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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of you attended Children Karate Class meeting 
hosted by Mr. Scott Neih, our Karate instructor. Thank 
you for all your overwhelming and  positive feedback. I 
am sure Scott appreciates it too.  We, parents, will con-
tinue to play a active role in our children’s activities. 
We’ll help our children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y it is important to follow instructions and to be 
respectful. We are very hopeful that Mr. Neih will be 
back next semester. On behalf of GWCS, Thank you, 
Mr. Neih, for all your generous support and contribu-
tions to GWCS. We love you!! 

 

 Lynne Zhuang has completed her two year term as 

GWCS principal. The board of director has appointed 

Yu Xiaoming to be the next principal for GWCS, ef-

fective 5/2/2011. Congratulations to Yu Xiaoming. 

 

 Tuition increase (see page 4 for details) 

 

 

 毕业班讲演将于今日4/10/2011 2PM-4PM在2楼教师休息

室举行。指导教师万亦平。欢迎大家参加。 

 

 有关江苏“寻根之旅”夏令营报名的增补通知       

报名截止日期定为4月30日.每人交报名费$120，入营活

动费$190，总数$310 .(详情请与王段强和周磊联系) 

 

 2011年汉语考试夏令营活动通知（国家汉办）          

今年汉语考试夏令营总日程是2011年7月31日至8月9日

在北京参观学习。国家汉办负责在华的食宿、交通、集

体活动、游览及保险费用。国际旅费及国际旅行保险由

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及教师自行负担。欢迎参加过本考点

2010年YCT考试的学校组织学生积极报名。欲了解更多

详细情况及索取《汉语考试夏令营申请表》和《2011年

汉语考试夏令营参加人员信息登记表》，请发电子邮件

到：Laoha168@gmail.com  (注：北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

收取报名费每人80美元) 

国画－熊猫  徐浩雯  9岁     水彩笔画－春之声 徐浩雪 7岁     国画－竹子 吴卓 6岁    水彩笔画－鹦鹉 Lauren Yang 10岁 

缪秀华 老师绘画班学生习作 

Principal’s notes: Events: 

http://us.mc316.mail.yahoo.com/mc/compose?to=Laoha16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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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春节   聂婷婷 

    年三十晚的团圆饭是全家人一起吃的。一家人高高兴

兴，有说有笑。年饭菜品丰富，有蒸鱼（年年有余），炒龙

虾，大螃蟹，牛肉，鸡，鸭还有很多好吃的菜。吃完饭，我

给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姨妈拜年，我对他们说“新年快乐，身

体健康，红包拿来”。那一天晚上，我的确收到了很多红

包。 

 

我的春节   张天赐 

    二月二日是大年三十。我姐姐的朋友来了。爷爷奶奶爸

爸妈妈和我们一起吃了团圆饭。爷爷奶奶做了很多好吃的

菜，有饺子，鱼，圆子，饭和羊肉汤。吃完饭后，我们一起

玩游戏。妈妈告诉我们，春节吃鱼时为了年年有余。 

    我很喜欢春节。 另外一位既是演员，又是义工的青年人是

美博 （Mai Guo)。  

 

                  我的春节 张健聪 

 

    在一个天气很寒冷的周五晚上，2月4日，大年初二，我

的朋友黄朝昭(昭昭)邀请我去他家里的春节聚会。由于我们

稍微晚到了一点，所以当我们到了他家的时候，聚会已经开

始了。至少有十个孩子参加聚会。我们聚会的第一项活动是

看电影 – “DISPICKIBLE  ME”。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

影。在看电影的当中，我们吃了晚饭, 意大利辣味香肠比萨

饼。我吃了两块比萨饼和一罐可乐可乐饮料，真好吃！看好

电影后，期期和我开始玩Wii游戏机里的印第安纳-琼斯的游

戏。玩游戏的小朋友越来越多，昭昭和我受不了，所以我们

去楼上，开始搭建LEGO。我搭成了一个相当奇怪的车。昭昭

做了一个特别酷的的钻石形状的车。然后，昭昭的爸爸妈妈

邀请所有的客人开始做灯谜的游戏。我拿到的谜语是: 

“ 什么车的英文拼写能既能从左拼到右，又能从右拼到

左，并且拼写完全相同? “  答案是：RACE  CAR和CIVIC 

(HONDA)。我觉得那道题挺难的。我们猜好灯谜后，昭昭的

妈妈给每个孩子都发了个红包，我拿到了两块钱呢!  后

来，我们去了地下室, 玩了很多电脑游戏。有: Next 

level，Armor  Mayhem，Gravity Wars，和 Super Swing。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我真舍不得离

