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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
我们学校迎来更多的好消息：
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正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全面做好了春季学
期注册的筹备工作，一些主要
课程如数学组正在加大课程改
革创新力度，力争更好地满足
同学们的学习需求，并召开了
教师与家长的见面会探讨大家
关心的问题。我校同学参加
2016年度新英格兰中文学校
协会（NEACS）举办的汉字
文化节系列活动，踊跃报名参
加百字作文比赛和中文生日卡
比赛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值此感恩节之际，学校组织了
一场盛大的晚会答谢教职工及
其家属一年的贡献，并且特别
表彰了一些兢兢业业在学校工
作五周年、乃至二十周年的辛
勤园丁，感谢无私的付出。晚
会节目丰富，高潮迭起，精彩
纷呈，并被波士顿的本地媒体
图文并茂地报道。刚刚过去的
周日，支教组的Talent Show
圆满成功。这一切都源自参与
者每个人的贡献，团队的精诚
合作，和社区的支持。感谢大
家！
2016年的秋季学期也渐
入尾声，回望这几个月以来的
进步，我们欣慰地看到孩子们
在老师的引领下，小鱼一样自
由而快乐地畅游在知识的波
浪，又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
各样的知识。学习不仅仅是快
乐的，也是充满挑战、艰辛
的，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别人
无法代替的。“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为同
学们的进步而骄傲，为老师的
奉献而喝彩！ 春季注册已经
开始，本期介绍了注册流程，
请别错过哦！
这期校刊凝结了更多牛中
人的心血和汗水。学校围绕着
数学组发展和创新做了很多实
事，编者特意走访了赵一兵、
王卫东和康鸣老师以及校行
政，本期采访笔记《我校数学

卷首语
文：莉彬
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是一篇干货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及时的、
有价值的信息。同时，感谢家长李启弘女士，讲述自己的故事，深
入地思考，和家长们分享所思所想，共同探讨小学课外补习数学的
重要性。您读后如果有更多关于数学学习的想法或者建议，请和编
辑联系分享给大家。
今年由Event Committee主办，董事会、校行政、家长会、教
师俱乐部倾情加盟的教职工感恩节晚会NCLS Teachers and Staffs
Thanksgiving Party，是历年同类晚会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
的，欢声笑语响彻全场，美食评比、精彩节目、颁奖仪式令人目不
暇接，晚会也吸引了校外朋友和本地媒体的关注。详情请见报道《
感恩节晚会——感谢有你》。同时，苗华先生受邀写就《感恩——
记感恩节上的家长会志愿者们》，生动具体地讲述了幕后的感人故
事。感谢家长会为晚会、为学校的无私奉献！
2016年秋季，我校在传统中文课以外首次为5年级以上的孩子
们开设了《英语学讲中国文化》课程，由李阳老师执教。此课推出
以来，深受学生欢迎，因此，我们特别邀请了李老师给我们介绍具
体的情况。李老师渊博风趣，妙笔生花，相信《小小中国通：英文
讲国学》一定会给您带来欢笑和思考，也欢迎更多的同学来此学
习，练就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的本领！
我校学生踊跃参加了新英格兰地区刚刚落幕的汉字文化节，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祝贺获奖的学生，也为所有参赛学生喝彩！
感谢老师们的辛勤指导和循循善诱。征得同意，本期刊登几篇获奖
作文。孩子们的作文清新流畅，用词精准，构思精巧，可喜可贺，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我们老师和家长们高兴呢？另外我们有幸刊出
一篇来自支教组志愿者汤志杰同学的《支教活动的第一天》，非常
值得一读。为孩子们的成长鼓掌！祝福新年更加进步！
学校的更多活动正在进行中。Talent Show刚刚落幕，借校
刊的平台，我们首先刊出支教组的感谢。详细报道请见下期。同
时，2017年春节晚会正在紧密
筹备中。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和
建议，请和校刊联系。谢谢！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NCLS JOURNAL
本期的“煮酒论诗”栏目
主 办：牛顿中文学校
非常有趣，“一场雪枫恋，一
董 事 长：梁楠
次合诗缘。”牛中诗人们发挥
家长会长：胡凤飞
自己的想象，联诗歌咏雪中红
校 长：夏铭
枫。在您心中，雪与枫又有着
副 校 长：顾建桥
怎样的会面，怎样的告白？ “
营销部主任：赵志宏
诗言志。”本期的“美哉中
主编：张莉彬
华”栏目刊登了杜炎武先生对
美工：姚雯
于中国古诗词的体会。今后我
封面：工笔画 林浩宗
们会刊登更多的精彩诗文，感
封底：获奖教师合影
谢诸君继续支持校刊！
网 址：
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就
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
此打住，请君前往我们这期校
邮址：
刊的精彩文章吧！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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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季学期 注册工作已经开始
2017春季学期上课的时间为2017年1月29日至2017年6月18日。课程时间安排
为：第一堂课：下午12:30 - 1:50
第二堂课：下午2:00 - 3:30
第三堂课：下午3:40 - 5:00
其中，小班的课时间可能稍有不同，具体请见注册网站。

注册程序
2017年春季学期的注册已于2016年12月11日开始，将于2017年2月12日结束。注册分
为三个阶段，详情如下：
同班注册阶段（Same Class Registration）:（2016年12月11日上午00:00至2016年
12月31日下午11:59）。 注册仅对当前注册的学生开放。 在此期间，目前入学的学生
可以注册同样的班级。如果您想在2017年春季学期继续报名参加同一课程，请继续注册
现有的课程。 如果您到2016年12月31日下午11:59时未注册，那么您的座位将从次日
开始向其他学生开放。
在校生注册阶段( Current Student Registration)：（2017年1月1日上午00:00至
2017年1月12日下午11时59分）。 在此期间，注册仍仅对当前注册的学生开放。 在此
期间，在校生除了可以选择现有的课程外，还可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注册其他课程。
开放注册阶段(Open Registration)： 2017年1月13日上午00:00至2017年2月12日下
午11时59分）。 在此期间 ，课程注册将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向所有学生开放，包括新
生。
关于注册的细节和咨询，请查看学校的网站 （http://www.newtonchineseschool.
org/registration/）并且密切关注每周的Newsletter。教务处目前正在紧张地编辑新版
课程介绍，预计明年1月1日起会在网上刊登全部的课程介绍。敬请关注。

小贴士：
秋季己经注册课程，并想注册明年春季课程的家长，请注意：
这个学期注册的课程并没有自动注册到明年春季相同的课程。
例如，如果您想注册2017春季第二节课，但您的第二节课注册页面仍旧显示是：
“----Select Second Class----”
这表明您的注册并没有完成。您必须重新选择您的课程并更新您新的注册信息。

学校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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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笔记：我校数学教育的发展和创新
莉彬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学教育？
数学被誉为人类智慧皇冠上最灿烂的明珠。和语言不同，数学带着与生俱来的理性精神，在
文明社会的传承和发展中发挥着同样巨大的作用。数学是科学的基础，亦是别具匠心的艺术，也
超越了语言文化的界限，具备独特的魅力。两千年前，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断言，“数
学是一切知识中的最高形式。”在古代，只有王公贵族才有机会学习数学；慢慢地，随着社会的进
步，数学已经成了基础教育的基石，走进千家万户，用在各行各业。当代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先
生告诉学生们，“我们欣赏数学，我们需要数学。”在这个科技创造价值的时代，数学的重要性无
需置疑，自然也是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学好数学，游刃有余地翱翔在知识的海洋，是孩子们的
愿望，是家长的期盼；教好数学，让孩子们理解数学、运用数学、欣赏数学，是教师们的天职，
是学校的心愿。
牛顿中文学校作为大波士顿地区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除了中文教学以外，数学教学也在迅
速发展。最近几年以来，数学组的规模继续扩大，教学领域继续拓宽，教学方法精益求精，受到
牛顿社区的家庭和学生的关注和欢迎。可能您已经注意到了，最近几周，牛顿中文学校的正在紧
锣密鼓地对数学组的进行课程设置创新，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这一系列的努力已
经接近尾声。2016年12月11日下午，夏铭校长携数学组的三位资深老师赵一兵、王卫东和康鸣
老师，在学校二楼图书馆召开了“Parents Info Meeting: New Math Courses & Math League
Contests”，和注册参会的家长们介绍了即将开始的新课程和数学竞赛的情况，对家长关心的各个
问题进行细致的解答。当时参会家长有50多位，图书馆的会议区座无虚席，还有更多的家长驻足
聆听。在长达90分钟的会中，气氛非常热烈。董事会和校行政代表也全程参加了见面会。时间过
得飞快，会后老师们也耐心地回答了家长的个别提问。随后，我们校刊采访了校长和数学组的赵
一兵、王卫东和康鸣三位老师，写成报道，以飨读者，希望有助于有关家长和学生充分知情，顺
利完成春季学期的课程注册。

