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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  

 为了适应海外中文教育的快速发展，满足高质量

教学的需要，长城中文学校现招聘中文课老师。  

 招聘条件: 

 （1） 大学学历，能说标准普通话。有一定的

英文会话能力, 能够用英语与学生和家长进行

简单的交流。师范类院校毕业，具有相关执教资

质，在国内外有过中小学或中文学校教学经验者

优先。  

 （2） 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喜欢孩子，

有爱心、责任心，对孩子有亲和力。热爱公益事

业，具有奉献精神。 

 （3） 必须能在美国合法工作。 

 正式聘用后，老师薪酬从优，本人及子女可按规定免

费在本校选修课程。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gistered with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and State of Pennsyl-

vania, an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长城中文学校真诚地期待您的加入。也欢迎您推荐新

的老师。请发简历至：school@greatwall.org 联系电

话：（610）715-2637。 

“小木兰”接受<<侨报>>记者采访，畅谈学舞蹈及参赛体会 

《彩虹》记者    刘春鸿 

       10/7日舞蹈课后，<<侨报>>记者邓凯来到“小木兰”上课的舞蹈教室，对纪老师、学生、及家长们进行采访。 

    记者首先询问了学生们学舞蹈多长时间了，为什么选择舞蹈作为业余爱好。当他发现大多数学生都是五、六岁就开始

学习舞蹈了，至今都已有近十年的“舞龄”了。非常感慨道，利用周日的休息时间坚持不懈地学习舞蹈十年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对于为

什么选择舞

蹈，有的学

生回

答，“因为

我喜欢”， 

 

有的家长说

希望女孩子

有优美的体

态和举止， 

(接下页) 

<<彩虹>>新闻 

mailto:school@greatwall.org


 

 

第 2 页 

专题报道 

        

       女儿大学申请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和颇为感触的历

程。女儿都大三了，我的感触还没写完。时间真是太快。以

前的几篇小文之后，思绪中还有些边角余料，想把它整理出

来。我可不是那骄傲的藤妈，给大家传授经验。有太多家长

比我更有资格分享她们育子成功的故事。这些总结与其说是

给大家的，不如说是给我自己的。希望没有浪费你太多的时

间和误导你。我一直希望有更多的家长补充和纠正我所说

的，使这个栏目更值得阅读。 

 

    关于申请论文 (College Application Essay) 

   有人说申请论文可能是大学申请程序中最困难，最令人

生畏的部分。 华尔街日报曾做过一个有趣的试验，邀请十

位知名大学的校长，在三星期内完成一篇500字的大学申请

论文。他们在一番挣扎之后都表示，这是一项挑战性极大的

事情。再难，也要写好。论文的重要显而易见。因为它是一

个绝佳的自我表白的机会。其它的材料都是死板的。只有它

才能让录取者窥见一位活生生的，独特的个人，从而产生好

感而增加申请者的竞争力。这对于名校申请者就更为重要。 

 

    那么怎样才是一篇好论文呢？ 这里肯定有主观性很强

的。仁者智者，各有评说。但公认的好的论文应该是正面的

积极的，符合学校宗旨的。 说白了，就是看得出申请者挺

懂事的, 论文要有思想有创意有特点的，也要有一定文采

的。道理谁都知道，但问题是如何下手呢？ 

 

    先说这个选材。一些材料介绍的经典故事常常是什么，

父母离异了，母亲吸毒了，生活拮据了，从小自闭了。 诸

如此类的例子都有点’苦大仇深’ 的味道。但对于众多在

风调雨顺的环境下蜜罐罐里长大90后来说，上哪能有那么多

机会体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来。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必为别

人的例子感动，跟着自己感觉走，什么最打动你的心，就写

什么。没有感觉没有感动，也就没有打动人的论文。其实能

够体会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就是一个不错的选题。选题结合

你的课内外活动也是普遍的，甚至是必要的，交代一下你曾

那么投身于其中的事情究竟带给你怎样的心理体会。我女儿

写的的就是她给残疾学生讲课的事。我知道的人里上顶级学

校的写的则是没有成功的活动，比如滑冰，已经坚持数年，

一次次摔倒, 一次次站起来, 最后放弃, 也会感动人。还有

的写多年打工，帮助穷困孩子的经历等等。无论什么题目，

那隐藏的副标题就是：一个真诚的表白。 

也有的家长说希望孩子通过学习中国舞蹈了解中华文化。辜

子蕊同学用缓慢的但是字正腔圆的汉语回答“我喜欢舞蹈是

因为我可以用舞蹈表达我的感情”。大家禁不住为她精确的

汉语表述鼓掌，邓记者也禁不住笑了。他说，你们这些在美

国出生、长大的孩子现在对舞蹈动作表达的内涵不一定很了

解，但是通过学习中国舞蹈打开了你们认识中华文化的一扇

窗，你们也通过表演中国舞蹈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你们

应该感到自豪！ 

 

