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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实验学校启明星校区近期活动信息通讯 

2017 年 5 月 25 日    第 31 期 

 

同学们期待的暑假马上到了! 

 

【通知】下一年的启明星信息 

请赶快在网上注册 2017秋季学期！如您现在注册下一年的课，可以优惠。 

网站：https://acsvenus.ptboard.com/ 

下一年我校会开设新的课：羽毛球、手工艺术、书法国画。 

【通知】6/11 结业联欢 

  

美中实验学校启明星校区结业联欢 

时间: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一日, 下午一点至五点 

地点: 盖城高中大餐厅, 盖城， 马里兰州 20877  

4：00 – 5：00全校欢乐大聚餐 

感谢所有老师家长和同学们的大力支持，我们愉快地度过新校区第一年的美

妙时光!让我们继续携手前行共创美中启明星的辉煌!祝每一个同学如夏日星

空里美丽的星星点亮自己和家人清凉温馨的夏季生活！请继续关注我们暑期

的系列活动和网上注册。                                                    

http://www.acsdc.us/Gaithersburg/ 

【通知】下一年中文学校的新艺术课 

您希望您的孩子心灵手巧吗？美中实验启明星中文学校手工班下学

期就要开课了。 

手巧是心灵的窗口。手工课可以帮您打开孩子心灵之窗。苏联著名

的教育家苏霍姆斯有句名言“儿童的智慧在他们的手尖上”。手工制

作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客观性，它不仅能够培养孩子的动手和测

目能力，而且还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的课程

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自然界中千差万别的事物是我们的载体。

手工课上我们的老师会从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引导和激发孩子的动手

兴趣。让孩子们在手工活动中通过细致观察，模拟，然后开动脑筋

https://acsvenus.ptbo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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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制作出自己创意的形色各异，美观精致的工艺作品。这样，既培养了孩子的美感，又开发了

孩子的情感。让孩子同周围的各种事物建立真正的关系，了解自然界，学到实际的知识,享受制作

的过程，感受成就的来源。手工课所激发的意志力可以带动孩子学好其它课程。心动不如行动只

要您动动手指就可以网上报名，当然也可以到学校服务台报名。 

 

【特殊报告】CHINESE AMERICAN PARENT ASSOCIATION (CAPA) 论坛 

 

 

HOW TO MAKE THE BEST OF YOUR CHINESE AMERICAN HERITAGE AND EXPERIENCE IN 

AMERICA 

mailto:heh20855@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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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文化背景能怎样帮你立足于美国呢? 如何中西合璧,在这个多元化社会发挥我们独特的优势

呢? 四位英才分享他们的经验。 

5 月 20 日，CAPA 举办了一个论坛，让四位华裔描述他们在美国的经历。四位华裔都是从

Montgomery County 的各种高中毕业的，而他们现在都是有成就的英才。这四位邀请到的华裔分

别是现任蒙郡公校系统 MCPS 的高级社区伙伴合作关系主任 Elaine Chang-Baxter, 美国 Sun TV

总裁 Allen Wu，目前在国防部工作但将前赴杜克大学就读 MBA 的蔡真, 以及大学毕业后在花街工

作的梦江 Suyan。 

我校派了三位小记者去采访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经验、和故事。以下是我们小记者

编的报告。 

 

Allen Wu 采访 

编辑与翻译：彭熹薇 (Xiwei Peng) 

  

身为华裔，Allen Wu 并没有感觉到种族歧视。在他眼里，虽然他年幼时同家人移民到美国，他就

是一个纯美国人。Allen 1986 年搬到了马里兰，并上了 Buck Lodge Middle School。他 1991 年

从 High Point 高中毕业，然后就去了马里兰大学学机械工程。毕业后 Allen 在 Lockheed Martin 

做了一位测试工程师。年幼时，Allen 的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并父亲总是告诉他他需要报答他的

国家。所以，2001 Allen 就从军。他在军队里时间大大的影响了他，也教他纪律和勤奋的价值。

目前  Allen 是 SunTV 的总裁（http://suntv.tv/sunweb/）。 

  