牛顿中文学校的数学组概况
根据牛顿中文学校的数学教学组组长赵一兵老师介绍，我校数学教学起源于家长和学生自发
的数学补习班，而后慢慢发展。在2002年，校行政决定正式成立数学教学 组，把数学教学纳入
学校的统一管理。从此数学教学 结束了松散运行方式，开始走上了教学系统化的发展 之路。经过
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数学组目前拥有11位教师，并开设10多个数学班，为公立小学四年级至公立
高中11年级的学生提供不同水平的数学课程，其中教学内容涵盖了算术、代数入门、初级代数、
几何、PSAT和SAT等等。本学期数学组注册学生的已经超过150人次，因此，数学组无领是规模
还是学生数量，在本校仅次于中文组，对我校的教学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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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学年秋季，我校开设的数学课程，教师和助教名单
数学课程
新加坡数学三年级甲,Singapore math 3th class A
新加坡数学三年级乙,Singapore math 3th class B

新加坡数学四年级乙,Singapore Math 4th Class A
新加坡数学四年级甲,Singapore Math 4th Class B
新加坡数学五年级甲,Singapore Math 5th Class A
新加坡数学六年级甲,Singapore Math 6th Class A
新加坡数学七年级甲,Singapore Math 7th Class A
新加坡数学八年级甲,Singapore Math 8th Class A
新加坡数学九年级甲,Singapore Math 9th Class A
数学10甲, Math - X (A) (Math PSAT)
数学11甲, Math - XI (A) (Math SAT)
Math Olympiads E (for 4-6th grade students)
Math Olympiads M and MATHCOUNTS (for 6-8th grade
students)
Math: Introduction to Calculus - A

教师
John
Miao
John
Miao

助教
廖丹琪, 曲少华
张嘉箬

张润

董海伦, 张志一
郑之高
叶波
张蓓蕾 Fenghua Jin, 周霞
卢若冰, Aaron
李卫东
Wang
郑之高 何荣, 胡天辰
赵一兵 * 王杰生, 杨文婕
田鸣雷, Lirong
王卫东
Wang
员玉娟 May Yi
Judy
徐啟明
Cui
康鸣
mei Zhang
康鸣

叶波

赵一兵

王泽养

目前数学课程的定位和设置
家长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数学组的教学定位是什么：究竟是以打好基础和 提高学习兴趣
的教学方式为主，还是以提高成绩为目地的教学方式为主，还是兼而有之？这也是数学组各位老
师苦苦思索的问题。如果是以打好基础和 提高学习兴趣的教学方式为主，无疑会更适合于 广大的
学生；如果是以提供成绩为主，则适合于小班教学。老师们一直在实践中尝试、总结。近年来，
经过多方讨论，广泛听取意见，数学组最终确定了“为广大学生打好数学基础”的教学方针，并且
根据这种定位，进一步完善教学大纲，通过采用新加坡数学为新的数学教材，以替代传统上使用
的美国国公立学校小学到高中的课本。对于这一艰辛的探索过程，赵老师有着深刻的见解：“一个
系统化的教学首先是要有一套完整的教学大 纲。尽管从形式上看，我们的数学教学之前已经完成
了系 统化的工作，并 与公立学校的教 学形成一一对 应。学生们可以 通过这些课程的 学习提前
了解和 掌握将来所学的 基础知识。但是由于中文学校采用了周日课时制，一周才上一次课，课时
上远远少于常规学校的日课时制，所以不可能 一学年内完成教学大纲中制定的全部内容，这就造
成学生消化不良的情况，课程间教学内容的衔接出现问题。相反，采用新加 坡数学教材缘于以下
两点考虑，一是新加坡数学在美 国享有一定的声誉，这会帮助学生开阔眼界，有利于 提高数学
水平；二是我们所选择的教材系列从内容到 教学时间上都比较符和我们中文学校的实际情况。使
用这套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课程间的内容连贯性问题。”所以，经过4年的努力，数学组在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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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 生数学学习连贯性的前提下，逐渐地把6个年级的教学课本全部转换到新的课程体系中。
这是我校数学组近年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截止到目前，我校数学课程采用新加坡数学系
统作为课程的核心，整个的教学大纲系统着重满足学生打好基本功的需求，强化基础数学知识和
技能的培训，以便配合全日制的数学课程学习，而并不能取代日常的数学学习。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新加坡教材的各个年级与美国公立学校各年级的数学课本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建议家长
和学生注册以前，仔细阅读每门课的课程大纲，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课程描述在附录中有，可
以供家长与学生参考。
今年开始，数学组除了继续扩大规模、提高教学质量之外，明确了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在确
保广大学生打好数学基础的前提下，也满足部分学生的竞赛性或者更高的学习需求。例如，康鸣
老师所开设的Math Olympiads的两个班，是针对4-6年级和6-8年级学生的实验班，旨在教更具
有挑战性的数学内容，重点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和分析能力的提高，
并且通过参加数学竞赛的方式，鼓励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增加学生的信心。

数学课程设置的创新措施
2016-2017学年，在新一届董事会、校行政的全力支持下，赵老师所带领的数学组进一步系
统化教学大纲，全面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夏铭校长表示，本学年数学组的努力是近十
年以来我校教学领域的一次主要创新，也是我校第一次大力推动数学组教学发展以满足市场的需
求。此次数学组的教学改革会按照学生们的需求进行细分，同时完善现有的课程、班级设置和考
试、竞赛制度，并且注入新概念数学课程，以便满足不同程度、不同学习目标学生的需求。“学校
会尝试将新课程发展为一套独立的数学教程体系，最快下学期就会开始试行一小部分创新教程内
容。”
在12月11日的数学组“Parents Info Meeting: New Math Courses & Math League
Contests” 会议上，赵一兵老师详细地和与会家长介绍了新课程的蓝图、所用教材、教学方法和
教学期望。王卫东老师和康鸣老师也作了言简意赅的发言，并且回答家长提问。简而言之，新课
程与现有的新加坡数学课程设置是平行的，意在提供不同的平台供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平台，
量身定做，以便达到最佳教学效果。新课程借鉴了比较先进有效的教学理念, 鼓励学生逻辑思考
和批判思考，鼓励推导而不是记忆，培养学
生牢固而灵活地掌握概念的能力。因此，新
的课程具备这样几个特点：小班教学；课
时增加，保质保量（从90分钟延伸为3个小
时，除了教师讲解以外，留出当堂练习和反
馈的时间，加深学生理解）；注重教与学的
互动（小班教学有利于教师更多地了解每个
学生的学习情况，而有的放矢地帮助学生解
决问题），增加教师和家长的联系，以便更
好地了解学生的兴趣、学习情况，并且促进
教学。新课程根据学生的程度不同分为三个
班，分别相当于Pre-Algebra, Algebra 1和
Algebra 2。赵老师特地介绍了新课采用的