    邓记者又询问了在参加IDC比赛中遇到了什么困难，通

过比赛有什么收获。多数学生及家长表示，最困难的是没有

正规的排练场地。比赛前加强排练时，正值费城100度的 

高温热浪，要在没有空调的体育馆排练。虽然多位家长从家

里拿来电风扇和COOLER，学生和老师各个都是大汗淋漓。另

外一个挑战就是纪老师要求每个动作都要整齐划一，这就要

求学生们每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直到手臂高度、角度完全

一致，有时觉得非常枯燥。但是同学们也意识到，就是因为

这些艰苦的付出，“小木兰”才在高手聚集的IDC大赛中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一分汗水，一分收获。通过这次比赛，同学

们提高了舞技、更加喜爱中国舞蹈，也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

谊。 

 

    最后邓记者问到，你们觉得这次IDC比赛成功的关键是

什么？大家一致认为是“团队精神”。除了纪老师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的指导，同学们的刻苦练习、行动一致，比赛的成

功与家长及学校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小木兰”将发扬光大“团

队精神”，争取在2013年IDC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整个采访在轻松、愉快、自豪的气氛中结束。 

大学申请点滴（最后一节） 

叶民 

    [编者按]又到了一年一度申请大学的关口，有考生

的家庭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 。有人说：

“家有考生，心神不宁”。此话一点儿不假，每个有孩

子的家庭都经历过，或者即将要经历一段难忘的时光。

每个家庭都有着相似的故事和纠结。子女教育，大学申

请，爬藤上名校已经成为家长们津津乐道，永远谈不完

的话题。孩子申请大学父母能帮些什么呢？本期《彩

虹》刊登的有关申请大学的文章是叶民讲述女儿申请大

学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文章中很多申请大学的细节非常

有价值，读来颇受启发，收益匪浅。谢谢叶民无私的和

大家分享她们的经验。 

 

    很多家长都非常喜欢读叶民写的文章，她写的系列

游记得到了家长们很高的评价。可以说叶民是我们长城

中文学校没有正式命名的专栏作家。这期《彩虹》刊登

的是她写的申请大学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如果大家有

兴趣可以在存档的《彩虹》中找到叶民以前写的几篇有

关大学申请的文章。 

(详细链接地址见第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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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定了，怎么写比内容更难定。据我的观察，是把那

个活动中某一个令你心动的场面生动而有层次地描述出来。

记得看过一片文章说,千万不要直说类似于'通过这个活动，

我提高了自己'这类话。录取者是要透过你对生活的观察来

探询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不是你直接告诉他。当然笔法很

多了。有些学校网站有最差论文范文（我偶尔进入

ROCHESTER大学看到的）。有点启发。老师的指点应该比较

权威。活动于学校以外的有着数十年经验的被学校接受的

TUITOR，每小时$60，我觉得很值。 我女儿用过两次。也要

多方请教，但千万不要让太多人提意见，最后都改掉失去本

意，乃至失去了自我和信心。 
 

    关于ASSAY，话题很多。但我们只能纸上谈兵。 

 

关于奖学金: 

 

    常常有人问，小孩上大学，有奖学金吗? 其实这个奖学

金的概念对于问的人和答的人来说可能未必是同样的。 就

我有限的知识，愿意把这个概念整理出一二三。 

    奖学金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学校给的，一类是社会给

的。多数人知道的是第一类。 

 

关于第一类，又有好多种: 
 

   1.招揽十分优秀学生的奖学金 

 

    为了招揽十分优秀远远超出本校录取范围的明文规定的

全额奖学金, 象DUKE大学，为了吸引能上HARVARD，

PRINCETON等顶尖学校的学生设立的PROGRAM, 还有BOSTON 

COLLEGE，全额奖学金都属于都属于这一类。BOSTON COL-

LEGE每年只有十五人。一州轮不到一个。我们的州立大学

PENNSTATE，那个给优秀学生的PROGRAM也属于这一类, 虽然

不是全奖，几千块也好了。 

 

   若收到这类来信，说明你在他们的锁定的TARGET范围内. 

