黄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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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总统义工奖”(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评审章程
牛顿中文学校已被正式授权为可以为志愿者验证义工
服务时间并颁发美国“总统义工奖” 的单位。(有关
该奖详细信息请登陆其官方网站
www.presidentialserviceawards.gov).

该活动致力于鼓励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为社区
义务服务，共同创造美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

牛顿中文学校社区义务服务活动包括：
1. 助教： 所有不拿薪水的助教可认为参与学校社
区义务服务活动。其助课时间可记入社区义务服务

本活动在校长领导下，由包括校行政、支教小组、活

活动时间。

动委员会及家长会成员组成的审核委员会负责验证及

2. 学校演出活动：凡参加学校感恩节，春节联

颁奖工作。委员会以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保障

欢，才艺表演和社区活动（如牛顿市文化节，龙舟

牛顿中文学校该项评审活动健康而有序地发展。

节等）演出或服务，其时间可记入社区义务服务活

委员会主任有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集委员会全体会

动时间。

议，讨论或审议相关事宜，并对委员会各项决议有最

3. 牛顿中文学校支教活动：凡参加中文学校支教

终解释权。

或相关活动，如募捐，义卖，其时间可记入社区义
务服务活动时间。

本校在读五岁以上的学生和成年志愿者 (系美国公民

4. 学校其它活动： 如Newton Serve Day。

或绿卡持有者)皆可申请。评审工作每年进行一次, 秋
季开学开始申请, 报名十月底截止。学校对每个报名
的志愿者建立档案并跟踪该志愿者在一年内的服务时
间。 审核委员会在次年九月份完成审核。如报名的志

学校将在年终大会对获奖者进行表彰，并授予证书
和奖章.

愿者在12个月内达到以下要求的服务时间，牛顿中文
学校将为该自愿者申请相应的总统义工奖。

本章程经校董事会全体成员审议,并获超过半数以
上同意通过。在本章程实施的过程中，董事会成员

申请人至少有二分之一的义务服务时间或者五十小时
是为中文学校工作, 每次其在校服务时间由相关的学

有权就章程修改提出意见，董事会应及时召开全体
会议讨论修改意见。

校教师, 校行政人员， 支教小组成员，活动委员会会

牛顿中文学校董事会

员及家长会成员出具证明, 凭证明校行政人员专人记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录志愿者在校服务时间。对于在牛顿中文学校以外的
义务服务时间，申请人需提供相应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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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s by Award

Bronze

Silver

Gold

Kids (5-10)

26 – 49

50 – 74

75 +

Teens (11–15)

50 – 74

75 – 99

100 +

Young Adults (16-25)

100 – 174

175 – 249

250 +

Adults (26 and older)

100 – 249

250 – 499

500+

Families and Groups*

200 – 499

500 – 999

1,000+

President’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Individuals who
have completed 4,000 or more hours in their lifetime
* Two or more people, with each member contributing at
least 25 hours toward the total

关于校内和校外街上泊车的重要提示

Parking issues

With the school growing bigger and bigger, the traffic and parking impact on the
local residents also become the huge concern. From the beginning of school day,
we received quite a few complaints from the following streets, Linwood Ave,
Churchill street and Albemarle Rd. During sport season, Albemarle rd parking
lot always is very tight, if you can not find parking spot from there, you can park
your car at Newton education department parking lot that is located the corner of
Linwood ave and crafts street, and Carr school playground parking lot that is located between Linwood and Fair oaks ave, both parking lots ar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to school.
Last Sunday, six cars were found parking inside school parking lot without
teacher parking tag. We have stressed this rule many times that any cars without
teacher parking tag won't be allowed to park inside. The purpose we offer this
privilege to teachers that allow them go to class on time, instead of struggling to
find parking spot far away from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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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欣赏