问：您好 Allen，请您告诉我们您的背景。您是什么时候移民到美国？ 

答：在 1991 我和父母从中国搬到了旧金山。不幸的是，我的父亲 1997 过世了。所以之后养家的

任务就被我扛了，因为我还有母亲和两位年幼的弟弟。为了让家人过得舒服一点，年轻的我什么

mailto:heh20855@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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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儿都干：服务员、洗碗、擦桌子、等等。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搬到了马里兰。从马里兰大学毕

业后我在 Lockheed Martin 当一位工程师。但不久之后我就辞了我的工作，进了海军。 

  

问：您为什么加入了海军？您在海军呆了多长时间？ 

答：我 2001 加入了，然后三个星期后 9/11 就发生了。我觉得国家需要我们去保护他，而且我的

父亲嘱咐我要报答国家。我从军十年的经历是我最深刻的人生体验。我真心希望更多的华裔考

虑为国效命的军旅之途，既使是短短几年，也是对我们人生一个非常有意义和巨大的考

验。 

  

问：根据您的经历，您认为作为一个华裔对您有更多帮助还是更多伤害？为什么？ 

答：当然是给了我很多帮助。我觉得我的中国文化只是我的一部分，因为我也是美国人。我的文

化和语言给了我更多的机会。长大时，虽然我的华裔同学很少，我没有经受种族歧视，因为我并

没有觉得我与别的美国人不同。 

  

问：您有没有回过中国？ 

答：年轻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国。但我的父亲总是告诉我中国文化。但大学毕业后，1996，我回

去看了一次。我爱上了中国。自从那一次，我尽力每两年回去一次。 

  

问：目前您的职业是什么？ 

答：2013 年我创立了我自己的媒体公司，Sun TV。 

 
 

 

蔡真采访 

编：李睿峰 

mailto:heh20855@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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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20 日，Chinese American Parent Association 邀请了 4 位曾从 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 毕业的华裔人才在 Thomas S. Wootton 高中分享他们的经验，举办了一个讲座。

讲座上他们分享了个人的故事，也谈论了他们对中美文化区别的看法。其中一位演说者是蔡真，

蔡真很小就和家人移民到美国，在美国面临了很多困难，经常在外打工来帮着家人挣钱，为了省

钱也经常自己修家里坏掉的东西。对于中美文化，蔡真在讲座上说了美国华裔孩子们不应该被传

统的华裔想法而限制，孩子们应该有自由来选自己的人生观点。下面是蔡真的采访： 

问 : 您认为困难会塑造人吗？ 

答 : 对，当人们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会被困难而启发。当我和家人才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很

穷，我经常和爸爸一起修家里坏掉的东西。 修东西的过程中当然失败过，但是因为那些失败，最

后的成功感觉更加有成就。这种成就感让我爱上了机械工程，我也就自然而然读了机械工程专

业，这段困难的经验把我塑造成了今天的我。 

问：因为现代世界的进步，孩子们的困难也越来越少了。 当孩子们没有这段经验，他们也不会

像你一样塑造这种非常强的爱好，好多高中孩子们不知道他们将来想做什么，你对他们有什么建

议吗？ 

答：虽然这种（困难）经验塑造了我，困难的经验不是唯一能塑造人爱好的。 我对你所说的孩子

们的建议是尝试更多东西，当你找到你的兴趣，它可以成为你一生的饭碗，你的专业。 

问： 很多华裔家长们推孩子们长大当医生，律师等。 您在讲座上说了美国华裔孩子们不应该被

传统的华裔想法而限制，孩子们应该有自由来选自己以后的专业。 但是家长们也是为了孩子的

未来而好，他们想孩子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他们认为这些定型的华裔工作的薪水能过满足孩子

的未来。 你对这有什么想法吗？ 

答： 孩子生活好不一定代表薪水高，而是孩子开不开心。 但我也知道有些专业的工作难找或者

薪水低，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些家长们认为不好的专业其实挺好的，以为家长们的想法