8
教材，因为有不少精选的习题配合理解概念，非常适合学生课堂使用，巩固知识。这是一个非常
振奋人心的消息，数学组正在努力筹划，积极听取各方的意见，欢迎家长前来咨询、提供建议和
意见。具体的课程开始时间和新课程的注册方式将会进一步揭晓。注册许可将采用录取考核或者
教师推荐结合的方式。学校计划最快在2017年春季学期就会有新课程的试点。
除了核心课程和开设新课之外，数学组还考虑到所有热爱数学、希望挑战自我的学生的
需求，举办数学竞赛。具体而言，从2017年春天开始，我校将在2月和4月举办Math League
Contest的第4，第5，第6，第7，第8年级竞赛和代数竞赛，欢迎所有在我校注册了数学课程的
学生报名参加。数学竞赛不是特权，人人可以参加！据悉，Math League Contest是美国及北
美地区的针对4-12年级的数学赛事，由Steven R. Conrad 和 Daniel Flegler发起，第一届竞赛
于1977年举行，之后每年举办一次，每年有来自全球（主要是北美）一百万以上的中小学生参
赛。Math League Contest意在为中小学生提供一个机会和平台参加丰富的学术活动，并且让学
生获得数学方面成就的认可。Math League
Contest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
4-5年级：30个选择题，30分钟解决，涵盖算术和基本原则
•
6-8年级：35个选择题，在30分钟内解决，涵盖几何和代数的高级算术和基本主题
•
9-12年级：6场系列比赛。每个比赛包含6个短的回答问题，在30分钟内解决，涵盖几
何，代数，三角学和其他微积分之前的高级演算。
参赛学生只允许使用普通纸，铅笔或钢笔，不能带QWERTY键盘的计算器。如果4年级和5年
级学生获得12分以上成绩，或者6年级至8年级以上的学生获得15分以上的分数，都将获得优异证
书（Merit Certificate）。在高中赛组，9或10年级学生应该能够解决6个问题中的3到5个。第六
个问题是为挑战最有天赋的学生而设计的。在4-8年级赛组，所有学生都可以在年度比赛的前半部
分取得成功。试题灵活、生动，富有趣味性，贴近生活，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数学、欣赏数学，激
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的精神。这部分试题意在普及数学，主要考核学校的
基础知识，难度不大，重在参与。而后半部分是为挑战最好的学生设计的，主要是挑战学生创新
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批评性思维能力。比赛作为一个平台，可以向学生介绍新的思路；教师
可以借助赛题来介绍新的主题或强化对旧主题的讨论。每所学校各个年级获得最高分的学生将被
授予成就证书。对于6-8年级，Math League会颁发地区和联盟层次的荣誉证明。4年级，5年级
和代数课程1的比赛是校内和非竞争性的，但每所学校都会收到一本书，授予校内各年级最高分的
学生。在6-8年级的比赛中，每所学校收到一份得分报告小册子，列出联盟中最高得分的25名学
生和学校的名称，以及每个county竞赛区域。
赵老师表示，虽然我校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年都组织校内的数学竞赛，但不是Math
League Contest。今年是第一次由康老师推荐，校行政支持下，我校参与Math League
Contest。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参与这个机会，拓宽思路，开阔视野，从不同方面理解数学问题、
并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继续发挥自己的数学潜能，勇往直前地与各地的同龄人和数学爱好者中
竞争。

老师的心声并结语
在采访中，谈到对家长的建议，前任董事长、前任校长、资深数学老师王卫东老师特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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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数学是基础学科，选择什么样的课程，还请家长客观地、准确地评估您你的孩子的知识结
构、兴趣、程度。在做决定的过程中，请家长仔细阅读课程大纲，并清楚地了解每个课程的内
容，然后找出一个适合你的孩子的课程。特别是4-6年级水平的学生，近年来的惯例是建议学生选
课前自我测试，根据自我测试结果来决定具体的分级安排。目前，数学组计划为新加坡数学课提
供自测题目，供学生和家长参考。对于新设数学班，采用教师推荐和测试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办
法将尽快公布。老师们建议，参加相关课程需要测试分数超过80％。而竞赛数学，是锦上添花的
事情，我们鼓励学生参加竞赛开阔思路，但是竞赛类并不适合所有的学生。在“推娃”方面，请父母
切勿人云亦云，实事求是地掌握孩子的兴趣、特长，再做决定。赵老师和康老师提出，在课程注
册前，老师们鼓励家长要与课堂老师提前沟通细节，以便我们为孩子们设立合适的目标，最大化
发挥孩子们的能力，确保通过努力可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和祝福。如果说语言是左手，数学是右手，我们则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通过
努力的学习，拥有协调灵巧的双手，去探索未来，独立应对各种挑战。祝福每个孩子都能够学有
所成，实现自己的目标！感谢家长的密切关注和长期支持，感谢董事会和校行政的高瞻远瞩，感
谢我校的数学老师这个集体，他们日复一日，勤勉敬业，严谨治学，无私奉献，团结协作；他们
面对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更是开拓创新，挑战自我，追求卓越。相信他们会完善已有的课程，探
索课程改革的理念并将其贯穿于新课的教学全过程，在我校的数学教育领域，披荆斩棘，开拓出
一条充满特色的新的道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拭目以
待！
The textbooks for three potential new classes are:
1. Prealgebra:The art of problem solving
2. Introduction to Algebra:The art of problem solving
3. Intermediate Algebra: The art of problem solving
The website of the series AOPS books: https://www.artofproblemsolving.com/

Prealgebra

Introduction to Algebra

Intermediate Alg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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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沈亚虹 赵志宏）

NCLS Math Program Sample Syllabus
Math 3rd Grade Calss A 3:40-5PM, Teacher: John Miao
Class description: This newly opened Singapore math class is designed for 3rd-4th grade
students in daily school, 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Singapore math for advanced
practice. This class will teach students the concept of whole numbers,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of whole numbers, fractions, graphs, angles, perpendicular and parallel
lines, area and perimeter. Students are provided with the necessary learning experiences
beginning with the concrete and pictorial stages, followed by the abstract stage to
enable them to learn mathematics meaningfully. This approach encourages active
thinking process, communication of mathematical ideas and problem solving. This helps
to develop the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who will study in Singapore Math 4th class in
NCLS.
Students will use Singapore Primary Mathematics CC textbook and workbook 4A/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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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 Olympiads E (for 4-6th grade students), Teacher: Kang, Ming 康鸣.
12:30-1:50PM
Materials: Math Olympiads Contest (Division E), Math League Contest and
Math Kangaroo. Five official contests of Math Olympiads program Division E
The class is dedicated to bringing challenging mathematics materials to students. The goal
is to encourage student’s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in mathematics through solving contest
problems. The main focus will builds student’s problem-solving/techniques skills; promotes
logical thinking and sharpens students’ analytical abilities through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competition problems in restricted times.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techniques will be
teaching during the class such as looking for a pattern, drawing a diagram, making an organized
list and so on. Questions may cover: basic topics, plus exponents, fractions, reciprocals,
decimals, rates, ratios, percents, angle measurement, perimeter, area, circumference,
basic roots, patterns, sequences, integers, triangles and right triangles, and other topics.
Our school will participate Math Olympiads program from Mathematical Olympiads
for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MOEMS®, Division E (up to grade 6) and M (up to
grade 8) starting Fall 2016. Certificates will issue to all students, one Highest Individual
Scorer will get a trophy, and awards for about 50% of all participating students.