没有秋虫的地方
叶圣陶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
蝶，谁说是鹁鸽箱里的生活，鹁鸽未必这样枯燥
无味呢。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凄凄
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一点影响也没
有，邻舍儿啼人闹弦歌杂作的深夜，街上轮震石
响邪许并起的清晨，无论你靠着枕头听，凭着窗
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一丝秋虫的声
息。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劳困的宏大的清亮的声
音淹没了，以致听不出来，乃是这里根本没有秋
虫。啊，不容留秋虫的地
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
方！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
这时候满耳朵是虫声了。
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
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
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和
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
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轻
微的凉风看守着整夜，在
这境界这时间里唯一足以
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
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
歇，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
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
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
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
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士的伤
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
的美的境界，绝好的自然诗篇，不独是旁人最欢
喜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
味道，这种味道在另一方面是非常隽永的。
大概我们所蕲求的不在于某种味道，只要时
时有点儿味道尝尝，就自诩为生活不空虚了。假
若这味道是甜美的，我们固然含着笑来体味它；
若是酸苦的，我们也要皱着眉头来辨尝它：这总

比淡漠无味胜过百倍。我们以为最难堪而极欲逃避
的，惟有这个淡漠无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朦的醒不如热
烈的梦，一口苦水胜于一盏白汤，一场痛哭胜于哀
乐两忘。这里并不是说愉快乐观是要不得的，清健
的醒是不必求的，甜汤是罪恶的，狂笑是魔道的；
这里只是说有味远胜于淡漠罢了。
所以虫声终于是足系恋念的东西。何况劳人秋
士独客思妇以外还有无量数的人，他们当然也是酷
嗜趣味的，当这凉意微逗的
时候，谁能不忆起那美妙的
秋之音乐？
可是没有，绝对没有！
井底似的庭院，铅色的水门
汀地，秋虫早已避去惟恐不
速了。而我们没有它们的翅
膀与大腿，不能飞又不能
跳，还是死守在这里。想到
“井底”与“铅色”，觉得
象征的意味丰富极了。

身在美国，初秋之际，入夜，秋虫齐鸣，仿
佛置身声乐之海。不由得记起20多年前读过的这
篇散文，遥想叶圣陶先生身在都市而不得闻秋虫
之声。不由得感慨中国现在环境污染严重，恐怕
乡下也未必能虫声如潮。即便窗外虫声如织，我
们匆匆忙忙，也未必借秋虫而畅想。
叶先生的散文简约质朴，以小见大，运笔如
神，情理交融，从中得见一代杰出作家和教育家
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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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生活

炒苍蝇头
周仁云
今天这道菜用到了韭菜——炒苍蝇头，可别被它的名字吓
倒哦。韭菜一年四季都有，每个季节的口感都不大相同，而春天
的韭菜则是最鲜嫩可口的了，难怪它自古享有“春菜第一美食”
之美誉，春天的韭菜香气最浓，最宜食用。
这个菜在台湾非常流行，据说是每家餐馆都有的保留菜
肴，而被形象地称为“苍蝇头”的实际上是干豆豉。做法超级简
单，吃起来咸香中带点儿辣味儿，很下饭。

原料：
韭菜、猪肉馅、豆豉、大蒜、红辣椒、酱油、鸡精、、料酒、
做法：
1、韭菜洗净切成碎断儿，.蒜，红辣椒切细末，备用。
2、锅内烧油，七成热左右的时候放入蒜末，辣椒末、豆豉炒出香味。
3、加猪肉馅翻炒熟，加料酒，酱油继续翻炒均匀。
4、最后加入韭菜快速翻炒，断生后放鸡精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取自”玉池桃红”的博客

牛顿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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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反法西斯抗

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古国，号称地大物博，却被一个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小国欺凌。日军在
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家的暴行，罄竹难书，但迄今日本没有真正认罪道歉，相反，最近修改了
安保法，有重走罪恶旧路的危险。我们吸取历史教训，增强国力，时刻警惕，即便身在海外，
也要教育子女，知晓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也在此悼念写下《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书的张
纯如女士，愿她在天国安息。
To the Jewish people, Holocaust is a tragedy. They have turned this tragedy to that of the humankind, and
made it so unforgettable and indisputable. The suffer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invasion and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owever, are still our own wound to lick.
Before we blame some nations and people for the injustice, we should ask what we have done ourselves.
Have we continually and effectively educated our children about what happened? Have we collectively made
efforts to raise awareness of our nation’s sufferings and contributions in WWII? What China has suffered in the
past century should stand as a monument for both mourning and enlightenment.
On September 3rd, 2015, a military parade was held in Beijing to celebrate the 70th Victory over Japan Day. It
i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what matters is solid strength, nothing else. And don’t forget: if we are not careful, history repeats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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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
可以宽恕，不可以遗忘
王殿元
70年前，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以