基于他们找工作时候的人才市场，而今天的（人才市场）有很大的变化。我想家长们和孩子们应

该好好看看现代的人才市场，好好商量一下，然后再一起做决定。 

【课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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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师】李老师  

同学们，家长们: 

你们好！ 

本周的考试分闭卷和开卷两种形式。虽然是第一次用这种形式考试，同学们对开卷考试很适

应，感觉比以往的考试简单，我们用了一节课多一点就考完了。然后老师讲解了上次作业《上

海》中的问题，还有这次考试中我发现同学们试卷上的常见错字。在剩下的时间里，大家一起完

善《将相和》的剧本。这是同学们第一次把课文内容改写成剧本，大家下了功夫，基本对话和框

架都相当不错。接下来老师会把剧本定稿后发给同学们，大家熟悉一下内容。下周（5/28）放

假，我们下下周（6/4）排练，6/11 演出。 

祝大家节日愉快！ 

李老师 

【我们的老师】暨大一年纪的黄老师  

【各位老师： 

今天转发的是暨大一年级黄丹妮老师的课后通讯。看看黄老师班上的小可爱们做的母亲节手工

吧，妈妈们的心都融化了！ 

 

李淑红】 

 

各位家长，同学们 

        

本周我们在教室里进行了期末考试复习， 请家长帮助孩

子复习纸上所有的题目， 特别是第一题听写部首和生

字， 需要听写的生字请参考复习纸的最后，要听写的五

个部首是： 单人旁，言字旁，草字头，耳朵旁和大口

框。谢谢! 06/04/2017考试，请准备好铅笔和橡皮，准

时到校。 谢谢！ 

 

注：没有来上课的同学请参考附件并把复习纸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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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家长注意，下周放假，05/28/2017 没有中文学校。06/11是本学期的汇演，汇演结束之

后， 学校安排聚餐，聚餐餐费是$ 5，学校给在校学生每人提供补贴$1，所以学生买餐劵是$4。 

 

下面补上上个礼拜同学们在课堂上为母亲做的手工图片，妈妈打开 ，会发现惊喜哦！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 

 

黄老师 

【每周一星】马立平 4 年级的蔡子铃 (RAY CAI) 

 

 
 

老师介绍： 

学习认真，成绩稳定听读写出色，作业按时完成。懂礼貌，同学之间讲友爱。 

 

自我介绍： 

我叫蔡子钤，英文名字 Ray Cai。我今年小学三年级了，在中文学校，我是四年级。我有一个弟

弟和一个妹妹，我很爱他们。 

我喜欢去中国。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妈都在中国。中国有很多

好玩的地方。去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了北京，参观了天坛，故宫，和景山公园，让我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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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喜欢去海边。我可以在沙滩挖沙土，堆城堡，捉螃蟹。我还专门上了游泳课，这样我去海边

就可以尽情的玩水了。 

课余时间，我经常画画。我喜欢画打仗的漫画。我的弟弟最爱蜘蛛侠，我经常画各种各样的蜘蛛

侠给他。这个暑假爸爸给我报了一个学习漫画的夏令营，我十分期待。 

汉堡包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一个汉堡包营养齐全，包括面包，肉饼，蔬菜，奶酪和蛋黄酱。我最

喜欢去 Five Guys, 哪里的汉堡包比麦当劳好吃很多。 

 

Summary of Interview: 
This week’s Weekly Star interview is with Ray Cai (蔡子钤). He is a 3rd grader at 

Beall Elementary School, and a 4th grader at American Chinese School Venus. He 

skipped a grade of Chinese school, and has been going to Chinese school for 3 years. 

He enjoys doing martial arts, playing games on his iPad, and drawing anything that he 

thinks of. At school, he is a member of the chess club. 

【Selena Xiao】 

 
Link to interview: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K04oqmlFc 

 

鸣谢： 

编辑/记者：Xiwei Peng 

摄影： Selena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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