Math: Introduction to Calculus, Instructor: Yibing Zhao (current math group leader, 8th grade
math teacher). 12:30-1:50PM
This is a newly-opened math class in NCLS math program, consisting of two sections:
pre-calculus and calculus. This course is not a replacement of either pre-calculus or calculus
course given at high school.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vide a basic foundation
of pre-calculus and basic topics of AP level calculus to students who prepare to take both
or either of the courses at high school. In the class, student will extend their learning
from advanced algebra 2 including trigonometry and coordinate geometry and geometry
to the fundamental calculus.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is course are Algebra 2 (including
Trigonometry) and basic geometry, or NCLS Singapore math. In pre-calculus section, students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various functions that are important to the study of the calculus,
understanding the properties of linear, polynomial, rational, exponential, logarithmic, and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In addition, students will learn to work with various types of functions
in symbolic, graphical, numerical and verbal form. In calculus section, students will learn
three major concepts in calculus: limits, derivatives, and integrals. Students will exte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s and using the concepts and theorems to solve a variety
of problems. Because this is a new course in NCLS math program, the time allocation to precalculus and calculus could be varying based on the student comprehensions in reality. If
necessary, this course may be split into two course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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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晚会——感谢有你
莉彬
2016年NCLS教职工感恩节晚会NCLS Teachers and Staffs Thanksgiving Party于11月19
日晚上 6:00在Newton City Hall, War Memorial Hall举行。全校老师和成人助教及家属都被邀
请参加这场盛大的感恩节联欢会。晚会感谢了教职工一年以来的辛勤劳作，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
解，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轻松美好的夜晚！本次晚会由Events Committee的曹景雁老
师策划导演，几位骨干幕后台前紧张筹备，许许多多的志愿者自发加入，精彩连连！虽说是一年
一度的活动，今年的晚会分外引人注目：
首先，晚会比往年规模显著扩大，全校中文及文化课老师及家属，家长会全体成员及家属，
部分董事会成员及家属都应邀前来。仅注册人数就有250多人，实际参与人数更多。此外，我们
还邀请到牛顿社区的朋友，Margaret Albright与 John Carvelli等，与教职工共赏晚会。这也是
我们第一次在市政厅举行感恩节晚会。
其次，晚会从一场美不胜收的盛宴开始。田毅老师挑起后勤的大梁，负责策划、外联、采
购、订餐、统筹，在她和教职工与家长会志愿者们的倾情奉献下，无比丰盛的晚宴，令两百多名
观众惊艳不已。田老师细致地提醒老师们把菜名贴在盘子上，并且注明任何可能过敏的成分，例
如坚果等。当天下午，田老师更是亲手发面，绞肉馅，做了80个扁豆馅的包子。张志一老师做了
素什锦，李少娜老师做了广式酸甜白萝卜，杨悦老师做了驴打滚。还有油条、麻辣凉粉等等。有
人感叹：“我们这不仅仅是中文学校，还是美食学校！”
除了在餐馆预订各类菜品之外，这次晚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多位厨艺精湛的老师热心带来美
食，晚会首次分类进行美食评比 。 田老师说，“和往年不一样，今年的晚宴以自愿带菜为主，外
卖为辅；每一个带菜老师都有机会参加评奖。分热菜，凉菜，主食，点心四大类。每一类有一名
老师挑头负责：张志一老师负责热菜，狄晓慧老师负责凉菜，杨悦老师负责面食，李少娜老师负
责点心。四位老师分别带领评审小组给四类美食评奖。”老师带的菜正是我们中华博大精深美食文
化的缩影，充满了浓浓的乡情乡味！据不完全统计，当天带菜的教职工有：杨悦（驴打滚）；李
卫东（花卷和馒头）；李少娜（凉拌白萝卜）；张颖（油条）；李广辉（韭菜盒子）；张志一（
素什锦）；梁楠（五香酱牛肉）； 林晓燕（八宝饭）；陈卉（烤年糕）；孙眉（豆腐脑）；张晓
毅（芝麻酱火烧）；张蓓蕾（荠菜肉丝炒年糕）；曾维克（蚂蚁上树）；顾建桥（包子）；冯怡
丽（凉拌牛百叶）；张亚娟（天津咸食）；郑玲（凉拌木耳）；周琼林（香烤坚果）；夏芸（八
宝饭）；吴烨（梅干菜笋干红烧肉）；申东晓（炸年糕春卷）；茆乔云（香芋椰汁西米露）；员
玉娟（麻辣凉粉）；张莉彬（紫薯豆沙糕）。
其三，梁楠董事长和夏铭校长的精彩发言拉开了演出的序幕。晚会由高红主持。第一个节
目“舞动牛顿 - 教师俱乐部舞蹈”，红衣黑裙充满活力的女老师们用热情的舞蹈点燃了全场，掌声
雷动。观众们惊讶地发现，在台上演出的歌星舞星笑星，原来都是我们平时熟悉的的老师，但是
他们都展现着不一样的风采！ 另外，单口相声、独唱、配乐诗朗诵、方言诗朗诵、歌曲串烧、情
景游戏和有奖猜谜等等活动，精彩迭出，都博得观众的如潮掌声。
最重要的——作为传统保留节目，两位校长和教务主任给多位老师颁法年度奖，从五周年到
二十周年都有。感谢老师年复一年地为学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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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支教组的感谢信
（Support China Education Program，SEP）
莉彬整理
2016年12月的11日，星期天，NCLS支教组年度 Talent Show 完美地落下帷幕，结束了最
后一个音符。今年，我们有幸邀请到三十余个节目，有超过100名表演者加入我们的展会。这精彩
纷呈的整整三个小时，如果没有许许多多NCLS家庭的强大支持和全力参与，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们要感谢所有当天参加演出的师生及其家人。您的参与和所募资金对山西榆次二中
的一些贫困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许多师生接连几年都参加了我们的Talent Show，我们非常感谢
您的支持和奉献。
第二，我们要感谢NCLS董事会，校行政，活动委员会和家长会同仁对我们的许多帮助和巨
大的鼓励。他们帮助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做了许多幕后工作，包括租赁场地，排演节目，颁发总统
志愿者奖， 乃至十分具体的舞台管理，音响系统调整，录像摄影和清理场地，都有他们忙碌的身
影。我们想要感谢的名单很长很长，篇幅限制无法一一列举。我们确定，当天每个人得到最大的
奖励是成功完成演出。
第三，我们要感谢参加支教的学生和父母。他们责任心强，精力旺盛，脚踏实地。今年我们
支教组志愿者的数量创史上新高。有了这么多的志愿者的全力帮助和团队合作，我们相信能够以
更有效和更高质量的方式进行支教活动。谢谢我们的团队！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衷心感谢我们关心的牛顿中文学校的家庭，捐赠现金的老师
和美味的Bake Sale，以及所有为表演者欢呼的家长，同学和老师。我们有幸在这样一个不凡的社
区生活，成长，学习，工作。您的支持，理解和鼓励对我们活动的成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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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健身班的姐妹们，红红火火地上场了
校长讲话并颁发教师年度奖

节目单
舞动牛顿 - 教师俱乐部舞蹈
单口相声 - 赖力
女生独唱: 天之大 - 曾雁琴
美食颁奖 - 田毅
人名谜语 - 顾建桥

请看我们的谜语活动：
令人拍案叫绝的谜面和谜底：
春秋之交日，金榜题名时（夏铭)
讨论一堆橘子的事情（陈卉）
两商家谈判（甄力）
往堂弟他爸走去（向淑君）
二位大力士相隔千里戴草帽（董苏）
在造砖厂相约见面（冯瑶）
相互交流关于渝水航运之事（谭嘉陵）
没有的事（吴影）
百粒汗，一粒米（粱楠）
西域出水，坊间无土却长草（潘芳）
雨下站着幼雏玄鸟（林晓燕）
三主差二点（王珏）
四主差二点（王玉双）
秦王保护毛主席（李卫东）
常山子龙将军的战士（赵一兵）

配乐诗朗诵 - 教师和校行政
方言诗朗诵 - 教师和校行政
歌曲串烧 - 家长会
情景传递 - 顾建桥
男生独唱: 草原之恋 - 钟瑜

鸣谢家长会
家长会是一个志愿者团队，是以家庭为单
位，包括会员及家属和子女。根据家长会会长胡
凤飞介绍，这次活动特别要感谢的是活动前一
天，11/18/16星期五晚上6点钟开始，许多家长
会志愿者全家刚刚下班接到孩子，连晚饭都没来
得及吃，就匆匆赶来，精心地布置会场。他们
有：高红全家，仇奈忠全家，苗华全家，胡凤飞
全家，刘浩元及儿子，侯金艳和张欣。晚会当天
以以上家庭为核心，加上其他的会员家庭有陈
刚，丁一虹，刘欣，周霞，王朝晖，戴明时，许
蕊。除了陈刚负责音响外，大家多是哪里需要就
去哪儿帮忙，忙着布置舞台，调整桌子，分发食
物，清理场地，高中的孩子们也尽心尽责地管理
游戏。感谢家长会为晚会、为学校的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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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踊跃参与新 英 格 蘭 中 文 學 校 協 會
（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chools）
2016年汉字文化节并获奖