3500多万人的死亡，5000亿美元的经济

第一座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旧金山开馆

损失的巨大代价，取得了对日本侵略者
的胜利。 回顾历史，惨痛无比：
1895年中国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签订丧
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928年济南五卅惨案，6000余名中国军
人与民众惨遭日军屠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进攻上海。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入侵北平，中国全面抗日开始。
1937年南京大屠杀，30万以上的中国平民被日军杀害，2万多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的三分之一被日
军纵火烧毁。
.....
70年后，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还在某些地方被
歪曲和美化。我们可以宽恕，但不可以遗
忘。我们要永远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以警
示世人和未来！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超过600万犹太
人。而70年后的今天，在全世界29个国家共设有167个纪念犹太人被屠杀的纪念馆。反观以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主题的纪念馆，却仅能在中国境内找到。海外第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已由民间在去年７月７日中
国抗日战争爆发７７周年纪念日之际发起，并在今年8月15日日本投降70周年纪念日这天在旧金山建成开
馆。
我们呼吁所有的华人，持续关注支持“抗日战争纪念馆”（http://www.1937china.org）。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一人一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聚沙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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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十月十一日波士顿千人黄河大合唱
周云深（牛顿中文学校合唱团）2015年九月二十日

大家知道，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性的
胜利，纪念正义战胜邪恶，光明驱散黑暗，全世界
各地的华人同胞和团体纷纷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和音
乐会，中国政府更于9月3日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
大，世人瞩目的阅兵仪式，昭示自由正义于天下，
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
我们波士顿的华人当然不会落后。北美合唱协
会隆重推出北美史无
前例的千人黄河大合
唱（10月11日晚7：
30，波士顿大学体育
馆Boston University Agganis Arena）！1000余演员来
自美国和加拿大的20
个华人合唱团和其它
艺术团体及个人，届
时有200人交响乐团
伴奏，6000名观众到
场观看助威！我们要
用歌声缅怀先烈，弘
扬正义，讴歌世界和
平！
由来

十年前， 2005年10月1日在波士顿Jordan Hall
音乐厅，为纪念中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以及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00周年，由麻
州和康州多个合唱团组成的共一百五十人的合唱队
加上专业交响乐队，由乔万钧指挥，一气呵成，淋
漓尽致地完整地诠释了冼星海气势非凡的大型声乐
名作《黄河大合唱》全曲，气吞山河，令全场所有
的观众热血沸腾，击掌和鸣，同声呐喊！