恐怕是要斟酌一番。学费全免或减少，在如今的经济形势

下,还是蛮有诱惑力的。 我们经过一番讨论，结论是，如果

能支付得起，还是让孩子上更喜欢的学校。 

 

    2. 学校见机行事的奖学金 
 

   学校也许并没有明确的PROGRAM, 但一旦看到相当出色的

学生, 学校宁愿慷慨解囊，用全额或一定数量的奖学金来吸

引你。但这类奖学金最后的结果常常是想去的不给钱，给钱

的不想去。所以多数中国孩子，如果你拥有较好收入，孩子

又如愿以偿上了满意的学校，不用问，基本没有奖学金。 

  3. 学生争取到的资助 
 

   可能学校并没有计划给钱，也准备录取你。但你提出同

级别学校已经给资助了，能否在这里得到同样或更多优惠。

学校也在竞争，所以没准有空可钻。钱是讨价还价可以争取

到的。 
 

  4. NEEDS BASED的资助 

 

    再有就是 NEEDS BASED, 根据生活状况，前提是愿意录

取你的条件下，提供一定数量的资助.美国不会让一个想上

大学的人因为付不起学费而失去机会。这里大有文章可做

了。据说填写那个申请是一件非常繁琐复杂的事，有人甚至

夸张地说得博士毕业的人才能填。我们和许多中国家庭一样

没有争取。有人说不能轻易放弃。我不知对不对。当年收集

的咨询人员 DAN ZHANG，（267-464-7578）海华都市报上

登的。从未用过。另外文学城里子女教育里有这方面的信

息。http://bbs.wenxuecity.com/znjy/1593865.html 申请

大学助学金(Financial Aid)最致命的错误是什么? 不知是

否有帮助. 
 

    关于第二类, 社会上提供的奖学金。这是往往被我们忽

略的, 其实很值得挖掘的领域。 

 

    高中最后一年，学校网站上进到孩子的PAGE。里面有名

目繁多的奖学金。可口可乐，EAGLE 等各种组织，各种形式 

抽签式的，择优式的，援助式的, 先来后到式的。其实好好

研究研究真可以拿到不少钱。 我女儿非说不感兴趣。几乎

一个都没弄上。所以我没有直接的经验。据有些人讲，满好

的。七拚八凑，一学期或一年的学费搞定何乐而不为呢? 有

些公司还给职工有这方面待遇。当然是相当好的福利了. 

 

  关于家长能为孩子们所做的 

 

    家长到底能为孩子做点什么? 之前曾问过很多家长都说

啥也帮不上，都是孩子自己弄的。到我孩子准备时，我也跟

很多家长感觉一样。真是啥也帮不上。孩子总是比我们知道

的多。其实除了车接车送，保证吃好睡好这些后勤之外, 从

深远的意义讲，家长当然可以通过一些事情对孩子有所帮助

和影响的。 

 

 

    一是除了言传身教之外家长要多记录成长过程孩子的。

特别是那些有代表性的场景或语言。让孩子知道她（他）曾

是怎样的孩子, 家里发曾经发生的孩子不知道的故事。我女

儿写ASSAY时，就问过我关于她小时的事，我感觉不太给

力。我恨不得多有些文字和记忆留下来。如今生活容易，日

子飞快。白天忙于工作，回家锅碗瓢盆。 

http://bbs.wenxuecity.com/znjy/15938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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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的基调：你的文章必须显示你阳光灿烂的一面，表

现你积极的基调和成熟的个性。 

 

 使用最简单的语言：不同的句子结构会让你的文章有趣

生动，但不要扭曲句子结构。尝试使用最简单的语言准确表

达你的意思，不要堆砌词藻，不要用艰涩的难词。因为招生

人员不可能拿起字典来阅读你的文章。他们只有不到十分钟

时间来读一篇文章，切切不要在文章里弯绕绕。 

 

 使用主动语态。被动语态让你的文章乏味，而且没有热

情。 

 文章的第一段要引人入胜：招生办的人每天要读不少文

章。所以，文章的第一段是关键。一个无聊的开头可能会导

致招生人员忽视文章的其余部分。 

 