今年新英格兰中文学校协会（NEACS）举办百字作文比赛和中文生日卡比赛，报名非常踊
跃，据会长陈燕贞女士介绍，一共有来自8个不同学校的学生们参加，共有189 件作品参赛。其中
我校有20多位同学提交了作文或生日卡作品。感谢大家踊跃参赛！
2016 汉字文化节:百字文学奖牛顿中文学校获奖名单
中年级
第一名 李奔奔, 蔡梦竹 (两位同学都是马立平教材七年级甲班)第三名
郭雨恬 (马立平教材五年级郁晓梅老师班)
高年级
第一名 莫金鑫(马立平教材七年级甲班)第二名
吴凯文(马立平教材七年级甲班)
中年级优胜奖
戴睿安 (家长和高虹老师辅导)
齐临 (马立平教材六年级梁楠老师班)
李章雅 (王玉双老师国画班)
欧阳则安 (暨大教材五年级林晓燕老师班)
12/10/16 下午 2:00，沈亚虹老师、张晓毅老师和蔡梦竹同学代表我校参加了在波士顿华
侨文教中心举行的颁奖典礼暨园游会。另外所有参赛同学都有参加奖状与纪念品。看到孩子们能
用中文， 用绘画，有的还用中国画的形式去描绘他们的梦想， 他们最喜爱的动物， 他们的生日
贺卡，可喜可贺，有什么还能比这更能让我们老师们高兴呢？！孩子们的作品，凝聚着老师们的
心血。我们感谢老师与家长们的辛劳，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对中华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与认
同。

（蔡梦竹同学上台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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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牛顿中文学校周年奉献奖名录
五周年奖：
陈锐 三年级 马立平教材老师。 曾任活动委员会会长、多次担任春晚总导演，为
学校的教学和文艺活动贡献颇多。
陈静 成人瑜珈课老师，是我校知名瑜伽老师，深受家长欢迎。
惠子 成人女子形体舞蹈课老师。 惠子老师的专业舞蹈节目是每年春晚的担纲
高亦工 乒乓球课老师，我校著名的体育老师。
李启弘 财务部主任, 繁杂的财务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不仅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关心
于学校发展和课程设置。
张红武 财务部副主任,细心，热心，踏实，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
张颖 少儿健美操课老师, 热心参加学校的活动。

十周年奖：
粱楠 曾任学校教务主任、校长，现为董事会会长, 六年级马立平教材课老师。
李有恩 著名油画家。曾在中国和美国多次举办个展，其作品多次获奖。素描， 水
彩， 我校水粉和油画课老师。

十五周年奖：
李屏 曾任学校校长, 现为九年级 暨大中文班老师,，能歌善舞。
李威, 八年级 暨大中文教材年级组长，篮球初级班老师。教学有方。
李卫东 六年级新加坡数学课老师。教学勤恳专注，并积极推动我校指教项目。
林晓燕 前教务主任，现任五年级暨大教材课老师。教学颇受学生欢迎。
蔚健 九年级 暨大教材课老师、年级组长, Chemistry SAT课老师, 教学上的有心
人，因材施教， 因人施教，坚持经常更新教学博客，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教学要求
和信息。

二十周年奖：
姚洁莹 曾任学校校长, 董事会成员，是我校最受学生和家长爱戴的老师之一，二
十年如一日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为我校马立平教材体系的创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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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丁心语
小小中国通*：英文讲国学
李阳

*：中国通（Sinologist）特指西方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
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2010年冬，我供职的公司3PAR被惠普以23亿美元收购。一夜
之间，3PAR成为惠普存储部门的尖刀产品。冰天雪地的一天，我们一行五六个人来到老客户Idexx
Labotaries, 美国最大的一家兽医药厂家。对方的CIO先给我们个下马威：因为惠普存储宕机，我们一
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无法按时发出，导致公司股票被重挫！要不是看在老熟人的面子上，你们早被踢出去
了！
我虽说是公司新人，但自信心满满地：老总，您先别生气。我给您猜个谜吧。法师问徒弟: 老虎项
下的铃铛，何人解得？（此时俩同事嘀咕：李兄弟这是要把咱往死里整吧！）
我给客户讲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典故，然后说尽管惠普原来的产品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最熟悉
客户你们的问题，而且现在有了性能更好的新产品，希望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对方老总：听上去有些道理耶！同事明白了这禅语101，如释重负。
。。。个把月后，客户下了$1.3M的订单。从此同事有了期待值：李兄弟，再给咱忽悠个中国谚
语咋样？（如果你碰到惠普供职的老美知道如虎添翼这个词的，八成是打我这儿囤来的）。
初识中文学校，注册比出口转内销还紧俏：我到NCLS的第一个注册季节，朋友们告诉我：低年级
的马利平课一定要抢着注册：每次午夜零点开始，有时候几分钟就满了！神奇的一刻终于到来了，晚
11:55分，登录学校网站，开始刷新网页。00:00:34, 注册网页开通。手指飞快地选择，确定。。。注
册成功！长吁一口气。两分钟后再看，班级注册已经逾半。心中的喜悦，就像小时候排队买到了两米出
口转内销的布料！
比起低年级的热情，我发现高年级的中文班相对少，而且排不满。我想：学生都哪里去了？
答案：六七年级的娃儿进入teenage,对中文有抵触情绪，觉得学中文没用场，同时老爸老妈的威
逼利诱玩也不转了。那怎么样才能让学生有兴趣，继续在中文中成长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之目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往往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充满自豪感，在
公司，社交场合讲起中国的事情能够言之有物。换而言之，我们拥有中国文化的社交货币，来映衬我们
的中国脸孔。二代华人，相对而言有文化的迷失和断层感。作为中文教学的主打平台，学校怎么样才能
带动孩子们从单纯的字句读写，走向文化和历史的学习呢？因为我们不仅是希望孩子们学习中文，更重
要的是期待我们的下一代对自己的文化源头有认同感，有自信心，给他们中国文化的社交货币。
不拘一格，双语教学：家长们都认识到孩子们口头表达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开始参加
Model UN和学校的辩论队。美国长大的孩子们，英文毕竟是他们的母语，大多数做不到用中文来谈古
论今。我想到：既然我们期望的是能够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游走自如的人才， 那是否可以尝试用双
语教学的方式来讲说中国历史和文化呢？
无章可循：方向选择好后，就是具体设计和操纵了。 我们常常用“博大精深”来形容国学，那怎
样做到深入浅出，吸引这帮讲中文还带着口音的小洋鬼子呢？我想起小时候读的林汉达先生写的《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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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故事》和春秋战国的林林总总，决定以这段百家争鸣，思想活跃的历史为切入点：没有教科书，
故事多就可以嘛！于是烽火戏诸侯，将相和，围魏救赵的故事就进入了我们的课堂。
学生，学生才是核心和灵魂：既然要培养学生演讲的能力，老师就不能大包大揽了：这个课程
鼓励每个学生事先研究，然后带着故事和思想来到课堂参与讨论。我借鉴很多私立高中的做法，采用
Harkness教学方式，争取用圆桌讨论的方式来和学生共同提高。同学们很有思想，也很有创意：我们
从春秋五霸的金戈铁马讲到金元券的恶性通货膨胀，又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说到西红柿炒鸡蛋和
红烧肉的家乡菜肴。我很欣喜地发现：同学们为了丰富自己演说的题目，主动地去查询中英文背景资
料。由于历史内容毕竟中文材料更丰富，他们更主动地去应用自己在中文课上学到的语言能力去搜寻
和学习。这样起到了英文演说和中文教学互相促进的初衷。

(李阳老师和学生在一起)

例如，下面的题目都可以是学生演讲的内容：


我中文姓的来源，历史和一个名人的介绍



三十六计（选一个）



一个成语后面的故事



古代的一个英雄



诙谐的谚语（选三个）



一件有名的文物



蔡志忠的一个漫画



一个朝代的故事



中国的一个哲学家

后记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助教王芳老师和家长们表示感谢，同
学们的成功有你们的努力！我同时也希望家长们不吝赐教，
给这个课程更丰富的内涵！希望同学们学有所用，学有所
长，我能够在孩子们的成长中尽一点绵薄之力。
（李阳老师正在精彩授课中，学生们听得特别认真）