开我的朋友。昭昭家里的春节聚会真好玩，希望明年他家还

举办这样的聚会。 

春节快乐！！！ 

 

春节   林怡婷 

    我今年的春节过得非常开心。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从加拿

大来美国和我们一起过春节。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准备了非

常丰盛的火锅。我们一边吃一边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

会。外婆还为我煎了一盘非常好吃的年糕。吃完年夜饭，

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给我和姐姐“利是红包”，这是我最

兴奋的时刻，每年我都等着这个时刻。最后，我们全家还

照了全家福，这是我们家每年都必须做的一件事。 

 

我的春节   陈培芸 

    二月二日是阴历的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大人们在厨

房里忙着准备过年。爸爸妈妈烧了鱼，鸡，排骨，青菜和

饭，满满地一大桌。我和弟弟忙着写作业，希望做完作业

晚上痛快的玩一场。吃饭了！我跑到桌边，发现桌子上多

摆放了一 双筷子。弟弟问爸爸：“这是给谁准备的？”  

爸爸告诉我们，这是给我们的祖先的，过年时应该想着他

们，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根，才不会忘本。我们开始吃饭

了，我最喜欢吃鱼和米饭，我吃了很多很多。吃过饭，爸

爸给了我和弟弟压岁钱，每人两元。因为明天要上学，所

以我们没有守岁。有趣的是大年三十正好是GROUNDHOG 

DAY，这一天，我们没看见GROUNDHOG 的影子，所以春天就

会早早的到来。这就对了，过了春节，春天就快来了，我

喜欢春天，盼望着春姑娘早点走来！ 

 

我的春节   李昱霖 

    春节时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那天，家里人，朋友们

会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我们几家朋友约好去吃自助餐。大

人们一桌，小孩们一桌。我们吃着自己喜欢的食物，聊着

自己喜欢的话题，桌子上不时地发出阵阵大笑。我们这桌

小孩最后每个人都吃了一大碗冰淇淋，甜甜的，腻腻的，

吃多少也不受限制，那感觉真好！！ 

     该回家了，大家都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这个春节我

吃得很舒服，聊得也很舒服。 

 

春节    朱乐乐 

    今年的春节，我做了许多有趣的事情。我们去参加了

一个聚会，吃了年夜饭，我还得到了一个大红包。我也参

加了长城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会，我在联欢会上表演了节

目。老师说我们演得很好。 

 

春节    李凯杰 

    为了庆祝春节，长城中文学校举办了一春节联欢会。

我们班表演一个节目叫：：“太阳与彩虹”，在节目里我

扮演太阳，我们每一个小朋友表演得都非常认真，赢得了

大家热烈的掌声。表演前，我还和我的朋友们玩了游戏，

吃比萨饼。今年的春节我过得很愉快。 

 

 

    四年级同学的作品 (续)                指导老师许兰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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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春节   郭涵涵 

今年春节，我家吃了年夜饭。爸爸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东

西，有鱼，肉，菜。我们先给过世的爷爷奶奶磕头，接着做

了新年许愿，然后才开始吃饭。年夜饭很好吃，妈妈说今天

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吃鱼，明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我们

还吃鱼，这样就会年年有（余）鱼了！！ 

 

我的春节   席咪咪 

        春节的这几天，我非常忙。三十的晚上，全家人在

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妈妈还包了许多饺子。初一清

早，我们给在中国的奶奶打电话拜年，祝他身体健康。接着

看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 初二的晚上，我和中

文学校舞蹈班的同学一起去YMCA 表演了节目。我也在中文

学校的联欢会上表演了节目。我过了一个非常忙碌而愉快的

春节。 

 

我的春节   张叶子 

       春节那天，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学校参加游泳比赛，

比赛后我们全家一起去朋友家聚会。主人准备了丰盛的饭

菜，我们吃了年糕，大人们说小孩吃年糕能长高。我们还

吃了饺子，妈妈说吃饺子来年能交好运。我们还吃了好多

好多好吃的东西。爸爸妈妈和我都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

我看到了ALYSSA，JENNY，ANNIE，我们一起玩游戏机，玩

捉迷藏，看电视。。。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十二点

了，大人们纷纷招呼我们回家，可是我们多想再玩一会儿

啊！ 

 