2014年春，北美合唱协会会长乔万钧先生就开始
琢磨在2015年秋，召集波士顿和美加各地的华人合唱
团，策划一场规模宏伟，声势空前浩大的抗战胜利七
十周年黄河大合唱演唱会。具体地说，在哪办，什么
样的规模，谁牵头，谁协办，去哪里筹款？
几乎在同一时间，波士顿地区的几位华人社区领
袖和活动积极分子也正在思考类似的问题。再加上许
多2005年黄河大合唱参加者（包括我们东方之声合唱
团，即牛顿中文学校合唱团
许多团员如团长刘希纯，李
少娜，方思宁，狄晓慧，孙
京，程纪平，费志芬等等）
也是英雄不减当年勇，跃跃
欲试，大家聚在一起说起这
个话题，一拍即合，当场拍
板决定轰轰烈烈干一场，准
备2015年10月在波士顿举行
北美有史以来最多歌手参加
的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
唱》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的号角，是中华
民族不甘屈辱自强不息民族
精神的光辉写照，是中华民
族音乐史上一页不朽的篇
章！
筹备
想做大事，壮志和热情是不可缺少的，但光有它们还
是不够的。由几项重要的环节需要落实(场馆、经
费、宣传以及合唱团的组建略去不说了）：
交响乐队 – 黄河大合唱的乐队伴奏也是这次演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是千人合唱，乐队也需
要相应加强。组委会热情邀请了一批具有良好西
洋弦乐，铜管乐演奏素质和水准的音乐爱好者以
及在校学生加入这支特殊的黄河交响乐团，一支
目标200人的乐队正在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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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 – 参加过合唱团的朋友都知
道，混声合唱团一般在50人左
右，人数多了排练比较难，水
平参差不齐，声音不好调整，
对指挥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的
乔大指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他采用两条腿走路，各
地方合唱团分头独立练习的同
时（我们中文学校合唱团笨鸟
先飞，在副指挥程纪平和音乐
指导郭凌的带领下已经排练了
好几次），合协定期集合各团
联合排练。
节目安排 – 为吸引更多的观众，
我们不光要考虑到节目的艺术
性和政治性，还要想到节目的
娱
乐
摄影┃丁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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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 – 大合唱必须有统一的服
全是民间发起的爱国演出活
装，既要美观大方，又得经济实
动，没有任何商业目的，所有
惠。 以我们中 文学校合唱团 为
募捐和门票收入全部用于支付
例，副团长费志芬，团员宋宝珍
BU体育馆租金。在此恳请并呼
大姐从网上找到合适的白裙，团
吁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慷慨支
员齐培敏，杜医生从国内运回美
援！几百不多，几元不少，票
国。合协秘书长李捷，爱乐合唱
价$20，朋友们量力而行。当
团团长薛文琼，合协服装组长张
年抗战那样的艰苦卓绝都过来
波为男女声服装都花了大力气，
了，还有什么困难我们不能共
多方协调，还专门从海南订购了
同克服的呢？！
红丝巾，女生围上了很漂亮！
参与 – 朋友，只要你能发声，只
当前
要你爱中华民族，爱和平，你
就够格参加本次千人黄河大合
牛顿中文学校是一个华人社区大
唱！或许你善长弦乐，铜管
家庭，也是我们中文学校合唱团的
乐，你可以来加入黄河交响乐
大本营，黄河大合唱需要社区每一
团，演奏出最动人的旋律，为
个成员的全力支持和参与！如果你
世界和平做出
一份贡献！
宣传 – 是到
总动员的时刻
了！七十年前
中华儿女浴血
奋战，谱写了
中华民族历史
上不朽的乐章
黄河大合
唱！没有什么
比支持，参
与，宣扬黄河
大合唱更光
荣，更激动人
心了！朋友
们，请告诉你
对下述事项感兴趣，请联系东方之
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
声合唱团（即牛顿中文学校合唱
让他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团 ） 团 长 刘 希 纯 ：
来！
charliexliu@gmail.com，合唱团网
站：http://www.behc-chorus.org/ 结束语

性。为此乔指挥花大力气，特
邀了国内众多著名表演艺术家
组成的广州手拉手艺术团与我
们同台表演，他们载歌载舞演
上半场，我们下半场倾情演绎
向所有参与和支持2015千人黄
黄河大合唱，使观众得到最大 募捐 – 如前所述，组委会需要财
政支援！这次千人黄河大合唱完 河大合唱的朋友致敬！向总指挥乔
程度的满足！
万钧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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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LS 组织参加《侨报》作文比赛，请踊跃参加

牛顿中文学校第四届“星光杯”作文比赛从即日起开
始接受投稿。本次作文比赛依据以往惯例与侨报作文
比赛同期举行。参赛稿件将由我校推荐送交侨报参
赛。
以下是本次比赛细则：
参赛对象：年龄在8-17岁的学生和助教

选题：“孝”或“我的老师”
要求：儿童组（300字） 少儿组（400字）少年
组（600字）青年组（1000字）
截稿日期：电邮递交，2015年11月12日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Or
sarahliu08@gmail.com
咨询：
宣传部 刘老师 (电邮如上，或周日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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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福川菜
Sichuan Gourmet House
1203R Walnut St,
Newton Highlands, MA 02461
(617) 964-3500

川味正宗何处觅，牛顿八福溢乡音。
肴佳酒香胜故里，波城东郊一店宾。

牛顿中文学校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F.A. Day School
21 Minot St
Newtonville, MA 02460
Principals: 赖力
夏铭
781 690 1825; 718 296 2486
principals@newtonchineseschool.org
Visit our website
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

牛顿中文学校2014-2015成人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