附录：

英语学讲中国文化 （5年级以上）课程介绍：

什么是中国文化？仅仅是中餐，舞狮和春节吗？美国大众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这个水平。第二第三代华人移民即使有中
文基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也往往一知半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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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希望激发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以便和中文学习达到相辅相成的效
果。
学生要求：五年级或以上，有做简单的搜索，Powerpoint, 和演讲的能力。
课程结构：课题-研究-讨论-演讲-辩论。教师每节课前宣布专题，学生通过独立或小组方式对每个专题研究，上课时以圆桌
讨论，Powerpoint演讲，和集体辩论形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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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寄言
家长感言：中小学课外补习数学的重要性
李启弘
我有两个孩子，老大已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老二现在上高一。 老大对理工比较感兴趣，也
很擅长，曾5－ 9年级时在牛顿中文学校学过数学， 并在中学参加学校的数学竞赛活动。他上高
中时数理化都轻松过关。 这里我探讨一下我这个家长的个人的体会。
美国小学初中数学学习气氛轻松，知识相对简单， 数学基础练习很少，很多知识机械地套换
公式， 最锻炼学生头脑的应用题和几何题少，学生知识掌握得不牢固灵活。 另外为了鼓励孩子学
习和自信，老师给分也很宽松， 很多孩子可以得A，这样造成了一些孩子数学很好的假像。 结果
是学生上初中时还可以应付，而到高中上了一个层次， 需要把以前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灵活掌握
后再学习新知识。 那时会发现数学学习漏洞百出，可要补习已是亡羊补牢， 结果往往不是为时＂
不＂晚，而是为时＂过＂晚。 对于擅长文科学生，更要尤为关注。他们不喜欢而且畏惧数学， 家
长和孩子都认为初中得A已经很满足， 没有注意到孩子数学实际上水平较低。等到高中意识到差
距， 想提高又因其他功课忙，时间紧，本身不擅长且基础差， 补上来相对吃力。一位资深数学老
师对我说：＂ 数学提高往往需要二年以上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美国学校教数学强调理解数学，既不是让孩子记住公式， 然后反复做题巩固知识，而是鼓励
孩子们热烈讨论， 从而能慢慢自行找出数学的解题过程、性质和证明。 这个出发点很好，鼓励孩
子自我学习理解， 可现实是在孩子理解了之后， 老师没有让孩子大量做题来巩固已知的知识，
也没有进一步加深孩子对知识的理解。比如解方程时， 我们通常用移项， 而在方程两边同时加减
相同代数式只是理解移项变号的过程， 学会移项后，这种方法几乎就抛弃不用了； 美国学生则仍
然停留方程两边同时加减相同代数式来解方程。 这种数学学习上的差距伴随孩子从小到大的整个
学习过程。
有人说：＂美国给予不热爱数学的学生最基础的数学教育， 而给予热爱数学的学生最高水平
的数学教育。＂ 拿我女儿的公立高中为例，九年级数学分为honor, standard, 和foundation不
同的班， 热爱数学的孩子还可以参加数学竞赛。不同水平的孩子上不同的班， 都可以得到A，只
是在计算GPA时， 不同班的A在GPA中比重不同。我女儿在honor数学班， 班上20多人中只有6
人没有课外补习数学。就是说如果没有补习， 就很难进honor班。在校参加数学竞赛的孩子数学
学得很透。 数学竞赛一般跨年级，分成8，10，12年级， 或只有初中组和高中组。竞赛一般简单
题在前面，难题在后， 这样便于低年级孩子参加比赛。遇到新知识点时， 学生或者自学或向高年
级学生请教， 这些学生实际上在和学校老师学习前， 已经接触或掌握了许多数学知识。
如果不帮孩子补习数学，数学基础不牢固， 他们物理化学也可能很难上honor班。 您一定
不希望您的孩在高中谈理科色变， 更不希望孩子因此丧失自信。
为什么要在4年级至8年级䃼习数学？在这几年中， 孩子智力发展到一个水平，接受能力
强， 另外学校功课简单孩子有多余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是学奥数和补习数学的最好时机。
另外，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情况选择合适类型和水平的数学班， 切忌揠苗助长。擅长学数学
的孩子可以参加数学竞赛争取好名次， 不爱数学的孩子学习是为了在高中数学不拉后腿。 而且因
为数学基础好，有时间去攻克其它学科的难关。 所以对所有水平的孩子都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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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儿子中学时参加数学竞赛发现了学好数学的好处， 一直非常重视家里文科女的数学学
习。本着不输在起跑线的想法， 我把五年级的女儿送到了一个初一的竞赛数学班。 那年是女儿磨
难的一年，她是班里年龄最小，水平最差的学生之一。 每次课后，我辅导她做题，她没思路我没
耐心。 结果是打击了孩子对数学的兴趣和信心。一年后， 我们开始改变策略，我们在家自己教她
基础数学，细水长流， 做题从简到难，题量多，一章学透了再开始下一章， 尤其注重应用题和几
何题。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中国的题海战术， 但学好数学的主要原因是投入时间做题。 高手做题是
为了提高竞赛成绩，一般学生是灵活掌握知识。 理工男一点就透的知识，我家文科女要反复练习
才能巩固。
初一在家学习一年，初二我们又回到了竞赛班。 我不怕女儿在班上重复学习，但要保证她在
班上是中上水评， 这样她重新树立了学习信心。 所以送孩子上补习班一定要根据孩子程度加以调
整，打好基础， 欲速则不达。我虽然送女儿上了竞赛班， 但主要目的是希望她通过竞赛锻炼头
脑。
另外学数学要投入时间。在课堂理解基本概念和定理以及解题方法的基础上，应该随即投入
时间思考以及做大量的练习，在教师的辅导下加强理解和吸收，巩固所学习的内容。这样就可以
趁热打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数学学到什么层次要因人而异，不能只追求深度和难度。 能学好基本数学，打好基础
对多数的学生就很好了。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一味要求太高太难，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 对
学习数学失去信心和兴趣，反而事与愿违。 把不善理科的孩子的数学提高到中国中等生的水平，
就能比较轻松地应对高中的学习。要打好基础，加强课外辅导很重要，找到合适的辅导班是关
键。要因才施教， 让孩子选择最适合的数学班是我们家长最大任务和挑战。也对学校的数学教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感恩——记感恩节上的家长会志愿者们
苗华
今年牛顿中文学校感恩节联欢晚会，于11月19日在牛顿市政厅礼堂举行，吸引了约250名教
职工和家属参与。当天各家带着美味佳肴，欢歌笑语，共聚一堂。作为支持中文学校各项活动，
主要由学生家长志愿者组成的中文学校家长会，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和参与，感谢学校老师，董
事会和校行政辛勤的汗水，使牛顿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家长会为成功举办这次感恩节联欢晚会，前前后后做了大量后勤准备工作。这次是首次在新
的地方举办, 家长会会长胡凤飞和副会长高红, 不时利用家长会微信群来统筹和协调大家。感恩节
晚会前一天, 家长会就开始会场布置工作。家长会常常需要全家庭, 包括家属和孩子的付出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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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晚会前一天的周五下午六点整, 家长会志愿者们来不及吃晚饭，由胡凤飞全家和高红全家带
领, 会员仇奈忠全家，苗华全家和他们的孩子们齐“登场” 。赶来布置会场的，还有家长会员刘浩元
和儿子，侯金艳以及张欣。凤飞带来学校方正厚书法老师写好的”感恩节联欢晚会”大字幅和各种装
饰。大家有的搬运桌椅板凳，有的精心设计装扮舞台，有的攀高在会场后方和楼上挂彩带，还有
的 “自吹”气球悬挂在会场两侧。 按照晚会演出的要求，用了两个多小时基本布置好了会场。家长
会会长胡凤飞还带来了自制的甜美可口的面包和点心，给大家垫饥鼓劲。
晚会当天下午，前一天赶来布置会场的家长会胡凤飞,高红, 仇奈忠, 苗华, 刘浩元, 侯金艳和张
欣全体家庭, 再一次和家长会陈刚, 丁一虹，刘欣，周霞，王朝晖，戴明时和许蕊家庭的志愿者们
一起,提前“登场”为晚会做最后的准备。用苗华带来的一大车刚充满氢气的彩球和组成的2016字样
的大字块， 没过一会儿, 大家 就把舞台和会场装扮得象过年一样。完成最后的会场装饰, 紧接着家
长会志愿者们又忙起搬水和食品, 以及晚会音响设备，直到晚会一切准备就绪，才有空歇歇。而此
时，副会长高红和会员陈刚则又担纲，分别任晚会主持和音响师的重任，直到晚会结束。在晚会
热烈进行中,会员按需不时忙前跑后，仇奈忠“中场”还跑出去买水。连家长会家庭里年龄大些的孩
子们，也组织小朋友游戏、照顾小孩子，为带孩子参加活动的老师和家属们帮了大忙。晚会
结束，家长会会员再一次 “登场”，搬回好桌椅，清理会场，一直干到十点半多才离开会场。
家长会还积极参与感恩节联欢。在晚会美食分享评比赛上，家长会胡凤飞, 高红, 张欣和苗华
家庭自制的美食，在不同类别美食评比中获一等奖。许蕊和刘浩元分获二，三等奖。家长会为联
欢晚会，还积极准备了文娱表演节目参与联欢。表演首先从胡凤飞和高红两家为主加上家长会孩
子们的一段欢快的歌舞开始，而后分别是由苗华一家三口，姚斌，以及陈晓斌同女儿代表的三个
家庭的金曲串唱，最后在家长会合唱《同一首歌》中结束。有的家长会员因故不能参加，也在幕
后积极参与。Cindy Zheng 主动为家长会表演的串烧节目编辑音乐。
感恩节晚会结束了 , 当校刊主编和会长凤飞让我写写家长会志愿者们，眞担心自己笨拙的
笔，怎样才能写好？况且, 身为几年的家长会志愿者的自己, 遇到和经历了不知多少次这看似平凡
而简单的人和事。交稿日期渐近，匆匆记录下上面刚刚发生的一幕幕，脑海里却不时浮现出曾经
和现在一同为中文学校添砖加瓦的家长会志愿者们的身影。这些默默的身影, 闪现在学校活动的各
个角落——从开学第一天的搬书发书（详见上期校刊顾建桥副校长写的有关专题总结），到每周
的家长会值日；从学校防火演习，到所在学校的义务劳动日；从学校支教活动，到社区牛顿市中
国日, 以及学校一年一度盛大的校内外春节联欢晚会上……。正象那多次早已习惯的没有舞台没有
观众的“登场”, 大家并不奢望华丽的词藻来赞美，而用实际行动同无私奉献的老师们一道，为了我
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的社区，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朋友的帮助，感恩老师们的辛勤耕耘。能陪伴孩子一起成长，重
回生命最初的快乐, 作为中文学校学生家长会志愿者们，同样也怀着包括这份让我们生命延续的感
恩的心，有缘走到家长会这个大家庭。生活中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也许您也在以您自己的方式谱
写着一曲感恩的乐章。生命因为感恩而精彩! 感恩之心，感谢有您！