我的新年   刘可妮 

        为了庆祝新年，我们全家约了几家朋友一起去饭

店吃年夜饭。大人们坐在一起，小孩子们坐在一起。我在

饭店里吃了很多中国菜，还吃了很多冰淇淋。我和我的朋

友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我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 

 

新年    张家林 

        今年是二零一一年，也是兔年。我们全家一起去

朋友家过年。我在朋友家玩电脑，打游戏，吃饺子，吃冰

淇。我还和我的朋友看了一场电影。回家后，爸爸给了我

一个红包，里面有二十元钱。我喜欢过新年。 

十年级学生作文       辅导教师 唐京川  

iPod  李凯伟 

 

    我很喜欢我的iPod。我觉得它有很多用处。 

    在2008年，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iPod。一开始，我认为

我只能用它听音乐，但是后来我发现iPod有更多的用处。你

可以在上面玩游戏，可以上网，还可以看电影。你甚至可以

用它作为计算器，或者在它上面看电子书！ 

    有时，如果我手上没有电脑，我就会用iPod去上网。它

的一个优点是我可以带它到处走。我觉得这个优点非常有

用。 iPod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用处就是它的"App  Store" 。

我可以在"App Store" 直接买应用软件，不用接上电脑，也

不用跑商店。 App Store有许多应用软件。它有各种各样的

游戏、娱乐和其它的有用的应用软件。我最喜欢的就是游戏

软件。我觉得它里面的游戏很好玩。电子书也很有趣。在

iPod上，你可以买到很便宜的电子书。这样你就不用花很多

钱买纸印的书，电子书既方便又省钱。 

    iPod还是触屏输入。这很有意思。这样不用要太多按

键。iPod只有两个按键，一个关机键和一个“Home ”键。

因为iPod是触屏输入，它不用占太多地方。 

    我用iPod做很多事，但用它玩游戏最多。我经常在车上

玩 ，因为坐车很无聊。我还用它看电影和听音乐。我唯一

不喜欢iPod的地方是它的音乐曲子很贵。 

    从上面你可以看到我为什么喜欢我的iPod。我觉得iPod

比电脑更有用。它现在就已经有这么多用处，它将来会有更

多的用处。 

我的小提琴   郑丽莎  

 
     我是一个非常忙的学生。我什么都学，包括游泳、空

手道、中文、跳舞，还有小提琴呢！自从我换了一个新小

提琴后，我就拉得更好了，也觉得更有趣了。 

 

     我的小提琴很漂亮，声音也非常好听。它是浅棕色

的，是将近一百年前在德国手工制造的。小提琴有四根

弦，还需要一个弓。弓上必须要擦松香才能拉出声音来。

一般拉完后要用布把留在小提琴上的松香擦掉。四根弦分

别调到G、D、A、E。有时音不准了就要调回来。拉小提琴

要学很多技巧，比如 Pizzicato, Legato,  Staccato  和

Spiccato等等。要使声音变得更好听就要揉弦。别看小提

琴个不大，却能拉出丰富多彩的音乐。 

 

    我特别喜欢拉小提琴。我从五岁开始学琴。我的老师

是国际著名小提琴家。我每周上一小时小提琴课，每天有

时间就拉一个小时。我这样努力学琴，现在拉得挺好的

了。每次上完课后，我就去乐队和其他学生一起排练。每

年六月份，我们会举行一场独奏音乐会和一个乐队音乐

会。圣诞节和复活节时我还会在教堂演奏。我从一年级开

始，每年都参加学校乐队。我五、六年级参加了两次

String Fest。五年级时，我被选为首席小提琴。今年我将

参加Schuylkill Valley Area Orchestra。 

 

    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小提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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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年级刚刚学习了课文“问答”，

按照课文的格式，我们班同学开动脑

筋，写下了自己的“问答”： 

 

肖博睿 

什么白白飘下来？什么嗡嗡空中飞？ 

什么快块地上跑？什么圆圆脚下踢？ 

雪花白白飘下来，苍蝇嗡嗡空中飞， 

汽车快快地上跑，足球圆圆脚下踢。 

 

张叶子 

什么绿绿地上长？什么绿绿树上飘？ 

什么尾巴最美丽？什么尾巴短又小？ 

小草绿绿地上长，嫩叶绿绿树上飘， 

孔雀尾巴最美丽，兔子尾巴短又小。 

 