 要具体，重点突出：给一个经验或事件完整的描述和更

多的细节，叙述就能更深入，更个性化。 

 适当说明：许多申请人在文章中展示了自己的兴趣，谈

论了为什么和学到了什么。但常常忽略最重要的一点：你必

须说明你所作的决定背后的推理过程，以及它如何改变了你

的生活。 

 长短合适：有的大学会规定短文不要超500字，注意不要

超出限制。 

 

不要依赖电脑拼写检查程序：因为拼写和语法正确不一定代

表你表达正确，更不能证明你的文章思想正确。所以，最好

和最可靠的检查方法是慢慢地谨慎地审读，细细咀嚼，仔细

地找出错误，并请求你的英语老师或是高水平的朋友帮助你

查找错误。(摘自网络) 

 

大学申请短文参考书籍： 
Writing a Successful College Application Essay 出版

商：Barron 

50 Successful Harvard Application Essays 作者：Staff 

of the Harvard Crimson  

Conquering the College Admissions Essay in 10 Steps 

作者：Alan Gelb  

Acing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作者：Michele Hernan-

dez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Essay 作者：Sarah Myers 

McGinty  

On Writing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Essay 作者：Harry 

Bauld  

Fiske Real College Essays That Work 作者：Edward 

Fiske (摘自网络) 

不知不觉孩子就长大了。我只知道让她们吃好穿好，却没

有多记下那幸福的细节。一些感动的瞬间不经意地就丢掉

了。苦难时铭记苦难，幸福时更应当留住幸福。 现在开

始对老二做一点吧。 
 

    二是善于挖掘孩子的潜力。 咱中国人聪明是真的。

我们这茬人很多领域没有接触，没准有哪方面天赋被埋没

了。你的聪明孩子也许会发挥出来。加上现在竞争激烈。

孩子都从头到脚武装自己。传统的'吹拉弹唱'已很普通，

一些拉弓射箭骑马划船等'旁门左道'也许会更有优势。一

旦发现，并持之以恒 或另有收获。不过那不是那么容

易。而且要做好思想准备，一旦成为专项运动员，你就不

能象普通学生一样，你要付出大量时间训练和比赛。 

关于上学的事又简单又复杂。简单得你可以什么都不知

道，孩子就上了不错的大学。复杂得你整天看资料读信息

盘算着上那所学校。 这方面资料很多。世界日报每年8月

15号左右，有教育专刊。不知现在是否还有。有很多信息

值得参考。 
 

    拖拖拉拉到了结尾。 我女儿最后上的不是名牌藤校

是DUKE。我很为她骄傲。 我也很高兴她在那里很开心，

学了知识见了世面。努力着并快乐着。这又何尝不是我们

一生的准则和目标?!（全文完） 

 

下面的链接是叶民以前在《彩虹》写的几篇有关大学申请

的文章。 
http://www.greatwall.org/docs/

caihong/2011/218.pdf 

http://www.greatwall.org/docs/

caihong/2011/224.pdf 

http://www.greatwall.org/docs/

caihong/2011/231.pdf 

大学申请短文Tips: 

直接和明确地回答问题：仔细分析问题，注意特别的关键

字眼：如“重要性”，“对你的影响”。回答要直接与诚实。

选题：有的学生尝试写读书报告作为大学申请短文。不

错，你有权利写“您选择的主题”，但读书报告不能突出你

的个性，也无法告诉招生人员“你是谁”。而招生人员想了

解的就是“你是谁”，你将带给这所大学什么独特的贡献。

所以，选题要选择有个人特色的经历来写，这样才会避免

俗套，才会有新意。 

 要具体：一些大学会问：“为什么你想申请这所学

校？”你在写文章前，必须做一些有关这所学校和你所报

专业的研究和调查。 

总编：袁树林 本期编辑：凌菲 本期校对: 袁树林 本期植字：刘春鸿  叶民 本期摄影: 郑建平 

http://www.ivytrack.com/collegeprep_essay_cn.htm
http://www.ivytrack.com/collegeprep_essay_cn.htm
http://www.ivytrack.com/collegeprep_essay_cn.htm
http://www.greatwall.org/docs/caihong/2011/218.pdf
http://www.greatwall.org/docs/caihong/2011/218.pdf
http://www.greatwall.org/docs/caihong/2011/224.pdf
http://www.greatwall.org/docs/caihong/2011/224.pdf
http://www.greatwall.org/docs/caihong/2011/231.pdf
http://www.greatwall.org/docs/caihong/2011/23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