煮酒论诗/ 美哉中华
雪枫诗趣
咏雪枫
沈亚虹

火树银装冬意浓，
痴情难改恋秋风。
暮舞冰花搅寒夜，
丹枫依稀入梦中。

雪枫赞
顾建桥

秋意劲催绿叶红，
吾自静待风尘中。
不枉此生坚守时，
终见银花散苍穹。

雪枫吟
莉彬

淡扫素妆傲寒风，
谁念痴情寄秋红。
婷婷伫立笑残雪，
入梦枫影映旧容。

长相思• 秋叶雪
刘凤英

红不让，白不染。
满树红白斗婵娟，
冬秋谁来辨？
冬是始，秋或残。
和合自是今生缘，
共享同尽欢！

引子：是夜，薄雪初降。晨见雪中枫色愈浓，王玉双老师
欣然摄影，沈亚虹老师赋诗一首，一唱一和正是秋冬雅
事。好事者把美图美诗装入漂流瓶，投入NCLS的诗友湖，
恰似一石激起涟漪，NCLS数位诗友雅兴大发，欣然随附诗
词如下。此间乐也，不可独享，故联诗呈诸君一乐。
正可谓：
一人一诗颂雪枫，
喜怒哀乐各不同。
这边吟，杨柳岸晓风残月，感怀；
那边唱，大江东去浪淘尽，豪迈！
聚散离合皆有情，
雅俗共赏趣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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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雪枫
宋建军

初雪随风降美东,
馀晖复入密林中。
万千杨柳寒无色,
独有丹枫分外红。

秋情
（合玉双摄影）
蔡洁

梨花漫舞落枝芽，
红枫惜客栖身下。
两小相拥深秋寂，
霏霏有情成一家。

枫雪会
（答玉双雪枫照）
丁亮

寒晨送佳人，
素巾掩羞妍。
知是隔年缘，
相逢犹泪弹。

中国古诗词
杜炎武

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感情的，他门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
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到这些作品，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
。中国古诗词中的养分能够滋润人们的心灵，使人有活泼的性
格、丰富细腻的情感和赙爱的胸怀。中国古诗词中往往蕴含着
对人生的思考，如王安石的 题何氏宅园亭 荷叶参差卷，榴
花次第开。但令心有赏，岁月在渠催。 无论是植物、还是人
类，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所完成，万事万物都有与自然发展成
长的规律。只要确立有一个可以终身奋斗的目标和方向，那么
人的一生都会有价值、有意义。 再如张九龄的 《感遇》 诗
中有两句 ：“ 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 一个人只要内心强

雪枫赞
陈雅颖

枫魂妖娆，
雪装素裹。
秋冬相融，
地设天造。
诗韵画境，
情痴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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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时节随想
郑之高

秋眠不觉晓，
处处闻雨声，
夜来霜降到，
叶落知多少。

大雪时节街景
郑之高

大雪时节飘雪花，
千树万树休眠忙，
雪花飘落草丛上，
行人避寒冬衣中。

初雪吟
李少娜

秋色未褪红若火，
苍松仍挺绿如黛；
莫道初雪凝冰朵，
谁言灿烂蕴蹉跎！

尾声•
谢诗人牛中牛
王玉双

一场雪枫恋，
一次合诗缘。
舞则梨花飞，
情则意缠绵。
拱手谢诗人，
其乐无穷篇。

大，对自己充满信心，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就不必在意别人的
看法。学雪古诗词需要循序渐进地积累，逐步培养对中国语言
文字的感受力。一方面汉字独体单音，与外国拼音文字不同。
西方诗歌尽管在读诵时也有声音轻重的分别，但不能够形成像
中国古典诗词这样鲜明的节奏韵律与对仗。在反复诵读之间，
可以加深对诗词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中国古典诗歌用
字上的婧确。如孟浩然的 《宿违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野、旷两个字都是仄声，旷本来是修饰野的，野是名
词，旷是形容词。清是修饰江的，清是形容词，江是名词。
江、清也都是平声。如果改写成 “旷野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也不会影响这首诗的平仄。但为什么诗人会写 “野旷天低树，
清江月近人“”呢，这就需要我们用活泼之心接近这首诗。旷和
清，放在每一句的第二个字的位置，实属强调。也就是说 野
旷天低树 突出是旷， “江清月照人” 强调是清。因为 旷，
我们才能看到 天低树。因为 清我们才会觉得 月近人。位
置一颠倒，虽然平仄不发生变化，但文字的感觉就变了。说了
半天就是我们一定用活泼的心灵，学着用诗来传递、表达自己
的情感。 《弟子规》 中说得好 ：“不力行，但学文，长浮
华，成何人。” 学习古诗词不要只关注数量上的堆积。学诗
的目的是知行合一，用古人的品格、志意、胸怀来塑造精神世
界。让中国文化的智慧和优雅陪伴我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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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蓓蕾
百字文学奖获奖作文选登
我最喜欢的动物 --- 喵，喵，真可爱
蔡梦竹（马立平教材七年级甲班）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猫。猫是很聪明的小动物，又可爱，又调皮。
小猫咪很好奇。如果你养一只猫，它会到处乱窜。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小猫很可爱啦！眯
起眼睛，看着你。如果我看到小猫这个样子，我就想去抱那个毛绒绒的小猫咪！
猫有很多趣闻。你知道吗？一种猫从澳大利亚来的，在你弹钢琴的时候，它就会躺在钢琴上
听你弹！有的人说，这种猫还能激励你练琴那！还有更神奇的猫那！这种猫叫拿破仑。它很时
尚，你可以用时髦的衣服装扮它！还有一种猫，没有毛，只有皱纹的皮，但是挺软的。还有一种
猫，最多可以有七只指头！这叫做多指。猫有很多特别的呢！
猫有好多叫声。有一种猫，它不停的叫嚷。喵喵这件事情，喵喵那件事情。它停不下来了！
猫叫是因为它们想要什么东西，或者要引起你的注意。它们喵因为悲伤，或喵因为快乐。
猫很喜欢跟你玩耍。有的猫像狗一样，可以去取球呢！猫平常的时候，它就在它的安全的小
世界里。猫的观察力很强的。它看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再看看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它看的事
觉得没有意思啦，就会跳下去，转头走了！
猫很酷，又可爱。猫是我最喜欢的小动物！