林怡婷 

什么黑黑地上爬？什么黑黑天上飞？ 

什么长长剪不断？什么长长杆上挂？ 

蚂蚁黑黑地上爬，乌鸦黑黑天上飞， 

雨水长长剪不断，电线长长杆上挂。 

 

刘可妮 

什么圆圆会发光？什么圆圆香又甜？ 

什么绿绿大又圆？什么绿绿高又直？ 

太阳圆圆会发光，汤圆圆圆香又甜， 

西瓜绿绿大又圆，大树绿绿高又直。 

 

张致远 

什么凉凉能灭火？什么凉凉能治病？ 

什么胖胖飞上天？什么胖胖吃得多？ 

泉水凉凉能灭火，冰袋凉凉能治病， 

气球胖胖飞上天。肥猪胖胖吃得多。 

 

龙翔 

什么动物跑得快？什么动物脖子长？ 

什么东西数不清？什么东西记日子？ 

非洲猎豹跑得快，长颈鹿的脖子长， 

(Principal’s letter about tuition increase) 
 

Dear GWCS families -   

 

Those of you, who attended the Open Hous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in January,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goal of our school. Again, the goal is to   improve students' Chi-

nese in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as well as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the members in the communities to learn 

Chinese culture. Furthermore, as you may recall, in the meeting, I 

mentioned to you the tax status of GWCS was changed from 

1099 to W2 starting 2010.  This means GWCS is responsible for 

paying Federal Tax (7.25%) and PA State Tax (7.0%).  The total 

estimated taxes exceed $10,000. GWCS is also required to carry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policy due to the change. 

Those are additional costs to school.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our 

excellent programs in the long run and meet our legal obligation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assed the resolution to increase the tuition 

    四年级同学的<<问答>>                    指导老师许兰薇  

天上星星数不清，日历帮人记日子。 

 

席咪咪 

什么绿绿地上长？什么绿绿树上挂？ 

什么红红春节挂？什么红红树上挂？ 

小草绿绿地上长，树叶绿绿树上挂， 

灯笼红红春节挂，苹果红红树上挂。 

 

张陆 

什么爬高吃香蕉？什么高高吃叶子？ 

什么甜甜树上挂？什么甜甜嘴里放？ 

猴子爬高吃香蕉，大象高高吃叶子， 

石榴甜甜树上挂，薄荷甜甜嘴里放。 

 

王大宇 

什么白白飘下来？什么绿绿地上长？ 

什么黑黑天上飞？什么白白天上飘？ 

雪花白白飘下来，小草绿绿地上长， 

乌鸦黑黑天上飞，云彩白白天上飘。 

*Cost comparison (data collected and verified via the school websites) 

Other Chinese schools in the area Current cost/Chinese class/semester 2010-11 

明朗中文学校 $217.00 

Main Line Chinese School/MingDe $235.00 

Ding Hao Chinese School $240.00 

HuaXia Chinese School Lehigh Valley Branch $193.00 

华夏中文学校大费城分校暨 $170.00 

至善中文學校/Delaware Valley Chinese School $210.00 

Guang Hua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180.00 

Average cost/course/semester $206.43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after increasing $190.00 

for each language course by $20.00, effective Fall 2011. No 

increasing is imposed on the culture classes. The tuition in-

crease will generate approximately $6,000.00 revenue. The 

$4000.00 shortage will be absorbed by the savings from the 

favorable rental rates negotiated with Rosemont College for the 

current year. Please note that tax status change does not impact 

the fact that GWCS is a non for profit organization and that 

100% of Admin team and Board directors are volunteers.   

 I would like to point it out that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Chinese Schools in the vicinity of our school area. Most of 

them charges higher tuition than our school does.  Please see 

the chart below*.  

