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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龙红红（剑桥中国文化中心办公室副主

任，兼任中心网站设计制作与管理） 

 

 

http://www. bostoncccc.org 
http://www.cambridgechineseschool.org 
http://www. bostonchineseschool.org 

 
三个网址指向的是同一个地方 -- 剑桥中国文化中心, 我

们网上的家。在这里你能找到我们过去的轨迹,  看到我

们现在的发展和接受到我们未来的信息。 

 

Home 是我们网站的主页, 公布中心的新闻及活动,  也存放大家经常需要查询的一些栏目的提示图

案。你只需要轻点一下鼠标, 就会引领你到要去的地方。 

如遇大雪或紧急情况中心不开放, 你除了能在电视 5 频道的滚动新闻里看到通知,  你也能在这

一页头条读到相同的内容。 

中心的活动和通知也会通过 E-mail 群发至 cccc_parents@yahoogroups.com  .  新生报名时,  我

们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决定是否将你的 E-mail 地址自动加入这一群发组。愿意加入的朋友，还可以自

己在  Join CCCC Email Group 输入你的 E-mail 地址。 

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将你的广告登在这一页。 

幼儿园的宗旨是什么？孩子们都做些什么活动？几点开门？学费多少？你都可以

在这得到答案。 网上注册,  会让我们的园长与你直接对话,  进一步解答你的问题,  
提供更多的信息。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生之计在童年。 愿你在不断的了解中,  为你

的孩子找到一个合适的学校。 

 周末班的学生最多, 开设的课程也最多。 所有课程表在一年两季的学期之前会在网

上公布。  中文同一水平的课程一般会开设多个班级。 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班级, 时间。 老师们开学后会提交他们的教学计划,以便家长掌握, 了解这门课的

内容及进度。 总体的中文教学, 可以参考 中文课程介绍。  

          99%的新课开在秋季学期。 春季的课程只是秋季的延续,  上课时间, 教室基本上都不会变。 两期

之间没有休息。 一年里共有七天的固定假期,  九月的新学期之前更新一次。 家长可以随时上网查看,  

以此安排全家的休假旅行。 

          秋, 春两季分别在九月和二月开始报名。 届时家长们可以自行在家上网选课, 或到学校上机注

册。 因我们还不能接受信用卡, 支票和现金是目前的付款方式。 每个星期我们会根据注册的情况给



《剑桥园地》第 16 期                                                                                                                 2011 年 2 月                                                                                                             

各班老师一份最新的已交费学生名单。 同样的名单会贴在各教室门上, 供家长及时了解报名情况和班

级人数。 

          计算机, 网络的参入让报名这一环节变得简洁,  快速和准确。 当然也让我们失去了曾经在大厅一

字排开的长桌, 家长, 老师一起帮忙注册, 人声鼎沸的壮观景象。 科技的与时俱进, 却让大家更多的面

对了机器。  不过,  学校从而能腾出人手更多地解答大家的问题。 因此, 能在特别开辟的时间里完成

你,  或你孩子的注册, 对学校的管理方面也是极大的帮助。 

你不用再到学校来给你的孩子报名，上网就行．<<问与答>> , FAQ 里解答了家长

经常会问的问题，也有负责老师的联系电话． 

 