我最喜欢的动物
郭羽恬（马立平教材五年级乙班）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大熊猫，我觉得它们又可爱又聪明。 熊猫是濒临灭绝的动物，在野外只剩
下一千六百只左右，大部分住在中国的四川省。熊猫很喜欢吃竹子，它们每天能吃十二公斤的竹
子。竹子很硬，但是熊猫的牙齿更坚硬。遇到危险时，熊猫会试着逃跑。如果跑不掉，它们会用
牙齿咬敌人。熊猫也很厉害，六月个大的熊猫宝宝就会爬树了！别看熊猫胖乎乎的，它们还会游
泳呢！熊猫是多么神奇的动物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熊猫。

我最喜欢的动物：大熊猫
李奔奔（马立平教材七年级甲班）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大熊猫。我喜欢大熊猫因为它们很可爱，而且它们也很稀有。
我第一次看见大熊猫是在离我家不远的动物园。我那时候只有五岁。动物园刚刚开了个大熊
猫展馆。里面有两只大熊猫，从照片看它们真可爱。我很想去，所以我就求妈妈买票带我去动物
园看大熊猫。可是，因为那么多人要去看大熊猫，票很贵，而且妈妈没有那么多空带我去，因为
她需要上班。所以，我等了很长时间要看大熊猫，等着等着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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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过了，忽然一个星期一妈妈下班回来的时候对我说她买了票。几天以后，我跟着妈妈喜
天喜地地走进动物园。到了熊猫展馆，我一看见两只大熊猫在里面吃竹子就觉得它们很可爱。它
们有黑黑的眼睛，白白的肚子，黑腿，和黑爪子。在熊猫展馆旁边有个牌子介绍这两只大熊猫的
情况。原来一只是叫玲玲，一只叫暖暖。它们是从中国四川熊猫基地送给我们动物园的礼物。牌
子上也写着熊猫是中国国宝，只在中国能找到野的大熊猫。熊猫在野外能活到二十多岁。
大熊猫主要的食物是竹子，但是竹子本身没有很多营养能量也低，所以熊猫需要吃很多竹子
才能保持健康。熊猫的前爪像我们人的手那样灵活，熊猫用它们抓住竹子。
熊猫会爬树，也会游泳。这能帮助它们因为如果有个熊或者野狗在追它们，它们就能爬上
树，所以野狗或者熊就追不上了。在冬天的时候，如果太冷了，熊猫就会在洞里或者空心树里面
保护暖和。
熊猫妈妈每次只能有一个熊猫娃娃，而且一年只能三天能怀孕。刚出生的熊猫大概只有一百
四十克重！
现在没有那么多熊猫因为农民用越来越多的耕地，所以熊猫不得不跟别的熊猫住。如果两个
熊猫一起住，他们就会打架。熊猫看着很安静，可是他们能发出很多不同的声音。
我从我那么小的时候到现在都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那两个大熊猫。我很多次都回到那个动物
园去看那两只大熊猫。每一次我都很喜欢看它们，不管它们在玩，吃竹子，或者睡觉， 都很可
爱。大熊猫永远是我最喜欢的动物!

我的梦想
莫金鑫 （马立平教材七年级甲班）
我相信每个女孩心中都住着一个天使，所有的女孩都会认为天使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善良的
使者。其实，每个女孩都是一个天使，都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我的梦想
是变成一位天使。
我想去解除世界上所有人的疾病，这样，人们就不用再受病魔的折磨、不用再在病痛中挣扎
了。也不会有人再为失去亲人而痛苦，也不会有人因为贫穷而没钱看病。
我想让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们都过上好日子，每个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让世界上的所有
悲伤与烦恼从此消失，让许许多多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们都能背上书包，踏进学校的大门，他们
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 。让无家可归流浪的老人都能享受晚年，让世界的各个角落都看不
到贫困，让明天的世界充满欢笑声！所有的人都可以幸福的生活着，享受着生命的惊喜，生命赋
予他们的滋润。
我想要阻止世界上的一切战争，让他们矛盾得到缓解，不再充满仇恨。这样世界就太平了，
没有人会流离失所、没有人会家破人亡。人们将在明媚阳光下快乐的学习、工作、生活，听到的
将是鸟儿清脆的鸣叫，人们纵情的高歌，那时的天空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新鲜…
我梦想自己变成一个天使，带着我所有的心愿，飞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传播爱与希望，一
路带着微笑，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坚持自己的梦想，梦就不再是梦，她会变成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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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吴凯文 （马立平教材七年级甲班）
从小到大我有过很多梦想。有时想当天体物理学家，去解开宇宙的奥秘；有时想当医生，治
病救人；有时还想做老师，为人传道解惑。这些梦想时强时弱，我经常闹不清自己到底想干啥。
但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是我一直认定要追逐的，那就是把中国的美食带到美国。
我是波士顿出生的中国人， 和许多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孩子一样。我有中文名字，也有英文
名字。中国人叫我吴凯文，美国人喊我凯文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还有很多外号，都跟吃有
关。爷爷奶奶喊我小馋猫，外公外婆喊我小吃货，舅舅舅妈喊我小饭桶，大姨姨父喊我无底洞。
我获得这么多的美称，都是因为每次我回到我安徽蚌埠老家，面对那些美味得家乡小吃我的口水
就会泛滥成灾，吃起来无法自控。
蚌埠是一个小城市，说起来可能无人知道。他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我爸爸妈妈都是蚌埠
人，在美国想家的时候，我妈妈经常朗诵一首关于蚌埠的诗歌：“南方说你是北方，北方说你是南
方，南方和北方手拉着手，坐在高高的淮河岸上，这就是你啊，蚌埠！”蚌埠在这一个特殊的地
理位置上，汇集了南北的美味，逐渐发展为远近闻名得美食天堂。我对八大菜系毫不感冒，却独
爱蚌埠的特色小吃。有两道美食至今让我魂牵梦绕。一是烧饼夹里脊。酥脆得葱油饼，夹着薄薄
的里脊肉片和鲜嫩的生菜，一口咬下去满口生香。那可真是美食中的战斗机。还有一个是雪圆汤
圆，雪圆是一个百年老字号，就在我爷爷奶奶家附近。他们家的汤圆一天能卖三千碗。汤是用桂
花熬的，香浓四溢。汤圆又甜又糯。吃上一碗，唇齿留香。
爸爸妈妈因为工作繁忙，不能每年带我回国，所以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说我是我是稀客也
是贵客，我说我自己还是一个大食客。每次我回去我一睁眼，他们就问“今天想吃什么？”我就知
道今天的美食之旅又开始了。当我一头扎进美味小吃，狼吞虎咽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旁边微笑着
看着我。我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分享，但他们总是摇摇头说，“我们老了，吃不动了，你帮我们多吃
一点吧。”我就安慰他们说，“我以后把你们接到美国，换个口味，你们就会胃口大开。”
我爱家乡菜，更爱家乡的亲人。我的梦想就是能把家乡菜带到美国，让在美国居住的安徽老
人能吃到正宗的家乡美食。

支教活动的第一天
汤志杰
想到通过义工活动，筹集款项， 就能帮助中国的学生继续读书学习，我就特别兴奋。今天是
支教活动的第一天，我早早就来到中文学校，把刚买的甜甜圈往义卖的桌上一放，就拿着捐款箱
去募捐, 不时有老师和家长给我们捐款，每一个钱币都捐到我的心里，沉甸甸的，特有自豪感。
后来我回到了焙烤义卖桌前，进行我的义卖活动，义卖桌上摆满了家长们辛苦焙烧的点心，馒头
和包子，还有各家捐献的小饼干， 当然也有我带来的甜甜圈，很多妈妈带着小朋友高高兴兴地来
买，有一位老师看到她的学生在义卖，放下$20，没买任何东西，微笑着离开了。这一天的点点
滴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记下来是为了把这里的人们的爱心，传递给中国的学生，我们一
起为他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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