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Sincerely yours, 

 

Lynne Zhuang,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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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祥辉 

什么绿绿树上挂？什么红红在天上？ 

什么凉凉看不见？什么甜甜孩子爱？ 

梨子绿绿树上挂，太阳红红在天上， 

风儿凉凉看不见，蛋糕甜甜孩子爱。 

 

李凯杰 

什么白白天上飘？什么白白天上掉？ 

什么绿绿地上长？什么绿绿吃菜叶？ 

白云白白天上飘，雪花白白天上掉， 

小草绿绿地上长，菜虫绿绿吃菜叶。 

 

聂婷婷 

什么蓝蓝大无边？什么红红新年亮？ 

什么黑黑细又长？什么绿绿甜又香？ 

海洋蓝蓝大无边，灯笼红红新年亮， 

头发黑黑细又长，西瓜绿绿甜又香。 

 

张健聪 

什么白白天上飘？什么高高地上长？ 

什么长长地下钻？什么绿绿地上长？ 

云儿白白天上飘，大树高高地上长， 

蚯蚓长长地下钻，小草绿绿地上长。 

 

张华玮 

什么红红落下山？什么亮亮眨眼睛？ 

什么慢慢水里游？什么高高细又长？ 

太阳红红落下山，星星亮亮眨眼睛， 

乌龟慢慢水里游？姚明高高细又长？ 

 

赵亦至 

什么银白天上飞？什么黄黄树上挂？ 

什么绿绿吃苍蝇？什么胖胖四只眼？ 

飞机银白天上飞，柠檬黄黄树上挂， 

青蛙绿绿吃苍蝇，熊猫胖胖四只眼。 

 

孙樊博 

什么绿绿地上长？什么绿绿树上长？ 

什么白白天上飘？什么白白碗里装？ 

草儿绿绿地上长，树叶绿绿树上长， 

云儿白白天上飘，米粒白白碗里装。 

    大学申请点滴（二）      叶民 

－－以平和的心态应对大学申请 

 

        海外留学生喜爱光顾的网站文学城（wenxuecity.com)里

有一个象文学作品里永恒的爱情主题一样永远不会消失的话

题，那就是上不上名校的问题。假如是十年前有人问这个问

题，如果说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一定有人会

说，那还要问吗？谁不想上哈佛，谁不想上北大？但是如果

郭涵涵 

什么暖暖身上穿？什么软软头上戴？ 

什么软软足下踩？什么白白地上开？ 

棉衣暖暖身上穿，棉帽软软头上戴， 

白雪软软足下踩，水仙白白地上开。 

 

朱乐乐 

什么白白在天上？什么白白在地下？ 

什么黄黄树上挂？什么黄黄盘中放？ 

云云白白在天上，雪花白白在地下， 

橘子黄黄树上挂，鸡蛋黄黄盘中放。 

 

刘舒婷 

什么绿绿地上长？什么绿绿水里游？ 

什么白白天上飘？什么白白飘下来？ 

草儿绿绿地上长，海龟绿绿水里游， 

云儿白白天上飘，雪花白白飘下来。 

 

陈培芸 

什么绿绿地上长？什么绿绿可以穿？ 

什么白白天上飘？什么白白一张张？ 

小草绿绿地上长，绿衣绿绿可以穿， 

云彩白白天上飘，白纸白白一张张。 

 

陈煌桥 

什么绿绿地上长？什么绿绿树上长？ 

什么黑黑头上长？什么黑黑脸上长？ 

小草绿绿地上长，树叶绿绿树上长， 

头发黑黑头上长，眉毛黑黑脸上长。 

 

潘莉悦  

什么弯弯土中爬？什么弯弯香又甜？  

什么闪闪天上挂？什么闪闪节日用？ 

蚯蚓弯弯土中爬，香蕉弯弯香又甜， 

星星闪闪天上挂，焰火闪闪节日用。 

 

路璟  
什么黄黄树上挂？什么黄黄天上闪？ 

什么白白天上飘？什么白白地上跑？ 

香蕉黄黄树上挂，星星黄黄天上闪， 

云朵白白天上飘，小羊白白地上跑。 

朱明慧 

什么白白天上挂？什么白白飘下来？ 
什么长长吃饭用？什么长长流入海？ 

云彩白白天上挂,   雪花白白飘下来。 

筷子长长吃饭用，江水长长流入海。 
 

秦笑笑 

什么亮亮挂满天？什么快快从天降？ 
什么绿绿树上长？什么圆圆中秋尝？ 

星星亮亮挂满天，瀑布快快从天降， 

树叶绿绿树上长，月饼圆圆中秋尝。 
 

陈希亮 

什么圆圆天上挂？什么圆圆脖上挂？ 
什么白白天上飘？什么白白空中飘？ 

月亮圆圆天上挂，珍珠圆圆脖上挂， 
白云白白天上飘，雪花白白空中飘。 

 