每年春季, 暑期班本年度的安排就会公布出来。 之后的开放日里,  负责老师会介绍

活动内容, 参观活动场所, 解答家长提的问题。 报名只需填好下载的表格,  附上学费

交给学校就完成了。 随后, 我们和家长之间主要靠 email 联络。 家长收到的第一封

email 会是我们的录取通知。  开学前，愿意拼车的家长还会收到一份拼车的名单。 家长们之间可以

任意组合拼车送孩子们上, 下学。  暑期的最后，我们会与家长核实邮寄地址，以便暑期结束时，我

们寄出带税号的学费收据，退还的押金及优惠劵。 

          上课基本按学生年龄分班 。 上午学中文，数学，下午上活动课。  一，二年级小学生由本班班

主任负责教中文和数学。 三，四年级的大孩子近两年来的中文和数学课则分别由有几十年丰富教学

经验的汤晓老师和李同生老师承担。  二位老师组成的黄金搭档，使得高年级的同学犹如上了一期中

文，数学强化集训班。 而低年级则由有耐心和爱心的老师担任。  每年的暑期汇报演出， 最活泼，

最可爱的节目都是来至这些小班。  一些孩子因为有了暑期的经历，进而选择了周末班继续中文的学

习。 

          家长们多半关心的是孩子们的学习，而孩子们最喜欢的则是外出郊游。 无论去哪，他们都开

心。 一路你都能听到他们的叽叽喳喳和笑语欢声。 老师们带了一天的队,都会觉得有点累了, 而孩子

们却仍然兴奋着, 互相展示着他们给自己买的小礼物,  品尝着自己买的小零食,  美美地享受着这一天

没课的快乐。 

          孩子们在暑期里不仅相互玩, 也和承担 TA（助教）的大哥哥, 大姐姐们玩。 这些大一号的孩子有

些是高中生, 有些已上了大学。 他们的到来帮了老师很多的忙, 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社交能力 和责任

心。 我们看到很多第一次来做 TA 的学生, 在前台工作时, 开始表现得有点腼腆, 比较害羞与家长打招

呼。 到了后来, 他们和家长却象是朋友似的老远就开始问好。 临走时还会送上一句: Have a nice day! 

许多学生每年都要争取来做一段时间的 TA。 虽然每天早上需要八点就到,  不能再睡懶觉, 他们也情

愿。 能看到他们每年在长高,  长大,  变得成熟是我们与这些孩子们之间的一种缘份。  

          整个暑期, 家长们都会不断地给我们反馈。 往往初次来的学生普遍的反应是中文难学,  数学难

做。 家长们这时就特别希望老师能放低要求。可是过不多久, 他们中会有人发现孩子们开始说更多的

中文了。 有位家长还惊喜的发现他的孩子居然是喜欢数学的。 孩子们的适应能力很强,  当初不太愿

意来学校的,  经过一段的学习,  也就喜欢来上中文学校了。 老师们也会根据家长的意见,  适当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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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为了更好地收集家长们的反馈信息,  办好暑期班,   2010 年我们推出了网上评估项目。 所

有的家长被邀请参加回答有关问题和写下他们的看法。 非常感谢此次参与以及暑期与我们互相交流

的家长。 作为第一次,  收到的回执不太多,但评估很中肯。 从反馈的信息里,  我们能感受到家长对我

们寄予的希望 。 有位家长不惜舍近求远, 每天驱车一个小时送孩子,  让他来感受和这么多同根同源的

孩子在一起的乐趣。 家长们非常希望孩子们有地方学习中文,  我们的暑期班越办越好,  活动内容能更

吸引孩子们喜欢来。 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会小心保存,  为下一期的暑期班作准备。 

2011 年 10 月 8 日中心将举办２０年庆。随着这个日子的接近，你会看到越来越

多的内容。请经常关注。 

 

 中心在这转载有关的报刊文摘, 回国招聘及社区活动。 家长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邮

箱  info@cambridgechineseschool.org 向我们推荐文章。 

是为家长们提供的一个相互联系沟通的途径, 以便交换信息, 分享创念, 提问

解答。  

 

租用过我们场地的客人最大的感受恐怕就是方便。方便停车（大停车场就在门

口）；方便安排活动（大小教室，舞厅，电视，咖啡厅，厨房一应俱全）；最感方便的应是语言。

有些客人的英语说得已是不带口音了，但能用中文彼此交流，感觉不再象是异乡的客人, 而是到了

家。今年的客人会发现另一方便的地方:  场地出租的情况可以从网上的 CCCC Calendar 查看。除了方

便,  本校的老师和家长还会在合理的房租上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请不要浪费这一优惠哟。 

 每年一期的《剑桥园地》浓缩了中心过去一年的历程。 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到一斑

我们老师, 学生, 家长和工作人员的风采。 

 

Communities 所有的稿件分别由家长会,  学生会,  图书馆,  夕阳红活动站,  卡拉 OK 俱乐部,  交谊舞俱

乐部和乒乓球俱乐部提供。你来参加活动前，请查一下时间,  或与在此提供的负责人联络，以免误了

你的行程。 

Web Resources 如果你没来过，不仿进来看一看，也许会发现你有时到处找的，就在这等着你。 

CCCC Video Archive 记录了剑桥创建的一段历史。你如果有幸是我们早期的学生,  家长，没准能在这

找到你的身影。 

Contact Us 根据你所提的问题,   相关项目的负责人会直接给于答复。中心的全体董事和工作人员 欢

迎你常来这里做客。                                                             

                                                                                                                                                                   