区钧棋 

什么黄黄挂树上？什么黄黄挂天边？ 

什么甜甜树上挂？什么甜甜盒里装？ 

香蕉黄黄挂树上，月亮黄黄挂天边， 

水果甜甜树上挂，糖果甜甜盒里装。 
 

张天赐 

什么长长在中国？什么长长在美国？ 

长城长长在中国，密西西比河长长在美国。 

什么高高在亚洲？什么低低在美国？ 

喜玛拉亚山高高在亚洲？死谷低低在美国 。 

 

 

  

 

 

 

  

 

 

 

站在你所了解的美国，人们的确会有些反思而得出未必一

致的结论。所以文学城里总有一些迷茫和指点津迷的人掀

起那一波又一波的讨论。从这热火朝天的讨论，再结合我

自己的观察，我终于得出了一个或许与你相同或不同的结

论：那就是，如果孩子生来就是上名校的，当然要上，否

则就不上。先说清楚，所说名校是指那些说起来响当当，

人人皆知的顶尖学校，也可指排名比较靠前的好学校。我

的断然结论基于这样的思考：曾经创造辉煌历史文化的聪

右图     绘画作品: 沈恩妮 (14岁)    指导老师:王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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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太多了，我们永远不用发愁的一件事那就是却少聪明

人。我们只是时常缺少或是毁灭了那些让聪明人创造奇迹的

时代。这个拥有太多高智商人群的民族最近这三十年数不尽

的优秀学子远赴海外，留学深造乃至长期定居，这丝毫没有

影响国内的蓬勃发展，反而一茬茬应运而生的聪明人创造了

那么多令人叹服的奇迹。而那些海外留学人士的后代自然也

带着那获得性遗传，在学习上显示出优胜于一般美国人的强

势。而这里的教育体制和并不＂残酷＂的竞争方式也使得任

何有特殊天赋的学生能够脱颖而出。再加上申请学校的自由

度，人们也不必担心报了一个梦想学校而毁了你的整个申

请。所以名校似乎离我们都很近。很多家长及学生难免有这

种想法和冲动。更何况我们这一代人骨髓里注入了的名校荣

誉感，谁家孩子进了万里挑一的顶尖大学，伴随一生的荣耀

谁不羡慕。这恐怕也就是造就虎妈 的一个因素。 

    说来说去，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人都很聪明，很容易不

愿意放弃上名校的机会。可有的时候，当条件不具备时，没

有必要望子成龙心切，拔苗助长。想尽办法，包装自己，把

申请材料搞的全而又全，还要找专家咨询。其实如果真的没

有优秀到那种程度，上了那个所谓象样的学校，而学生又不

适应，学生可能会自卑，或跟不上课程，更有甚者，落下了

忧郁的病症，中断学业，半途而废。虽然这是个痛心的个

例，但它还是向人们敲响了警钟，真的没必要了。著名剧作

家阎肃将人的成功要素总结为八个字，天分，勤奋，緣份，

本分。他把天分放在第一位是有道理的。不是你努力了，就

能实现理想。人，生来有别，不服不行。名校的确是天才荟

萃的地方。那么退一步想，不上名校就没前途了吗？完全

不是这样。美国一般学校的教学质量也还可以。我本人国

内文科，到美国走投无路，上了一个令我一生骄傲的社区

大学（community college).我几乎看不到在混的老师。所

以我推断美国的教学应该是讲质量的。我也探问过很多学

生和家长，无论是哪种水平的学校的学生，都说很喜欢，

都说很happy。而且美国的教育这么发达，二千多所各种类

型的学校遍布全国。夸张点说好像只要你想上，人人都能

上大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似乎不太过分在乎哪毕

业的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的VP，还有其他几位

高层领导是哪毕业的。因为没有人议论，没有人care。人

们只在意你现在的业绩。而何况名校出来也未必人人都能

做一番大事业。再加上愈加昂贵的学费，也让人思考名校

的价值。当然一般私校也很贵。有些明智的人具备了去名

校的条件却选择略逊一畴的学校从而拿到一笔奖学金。这

也是引发人们思考有没有必要去名校的一个原因。 

    总之，我是觉得无论家长还是学生，不能只一味被名

校的名字所吸引。而是以平和而又理智的心态选择适合学

生特点的学校。适合的就是好的。我为去好学校的学生和

家长喝彩。也要向没去好学校的学生送去祝贺与祝福。那

么如何在条件具备情况下顺利进入理想学校,希望有机会后

面讨论。 

 

(编者注:本文只是基于作者本人亲身经历，有一定局限

性，仅供大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